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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下午袁 在第 2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
中山市政府副市长贺振章在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容彤尧计财科科长徐全胜陪同下袁莅临我校进行
教师节慰问袁与林加良校长等行政及教师代表亲
切座谈袁并寄语侨中要打好野四张牌冶袁即院侨牌尧
名牌尧特色牌尧创新牌袁不断超越袁办人民更加满
意的侨中遥

会上袁 林加良校长汇报了学校一年来的工
作院过去一学年袁在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
侨中学冶目标的指引下袁我校大力实施野名校+侨
校冶发展战略袁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袁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袁进入了最佳发展时期袁正如市政协副主
席尧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所形容院校长有志气袁教
师有士气袁学生有生气袁学校有朝气袁社会有人
气遥 学校荣获诸多荣誉袁荣获第九届野中山市模范
集体冶荣誉称号袁是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曰被
评为野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集体冶曰校园电
视台被评为第七届中国中小学百佳校园电视台曰
网站被评为广东省中小学校优秀校园网站曰在全
国第三届中学生领导力大赛中袁我校获野综合评
比特等奖冶和优秀项目一等奖渊全国仅 5所学校
和 5个项目获此殊荣冤遥 高考三线飘红袁重点本科
录取 307人袁录取率达 19.3%曰本科以上录取 1373

人袁录取率达 86.6%曰专科以上录取突破 1500大
关袁达 1580人袁录取率达 99.4%遥刘曼同学夺得全
市理科第一名袁全省第五名袁考取了清华大学遥 中
考也取得全面丰收遥 刘长渔尧李瑞洋等三位同学
进入了全市前十名袁6人进入全市前三十名袁408
人获单科满分遥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体侨中人共
同努力的结果袁更是市委市政府亲切关怀和市教
育局正确领导的结果遥

林校长说袁 市委书记薛晓峰曾在 7月 12日
高中校长座谈会上赞扬我校 野注重入校教育袁以
耶低进中出尧中进高出尧高进优出 爷为目标袁这也是
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冶袁 这是对侨中师生的巨大
鼓舞袁今后袁我们将乘势而上袁进一步发挥侨校优
势袁用华侨文化培养人袁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型升
级袁高水平推进素质教育袁大力培养具有野爱国爱
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
世界侨中人遥 此外袁林校长还提出了提速学校基
建工程尧增设公交路线便利学生上学尧将北区湿
地公园划拨侨中等建议袁 旨在扩大侨中办学规
模袁提升办学水平袁办人民更满意的教育遥

听取林校长的汇报后袁贺市长发表了重要讲
话遥 他首先向侨中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愿全
体教师节日快乐遥 同时袁祝贺侨中高考尧中考取得

辉煌成绩遥 他说袁侨中高考三线飘红袁中考全面丰
收袁人才培养野低进中出尧中进高出尧高进优出冶袁
形成特有的人才深加工能力袁这种能力是了不起
的能力袁这样的成绩是了不起的成绩遥 侨中呈现
出野尖子越来越多袁整体越来越好袁后劲越来越
足冶的大好形势袁作为市委市政府与侨中的联系
人袁感到非常光荣袁非常骄傲遥

贺市长指出袁侨中要注重打好野四牌冶院1尧侨
牌遥 以华侨文化为灵魂袁争取侨心袁吸引侨资袁提
升侨味袁打好野侨牌冶袁充分发挥侨校优势遥 2尧名
牌遥 推进学校品牌建设袁各项工作精益求精袁不仅
要在国内知名袁更要扩大在国外的影响袁培养更
加优秀的人才遥 3尧特色牌遥 力争在各项教育教学
活动中袁 特别是对学生长远发展的培养活动中袁
打造自己的特色袁 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人才遥
4尧创新牌遥 在办学思路尧办学策略中袁敢为天下
先袁求新求变袁把侨中推向新的高度遥 贺市长希望
侨中不断进步袁追求卓越袁把学校办得越来越好袁
早日实现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的
目标遥 最后袁贺市长说袁一定当好侨中的野联系
人冶袁做好侨中的野服务人冶袁把侨中摆在重要的位
置袁对侨中提出的有关建议袁尽心尽力优先解决袁
确保侨中优质的办学条件遥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贺振章莅校慰问我校教师
Mr He Zhenzhang, Vice-Mayor of the City of Zhongshan Conveying Best Wishes to th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on the Eve of Teachers' Day

