
9月 5日上午 9点袁 在第 27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袁 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司徒伟
湛在市教育局副调研员刘红菱和工会副主
席陈丽娟的陪同下袁 莅临我校慰问广大教
职工袁受到林加良校长的热烈欢迎遥

司徒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我校辛勤
耕耘尧 默默奉献的教师们送上节日的问候
和美好的祝愿遥

会上袁 林校长汇报了我校过去一学年
取得的显著成绩院高考全线飘红袁取得重大
的历史性突破袁保持了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
世界名校届届出冶的优良传统曰中考全面丰
收袁再创辉煌袁黄芷蓥同学获得了市中考状
元曰赢得了国家尧省市级荣誉 18项袁扩大了
学校的影响曰 尤其可喜的是学校被确立为
广东省教育系统 10 个创建学习型党组织
示范联系点之一遥 今后袁 侨中人将站得更
高袁看得更远曰进一步弘扬华侨文化袁彰显
侨校特色曰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加强与日本尧
新加坡尧英国尧美国尧加拿大和港澳台地区一流学校的
交流与合作袁把侨中推向世界袁培养世界侨中人遥

司徒市长认为侨中定位很准袁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
己发展的路子袁并取得了好成绩袁积累了成功经验遥 司
徒市长强调院一尧学校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引领者袁要追
求更高的教育理想遥 二尧教师的情调应该是高雅的袁要

有一大群野粉丝冶遥 三尧关注各届校友对母校的支持度袁
争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遥 司徒市长希望侨中能以获
评省教育系统学习型党组织示范联系点为契机袁 打造
学习型的学校袁 办人民更满意的教育遥 在学校基建方
面袁司徒市长表示将会高度重视袁及时跟进袁尽最大能
力支持侨中遥

副市长司徒伟湛慰问我校教师
Situ Weizhan,Vice Mayor of Zhongshan City Conveying

Best Wishes to the Staff of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音5月 13日袁 广东省语委办主任张毅等省语言
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估专家一行莅临我校袁 检查验
收创建广东省野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冶工作遥 9月
23日袁张主任为我校颁发野广东省语言文字规范化
示范校冶牌匾遥
音5月 25至 27日袁校德育处副主任彭海泉带队

到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进行教育交流活动遥
音6月 10日袁 郑玉良副校长率领中山市华侨中

学对外交流团袁 到英国阿奎纳斯学院进行了为期七
天的考察学习遥
音6月 15要20日袁 杨树春副校长一行赴沈阳参

加全国中小学生本课堂大赛暨第五十六期全国生本
教育理论与实践研修班袁 在生本课堂比赛中我校钟
瑞老师荣获全国特等奖遥
音6月 20日袁我国著名漫画艺术家尧首届文化艺

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尧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
奖获得者尧校文化艺术顾问方成大师莅临我校袁与艺
术考生亲切座谈并当场示范作画遥
音6月 23日袁我校网站被评为野广东省中小学校

优秀校园网站冶遥
音6月 28日袁 民盟中山市华侨中学支部被民盟

中央授予野先进集体冶称号遥
音6月 30日袁在中山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袁我校党委被授予野2009要2010年度中山
市先进党委冶称号遥

音7月 21日袁野八一冶建军节前夕袁我校党委书记尧
校长林加良一行袁 分别到中山武警支队和中山边检
站进行慰问遥
音7月 24日袁 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师生一

行来校交流学习袁 受到了常务副校长高毅等领导的
热情接待遥
音9月 5日袁 林加良校长主持召开了创建学习型

领导班子座谈会袁强调要用华侨文化培养学生袁实现
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升级袁并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
会袁加快国际化办学的步伐袁培养世界侨中人遥
音9月 15日讯袁 在第七届中山市少年儿童发明

奖评选活动中袁 我校共有 2个作品获得市一等奖袁1
个作品获得市二等奖袁3个作品获得市三等奖袁 学校
获得最佳组织奖遥 这是我校首次在此项目上取得突
破性的成绩遥
音9月 22日袁市招生办公室主持的 2011年普通

高考录取工作总结会议在我校高中部召开袁 我校教
导处副主任方久平介绍了侨中高考基本情况与录取
工作做法袁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遥
音9月 29日袁 我校召开学年社团工作总结表彰

大会袁表彰学年优秀社团及优秀指导老师袁并为新学
年的指导老师颁发了聘书遥

音10月 17日袁全市人才工作会议召开袁我校林
加良校长被评为中山市第六期优秀专家尧拔尖人才遥

副市长司徒伟湛亲切慰问我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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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薛晓峰为我校颁发
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牌匾

