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原副部长乔宗淮(左三冤尧巿政协主席丘树宏渊中冤等领导莅校指导工作

音11月 16日袁由中山市图书馆主办袁中山商报和我校协办的野香山讲坛要要要儒家的
人生理念冶在我校蔡冠深报告厅举行袁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李生龙教授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国学盛宴遥

音11月 9日-10日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在我校高中部蔡冠深报告厅举办
野全国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发展冶高级研修班遥
音11月 27日讯袁龙上邦尧欧泳芬两位同学获得第五届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遥
音12月 5日讯袁 初中学子在省第十四届中小学电脑制作中山市赛区的比赛中获初中组全市

唯一的一个特等奖袁取得了我校在该赛事中的历史最好成绩遥
音12月 6日袁学生男子篮球队在 2013年中山市第 12届野地税杯冶高渊职冤中篮球锦标

赛中勇夺第一名袁学生女子排球队在 2013年中山市野体育彩票杯冶青少年排球锦标赛中获
得第二名遥

12月 10日讯袁初二年级学子荣获中山市第四届野地税杯冶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一等
奖遥

音12月 27日讯袁常务副校长高毅主持的课题叶以文化人袁彰显特色袁培育世界侨中
人曳获省中小学优秀德育科研成果一等奖遥

音12月 27日讯袁林绵老师在中山市第五届数学教师现场教学比赛中荣获一等奖遥
音12月 28日讯袁我校举办的野同心共筑中国梦袁争做世界侨中人冶迎新年文艺汇演取

得圆满成功遥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2013年 12月 7日袁中
山市华侨中学双喜临门袁建
校 59周年华诞庆典暨华文
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高中
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遥
国务院侨办文化司司长雷
振刚袁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郑健民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冯煜荣袁全国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副主任尧校董会董
事长蔡冠深博士袁市荣誉市
民尧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苏
继滔袁 市政协副主席韩泽
生尧刘传沛袁市教育局局长
李长春袁市外事侨务局局长
冯金怡等领导嘉宾亲临现
场遥

国侨办文化司司长雷
振刚为学校颁发牌匾并
发表讲话遥 雷振刚说袁华
侨中学办学历史较久袁作
为一所由侨胞捐资兴建
的学校袁侨中把为侨服务
作为自己很重要的内涵
之一袁承担起面向海外弘
扬中华文化的责任袁多次
承担各级侨务部门委托
的华文教育活动遥 特别是
近年来袁 在蔡董事长和林加良校长的领导下袁坚
持侨校+名校战略袁确立了办全国一流袁国际知名
华侨中学的目标袁打侨牌袁铸品牌袁用华侨文化培
育优秀学生袁效果十分显著遥华侨中学的加入袁让
华文教育的整体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遥雷司长强
调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越来越多
的华侨华人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掌握民族语言
和践行民族文化方面有所作为袁并成为增强中国
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和桥梁遥我们
特别愿意在华文教育这个领域里 袁 与著名侨
乡要要要中山市袁与著名的侨校要要要中山侨中加强
深度合作遥 希望侨中以今天挂牌为契机袁发挥侨
乡优势袁发挥侨校特色袁发扬中山人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袁不断加大华文教育的工作力度袁为新时
期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袁 为侨中更美好的未来袁
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代表新一届校董会袁
对一直以来市委尧市政府和众多热心人士给予侨中
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遥 蔡董事长表示袁他

会和校董们一起继续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袁并以实
际行动支持侨中的发展遥 蔡董事长当场决定袁再捐
出 100万元港币袁将对外交流基金扩充到 400万港
元遥 同时袁欢迎更多年轻有为的热心人士加入校董
会袁为侨中发展建言献策尧添砖加瓦遥 蔡董事长指
出袁今年 10月袁侨中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确立为华
文教育基地袁这必将为侨中今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遥 明年就是侨中建校 60周年袁希望侨中人与时俱
进袁开拓创新袁以优异的成绩向学校 60华诞献礼浴

