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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荫5月 6日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广东高中体育教学考
察团莅校考察袁赞扬我校体育工作理念先进袁管理科学袁内
容丰富袁效果显著遥

荫5月 8日下午袁我校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 2013
年校园十大歌手总决赛暨中国共青团建团 91周年和五四
运动 94周年表彰大会遥

荫5月 22日讯袁我校宋贺齐同学荣获野广东省优秀学
生冶荣誉称号袁今年全市普通高中仅有两名学生获此殊荣遥

荫5月 29日下午袁 北京市海淀区优秀美术教师莅校
交流袁称赞我校美术模块教育成果突出袁经验值得借鉴遥

荫5月 29日讯袁 在广东省第四届中学地理奥林匹克
竞赛中袁初中杨明杰同学勇夺全市第 1名曰初高中共 8个
小组夺得团体一等奖袁24人获得个人一等奖遥

荫6月 10日下午袁 我校在 E栋 301室举行党员转正
暨入党通表大会遥 党委书记尧校长林加良莅临会场并作讲
话袁勉励新党员牢记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校训袁奋发向

上袁努力成为祖国的栋梁遥
荫6月 24日讯袁在中国校园作家协会主办的野2013年

全国中学校园文学大赛冶 中袁 我校共 13位同学获得一等
奖遥

荫7月 10日袁 中山市杰出青年协会成立 10周年纪念
暨野我的青春窑我的梦冶杰出青年校园行活动在我校举行遥
市杰出青年代表与我校学子展开互动袁学子们受益匪浅遥

荫7月 12日袁我校校长林加良袁常务副校长高毅等领
导分别来到武警中山支队和中山边检站慰问官兵袁进一步
拉近了我校和武警支队及边检站之间的距离袁加深了军民
鱼水情遥

荫7月 31日袁 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师生一行 15
人莅临我校参观交流袁幽雅的校园环境尧突出的办学特色
和办学业绩给辽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荫7月 23日原28日袁我校代表队在全国中学生领导力
大赛中获集体奖 3项袁个人奖 8项袁突出的表现给在场师
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袁受到了大会组委会的特别表扬遥

荫8月 19日袁福建省长乐一中郑其强校长一行 8人莅
临我校开展交流活动袁郑校长表示袁侨中办学独具特色袁成
绩显著袁希望两校能进一步加强交流袁促进共同发展遥

6月 28日下午袁在我校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野赤诚
捐赠暖中山袁热血感恩展宏图要要要香港开明基金会献血车
捐赠仪式冶袁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尧香港开明基金会会长钟
明昆先生向中山市捐赠一台价值 130万元的献血车遥市政
协副主席韩泽生袁市教育局副局长黎国喜袁省名校长尧我校
校长林加良等领导出席了捐赠仪式遥

近年来中山市临床用血日益增长袁现有献血车已不能
满足采供血工作需要遥 钟明昆先生得知后袁发动开明基金
会下属的中山宜安制衣厂有限公司尧中山宜富制衣有限公
司尧中山津田制衣有限公司捐献善款 130万元袁购置了一
台设备先进尧安全舒适的献血车遥 这是我市首辆由境外基
金会捐赠的献血车遥 在捐赠仪式上袁钟明昆先生的女儿第
一个报名在新献血车上献血袁但因为还不到法定献血年龄
只好作罢遥 由此可见袁钟明昆先生的善心和善行对下一代
影响之深远浴

钟明昆先生是成功的企业家袁更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

的慈善家袁他虽然不是中山人袁但却倾情于中山的教育事
业遥十几年来袁钟明昆先生一直关注侨中成长遥他常说院野我
帮了十个人袁并不是希望这十个人会回报我袁而是希望这
十个人去帮助更多的人袁使更多的人受惠遥 冶

2011年 3月 25日袁 中山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召开袁会议决定授予钟明昆先生野中山市荣誉
市民冶称号袁在 3月 28日的授牌仪式上袁时任中山市人民
政府市长陈茂辉为钟明昆颁发了荣誉市民证书遥

据悉袁1995年至今袁 钟明昆先生已先后捐资 600多万
元人民币袁支持我校和中山市张溪郑二小学及中山市三乡
镇新圩小学各项建设袁为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袁提高教学
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遥