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之际袁我校党委被评为广东省教育系统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遥 9月 6日上午袁我市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
市教育工作会议袁市委书记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峰亲自授牌袁我校党委书记尧校长林加良代表学校接受牌匾遥

XueXiaofeng,Secretary of Zhongs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Awarded Our School the Honour
Tablet with the Title of Advanced Basic-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in Education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9月 10日中午袁 我校在石岐区新成海港大酒楼国宴厅举行午
宴袁隆重庆祝我国第 27个教师节遥 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韩泽生尧
司徒伟湛袁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尧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等领导尧校
董尧校友及社会各界嘉宾出席了午宴遥
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苏继滔尧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尧校友代表杨文

和校长林加良先后致辞袁向我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最诚挚的祝福遥
苏主席说袁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侨中袁为侨中发展作出更

大的努力曰校董会在蔡冠深董事长的领导下袁将更好地发挥对外交
流基金会的作用袁推动侨中办学国际化袁把侨中推向世界遥

刘局长充分肯定我校今年高考取得的好成绩袁指出袁侨中不仅
高考做得好袁素质教育更是首屈一指袁精细化管理让学校走出了自
己的办学特色袁野女生教育冶尧野华侨文化冶尧野侨生班冶 更是特色鲜明袁
是全市尧全省乃至全国学习的榜样遥 侨中正处于最好的发展阶段袁领
导有志气袁教师有士气袁学生有生气袁学校有朝气遥
林校长表示袁学校要站得更高袁看得更远袁以获评省教育系统创

建学习型党组织示范联系点为契机袁 积极创建学习型领导班子袁带
领全体教师自觉投入到全民修身行动中去袁大力弘扬华侨文化袁用华
侨文化教育人袁培养人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升级袁培养野爱国爱
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现代化人才遥 将依托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野走出去袁引进来冶袁与英国尧日本尧韩国尧新加
坡尧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一流名校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袁
加快教育国际化的步伐袁努力把学校办成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
中学袁为建设幸福和美中山做出贡献浴

我校隆重庆祝第二十七个教师节
Grand Celebration of the 27th Anniversary of the Teachers' Day

我校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尧 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在庆祝第二十
七个教师节午宴上发表讲话遥

值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之际袁9月
27日袁我校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野全
民修身行动冶暨野香山华侨与辛亥百年冶
大型图片展启动仪式遥 出席仪式的领导
有市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杨海尧 副会长陈
洪棣尧 马为民尧 胡伯洲及我校校长林加
良尧常务副校长高毅遥
杨海会长作专题报告遥 他说袁100年

后的今天袁如何纪念辛亥革命袁最重要的
是缅怀孙中山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袁
继承他们的遗志袁弘扬他们的伟大精神袁
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袁立志为振兴中华袁
实现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遥
林校长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说袁中山市

作为广东省野全民修身行动冶的唯一试点

市袁率先开展了全民修身行动袁我们要积
极响应市委尧市政府的号召袁努力实施市
教育局的全民修身行动计划袁发扬野自强
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侨中人精神袁立志修
身袁率先垂范袁以实际行动为打造广东省
师德高地和中山市道德高地作出贡献遥林
校长表示袁野香山华侨与辛亥百年冶大型图
片展览活动与全民修身活动有一个共同
的主题袁那就是弘扬华侨文化袁学习华侨
精神袁培养新时代的高尚建设者遥 这跟我
校用华侨文化教育人尧培养世界侨中人的
办学目标是一致的遥
随后袁各位领导尧嘉宾及我校师生到 E

栋一楼参观了 野香山华侨与辛亥百年冶大
型图片展遥

我校隆重举行“全民修身行动”暨
“香山华侨与辛亥百年”大型图片展启动仪式

Grand Launching Ceremony of "National Self-Cultivation Action" and Photo-Exhibition
of "Xi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我校高二渊1冤班汤嘉泳同学在市全民修身行动
启动仪式上代表中山市 41万中小学生发言遥

热烈祝贺我校被确立为省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党
组织示范联系点!

