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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下午袁 侨中校友会第四
届常务理事第四次会议在初中部艺术楼
二楼会议室隆重召开袁 大会由校友会理
事会秘书长曾麟基主持遥

会上袁校长林加良代表学校袁对校友
们不辞劳苦袁关心尧支持校友会工作袁表

示衷心的感谢遥随后袁林校长向校友们详
细介绍了学校今年取得的重大工作成
绩袁并强调袁有三项工作是需要落实的重
中之重院一尧善打侨牌袁加强对外交流合
作袁促进侨中办学迈向国际化尧现代化尧
多样化袁 实现办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的

奋斗目标曰二尧深化三风建设袁提升德育
品牌曰三尧更新教育教学理念袁加大科研
兴校力度袁提高办学水平遥

随后袁 学校教科研室主任谢海龙在
会上通报了今年校庆的筹备工作袁 他表
示将以校友运动会尧校友联欢会尧校庆庆

典大会尧 杨振宁报告会四个大会为主线
索袁打造一次野凝聚人心尧传递友情尧展示
成果尧彰显特色冶的盛典遥 在场校友对此
表示了极大兴趣和热情遥

会上袁校友们还审核通过了 2008年
奖教奖学助学金收支报表袁 并通过了
2009 年校友基金会奖教奖学方案遥 最
后袁 与会校友一致通过了增补曾玉桥等
六位为校友会副会长袁 刘清华等六位为
校友会常务理事遥

11月 4日袁爱兰基金会扶困助学捐赠仪式
在侨中高中部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侨中 10位学生
得到爱兰基金会捐助善款 84000元袁 高中三年
中每人每学年得到生活费资助 3000元遥 中山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刚尧 爱兰基金会执行长
王策女士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仪式袁 侨中近
三百名师生见证了这一善举遥

仪式上袁 校长林加良热情洋溢的致辞后袁
爱兰基金会执行长王策女士代表爱兰基金会
赠送捐助支票袁教育局副局长黄定光代表中山
市扶困助学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接受支票遥 侨
中作为受资助单位回赠了锦旗遥 随后袁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马志刚尧爱兰基金会执行长王策
女士向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遥 受助学生代表
黄俊荣致感谢辞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刚作了重要讲
话遥 他在盛赞爱兰基金会无私奉献尧回馈社会
的同时袁 讲述了爱兰基金会的各种善行义举袁
并指出袁发展慈善事业对缓解社会矛盾袁增强
社会责任袁 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作
用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袁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的有效途径遥 他寄语侨中学子心存感恩袁奋发
图强袁自强不息袁努力成材袁传承爱心袁回报社
会遥

据悉袁爱兰基金会全称为中山市慈善总会
爱兰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袁是由上海山珀公司
董事长袁正皓先生及其夫人胡爱兰女士创办遥
至今袁爱兰基金会累计资助我市家庭经济困难
大中小学生 240人次袁合计金额 120万余元遥其
中 2007年 9月 10日资助我校 18位同学袁共计
10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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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9月 20日袁我校伍凯婷同学尧邓颖同学荣获首届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接见获奖学生代表并出席颁奖典礼袁四排左三为伍凯婷同学遥

校园简讯

11月 20日袁教育局局长刘传沛
一行 12人应邀参观考察了香港东华
三院李嘉诚中学和香港加拿大国际
学校袁并表示很有信心办好中山人民
满意的教育遥

上午 10点半袁 刘传沛局长带领
考察团全体成员来到香港东华三院
李嘉诚中学袁与学校管理人员座谈交
流遥 刘局长说袁经中山乡亲李三元先
生的热心牵线袁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
有意与中山市华侨中学结为友好学
校袁中山市教育局希望两校早日签订
合作协议袁并欢迎东华三院李嘉诚中
学师生到中山考察交流遥