钟明昆先生支持中山经济建设袁热心中山教育事业的
善举袁深受中山人民的敬重和赞誉袁此次捐赠献血车袁进一
步彰显了我校校董会校董们野爱国爱乡 崇德行善冶的桑梓
情怀遥

校董会副董事长钟明昆
向中山捐赠献血车

Mr Zhong Mingkun, Vice Chairman of Our School Board袁Donated To Zhongshan City a
Blood Donation Vehicle

8月 17日袁林加良校长会同校董会名誉董事
长杨海袁副董事长朱添尧刘锐谦袁顾问钟建光尧黄结
荣袁常务董事余振孝尧李镜澄尧张翅及学校领导班
子共 18人一起前往香港参加中山市华侨中学第
十届校董会第六次会议遥

早上 11点袁在蔡冠深董事长的引领下袁校董
和校领导先抵达保良局蔡继有学校参观遥 该校由
保良局于 2002年兴办袁是全港首间小学至高中的
非牟利的现代化优质名校遥学校用英语授课袁为学
生提供全人教育服务袁让学生德尧智尧体尧群尧美各
方面均获良好发展遥 教师与学生的比例约为 1院
10袁校内本地与外籍教师各占一半袁各班配备双语
班主任遥 为了开阔学生眼界袁 小学 4年级起实行
野沉浸学习冶袁4年级在北京袁5年级在台湾袁6年级
在西安袁7年级在新加坡袁8年级在英国袁9年级在
日本遥

下午 2院30袁中山市华侨中学第十届校董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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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林加良校长荣获广东省首批
中小学校长工作室“优秀主持人”荣誉称号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Mr Lin Jialiang袁Principal of Our School袁Winning the
Honorary Title of 野Outstanding Host冶of the First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Principal
Studio in Guangdong Province

6月 23日袁 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培训与研究院院长吴颖民尧常务副院长王
红等领导专家莅校指导工作袁并主持召开
了广东省名校长尧教育家培养对象尧我校
校长林加良办学思想交流与分享会遥参加
会议的还有省教育家班学员遥

2012年袁凭借综合素质高袁教育科研
能力强袁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及鲜明尧突
出的教育特色和办学思想袁有成功的办学
实践改革经典案例袁林加良校长被确定为
广东省中小学新一
轮野百千万人才培养
工程冶第一批教育家
培养对象袁全省教育
家班学员仅 20 人遥
教育家班旨在将全
省少数精英校长集
中起来袁 相互学习尧
相互促进袁帮助校长
们提炼办学思想袁努
力成长为一名真正
的教育家遥

分享会上袁林加
良校长发表了他对
办学思想尧教育思想
的独到见解袁并结合
侨中办学的实践经
验袁分享了具体的办
学思想和办学方略遥
林校长表示袁在尊重
生命尧 贴近生活尧倡
导生态尧 追求幸福
渊野三生有幸冶冤 的办
学思想引领下袁侨中
打野侨冶牌袁铸品牌袁
努力创建了女生教
育优先尧世界公民教

育尧生本高效课堂尧华侨文化校本课程尧华
侨文化三元色 (学校标志)尧 陈嘉庚式建
筑尧精细化管理尧对外教育交流尧名师工作
室等九大项目袁通过实施野品牌校长渊教育
家型校长冤+品牌教师 渊教育家型教师冤冶
的策略袁办品牌学校渊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
的华侨中学冤袁培养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
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的品牌学
生遥随后袁围绕林加良校长的办学思想袁吴
院长尧王院长主持教育家班学员们纷纷展

开讨论袁各自发表了意见和建议遥
办学思想是办学的灵魂袁 是立校之

本遥 一个好校长袁必然是一位有好的办学
思想的校长袁林加良校长就是这样一位好
校长遥 在林校长的领导下袁侨中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袁侨校特色鲜明袁品牌教育突出袁
高考中考连创辉煌袁 育人模式转型升级袁
正向着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
学冶的目标昂首迈进遥

林加良校长办学思想交流
与分享会隆重举行

An Exchanging and Sharing Session on Schooling Ideology of Mr Lin Jialiang Was Grandly Held