林加良校长代表学校致辞袁他说袁广大校董尧
校友出钱尧出心尧出力尧出时间袁把办好侨中当作
自己的人生事业袁 设立了各种奖教奖学助学基
金袁为侨中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特
别是袁学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走出去袁
引进来袁跟日本尧英国尧新加坡尧韩国尧美国尧加拿
大等国家及港澳地区名校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袁
为师生搭建对外交流平台袁 加快了教育国际化尧
现代化尧多样化的进程遥林校长表示袁学校将一如
既往地坚持野名校+侨校冶战略袁打侨牌袁铸品牌袁
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袁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

的华侨中学袁继续创造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世界名
校届届出冶的高考辉煌袁进一步彰显野低进中出尧
中进高出尧高进优出冶的野深加工能力冶袁切实体现
野有教无类袁因材施教冶的教育思想袁培养爱国爱
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的
高素质人才遥

校友会副会长尧91 届校友黄炫生代表全体校
友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袁表示院将一如既往关心
和支持母校的发展袁不断充实校友奖教奖学助学基
金袁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袁以更加出色的业
绩回报母校袁为母校增光添彩遥

冯煜荣副市长为新一届校董会正副董事长颁
发了聘书遥

校董会副董事长刘锐谦再捐港币 100万注入
校董会教育基金袁 副董事长苏杰开捐赠港币 50万
注入校董会基金袁2000届校友捐赠人民币 30万注
入校友基金遥 其他的校董校友也分别捐赠了金额不
等的款项遥

今年校庆袁340多万重奖了高考中考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教师及优秀班主任尧优秀教师尧教坛新秀遥

我校隆重举行建校 59周年庆典
暨华文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The 59th Anniversary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 Base Opening Ceremony Were Grandly Held in Our School

12月 20日上午袁原国家外交部副部长尧巿公共外交协会顾问乔宗淮夫妇袁在巿政协
主席丘树宏尧副主席韩泽生和刘传沛等领导的陪同下袁莅临我校调研袁受到广东省名校长尧
我校校长林加良的热烈欢迎遥

乔宗淮部长首先从巿政协主席丘树宏手中接过了 野中山市公共外交协会第一届理事
会顾问冶的聘书遥接着观看了我校宣传片叶跨越之桥曳袁对我校做了基本了解遥 随后袁他听取
了林加良校长对我校办学情况的汇报遥 林校长说袁学校已成为海内外著名侨校袁拥有一个
以蔡冠深为董事长的一流校董会袁十位董事长中袁五位是中山的荣誉市民遥 校董会成立了
五个基金会遥在校董的带动下袁校友也成立了五个基金会遥 十个基金会为侨中的可持续发
展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遥学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袁与海内
外著名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袁为师生发展搭建平台袁加快了教育国际化进程遥 在对外交流方
面袁我们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遥 最近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为我校颁发了野华文教育基
地冶牌匾渊全国只有六所中学冤袁这是我继被广东省政府侨务办公室和省教育厅确定为野中
华文化传承基地冶之后的又一殊荣遥

听完介绍后袁乔部长高兴地说道袁中山侨中办得如此出色让他备受鼓舞遥他说袁侨中历
史悠久袁设备齐全袁管理到位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乔部长把公共外交和侨校联系在一
起院一方面袁利用各方面资源袁把学校办成开放性学校曰另外一方面袁教育特别是华文教育
搞得好袁对于开展公共外交也是个有利支柱遥谈到教育国际化袁乔部长说袁这是大有可为的
好事遥乔部长以他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代表团访问荷兰在一个中学的见闻为例袁强调要吸收
国外好的做法袁大胆尝试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袁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袁推动学校各项工作
的开展遥 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遥

外交部原副部长、市公共外交
协会顾问乔宗淮莅校调研

Qiao Zonghuai,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Consultant of Zhongshan City Public Diplomacy Association Came to
Our School for 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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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被授予野中山市荣誉市民冶称号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Dr. Jonathan
Choi, 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Being
Awarded the Title of Honorary Citizen of
Zhongshan

11月 13日袁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我校校董会董
事长及对外交流基金会主席蔡冠深博士参加市荣誉市民授荣典礼遥图为市委副书记尧市长
陈良贤渊左冤为蔡冠深博士颁授荣誉市民证书遥

11月 8日袁我校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教育考察
团一行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拜会了裘援平主任遥 裘
主任热情接待了考察团成员并对侨中寄予厚望遥