Congratul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school as the contact point of demonstration of
foundation of Learning Party Organization in
Education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

6月 7日上午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陈茂辉在副市长
唐颖尧 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等陪同下来到侨中高中部
视察高考考场袁并与林加良校长及部分行政尧老师进行
了座谈遥
林校长围绕学校办学目标及侨校特色尧 精细化管

理尧女生教育优先三大品牌向陈市长做了汇报曰陈市长
对侨中特色办学很感兴趣袁不时插话询问遥当听到全国
华侨中学看广东袁广东华侨中学看中山侨中曰侨中拥有
全国一流的校董会尧对外交流处于领先地位尧侨生班办

得红红火火时袁陈市长说院侨中办学渠道广袁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袁发挥侨校优势袁品牌特色鲜明袁发展势头良
好曰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大力支持曰希望侨中
再接再厉袁把学校办得更好遥

林校长表示院 陈市长在第一场高考开考时来到侨
中袁对侨中师生是巨大的鼓舞袁我们要把市长的关心化
作动力袁 打赢高考这一仗袁 为中山万人上大学作出贡
献袁并将继续实施野名校﹢侨校冶发展战略袁把侨中办成
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遥

市长陈茂辉
亲临侨中巡考并召开座谈会
Mr.Chen Maohui,Mayor of Zhongshan City inspected Zhong-

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and had a forum with the
staff during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渊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冤

林加良校长向陈茂辉市长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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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的过程中袁我们最该感谢的是老师遥 老师教给
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袁还有做人的道理遥 老师就像黑夜里
的一盏明灯袁照亮我们的前路曰老师就像沙漠中的一股清
泉袁为我们解渴曰老师就像冬日里的阳光袁给予我们温暖
噎噎老师为我们所付出的袁是数不尽的遥
记得袁我上个学期的中段考成绩退步了袁跌了一百多

名遥 当时袁班主任孙老师与我谈话袁他并没有批评我袁反而
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院野一次失败并不代表什么遥 冶接着还
给我分析了这次考得差的原因袁还鼓励我不要灰心遥 我听
了之后袁眼眶泛起了涟漪遥 下半学期我吸取的教训袁牢记孙
老师的教诲袁经过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遥 虽然孙老师现
在已不教我袁但他对我们班的付出是无可否定的遥 一日为

师袁终生为师遥
野春蚕到死丝方尽袁蜡炬成灰泪始干冶袁老师为我们付

出的袁都是无私的奉献遥 陶行知说过这样一句描写老师的
话院野捧着一颗心来袁不带半根草去冶遥 在教室里袁您耐心讲
教的身影曰在操场上袁您看我们做早操的身影曰在办公室
里袁 您仔细批改作业的身影噎噎要问这世界上谁最辛苦袁
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院是您要要要老师遥
小鸟感恩蓝天袁是因为蓝天给予了小鸟自由飞翔的天

地遥鱼儿感恩河水袁是因为河水让鱼儿有了生存的空间遥花
草感恩雨露袁是因为雨露滋润了花草袁让它们茁壮成长遥 我
感恩老师袁是因为老师带领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遥 谢谢您袁
老师浴 渊指导教师院戴烨冤

感谢师恩
初二渊17冤班 叶彤

老师袁大家都说您培养着祖国的栋梁曰我却要说袁您就是祖
国的栋梁遥 正是您袁支撑起我们一代人的脊梁浴
是您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袁 让我看到了一个斑斓的新世界

噎噎
有了您袁花园才这般艳丽袁大地才充满春意浴 您就是希望与幸福

的播种人浴 您用美的阳光普照袁用美的雨露滋润袁我们
的心田才绿草如茵袁繁花似锦浴 您为花的盛开袁果的成
熟忙碌着袁默默地垂着叶的绿荫浴
您是那默默无闻的树根袁使小树茁壮成长袁又使树