中山市华侨中学第十届校董会第六次会议在香港召开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at Its Tenth Session,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Held in Hong Kong

校董会成员在保良局蔡继有学校合影留念

6月 27日下午袁 市纪委联合市教育
局举行了 野廉洁教育示范学校冶 授牌仪

式遥 市纪委副书记萧剑忠尧市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刘红菱出席了活动遥 仪式上袁我校

获评中山市野廉洁教育示范学校冶袁常务副
校长高毅代表学校捧回了荣誉牌匾遥

6月 26日袁 市纪委副书记萧剑忠一
行莅临我校考察创办 野廉洁教育示范学
校冶工作袁高校长向萧书记一行作了详细
汇报遥 我校高度重视创建野廉洁教育示范
学校冶工作袁成立了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袁林
加良校长任组长袁高毅常务副校长任副组
长遥学校以野依法治校尧廉洁从教冶为核心袁
以反腐倡廉为主题袁以多种文化活动为载
体袁以促进学校廉洁治校尧教师廉洁从教
为重点袁在全校形成良好的廉洁自律的良
好氛围袁为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
中学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遥 通过考
核验收和综合评审袁我校顺利获评野廉洁
教育示范学校冶遥

创办野廉洁教育示范学校冶工作是学
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袁对保持党的先进
性袁构建和谐社会袁抵制腐败堕落袁促进学
校发展袁办人民更加满意的教育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遥

我校获评中山市首批“廉洁教育示范学校”
Our School Has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tegrity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Schools of Zhongshan City

式召开遥除了中山来的校董外袁出席校董会的
香港校董有院常务副董事长苏继滔袁副董事长
苏计成尧钟明昆尧杨凯山袁常务董事黄颂武尧余
正生尧彭少荣袁董事缪隆光尧简植航遥蔡董事长
首先致辞袁对出席校董会的校董表示感谢遥常
务副董事长苏继滔向大家汇报了香港教育基
金会的资产情况袁林加良校长汇报了 2013年
高考情况遥最后探讨品牌学校建设尧筹备侨中
60周年校庆等议题遥 校董各抒己见袁为侨中
出谋献策袁讨论气氛热烈遥此次校董会还增聘
了副校长何嘉莹尧林子孚袁工会主席黄卓棠以
及朱锡源渊侨中 85届校友袁中山新宝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冤尧 梁正坚 渊侨中 82届校
友袁雅居乐地产集团副总裁兼华南区域总裁冤
为常务董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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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8月 5日要要要9日袁 我校模联代表
队一行 13人参加北京环球令德第三届全国中
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袁表现优异袁载誉归来袁实
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浴

本次会议共设 8个委员会袁其中 5个中文
委员会尧3个英文委员会遥我校代表队在中英文
委员会议题论辩中均有不俗表现袁其中院孙熠
晨渊裁军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冤获最佳立场奖曰 林

嘉仪渊经济金融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冤获最佳个
人风度奖曰李瑞洋渊裁军及国际安全委员会古
巴代表冤获最佳提案奖遥

与会同学都表示袁 他们通过参加比赛袁发
现了差距袁扩大了视野袁提升了学生的全球竞
争力袁希望更多的同学参加模联活动袁并以此
为平台走向世界浴

我校模联代表队勇创佳绩
Delegation of Our School Made a Success in the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第四版 2013年 9月 6日 星期五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何中闻一

一尧野专业化冶是推行校长职级制的核心
理解校长职级制袁至少有三个关键词院职业袁

专业袁等级遥
从社会分工和职业分类的角度看袁职业是人

赖以生存的社会分工袁是谋生的工作行业曰专业
是职业分化和发展的结果袁是指一群人经过专门
的教育或训练袁具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门知识和
技术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职业活动袁获得相应报
酬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专门职业遥

三个关键词贯穿两条基本认识院渊1冤 职业无
贵贱渊等级冤袁专业有高低遥 渊2冤专业是职业发展的
结果袁职业是专业发展的载体袁专业高于职业遥

从这两条认识出发袁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
的逻辑判断院校长职业的发展出路是野专业化冶袁
而不是野行政化冶遥 由此袁推行校长职级制袁核心的
问题是院校长野去行政化冶袁野走专业化冶遥 世界教育
管理与改革的趋势表明袁 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袁
校长只有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袁才能有效提升校
长群体的职业素养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遥