9月 8日晚袁 我校全体教师欢聚在
石岐区新成海港大酒楼国宴厅袁 举行晚
宴隆重庆祝 2012年教师节遥中山市副市
长吴月霞袁市政协副主席韩泽生袁市政协
副主席尧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袁校董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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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遥

晚宴上袁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尧教育
基金会主席苏继滔袁市政协副主席尧市教
育局局长刘传沛袁校友代表罗锐鸿袁广东
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分别致辞袁向
我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最诚挚的祝福遥

苏继滔主席说袁 今年又是侨中高考
取得辉煌成绩的一年袁全线飘红袁连续冲
关院重点本科录取突破 300大关袁本科以
上录取突破 1300大关袁专科以上录取突
破 1500大关遥 喜获全市理科状元袁而且
进入全省前五名袁可喜可贺浴侨生班一枝
独秀袁形势喜人遥 苏主席表示袁这些成绩
来之不易遥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教育局对
侨中一贯的大力支持袁 感谢社会各界热
心人士对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遥 感谢侨
中的全体老师的辛勤劳动遥同时袁苏主席
希望全体侨中人继续在岗位上戒骄戒
躁袁施展才干袁不辜负社会的厚望袁把侨
中办得更好遥

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向我校全体教
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遥他说袁
野百年大计袁教育为本冶遥近年来袁市委尧市
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袁大力实施普高野扩容促优冶工程袁高度
重视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遥 中山高考连
创新高袁不断取得新突破遥 今年袁在全省
招生计划基本不变尧 升学矛盾依然突出
的大背景下袁 我市高考录取率再创历史
新高遥取得如此骄人成绩袁市侨中起到了
主力军的重要作用袁 今年市侨中的重点
本科录取突破 300大关袁达 307人曰本科
以上录取突破 1300大关袁达 1373人遥另
外袁 在优秀生的培养上也取得了新的突
破袁刘曼同学夺得全市理科第一名袁全省
前五名袁被清华大学录取袁另有三位同学
被北京大学录取袁八位同学被世界前 50
名的大学录取遥 这再次证明了林加良校
长提出的野低进中出尧中进高出尧高进优
出冶的精加工尧深加工培养模式的出色效
果袁他肯定林校长是一位有主见尧有创新
意识的名校长袁并透露袁近日袁林校长被

省教育厅定为
中山市首位教
育家培养对象
渊全省只有 20
名冤遥 最后袁刘
局长强调袁新
的学年的目标
为 野一个目标
渊2013 年全面
实施教育现代
化冤尧两个主题
渊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袁 全面

促进城市尧农村教育的均衡化冤尧三个重
点渊深化改革尧促进公平尧提高质量冤尧四
大机制渊公共教育机制尧终身教育机制尧
教育协调机制尧 教育经费增长机制冤尧五
条路径渊均衡化尧细致化尧特色化尧多样
化尧国际化冤冶遥他相信侨中在林加良校长
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袁 侨中的
各项事业在新的学年定会再创新高遥

85届校友罗锐鸿致辞袁他说袁母校近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绩让校友们感到振
奋袁感到自豪浴他们坚信母校的各项事业
一定会蒸蒸日上袁野办全国一流尧 国际知
名华侨中学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浴作为校
友袁将会继续努力地工作袁用更大的成绩
来回报母校的培养袁为母校争光袁同时还
会继续完善校友会组织袁 发展壮大校友
基金会袁为母校的发展添砖加瓦浴
林加良校长致答谢辞袁 代表学校向多