座谈中袁蔡冠深博士首先表达了对国务院侨办
批准中山市华侨中学为华文教育基地以及对裘主
任热情接见考察团的感谢之情袁并介绍了自己当年

和父亲回中山兴办教育的情形遥 他说袁中山侨中是
广东非常有影响的学校袁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袁如何
让侨中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袁 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遥
创立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后袁与新加坡尧日本尧加拿
大尧英国尧美国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名校保持友
好往来袁目的是让侨中师生开阔视野袁让侨中办学

与世界接轨遥 蔡博士还介绍了新华集团在世界各地
的发展和集团兴办教育的情况遥

林加良校长介绍了学校情况遥 侨中是广东省首
批一级学校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袁中华文
化传承基地袁是广东著名的侨校遥 学校拥有全国一
流的校董会袁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学校走
出去袁引进来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遥 学生高考
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袁校董对考入
清华北大和世界排前 20名大学的学生奖励 10 万
元人民币遥 为回馈华侨袁学校开办侨生班袁已毕业的
两届学生 100%上本科遥 他表示袁感谢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批准学校成为华文教育基地袁办好华文教育基
地责任重大袁使命光荣袁学校将为之做出最大的努
力遥

裘援平主任说袁中山侨中很幸运有这样一位董
事长袁蔡博士不仅给侨中带来资金袁还为侨中打开
了通向世界的大门遥 她说袁国侨办确立华文教育基
地很严格袁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支持华文教育院一
是组织编制和提供教材袁二是选派国内优秀的教师
赴国外华文学校示范教学袁三是组织国内才艺出众
的学生赴海外参加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遥 她强调袁
华文教育基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袁 要赋予新的内
涵袁应该有更大的提升遥 华文教育不仅要留住中华
文化的根袁更要适应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
国际地位袁把中国语言尧文化更多更广地推向世界遥
她希望侨中不仅要成为国内外的 野名校+侨校冶袁还
要在华文教育方面给世人带来惊喜遥

国侨办文化司司长雷振刚在座谈会上强调袁要
早日为侨中华文教育基地授牌并加强合作袁共同为
华文教育做出努力遥

野不仅要成为国内外名校袁还要在华文教育方面给世人带来惊喜冶
野Not Only Is Our School to Be a Renowned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at Home and Abroad, but Bring the

Worl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Education冶

国务院侨办裘援平主任对侨中寄予厚望
Ms. Qiu Yuanping, Head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inned High Hopes on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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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袁 记者从中山市华侨中学获
悉袁今年 11月该校成功获批为野GCE A
levels 国际考试中心冶袁 成为中山首个
GCE A levels课程官方教学和考点遥 今
后袁有意出国留学的中山学子袁不用再
远赴香港等地参考袁可以直接在华侨中
学报名并参考遥 而且袁该考点目前已经
可对外接受报名遥
GCE A levels官方考试中心落户侨中

野2013年 11月袁 我校国际班合作
方尧香港唯一主板上市教育集团要要要香
港现代教育凭借其优势袁成功协助我校
获批全市首个 耶GCE A levels国际考试
中心爷遥 冶昨日袁中山市华侨中学校外网
刊发的这条信息引起了市民的高度关
注遥 记者从该校国际部证实了上述信
息遥

该校国际部冯主任告诉记者袁凭借
教学设备完备尧教学环境良好等自身优
势袁 在香港现代教育集团的协助下袁侨
中获批成为中山首个 A levels官方考试
中心遥 作为 GCE A levels课程官方教学
和考点袁今后该校可以协助所有有意出
国的学子报名并参加考试遥

野去年以前袁中山的学生要参加这
个考试必须到外地袁例如北京尧香港尧新
加坡等袁以后可以直接在侨中国际部报
名并参加考试了遥 冶冯主任称袁目前国内
设有此报考点的城市并不多袁中山获得
此资格会给本地乃至周边地区的考生
带来不少便利遥 野目前袁我们学校已经有

10多个学生报名袁准备参加明年五六月
份的考试遥 冶冯主任表示袁考试中心现已
正式运行袁可对外接受报名遥
通过考试可入读全球逾千所大学
据 了 解 袁GCE A levels 渊General