二尧教育家校长是校长专业发展的野最高等
级冶

根据国内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袁中国中小学
校长专业标准包括野个人素养冶和野职业素养冶两
大系列九个方面的内容院1. 个人素养标准院渊1冤教

育思想曰渊2冤管理理念曰渊3冤价值追求遥 2.职业素养
标准院渊1冤规划学校发展曰渊2冤保障德育实施曰渊3冤
领导课程教学曰渊4冤引领教师成长曰渊5冤提升组织
效能曰渊6冤协调公共关系遥 淤

而从全国各地推行校长职级制的实践来看袁
有关校长职级序列的确定袁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设
置袁最多的分为十几级袁最少的只有三个级别遥 比
如袁先行试点的上海市采用的是五级十三等的职
级序列袁即: 特级校长曰 一级一等尧一级二等校长曰
二级一等尧二级二等尧二级三等尧二级四等校长曰
三级一等尧三级二等尧三级三等尧三级四等校长曰
四级一等尧四级二等校长遥 于结合校长专业标准
研究成果和各地推行校长职级制的实践袁特别是
参加中山市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切实体验袁笔者的
突出体会是院校长不必太在意自己何时被评为几
等几级袁在校长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袁等级评价不
过是一匹奔跑的野神马冶尧一朵翲忽的野浮云冶袁真
正成长为一名造福于人尧 恩泽后世的教育家校
长袁才是校长专业发展应有的野最高等级冶遥

首先袁这是一个呼唤教育家办学的时代遥 处
在中国教育改革中心的校长群体袁有思想袁有抱
负袁有成为教育家的最有利条件院跟教育行政官
员相比袁 校长有学校这块践行教育思想的试验
田曰和一线教师相比袁校长有更高尧更宽的平台遥

其次袁教育家校长不是野速成冶的袁而是野养
成冶的遥 校长职级序列的设定袁为校长专业成长提
供了一条发展通道袁但是袁真正的野特级冶校长袁应
当是野教育家冶校长院他袁是野真正一流的教育家冶袁
不受条框束缚袁不计名利得失曰他袁野敢探未发明
的新理冶袁野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冶盂袁勇于创造袁勇
于开辟袁敢于试验袁敢于担当遥

再次袁校长治校靠的是野思想冶袁不是野权力冶遥
在某种意义上袁校长职级制是对校长负责制的补
充和完善遥 实施校长职级制后袁校长手里有了更
多的办学自主权遥 但手中有野权冶袁还要做到目中
有野人冶袁心中有野文冶遥 野没有科技袁一打就倒曰没有
人文袁不打自倒遥 冶时至今日袁办学水平的竞争,归
根结底是学校文化的竞争遥 校长治校要达到野如
烹小鲜冶的境界袁还得从学校文化建设上下功夫袁
注重学校文化传承袁做文化思想的引领者遥

三尧教育家校长应有的三种情怀
陶行知曾经批评过三种类型的野教育家冶院一

种是政客的教育家袁他只会运动袁把持袁说官话曰
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袁他只会读书袁教书袁做文
章曰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袁他只会盲行袁盲动袁闷
起头来袁办噎噎办噎噎办遥榆 今时今日袁国家大力
倡导教育家办学袁中国的校长如何克服过往的通
病袁成长为一名野知行合一冶的教育家钥 在笔者看

来袁至少必须具备以下野三种情怀冶院
第一袁要有野悲悯心怀冶遥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

娅在第二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上说院野教育家校
长与非教育家校长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袁是否把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工作至高无上的追
求袁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冶虞因
此袁教育家校长一定是面向全体尧尤其关注中下
层学生的校长袁不挑剔学生的出身尧相貌尧性格和
天资袁不让一个学生掉队袁打心里真爱每一个来
到他学校的学生袁而不是只喜爱能给自己和学校
争得名声荣誉的学生遥 敬畏学生的鲜活生命袁关
注学生的喜怒哀乐袁这就是教育家校长首先应该
具备的野悲悯心怀冶遥