年来一直关心支持侨中发展的领导尧校董尧
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袁向
辛勤工作尧 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职员工致以
节日的祝贺遥随后袁林校长通报了过去一学
年我校在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院在野办全
国一流尧 国际知名华侨中学冶 目标的指引
下袁我校大力实施野名校+侨校冶发展战略袁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袁进入了最佳发展时期曰
高考中考全线飘红袁学科竞赛硕果累累袁学
校获得诸多荣誉遥林校长说袁成绩的取得是
侨中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袁 更是
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市教育局的正确
领导尧广大校董尧校友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的结果遥 9月 6日下午袁贺振章副市长代表
市委市政府到侨中进行教师节慰问袁 并与
部分行政尧教师代表座谈袁寄语侨中要打好
野四张牌冶袁即院侨牌尧名牌尧特色牌尧创新牌袁
不断超越袁 办人民更加满意的侨中遥 新学
年袁我们将牢记使命袁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
期望袁进一步发挥侨校优势袁用华侨文化培
育人袁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袁大力培养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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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侨中人袁向着野办全
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的目标奋勇
前进袁 为中山市在广东省率先基本实现教
育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浴

晚宴上袁 还进行了蔡冠深高考奖学
金和苏继滔高考奖学金颁奖仪式遥 考上
清华大学的刘曼和考上北京大学的李敏
苑尧赵恩斌尧张玹硕均获得蔡冠深高考奖
学金和苏继滔高考奖学金各一万元遥

我校隆重庆祝
第 28个教师节

A Grand Celebration of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eachers' Day in Our School

本文发表于叶广东教育曳2012年第 4期袁文章作者
林加良袁中山市华侨中学党委书记尧校长曰中学英语高
级教师曰获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位遥 广东省名校长尧省首
批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曰中山市名校长尧市首批名校长工
作室主持人曰市野十杰冶市民遥 2011年袁荣获野中山市第
六期优秀专家尧拔尖人才冶称号遥 2012年被确定为广东
省教育家培养对象遥 在国内各级刊物发表论文 20余
篇袁出版了学术专著叶嘉木清音曳遥

2010年 9月 10日至 10 月 3日袁 我参加了 2010
年广东省中学校长中英合作培训项目袁 赴英国伦敦大
学教育学院培训学习袁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甚多袁这里仅
就英国教育国际化的一些做法谈谈看法袁供同行参考遥

一尧英国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做法

1997年英国大选 5月 2日揭晓袁 时年 43岁的布
莱尔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遥 布莱尔首相一上
任便宣布野教育袁教育袁教育冶渊Education, education, ed鄄
ucation冤是其执政的重中之重袁大举实施教育改革遥 其
力度之大袁在发达国家中堪称少有遥

1999年袁英国政府宣布启动野布莱尔首相计划冶遥
该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院第一袁吸引国际学生到英
国学习袁打造英国教育品牌遥第二袁扩大政府奖学金袁资
助有潜力的未来领导人到英国学习遥第三袁扩大留学生
就业的范围袁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遥 第四袁简
化透明签证程序袁方便招收境外学生遥借助英语这一世
界通用语言的独特优势袁野布莱尔首相计划冶 积极实施
国际教育战略袁 其核心就是推进英国教育国际化袁野打
造世界级的教育冶渊the world class education冤袁确保英国
在国际教育中独执牛耳遥

2004年袁英国政府野孩童尧学校暨家庭部冶 渊Depart鄄
ment of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袁DCSF冤在其官方
报告书 叶将世界与世界级教育整合曳(Putting the World
into World-Class Education冤 进一步明白揭示了推进国
际教育的方针原则与愿景院 以世界公民作为出发点袁了
解不同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袁在相互依存的共存共荣关系
下贡献自己力量袁使得全球经济尧社会或环境得以拓展
与生生不息遥 为此袁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
其较高的国际化教育程度和良好的国际声誉遥

1尧改革学校课程遥 首先是增补课程内容袁将与国际
化相关的核心概念袁例如院公民权尧多元化尧人权尧社会正
义或环境永续发展等整合到学科学习之中遥最为特别的
是袁 将国际化教育与即将在 2012年伦敦举办的奥运会
相结合袁进而宣扬运动家精神与社群凝聚力的价值遥