枝上挂满丰硕的果实袁却并不要求任何报酬遥
您是大桥袁为我们承载着明天的希望曰您是青藤袁坚韧而修长袁指

引我们采撷到崖顶的灵芝和人参遥
老师袁您用人类最崇高的爱袁播种春天袁播种理想袁播种力量噎噎

用语言播种袁用彩笔耕耘袁用汗水浇灌袁用心血滋润袁
您工作在今朝袁却建设着祖国的明天曰您教学在课堂袁成就却在

祖国的四面八方遥 老师袁如果把您比作蚌袁那么学生便是蚌里的砂粒曰

您用爱去舐它袁磨它袁浸它袁洗它噎噎经年累月袁砂粒便成了一颗颗珍
珠袁光彩熠熠遥
您是火种袁点燃了学生的心灵之火曰您是石级袁承受着学生一步

步踏实地向上攀登遥
您像一支蜡烛袁照亮了别人袁耗尽了自己遥这无私的

奉献袁令人永志不忘遥 您讲课的语言袁悦耳像叮咚的山
泉袁亲切似潺潺的小溪袁激越如奔泻的江流噎噎

您的爱袁太阳一般温暖袁春风一般和煦袁清泉一般甘
甜遥 您的爱袁比父爱更严峻袁比母爱更细腻袁比友爱更纯

洁遥 您原原老师的爱袁天下最伟大袁最高洁遥
是谁把雨露撒遍大地钥是谁把幼苗辛勤哺育钥是您袁老师袁您是一

位伟大的园丁浴 看这遍地怒放的鲜花袁哪一朵上没有您的心血袁哪一
朵上没有您的笑影浴

(指导教师院高翠芬)

颂老师
初二渊18冤班 汤晴

当我走进这个奇异的世界袁 儒雅古朴的香
气扑面而来袁 知识就像点缀在春色里数不胜数
的花朵袁开出了白玉兰的清纯袁开出了凤仙花的
热烈袁开出了群芳争艳般难以述说的美丽遥
在这里袁我遇到了一棵沉默的树遥它用坚挺的姿势

站立着袁如同一个巨人袁俯视着地面每一个生命的每一
丝脉动曰 它将那庞大身躯里蕴藏的精华毫无保留地倾
注在那渴求成长的芽苗身上曰 它将那四季般绚丽的未
来小心翼翼地放进那怀揣希望的花骨朵里曰 它把炽热
的心和滚烫的热血揉成一季初春袁 给予了向往绽放的
花苞曰 它用自己那伴随光明的话语穿透乌云密布的天
空袁在狂风暴雨中直指苍穹袁为雏鸟开辟一条步入幸福
的通道遥
日夜交替袁四季流转袁时光在涓涓细流的日夜汇集

下成为了荡漾着万千岁月的海遥芽苗长大了袁成为了大

树袁做成了大船傲游大海曰花苞开放了袁成为了芳艳袁化
为了色彩涂染世界曰雏鸟高飞了袁成为了飞行家袁乘着
气流拥抱蓝天遥而树袁依然在那里静静地编织着另一片
世界的明天遥
这棵谦虚的树呵袁被星光漂白了叶片袁时间的车轮

在年轮上留下岁月的沧桑袁 可它却深深扎根在时代的
地平线上袁像一座灯塔袁用年华点燃着希望遥
硕果累累的季节里袁在这棵奉献了心灵的大树旁袁

久久环绕着扑鼻的芳香袁 那凝聚了爱的清芬融入了阳
光遥

这棵灿烂的树呵浴
渊指导教师院谭燕萍冤

一棵灿烂的树
初二渊8冤班 陈羿彤

离开初中也有一段时间了吧钥
仿佛从未离开过袁 校园的一隅一角尧

一景一物遥那天桥尧那跑道尧那树荫噎噎还
记得那个残酷而炎热的夏天吗钥
学校里的那棵凤凰树袁 正热烈地燃烧着袁
让人远在几米外也仿佛感受到了它的热
量遥鲜红的花瓣袁米黄的花蕊袁正昭示着它
们那旺盛的生命力遥
一如那时的我们遥
面对中考的压力袁 我们紧张却不彷

徨遥 因为有你袁侨中遥 我知道袁无论有什么
困难袁你都将挡在前面袁为我们指明一条
康庄大道遥作业尧竞赛尧高强度的体育训练

噎噎这些都如小山一般把我压得喘不过
气来遥但是袁这个时候袁当我看到学校里的
一景一物时袁它总会给我无穷的信心与信
念遥 即使艰难袁即使劳累袁会有许多老师尧
同学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风风雨雨袁陪伴
我们度过那些美丽而鲜活的日子遥
进入高中也有不少时日了吧钥
进入陌生的高中遥 所幸袁我仍然能在

侨中的怀抱里学习成长遥虽然仍有诸多的
不习惯袁但我相信袁有老师与同学的帮助
与支持下袁我一定能做得更好遥高中三年袁
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袁面对什么袁但是袁我
不害怕袁也不胆怯遥 或许很累袁或许很苦袁

但是当你成为了侨中的一员时袁便要肩负
起为学校争光尧为自己努力的责任浴
漫步在高中校园里袁望着那一棵棵高

大葱翠的大树袁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遥 在
这里袁曾多少次传出琅琅书声曰在这里袁曾
洒下多少老师与同学的汗水曰 在这里袁曾
为社会输送了多少英才遥
侨中的一个个瞬间袁 一个个过往袁我