第二袁要有野达人情怀冶遥 古人云院野立己者先立
人袁达己者先达人遥 冶从教育管理实践来看袁野好校长冶
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野好团队冶袁尤其拥有一支优秀的
教师团队遥有了野好校长+好教师冶袁才有可能出现野好
学生冶和野好学校冶遥 因而袁校长专业发展必须坚持把
教师的发展和幸福放在第一位袁 一名教育家校长要
千方百计尧想方设法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教育家教师遥
只有教育家校长和教育家教师相向而行袁 才能共建
卓越学校袁共享育人成果遥

第三袁要有野济世胸怀冶遥 北宋大儒张载有言院
野为天地立心袁为生民立命袁为往圣继绝学袁为万

世开太平 遥冶这四句话既表达了儒者的襟怀袁也代
表了人类教育的最高向往遥 教育无国界袁发展是
坦途遥 教育家校长既要甘做教育发展的 野苦行
僧冶袁更要敢做人类解放的野布道者冶袁关注当下袁
着眼未来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袁把握教育发展规
律袁办好学校袁培育新人袁改变世界袁造福人类遥

概括起来袁 教育家校长是真正热爱学生尧热
爱教育尧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袁具有野悲悯心怀冶尧
野达人情怀冶尧野济世胸怀冶的教育思想家与教育实
践家遥 只有具备了这三种情怀袁才能在复杂的教
育现象面前做到野坐怀不乱冶袁行走四方袁脚踏实
地尧仰望星空袁向着理想的教育境界逼近浴

注院
淤魏志春袁高耀明院叶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研

究曳袁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10年遥
于李振强袁试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若干问题

的思考袁教育导刊袁2000年第 10期遥
盂榆陶行知袁第一流的教育家袁陶行知教育

名著袁教育科学出版社袁2005年袁第 4页遥
虞陈小娅袁 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人民教育

家袁人民教育袁2007年袁第 24期遥
渊此文发表于叶广东基础教育研究曳2013年第

91期冤

小议校长职级制背景下的教育家办学
林加良

On Educationalists Running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incipal Rank System
By Lin Jialiang

5月 9尧10日袁我校师生访问团在郑玉良副校
长带领下前往香港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进行友
好访问及交流学习遥访问团由校团委老师和学生
干部组成遥

9日下午袁 访问团来到了位于香港粉岭的东
华三院李嘉诚中学袁受到梁学圃校长等领导的热
情接待遥李嘉诚中学的同学们为我们介绍了该校
学生会和各种特色的社团简况遥两校同学们分为
三组袁分别进行了交流与讨论袁根据各自学校的
情况互相交流心得袁分享经验遥随后袁一起来到体
育馆进行排球尧躲避球等体育切磋活动遥 同学们
很快就活跃起来袁玩得十分尽兴袁同时也在活动
中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团队合作精神遥

10日上午袁访问团在李嘉诚中学老师的带领
下参观了学校的嘉诚园圃袁园圃里摆满了同学们
亲手种植的各种花草袁其中有许多是学校特别为
同学们进行生物研究而栽培的猪笼草尧奇形怪状
的仙人掌等遥接下来的课堂体验让我们对李嘉诚
中学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袁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
启发与思考遥 三组同学分别体验了公民教育课尧
英语课和体育课遥英语课的全英文教学模式给同
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而体育课的运动损伤教
育让同学们受益匪浅袁公民教育课更是让大家对
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遥 最后袁李

嘉诚中学的老师介绍了他们学校环保工作的一
些做法及经验袁我校学生会环保部尧绿益环保公
司的同学也与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一些优秀项目
及经验遥

在短短的两天里袁 两校学子交流了经验袁加
深了友谊曰我校学子走出校门袁体验了不同的教
育文化袁开阔了视野遥

我校师生访问团到香港李嘉诚中学进行交流访问
Our School Mission Paid a Visit to Li Ka Shing College in Hong Kong