2尧注重第二语言的学习遥 规定所有处于第二关键
阶段渊Key stage院7原11 years old冤的小学生都要接受第
二语言课程的学习袁 其它学段的学生也要达成相关学
习目标遥 笔者所参观过的 Hampstead School,学生来自
78 个国家袁 拥有 68 种语言曰 而挂职学校 Lamp ton
School 则存在 40耀50种母语遥其它学校也大都如此袁几
乎每一所学校都是名副其实的野国际性学校冶袁不同民
族尧不同宗教尧不同肤色尧不同语言的孩子们都在同一
教室内学习遥 2010年 4月袁英国政府决定将汉语列入
中学生必修课之一遥

3尧鼓励教师参加培训遥 为培养和提高教师的国际
视野与专业素养袁 英国政府鼓励教师参加国际专业发
展课程 渊Teachers'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鄄
ment袁TIPD冤袁到非洲发展中国家参加发展教育学习营
渊Teacher in Development Education袁TIDE冤袁参加康米
纽斯在职语言训练渊Comenius冤遥 针对校长领导能力的
增强袁英国政府于 2010年 3月特别启动了野国际领导

力学习计划冶渊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Learning Program
me冤遥 此项计划采用申请制度袁在为期一年的课程内容
中包含七天参访地的实地考察袁 三场以工作坊形式进
行的座谈袁辅以网络视讯的互动活动遥

4尧建立国际交流渠道遥 英国教育部门首先架设了
官方野从全球出发冶网站渊global gateway冤袁作为国际教
育交换信息尧分享资源的网络平台袁学校可通过网站寻
找到与他国学校成立国际伙伴关系渊international part鄄
nerships冤的契机袁亦可从中即时了解到国际教育的完
整信息和最新进展遥 如果学校希望重点开设全球教育
课程 渊global education冤袁 则可加入由英国文化协会
渊British Council冤尧剑桥教育基金会等团体所制定的全
球学校伙伴计划渊global school partnerships冤袁藉以强化
全球教育课程在本校的落实和推广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除了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外袁社会教
育国际化的努力也被英国政府视为是教育国际化不可
或缺的环节之一遥举例来说袁属于欧洲联盟所主持的终
身学习计划之一原葛伦特维格计划渊the Grundtvig Pro鄄
gram me冤便是专为成人教育组织提供训练国际课程的
补助计划袁 在职的个人可参加研讨会或相关课程遥 另
外袁 同属欧洲联盟所主持的终身学习计划原李奥纳多
计划渊the Leonardo Program me冤也提供职场上技能训
练课程及见习的补助遥 这些计划除了提升职场上人力
的素质水平外袁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不同国家间交流学
习的机会袁在终身学习的社会教育场域中袁注入了一股
富有活力尧更具弹性的国际化教育泉源遥

英国政府推进教育国际化的上述做法袁 取得了明
显成效遥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院一方面袁促进了与各国在
教育尧文化尧科技方面的交流袁重塑了留学生教育强国
形象袁 赴英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袁由
接受外国留学生的世界第 4 大国上

英国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做法与思考
Thoughts on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Britian

林加良

热烈祝贺林加良校长
被确定为广东省教育家培养对象

Congratulations on Mr Lin Jialiang,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Being Targeted as Guangdong Provincial Developing Educationalist

音 6 月 12 日袁 市政府副市长贺振章在市政协
副主席尧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袁市政府副秘书长梁
泽强袁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吴杰祥及市财政局尧规
划局尧住建局等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袁莅临我校
调研基建工作遥

音6 月 18 日讯袁在中山市教育学会心理健康教
育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袁我校被授予野中山市心理
健康教育先进学校冶称号袁谭小飞和张环二位老师
荣获野中山市心理健康教育先进教师冶称号遥

音7 月 22 日上午袁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师
生一行 17 人莅临我校参观交流袁 受到我校副校长
林子孚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音7 月 29 日下午袁在我校蔡冠深报告厅举行了
美国基础教育报告会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公共事务
专员陈贻莉女士渊Mis Joanna Che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in Guangzhou Public Affairs Specialist冤尧市
侨联主席余志勇尧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会秘书长
丘曦尧副秘书长谭劲峥尧我校常务副校长高毅和美
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项目助理杨婉媚女
士出席了报告会遥

音 8 月 30 日晚袁野绽放青春 放飞梦想冶2012 年
中山市华侨中学迎新晚会在运动场隆重举行遥常务
副校长高毅尧副校长杨树春尧郑玉良尧何嘉莹尧林子
孚等学校领导及中山市边检站尧中山市武警支队有
关领导观看了演出遥