将一点点地将它收入囊中袁永久珍藏遥
嘿袁别忘了哦袁侨中袁有你的陪伴袁那

些鲜活的日子仍在继续遥
(指导教师院胡艳)

嘿，那些鲜活的日子
高一渊1冤班 黄 慧 珊

最美的笑容袁是噙着泪微笑遥
要要要题记

又一次梦到和老师们相处的场景遥
醒来袁已是满脸泪水遥
不得不承认袁我对身边的人与事是那

样的难以忘怀遥每每回想起老师给予我的
莫大的鼓励与帮助袁我总会感动得一塌糊
涂袁眼睛也总会泛起泪光窑窑窑窑窑窑

我的初中是在侨中度过的遥 初二那
年袁 一个叛逆的小丫头看什么都不顺眼袁
更是屡屡违反纪律袁 自己却满不在乎袁甚
至以此为荣遥班主任王老师在一天放学后
找我谈话遥我本以为他又是像其他长辈一
样啰嗦袁没想到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野没
有人可以不犯错袁我能理解你的袁并且相
信你可以改正的袁 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袁
别人说什么没关系的袁自己努力就好遥 冶我

诧异地望向王老师袁 发现他正
微笑地看着我遥 我尘封的心门
一下子被开启袁 老师的话触动
了我心灵深处遥那次谈话之后袁
我开始学会乐观地看每一件
事袁做事变得谨慎得体遥 因为袁
我知道袁 有班主任在背后默默支持我袁给
我鼓励袁期待我成长遥
初中毕业袁我又很幸运地升入侨中高

中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遥 然而高中带给我
的不只是学业上的压力袁 更多的是迷茫遥
不过袁幸而遇到她遥 高一有一段时间心情
低落袁成绩不理想袁学生会工作不顺利袁简
直烦到了极点遥 只得找班主任曾老师倾
诉遥 她微笑着听完我的诉说袁开始帮我分
析问题遥 一条条理下来袁我的心中豁然开
朗袁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遥返回课室的途中袁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袁老师拾起红笔开

始改作业袁而旁边是两三沓的练习册浴 我
突然意识到袁 老师为了帮我解决问题袁竟
花去了大半个晚上批改作业的时间遥那一
刻袁我噙着泪笑了袁为我有一位如此好的
班主任袁更为她所给予我的许多道理遥
很荣幸袁中学阶段遇到的都是很好的

老师袁一想起平时相处的时光袁我脸上总
会泛起笑容要要要当然袁同时也伴有泪遥 我
尊敬我的老师袁我感激我的老师遥 正因有
了他们袁我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坚定地走
下去袁一路且歌且行浴

渊指导教师院汤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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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您好袁野小红帽 冶
野去跑四圈回来遥 冶发令者浓眉阔脸袁黝黑的皮肤袁头戴

一顶红色的鸭舌帽袁很是醒目遥 魁梧的身材配上中气十足的
嗓门袁自有一股威风凛凜的气势遥

岁月爬过袁您的鸭舌帽亦读出沧桑袁那旧色的红袁卷入
您的眷恋噎噎何时起袁您与小红帽已成了连体娃娃 遥这就是
您袁严格而不失可爱的您袁您知否钥

NO.2谢谢您袁野小红帽冶
野加油浴 双手往上提袁脚用力遥 冶有力的字句袁耳熟能详袁

鼓励之意袁轻轻萦绕噎噎
汗水渗透的白衫在阳光下拉长袁 不变的红色鸭舌帽刺

得眼睛有点痛袁是眩晕亦是感激遥
阿瑾拧开瓶盖袁正欲把饮料倒入口中袁野小红帽冶竟毫无

预兆地出现了袁他笑着袁很是真诚院野刚运动完袁不要喝那么
冰的东西袁对身体不好遥 冶望着他和蔼的面容院眼窝有点下
陷袁目光很柔和袁一如既往地藏着关怀遥

NO.3 再见了袁野小红帽冶
九月抚平了八月的四射激情袁体育老师换了遥 情依旧袁

人已非袁不免黯然袁师恩难忘遥 那顶小红帽袁装载着回忆袁也
装载着师生情袁它虽然失去了当日的鲜红袁但依旧耀眼遥 再
见了袁野小红帽冶袁这就是您袁让我们带着不舍袁并再次读懂难
忘的您袁您知否钥
当群星闪耀袁美好又归于宁静袁特别的九月袁敲响心声袁