座谈会上袁 刘局长对东华三院
李嘉诚中学推行野一生一艺术冶的课
程计划大加赞赏袁建议两校不妨以艺
术交流为切入口袁同台竞技袁共结粤
港两地的艺术情缘遥

下午 2点袁中山教育考察团参观
访问了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遥让考察
团感受最深的袁不是众多不同肤色的
学生袁 而是处处传来的歌声与欢笑遥
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创办人尧校董会
主席李君豪先生解释说袁好知渊之冤者
不如乐知渊之冤者袁学生只有野乐学冶袁
才有可能野好学冶袁进而学做一个有创
新能力的尧勇担责任的公民遥

刘局长非常赞同李君豪先生的
观点遥 他说袁学得快乐与否是衡量一
所学校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志袁中山教
育野三让九更冶的内容之一袁就是让中
山学子更健康尧更聪明尧更快乐袁相信
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 野快乐教育冶的
成功经验袁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信
心袁丰富教育发展内涵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遥

据了解袁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由
中山乡彦李君豪先生于 1990年捐资
创办袁现有学生 1600多人袁大学升学
率达 100%袁 是香港最好的国际学校
之一遥

刘传沛局长率团赴港考察教育

近日袁 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传来特大喜讯院 校长林加良主
持申报的课题 叶办全国一流华侨中学的

理论与实践曳获得批准立项渊课题批准号
GHB093129冤袁成为全国教育科学野十一
五冶规划 2009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遥 这

是我校教育科研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批准
的尧独立立项的国家级课题遥

课题 叶办全国一流华侨中学的理论
与实践曳着眼理论创新尧特色创新和文化
创新袁将 CIS理论尧TQM理论实际运用
于教育实践袁 把华侨文化作为学校育人
的文化主流袁研究侨校多元化尧现代化尧
国际化办学之路遥 相信该课题的批准立

项袁必将对促进我校发挥办学优势尧彰显
侨校特色尧 擦亮一流品牌产生积极深远
的影响遥

据了解袁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是教育部统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
的最高机构袁成立于 1978年袁组长由教
育部部长担任遥

特大科研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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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新 闻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为我校校庆题词 (详见第二版)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为我校校庆发来贺信(详见第三版)

■省委书记汪洋接见我校优秀学子(详见第一版)

1979年初袁我首次回到中山袁亲身感受到了国家改
革开放之初的家乡变化遥 之后袁追随先父蔡继有先生参
与了华侨中学校董会发起的复校运动遥 时至今日袁已经
整整 30年了遥

2007年 12月袁华侨中学第十届校董会推选我担任
校董会董事长袁我感到非常荣幸袁也深知责任重大遥因为我父亲领
导侨中校董会 28年袁为重建学校奠下稳定的基础袁已经把侨中办
成了省市一所知名的侨校遥我要感谢中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与侨
中全体教师的努力袁团结广大校董袁出钱尧出力尧出心尧出时间袁把
侨中办成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浴

当然袁要办成全国一流的华侨
中学袁不只是盖几幢校舍尧买几件设
备就行了的事情袁 最根本的还是要
培养德才兼备的一流学生袁 学以致

用袁储才兴邦遥复校 30年袁侨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袁有的成为技
术骨干袁有的成为地方俊杰袁有的成为社会名家袁看到这些栋梁之
才出自侨中袁我们这些校董都感到非常高兴遥
与其它学校不一样袁华侨中学与海外华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

系袁加强与国家侨务部门和海外华侨的联系袁非常重要遥通过对外
交流提升侨中各方面的水平袁野走出去袁引进来冶袁增长见识袁扩大
视野袁这是我对侨中的一点希望遥

华侨中学坐落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袁当有中山人野敢为天下先冶
的精神勇气遥我深信袁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袁合作创新袁就一定能够更上
一层楼袁实现野办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冶的办学目标浴