音9 月 8 日讯袁 在中山市 2011要2012 学年教
学质量评价中袁我校高中部和初中部均获得教学质
量评价市一等奖袁高中部数学尧英语尧物理尧化学尧生
物尧政治尧历史尧地理八个科目获得教学质量评价市
一等奖遥 初中部九个文化科目全部获得教学质量评
价市一等奖遥

音9 月 8 日讯袁 在开展评选全市师德工作先进

集体和师德标兵活动中袁我校获评中山市师德工作
先进集体袁钟苑清老师荣获中山市师德标兵称号遥

音9 月 12 日讯袁 在中山市庆祝第 28 个教师节
的集会上袁林加良校长代表学校捧回了高中教学质
量评价一等奖尧初中教学质量评价一等奖和野师德
工作先进集体冶等荣誉奖牌遥 梁晓琴老师代表全市
南粤优秀教师上台领奖遥

音 9 月 20 日袁 我校在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举
行 2011-2012 学年度正副校长绩效考核述职述廉
报告会遥 市教育局副局长李良等领导组成的考核组
莅临大会遥

音9 月 21 日讯袁初二年级从第三周起袁每逢家
长开放日在远洋城校区小剧场举行主题为野缤纷校
园 快乐修身 文化侨中 精彩有你冶的校园文化系列
活动遥 常务副校长高毅尧工会主席黄卓棠等领导给
予了大力支持并亲临现场指导遥

音 9 月 24 日袁 市教研室副主任何晋中等领导
专家一行到我校指导高三教学工作袁对高三教师们
的专业素养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音9 月 25 日袁 高中部在 E301 隆重举行了师徒
结对仪式遥 副校长杨树春尧教导处主任周红梅等领
导出席了仪式遥

音9月 26日下午袁初二尧初三年级英语角活动正
式启动遥 常务副校长高毅袁工会主席尧对外交流处主任
黄卓棠袁对外交流处副主任李建国袁教学处副主任王
永林等学校领导参与了活动的筹备和启动工作遥

音9 月 26 日袁 市 2012 年教育科研立项课题开
题观摩及专题培训会议在我校高中部蔡冠深报告
厅隆重举行袁 来自全市各镇区和直属学校代表 230
多人出席了本次培训会议遥

音9 月 28 日下午第九节袁2012耀2013 学年度我
校红十字会理事和青少年机构选举大会在蔡冠深
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常务副校长尧校红会会长高毅以
及红十字会的各位理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遥

音10 月 11日袁在全市高中教学工作会议上袁我
校副校长杨树春做了叶阳光明媚袁春暖花开曳的专题
发言袁 介绍我校取得高考辉煌成绩的做法和经验袁
得到教育局周信副局长及与会校长的一致好评遥

音10 月 15日讯袁 在全国第五届中小学主题班
渊团尧队冤会课比赛活动中袁马颖老师荣获录像课和
设计方案两项评比一等奖曰战桂芳荣获论文评比一
等奖曰于利新尧卢婷婷荣获录像课评比二等奖曰夏建
军荣获文字实录评比二等奖曰曾先尧卢婷婷尧于利新
荣获设计方案评比二等奖遥

音10 月 15 日-19 日袁 江苏省五位校长到省名
校长林加良工作室跟岗学习袁对我校先进的办学理
念尧卓越的办学业绩给予了高度赞扬遥

音10月 17日讯袁在 2012年市第七届野地税杯冶中
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中袁我校荣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
名尧女子团体第三名曰22人进入各项全市前 5名遥

音10 月 18日袁广东省妇儿工委秘书长尧省妇联
副巡视员王远芳袁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袁学院女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尧副教授孙小华等
领导尧专家莅临我校调研女生教育工作袁赞扬我校
女生教育工作是全省乃至全国女性教育工作的成
功典范遥

校园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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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贺振章渊左冤莅校慰问教师

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尧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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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桂芳
广东省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全省获此殊