轻轻地哼唱感恩之音噎噎难忘的年华袁 我们铭记袁 爱的耕
耘袁感谢有您袁我亲爱的野小红帽冶遥

渊指导教师院何利君冤

感谢师恩之
“小红帽”纪念版

初二渊15冤班 黄依莉

我们要感恩老师袁就像小草感恩那博大的土地一样遥是他
们用纯洁无私的奉献和付出袁启迪着我们袁一次次给予了我们
慰藉和鼓励袁让我们从懵懂的少年走到了现在袁开始编织我们
美丽的未来遥
我们要感恩老师袁是他们孜孜不倦地教导着我们遥他们

的关爱和教诲使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爱所深深地围绕和滋润
着袁无时无刻不被爱温暖照射着遥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对老师
深深地感恩吗钥

老师袁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袁哺育着太阳底下最美丽
的花朵袁为我们遮风挡雨袁给了我们一片洋溢着爱的海洋袁给

了我们荡漾着芬芳的幸福生活遥是的袁我们应该感激他们遥我能
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钥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遥 我想袁我们能够做
的袁就是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去报答他们袁绝不应该辜负他们对
我的期望浴

我爱我的校园袁更爱我的老师遥让我们一起对自己的老
师说一声院野谢谢您袁我们爱您浴冶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袁知恩
图报袁冬天就不会再寒冷袁黑夜就不会再漫长袁幸福快乐就
会时刻陪伴在你我的身边浴

让我们感恩我们的老师吧袁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浴
渊指导教师院陈缙云冤

感恩教师
初二渊16冤班 黄柔嘉

一棵小草因为对春雨的感恩袁拥有了绚烂的花朵曰一株幼苗因为对阳光的感恩袁拥有了甜美的果实曰一只小鸟因
为对天空的感恩袁拥有了翱翔的翅膀遥 一颗心灵因为对爱的感恩袁拥有了钻石般的灿烂光芒遥

要要要题记

小时候袁 第一首
学 会 的 儿 歌 便
是要要要野静静的深夜
群星在闪耀袁老师的
房间彻夜明亮遥 每当
我轻轻走过你窗前袁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
心房遥 冶

小学时总认为
老师很神气袁讲一句
话也可以惊天动地袁
带领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鸟飞来飞去遥但是袁长大了才明白那狭窄
朴素的教室里袁放飞的是梦想袁是希望浴
记得刚上初一时袁我很难适应初中的节奏袁更没有信心学好遥

一次语文课上袁老师问了一个较深的课外问题袁全班同学都面面相
觑袁没有人回答得出来遥其实我心里早便有了答案遥但是袁我不敢举
手发言袁我没有勇气去展示我自己遥耿老师用期待的目光扫视着全
班同学袁她看到我了袁她向我微笑着袁她那温柔而又坚定的目光仿
佛在鼓励着我院我知道你可以袁勇敢地站起来吧浴 我大受鼓舞袁流
利尧准确地回答了问题遥 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遥 是耿老师的微
笑鼓励了我袁我也在她的目光中读懂了她对我的期许与关爱遥那份
就像一缕清风的爱袁在我心中拂起了波澜袁永驻我心袁使我久久不
能忘怀遥
忘不了清晨老师陪伴我们早读曰 忘不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

真理袁擦去了功利袁那粉笔画出了彩虹袁老师却滴下了汗滴遥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袁我们又该如何道尽我们心中的感激钥 想说袁却又不知
从何说起遥 因为袁老师对我们所做的实在太多太多噎噎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袁
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袁
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袁
明亮的灯光照亮我心房遥

(指导老师院耿昆巍)

师恩难忘
初二(19)班 陈雅静

空中盘旋的落叶袁谱写了那优美的旋律遥 花儿的变迁袁
绘画着心灵的画卷遥 老师袁手握彩色粉笔袁画出七色的彩
虹袁落下甘甜的汗滴袁孕育了祖国的桃李袁啊浴 那是最终的
果实浴

许多人认为院老师袁是蜡烛袁但蜡烛却会在燃烧时哭
泣袁而老师流下的是汗滴浴 这汗滴换来了学生的辉煌袁涤荡
着那坚硬土地袁为社会留得一片净土遥 宇宙间没有任何一
样东西能代替老师这至高无上的的地位浴