苦心耕拓 立志为国
教育基金会主席 苏继滔

今天袁 我们共聚一堂袁 热烈庆祝中山市华侨中学建校55周
年暨复校 30周年袁看到侨中 30年所取得的骄人发展袁非常欣
慰袁亦感慨万千袁只觉时光飞逝袁事变物迁遥

想当年袁我非常荣幸有机会与一群热心乡亲参与侨中复校
工作袁成立了校董会和教育基金会袁分别由蔡继有先生任董事
长袁本人任教育基金会主席遥 蔡继有先生是我的良朋益友袁我与
其合作三十四载袁于公于私袁互相尊重袁复校工作非常顺利遥
环顾现在袁 一群参与复校工作的前辈热情不减袁 今时今日

仍对侨中不离不弃袁扶贫助学袁支持侨中发展袁确实使人内心感
动遥近几年, 侨中校董会不断壮大袁众多国内外热心人士加入侨
中校董会袁构成了老中青凝聚一堂的核心袁继续关心侨中的发
展袁作出了无私的贡献遥

2007 年袁蔡冠深先生继任校董会董事长遥由于他年轻有为袁
事业成功袁特别热心教育事业袁有能力协助侨中的教育发展提
升一个新台阶,大家都感到深庆得人遥相信蔡冠深董事长定会秉
承老前辈精神袁将校董会发扬光大袁薪火相传袁生生不息遥

经过复校 30年的建设袁今天侨中拥有南北两个校区袁近万
名师生员工袁成为中山市办学规模最大的完全中学遥 侨中所取
得的辉煌成绩袁当有赖历任市领导的关心支持袁历届校长老师
的辛勤劳动, 以及现任领导层的团结一心尧开拓创新遥 在此袁本
人深表感谢浴

最后, 我谨以孙中山先生 叶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
说曳中的一段话袁与本校全体师生共勉之遥他说道院野爱惜光阴,发
奋读书, 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遥有了学问之后袁便要立志
为国家服务袁为社会服务遥 冶希望你我都深刻领会孙中山先生上
述讲话之精神, 并加以发扬光大袁使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袁都
能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浴

继往开来 展翅腾飞
校长 林加良

香山意长袁岐水情深遥1954年袁陈茂垣先生叶落归根袁首倡
办校遥 1979年袁蔡继有先生奔走海外袁鼎力复校遥 2007年袁蔡冠深
先生铁肩担道袁谋划新图遥 55年来袁由大批华侨华人和港澳侨
胞组成的学校董事会袁怀揣造福桑梓之心愿袁肩负兴学助教之
使命袁慷慨捐资袁献计献策袁把办好侨中当作自己的人生事业袁
谱写了一曲爱国乡亲倾情教育的集体赞歌遥

55年袁创新发展遥 1982年袁广东省首次侨资办学工作会议
在侨中召开袁侨中侨资办学的成功经验影响全市袁辐射全省袁带
动了省市大批侨资学校的快速发展遥 2008年袁蔡冠深董事长捐
出巨资设立对外交流基金袁倡导野引进来袁走出去冶的办学思路袁
加强了与海外华侨的联系袁侨中走上了一条现代化尧多样化尧国
际化的办学之路遥

55年袁春华秋实遥 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袁通过历任校
长和老师的辛勤耕耘袁侨中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袁高水平
推进素质教育袁创造了辉煌的办学成绩院学校成为了广东省首
批省一级学校尧广东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袁高考中考
出现野状元现象冶尧野高考年年有清华袁届届有北大冶袁实现了人才
培育的野低进中出袁中进高出袁高进优出冶袁为社会输送了数以万
计的优秀人才遥
薪火相传袁感恩有您遥 今日袁群贤毕至袁宾客云集袁同享欢

声袁共庆华诞袁侨中人洋溢着自豪与荣光袁更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绵密之爱和殷切期待袁侨中人将坚持野名校垣侨校冶的发展战
略袁秉承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校训袁培养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
善尧刚健进取袁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袁为中
山教育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浴
抚今追昔袁躬逢盛世遥 让我们共同努力袁彰显侨校特色袁锻