荣 20人袁中小学教师只占 6人)尧省岗位女能手称号尧
南粤优秀教师尧市优秀教师尧市优秀班主任

从教几十年袁 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教育第一
线袁敬业爱岗遥 大胆进行课堂教学改革遥 开创的野探究
式高三化学复习法冶尧野有生命力的化学课堂教学冶成
为中山化学界的一面旗帜遥 四次获市高考化学平均分
第一尧二名曰2010年袁班级学生叶梓炫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空军大学飞行系袁成为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全市第
一位飞行学员遥 学生尊称她为野战神冶遥

钟苑清
中山市师德标兵尧市优秀教师

重视学生的养成教育尧心理教育曰因材施教袁促进
学生的自我发展遥 多次评为校优秀班主任袁2007年获
得野中山市优秀班主任冶的称号遥 担任年级教学副主
任袁年级教学成绩突出袁学生各项竞赛成绩优异袁年级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均能获得佳绩遥 市级课题组
叶中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曳成员袁论文叶数学变式
教学设计的实验研究曳在叶广东教育曳发表袁论文叶探索
新课标下数学情境教学曳获得省二等奖遥

杜凤仪
中山市先进生产者尧市优秀教师

始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袁努力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到
最好遥 两次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袁2011年获学校校
董会奖教基金班主任特别贡献奖渊学校班主任工作最高
奖冤袁是全校班主任的楷模遥 无论担任科任教师还是做
班主任工作袁成绩总是超过同类班级袁甚至超越上一类
班级袁赢得同事们的广泛认同袁产生野杜凤仪冶现象遥 所
承担的校内外公开课均获好评袁撰写的教研论文多篇获
省尧市尧校奖励遥

王世勋
广东省特级教师袁省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曰中山

市教育学会体育分会秘书长,市体育中心教研组成员,
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高中体育学科指导组成员

被誉为体育教科研野中山三剑客冶之一遥 参与编写
省高中叶体育与健康曳教材及叶教师教材用书曳袁主持过
多个课题的研究曰26篇论文尧 案例和课例设计发表或
获得国家与省级最高奖项曰 开展省市级专题讲座 10
余次,做野阳光历奇冶活动近百场遥 参与全市教师培训尧
幼师培训尧青少年培训尧儿童活动尧亲子活动等袁将历
奇融入阳光袁送进每个人的心灵遥 目标是把自己打造
成一名体育教育的专家遥

周红梅
学校教务处主任兼年级主任袁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袁

市优秀教师

2012年袁带领全体高三师生创造了侨中高考历史
新高院刘曼同学以理科总分 690分夺得市理科总分第
一名袁加上政策性加分 20分袁跻身广东省前 5名袁被
清华大学录取遥 重点本科录取达 307 人袁 录取率
19.3%曰超额完成 174人袁完成率达 230%遥 本科以上录
取达 1373人袁录取率 86.6%曰超额完成 278人袁完成率
达 123.9%遥 专科以上实际录取达 1580 人 , 录取率
99.4%曰超额完成 162人袁完成率达 111.4%遥4位同学考
入清华北大, 8位同学考入世界排前 50名的大学遥

梁晓琴
南粤优秀教师尧市优秀教师尧学校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在侨中工作 10年中袁送走了 5届高三毕业生遥2012
年袁所带班级在高考中共有 8位同学获得总分 650分以
上袁刘曼获得市理科总分状元袁全省第 5名袁被清华大学
录取曰郑昭敏被香港大学录取遥 论文叶英语教学中如何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曳和叶语境理论在高中英语词
汇教学中的应用要要要高三英语词汇教学实证研究曳获市
高中英语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袁在市叶新课程改革与英
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曳上发表遥

徐艳波
中山市优秀教师袁学校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以野教学生 3年袁为学生想 30年袁为国家民族想
300年冶为信念袁在关注学生成绩的同时袁更关注学生
的可持续发展遥以自信尧人格和气度影响学生遥2010年
高考袁所带学生谢雁鸣获市语文单科第二名遥 2012年
高考袁市语文前十名袁她所带班级占了 4人袁何灏天获
市语文单科第一名曰魏晓莹尧樊栩楠并列市第三名曰罗
梓欣获市第七名遥 130分以上的有 7人袁120分以上的
有 44人遥