只因有老师袁在迷茫的夜里袁我们不再迷路曰只因有了
老师袁才不会被失败的苦涩月光包围遥 我总忘不了老师那
春风化雨的笑容袁细密牵挂的叮咛遥 在我们进步时您露出
了春风化雨的笑容袁考试前袁您用充满期待的语腔道出细
密牵挂的叮咛遥 老师让我明白什么是亲如细雨袁爱如柔风遥

在我的眼里袁世上的一切都是变幻莫测的袁但是老师
让我明白其中真正蕴含的道理遥

老师袁一杯热腾腾的奶茶袁让我们这些尚未结果的淘
气包们在寒夜里饮您的温暖曰一朵花袁让我们看见一缕希
望的阳光曰一道彩虹袁引领我们走向成功的殿堂曰一盏灯袁
照亮前方的道路遥

老师袁用智慧为我们插上翅膀袁领悟人生的真理遥 我爱
老师袁我只说这句最单纯袁最简单的话来表达我的心声袁因
为感恩不需要任何修饰遥 一颗感恩的心袁一份真诚的心袁一
些实在的行动袁都是我们应该为感恩老师而去做的遥 让我
们行动起来袁以自己的优异成绩来感恩老师吧浴

(指导教师院谭燕萍)

谢谢你！我敬爱的老师
初二渊7冤班 唐紫萝

初中的三年我是在侨中度过的袁这短短的三年对于
我整个学业生涯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袁 也是意义非凡
的遥 三年中袁每一点酸甜苦辣尧每一段欢乐与泪水尧每一
次的成功都是我与老师一起经历的袁这些都是一段段再
珍贵不过的人生财富袁我想它会伴我一生袁并使我终生
受用浴
曾有老师说过院野只要你们好就好了浴 冶真是再朴实

不过的话语了袁但它却承载了多少老师对我们的期待与
老师的无私遥 初中的三年袁我无时无刻不在体会这份厚
重的感情遥
初三运动会时袁班主任何老师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写

五篇新闻稿袁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认真完成袁当写到第四
篇时袁实在懒得写了袁也觉得似乎不会有人追究袁便作
罢袁一边与同学撒欢玩去了遥 过了一个星期袁风平浪静袁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袁我心里还觉得自己幸运极了遥 但一
天中午袁何老师突然说袁校运会没有写完额定篇数新闻
稿的人留下把剩下的写完遥 我一听袁脑袋就野嗡冶的一声袁
心想院完了袁六篇咋补啊! 但此时的我丝毫没有悔过的意
识袁竟还想着开溜遥 但当我看到何老师那不大的眼睛里
迸射出令人战栗的目光袁仿佛说院野别耍花样儿袁找的就
是你浴 冶我只有无奈地坐在座位上袁乖乖的把六篇新闻稿
全写完了遥 那天中午袁我没吃饭袁没睡觉袁心里觉着自己
比窦娥还冤袁不过几篇作文袁至于吗钥 那天下午袁何老师
找我谈话袁具体说了什么袁我记的不太清了袁但我真的懂
得了袁人生那么长袁不会总有人袒护你袁也不会总有人为
你开绿灯袁 更没有一个人是顺当的走完自己的一生的遥
只要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袁 永远不要想着投机取巧袁
我们才会取得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功袁成为大写的人遥
老师关心我袁教我做人的事还有很多遥 我是沐浴着

老师的爱与关怀成长起来的袁我得到了多少袁只有我自
己清楚遥 毛泽东曾经对他儿时的私塾先生说过一段话袁
其实也是我想说给我所有老师的院野您二十年前是我的
老师袁二十年后是我的老师袁再过二十年您还是我的老
师浴 冶
雨泽生万物袁恩泽育贤人遥 师恩难忘袁我的成长袁一

路有您浴
渊指导教师院汤杰冤

一路有您
高二渊1冤班 王逸楠

转眼间又到野寒窗苦读冶为理想奋斗的季节了遥我袁在侨
中已经学习了四年的我袁 迎来了高二这一高中时代最重要
的转折点遥
说到侨中袁 我们一家人真的与侨中有着不解之缘要要要

爸妈都是侨中的老师袁我是侨中的学生遥
现在的我袁 仍能清晰地记得在小学时老爸常带我来到

侨中高中部的体育馆打乒乓球的情景遥 乒乒乓乓的球声给
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遥就在这样的快乐中袁我渐渐地
长大遥 当时的我就在感叹袁侨中的体育设施真好浴 我也为自
己将来能成为侨中的一名学生而倍感自豪遥
终于袁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侨中初中部遥初一懵懂而又快