造一流品牌袁打造百年侨校袁迎接侨中新辉煌浴

周信副局长谈野新高考新对策冶
10月 20日下午袁 教育局副局

长周信在高中部报告厅作专题报
告袁向高中全体教师全面介绍了广
东高考新形势袁 提出了应对新策
略遥

报告会上袁周局长比较分析了
新旧高考方案袁 指出院野新高考袁考
试内容增加袁考试难度加大袁给备

考工作带来很多困难遥冶如何更有效
地迎接新高考袁 周局长提出了六条
关键性的建议院 第一袁 文理适时分
科曰第二袁X科弹性组合分班曰第三袁
稳住语尧英两科袁加强数学尧综合科曰
第四袁 先期系统训练袁 后期重点合
成曰第五袁精研考试说明袁提高备考
的针对性尧时效性曰第六袁首战求稳袁

决战求胜遥
最后袁周局长强调袁尽管高考形

势严峻袁 但只要侨中全体教师结合
教育教学实际情况袁全面尧仔细尧深
入尧透切地研究新高考袁侨中明年高
考一定会取得好成绩遥

10月 22日袁 中山市第三届初中数
学教师解题比赛成绩揭晓袁我校吴文祥
老师一举夺得一等奖第一名遥

10月 29日袁 生本教学专家增城中
学校长胡首双来到我校袁为全校数学教
师作了一场生动的生本教育专题报告遥

10月 30日上午袁 我校喜获 2008-
2009学年市初中教学质量评价一等奖
第一名遥

11月 12日袁 由省侨办组织的海外
华教精英团一行在省侨办文教处副处
长侯瑜陪同下来访我校袁受到李茂兴副
校长的热情接待遥

11月 17日和 21日袁李茂兴副校长
两次为全省 2009年初级中学德育校长
培训班学员作德育专题报告袁介绍我校
德育工作经验遥

11月 17日袁 中山市看守所罗定伟
政委一行五人来到我校袁向三名品学兼
优的学生进行爱心资助遥

11月 20日下午袁 顺德区勒流中学
领导及教师一行来校访问袁与我校交流
德育工作遥

11月 21日袁 丁丽君老师荣获首届
全国中小学主题班会课比赛一等奖遥

11月 21日, 我校吴嘉西同学获首
届中山市野中国移动杯冶高中学生环保
演讲比赛第一名遥

11月 24日袁 我校教工和学生代表
队参加中山市第六届运动会羽毛球赛袁
经过奋勇拼搏袁取得 3银 3 铜尧团体总
分第五名的好成绩遥

11月 28日袁 我校张环老师获中山
市第二届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竞赛
一等奖遥

12月 2日袁参加野珠海市中学校长
任职资格培训班冶 的近 40名学员在珠
海市教育局人事科副科长刘以威带领
下前来我校参观考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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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第四次会议

铁肩担道义 丹心铸辉煌
校董会董事长 蔡冠深

11月 14日下午袁华南农业大学
党委副书记李建军副教授尧 华南农
业大学食品学院党委书记龙泽华一
行袁在教育局副局长左海燕陪同下袁
莅临我校指导工作袁 校长林加良热
情地接待了到访客人遥
宾主双方在接待 2室进行了亲

切而愉快的交流遥李教授表示袁从侨

中考入华南农业大学的学子个个
都很优秀袁综合素质高袁综合能力
强袁 这都归功于侨中的素质教育
好袁教育质量高袁希望侨中越办越
好袁继续为高校输送高质量的优秀
人才遥 林校长恳请华南农业大学多
派教授尧 专家到侨中走一走袁 讲一
讲袁指导学生更好地学习袁引导学生

更快地发展袁 让侨中学子更好地了
解和走近华南农业大学遥
最后袁林校长表示袁我校将继续

深化与华南农业大学的合作袁 共建
优质生源基地袁共享教育资源袁推进
两校的教育创新袁实现共同发展遥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建军一行莅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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