仇 钧
全国优秀教师袁广东省特级教师尧省首届名班主任尧

南粤优秀教师尧市优秀教师尧校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近 10年中有 7年担任高三的政治课教学袁 高考成
绩突出袁两名学生摘得中山市政治单科状元袁多名学生进
入市单科前 10名遥积极参与新课程改革袁撰写的论文叶新
课标下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曳获中山市政治论文评比
一等奖遥主持省级课题叶高中班级女生教育实践性研究曳袁
受到专家好评遥担任 8年班主任工作袁具有丰富的教育经
验袁深受学生喜爱袁多次被评为市尧校优秀班主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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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第 2 大国袁据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袁目前
有近 8.5万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袁100多个合作
项目在中英大学间展开遥 另一方面袁拉动了留学
生创汇市场袁促进了英国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遥 据
1992耀1993学年的数据统计袁 英国的留学生市场
使之获取了 15亿美元的经济收入袁 是同年煤尧
电尧天然气出口总额的两倍多遥 如果加上这些留
学生的日常开支袁英国以教育输出创汇的数字将
更为可观遥

二尧对英国推进教育国际化的思考

野他山之石袁可以攻玉遥 冶英国政府推进教育
国际化的成功做法袁 的确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遥
因为说到底袁教育的输出和引进袁既是文化的输
出和引进袁同时也是经济的输出和引进袁对一个
国家软硬实力的提升甚为必要遥

首先袁政府部门要对本国教育国际化有一个
规划设计袁从整体上多层次尧多渠道推进教育交
流和合作遥 近期政府先后出台的叶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曳与叶广东
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渊2010原2020
年冤曳分别以 野扩大教育开放冶尧野构建教育开放合
作新格局冶为题袁专章论述教育国际化的有关议

题遥 针对广东毗邻港澳和市场化尧国际化程度比
较高的优势袁叶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渊2010原2020年冤曳特别明确指出袁广东教育
要主动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要求袁建立开放办学的
体制机制袁要进一步野提升粤港澳台教育合作层
次和水平冶袁野积极参与双边尧多边和区域性尧全球
性教育交流与合作遥 充分利用友好省州尧城市等
合作平台和侨务渠道袁建立高层次教育国际交流
合作机制遥 适应国家和省对外开放和对外教育服
务需要袁 提高各级各类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水
平冶袁野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尧 有广东特色的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遥 在有条件的地区各级各类学校
推动双语教学遥 努力培养理解多元文化尧具有国
际视野尧懂得国际规则尧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
际竞争的专业人才遥 冶

其次袁各个学校要主动出击袁因地制宜袁因校
制宜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袁推进教育国际化袁重视
教育交流和合作对本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作
用和激励作用遥 拿笔者工作的中山市华侨中学来
说袁可以根据侨校特点袁打好野侨牌冶袁以野侨冶架
桥袁以野侨冶统侨袁既要唱好野国歌冶袁又要唱响野国
际歌冶袁坚持野侨校+名校冶发展战略袁走现代化尧多
样化尧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遥

1尧 以野三个面向冶为指导思想袁以更加自信的

开放心态袁树立教育国际化的教育观念袁包括语
言观尧知识观尧人才观和公民观遥 犹如国际教育专
家一再指出的那样院野今天的公民必须是世界的
公民遥 他必须了解世界袁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
着什么袁 知道如何用和世界相关的语言解释世
界遥 冶

2尧 以国际教育原则推进学校课程改革遥课程
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袁学
校必须根据国际课程改革的特点与趋势袁围绕国
际化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袁做好课程分类袁提出
不同课程的国际化发展目标袁增加课程与教学中
的国际内容尧 开发与开设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袁采
用灵活多样的国际化课程形式与现代化的技术
手段袁带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遥

3尧发挥侨校优势袁加强与侨居国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遥 广东是侨务大省袁华侨华人众多尧华侨文
化深厚遥 据统计袁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尧港澳同胞
超过 3000万袁占华侨华人总量的六成以上袁遍布
五大洲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袁构成了一张覆盖五
大洲的宽广网络遥 在海外袁有 2万多个侨团尧5000
多所中文学校尧200多家华文媒体袁构成了一个强
有力的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尧岭南文化的体系遥 这
是广东省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袁广东省的华侨
学校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袁 大力拓展侨务渠