乐的甜蜜学习袁初二开始有点动力的学习袁初三为中考奋斗
的艰苦学习袁让我更加觉得侨中的可爱遥
在初中部常和老妈一起在办公室吃午饭和午休袁 我见

识到了一向治学严谨的老师们在办公室随性尧 亲和力十足
的言谈举止袁更感受到了他们的可亲可敬遥
有幸的是袁 初中老师的三年培养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侨中高中部袁 让我能再次回到这个早已与我结缘的地
方开始新的学习征程遥 而陪伴着我袁默默在我身后的人袁也
从初中部的老师换成了高中部的老师遥
当我一个人静坐在高中部校园里袁 时常会想起初中部

那熟悉的一切要要要艺术楼前那耸立着贝多芬雕像的小池
塘袁 学弟学妹们悦耳动听的朗朗书声袁 即将竣工的大礼堂
噎噎每每想到这儿袁一股莫名的感动总会涌上心头遥我的每
一步成长都离不开侨中袁离不开侨中老师对我的培养遥我也
发现袁 并不是只有我有如此感受要要要看看那些每逢节假日
就会回校探望恩师的已毕业的学长们吧袁你会明白袁侨中的
学子是多么懂得感恩袁每个侨中人是多么热爱侨中袁侨中是
多么值得留恋遥
如今袁在回忆过去和感叹现在还都意犹未尽时袁高一那

段难忘的日子要要要第一次体验高中学习的快节奏袁 第一次
体验宿舍生活的简朴和充实袁 第一次体验国际文化交流节
等课外活动的有意义噎噎要要要便已悄悄过去遥 而现在在我
面前的袁是高二这崭新的一页遥
与侨中结下不解之缘的我袁 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坚

强的意志袁在高二这页上书写奋斗的篇章袁为高三以及更远
的未来增光添彩袁为侨中争得更多辉煌遥 同时袁我更希望侨
中要要要伴我成长的侨中袁我永远的母校袁明天更美好浴

渊指导教师院汤杰冤

侨中伴我成长
高二渊1冤班 杨昱

翻开厚厚的日记本袁细细去品尝那一
点点往事袁犹如剪也剪不断的师生情意遥

要要要题记
侨窑酒之醇

作为一名野侨中人冶袁不知不觉已有四
年之久遥这是一片沃土袁有道不尽的情怀袁
有诉不完的感激遥 还记得当初我们懵懂袁
是老师不厌其烦袁一遍又一遍地让我们学
会成长曰当初我们失落袁是老师伸出援助
之手袁给予我们温暖的怀抱袁一步一个脚
印袁引领我们迈向成功的彼岸遥

如今袁我们在继续攀登袁与我们同行
的仍然是我们的老师浴

侨窑茶之清
人们喜欢品尝好茶袁它入口清香袁沁人

心扉遥其实袁用心去感激一个人袁也犹如认

真地去品茶一样遥 或许在不经意之间袁我
们也叛逆过袁但请静下心来袁你会发现原
来老师的批评无论多么严厉袁语言多么尖
刻袁一阵难受之后袁却句句说在心坎上遥
这是一杯好茶袁 需要我们一辈子用心

去细细品尝遥
侨窑果之硕

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 世界名校届届
出冶袁这不仅仅是师兄尧师姐们用勤奋与汗
水编织出来的梦袁更是老师们每日与粉笔

灰共舞的硕果遥 难忘初中三年袁与老师共
度的岁月袁还记得每次考试袁当同学们为
优秀成绩而兴高采烈之时袁老师也只是微
微一笑遥 丰收的季节袁她们看着自己亲爱
的孩子们各奔前程袁 虽然难耐离别之痛袁
但心系学生袁 希望每个孩子都过得快乐遥
她们从来不计较自己付出了多少袁她们只
是牢牢铭记着院野我要为孩子们提供最好
的教育浴 冶
硕果累累袁在这其中袁处处有老师们

的汗水与付出遥 野春蚕到死丝方尽袁蜡炬成
灰泪始干浴 冶师恩难忘浴
也许用地作纸袁海作墨袁也写不尽对

老师的感激袁金秋时节袁请不要忘记那位
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袁默默奉献的老师浴

渊指导老师院熊春雅冤

噙着泪微笑
高二渊1冤班 李雅婷

侨情
高二渊4冤班 杨泳文

感恩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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