日前袁全国蒲公英第十三届(2013)青少年优
秀艺术新人选拔赛落下帷幕遥 我校学生熊梵希
同学领舞的芭蕾舞叶肖邦风格曳获得全国金奖袁
她将有机会参加 CCT V节目录制袁 参加各地
巡回交流演出遥

蒲公英第十三届(2013)青少年优秀艺术新
人选拔活动是由文化部所属中华儿童文化艺术
促进会尧中华文化信息网尧亚洲青少年文化艺术
交流联盟尧中国儿童网联合举办的遥该项活动旨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关于全面提高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素质袁 繁荣和发展青少年文化艺

术事业的精神遥 积极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提
高袁普及艺术教育袁选拔优秀节目和人才遥 青少
年优秀艺术新人选拔活动以全新的项目内容和
形式袁为青少年提供表现才华的平台袁为青少年
的艺术学习提供多方面的机会和服务遥

熊梵希 7岁开始学习芭蕾舞袁已经学习 10
年了遥 虽然蓓蕾舞蹈培训中心的老师认为她是
很好的苗子袁不过她还是作为爱好来学习芭蕾袁
不打算未来考取专业艺术类院校遥她说袁当初学
舞蹈一年以后袁感觉自己的气质好了很多袁妈妈
也感觉到她的变化袁就坚持了下来遥

熊梵希同学获全国青少年
蒲公英优秀艺术新人选拔赛金奖

Xiong Fanxi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National Teenager Newcomer Trials for
Dandelion Good Art Students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袁 提高心理素
质袁促进师生的身心健康袁德育处尧心理辅导中心举
办的第三届心理健康活动月活动于 5月中旬拉开帷
幕遥

本次活动月以野舞动心灵袁梦想青春冶为主题袁活
动形式多样袁内容丰富袁分为学生篇尧教师篇以及家
长篇遥

5月 28日下午袁大型心理活动专场之学生篇顺
利进行袁本次大型心理活动专场分成五大区袁主要包
括院知识宣传区袁广泛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尧融知识性
与趣味性于一体曰心理活动区袁爱的传递尧心中的塔尧
平面魔方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沟通尧 获得成
长曰 为高三加油区袁 广泛收集学生对高三学生的心
愿袁 祝福他们取得高考的胜利袁 同时给他们送上了
野微笑笑脸冶袁希望他们从容面对高考曰心理游戏区袁
各类益智小游戏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力与思维力曰
心理测试区袁有趣的神奇测验袁可以到达及窥视每一
个人的内心深处曰心声区袁给同学们一个空间袁抒发
他们的各种情感及愿望遥在各个区域的活动中袁场面
热闹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高袁取得了良好效果遥

舞动心灵 梦想青春———我校开展第三届心理健康月活动
Mind Dancing While Youth Flying 要要要the Third Mental Health Month in Our School

我校举办第三届心理健康月活动

7月 11日上午袁由德育处尧绿益环保公司尧清
远浸潭一中联合举办的野同筑中国梦袁侨中在行动冶
2013年暑假支教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高
中部举行袁常务副校长高毅莅临仪式现场并作动员
讲话遥 活动由德育处主任徐璇主持遥

高校长在讲话中指出袁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袁
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中国梦冶袁大山中孩子的
梦想不容忽视遥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袁我
校多年前与清远浸潭一中就建立了野一对一冶的互助
体系袁通过彼此的交流袁互相了解尧共同进步遥他讲到袁
山区的孩子们条件艰苦袁希望通过支教活动促使他们
更积极地投入到学习当中袁同时让我校学子更加珍惜
现有的生活袁更加努力地为自己的前途而奋斗袁共同
托起一个属于我们的野中国梦冶浴

我校绿益环保公司参与了志愿者队服设计袁并
对活动给予了鼎立支持袁他们称此次活动为野造梦
者冶袁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有爱心尧热心公益的青年
学生加入到短期支教队伍中袁让更多的学校可以传
递这种公益的正能量遥

仪式结束后袁志愿者们在领导老师的目送下踏
上了暑期实践活动的征程遥

“同筑中国梦，侨中在行动”
要要要我校举行 2013年暑假支教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To Build the Chinese Dream, We Are in Action
要要要A Ceremony Was Held in Our School to Support Education in Summer Social Practice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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