道袁发挥广大华侨的人脉优势尧智力优势和财力
优势袁以野传授民族语言袁传播中华文化袁体现民
族风情袁展现建设成就冶为宗旨袁与侨居国学校建
立校际友好关系尧实现师生互换互访尧组织学生
参加夏渊冬冤令营等交流活动遥

4尧以本土化为前提袁辩证处理教育国际化与
本土化的关系遥 野让中国走向世界冶与野让世界了
解中国冶 同为教育国际化命题中本有的题中之
义遥鲁迅曾说院愈是民族的袁愈是世界的遥因此袁我
们应坚持野走出去冶与野引进来冶相结合的发展策
略袁把基础教育国际化看作是一种充满挑战性的
机遇袁只有培养出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中国灵魂的
创新型人才袁才能说从教育国际化挑战中获胜遥

2010年 11月 9日袁 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访
华遥 11月 11日袁随同卡梅伦首相访华的英国教育
大臣迈克尔窑戈夫与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共同
出席了在京举行第五届中英教育部长峰会遥 此次
峰会的重要成果就是在 2007年启动的中英高级
教师专业交流项目的基础上袁达成了在英国进一
步发展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的框架协议袁中国国
家汉办将在未来 5年的时间为英国培养 1000名
汉语教师袁从而推广英国的汉语学习袁使更多的
英国高中生和大学生得到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
的机会遥 对此袁英国野专长学校联合会冶首席执行

官伊丽莎白窑瑞德(Elizabeth Reid)表示院野中国处
在世界经济的中心遥 新一代人应了解中国文化并
有能力在工作中运用中文遥 一直以来袁我们与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及中国省级和地区的相关
部门紧密合作袁在中英两国以及全世界的学生和
教师间建立有效的交流网络袁发现并分享一流的
教育袁惠及所有年轻人遥冶 英国文化协会主席文龙
(Vernon Ellis)则说院野英国文化协会在此次峰会中
的主要任务是表达英国在教育领域的意愿袁并与
中方进行一系列的对话和讨论遥 我们希望与中方
合作袁共同应对教育领域的挑战袁培养具有必要
语言技能和跨文化认知的全球公民袁他们将在不
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中发挥关键作用遥 冶

地球是平的袁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
转的发展趋势遥 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也许在国际
化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袁但我们相信袁借鉴他国
的成功做法袁结合本校的办学实际袁努力营造既
加强国际化教育袁又注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的国际化教育环境袁 形成能真正让学生学会学
习尧交往和生存的多元的尧互补的课程体系袁是中
国基础教育应有的发展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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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为落实市教育局提出的野七大方略冶袁我校率先在全市颁布叶教师队伍建设行动纲领曳袁打造师德高尚尧业务精良的教师团队遥林加良校长把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结合起来袁用教育家的智
慧与气度管理学校袁经营学校遥 站在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袁制定具有侨校特色的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曰不断创新学校管理和育人模式袁切实推进学校各项工作遥 自担任省首批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以来袁精心指导省
内入室校长和省外跟岗校长袁促进学员校长专业发展曰在首届苏粤中小学校长论坛尧省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及培养对象培训班尧省中学校长中英合作项目培训班作专题发言袁我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不断
向省内外辐射遥叶中国教育报曳以叶以文化管理引领更多学校前行曳为题尧叶广东教育曳以叶用文化引领前行曳为题袁介绍了我校的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遥2012年袁林加良校长被确立为广东省新一轮野百千万人才培养工
程冶教育家培养对象渊全省仅 20人冤遥在校长工作室的引领下袁学校大力推进课程改革袁倡导生本课堂曰多次成功举办了全国生本教学现场会袁张杰尧马颖尧张岩等老师的生本示范课得到全国各地专家的好评遥12个
名师工作室和 10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呈现精英化尧集群化发展势头袁教师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遥

林加良校长与省外校长江苏班跟班学员校长座谈

名师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合影

名家引领 名师辈出
With Expert Taking the Lead Renowned Teachers Growing in Succession.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