C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s冤袁简称 A levels袁是英国学生大学
入学必须参加的考试袁其重要性等同于
中国高考遥A levels考试被国际教育界誉
为野世界高考冶和野全球大学入学的金牌
标准冶遥 通过考试的学生将获得剑桥大
学考试委员会渊CIE冤颁发的剑桥国际高
中证书遥 证书将记录学生的考试成绩袁
作为学生学习能力的权威评价遥 该证书
已经得到世界上 150多个国家的 1100
多所大学的认可遥 学生可凭此证书和所
取得的成绩
在全球范围
内选择适合
自己的大学遥

野现在出
国留学的人
很多袁但了解
A levels 的人
并不多遥若能
拿到这个证
书袁对今后出
国留学和找
工作都非常
有用遥 冶据冯
主任 介绍 袁

GCE A levels 有两级袁AS level 和 A2S
level 学生在高二的时候选择自己最擅
长且最有兴趣的 3-4门课袁通过考试后
获得 AS证书遥 高三时袁学生可选择 AS
水准中优秀的 3门课程继续学习袁通过
考试后获得 A levels证书遥 因此袁要参加
GCE A levels考试袁 需要提前 3-4个月
报名遥

冯主任还透露袁 今后中山地区 A
levels考试的相关事项会在华侨中学的
官网上进行公示袁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各
种信息遥 另外袁学生在考试前要认真阅
读相关的考试规定遥 野国外考试和国内
会有所不同袁建议考前要弄清楚相关的
规定遥 例如能携带的文具尧 考场守则
等遥 冶 渊选自叶南方日报曳 记者/高薇冤

在家门口可参加“英国高考”
The 1st GCE A Level Examination Center in ZS

要要要侨中获批 GCE A levels国际考试中心袁已开始接受报名

11月 17日下午袁 中山
市华侨中学校友会第四届
常务理事第八次会议在我
校苏继滔教学楼召开遥 省名
校长尧 我校校长林加良袁校
友会副会长尧 常务理事尧秘
书长袁以及我校相关行政等
出席会议遥 会议由校友会秘
书长曾麟基主持遥

林加良校长代表学校
讲话遥 林校长首先对出席会
议的校友表示热烈的欢迎袁
对他们一直以来关心和支
持学校表示衷心的感谢袁并
作了学校工作报告遥 他说袁
学校大力实施野名校+侨校冶
发展战略袁打侨牌 ,铸品牌袁
培养出大批爱国爱乡尧崇德
行善尧刚健进取袁国际视野尧
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人 遥
2013年高考中考再创辉煌袁
进一步彰显了 野深加工能
力冶遥 广大校友出钱尧出力尧
出心尧出时间支持学校发展袁朱锡源校
友捐资百万人民币成立第五个校友专
项基金要要要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遥 国务
院妇儿工委尧省妇联尧省妇儿工委等领
导尧专家称赞我校女生教育是全省乃至
全国女性教育工作的典范遥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雷于蓝莅校考察时用 野受感
动尧受教育尧受鼓舞冶来评价学校袁认为
侨中校长有眼光袁有能力袁教师非常优
秀袁办学得到广泛认可袁办全国一流尧国
际知名华侨中学的目标一定能实现遥 最

近袁学校又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确立为
华文教育基地袁这是继被确立为中华文
化传承基地之后的又一项殊荣袁学校特
色建设和品牌发展得到进一步的认可袁
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遥 他强调袁学校成
功袁不仅要看升学率袁还要看校友走出
校门后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和对母校
的关注程度遥 一直以来袁侨中校友以实
际行动支持母校袁并将这种精神代代传
承袁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遥 希望广大校友一如既往地关
心尧支持侨中遥 母校办得越好袁校友的社

会地位越高遥
曾麟基秘书长作了校友会工作报

告袁广大校友对提交的奖教尧奖学尧助
学金收支报告进行了审议遥 他们还就
我校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座谈袁 肯定了
近年来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巨
大变化袁 并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建言献
策遥

会议增补李长春局长为校友会名
誉会长袁陈立中为副会长袁许文杰尧阮汉
波为常务理事遥

12月 16日袁 由广东省名
校长尧 我校校长林加良主持的
广东省中小学校长工作室袁迎
来了第二期跟岗培训的京苏粤
优秀青年校长遥

16 日上午袁林校长以叶高
中教育国际化的行动思考曳为
题袁 给全体学员校长进行了教
育国际化专题讲座遥 讲座内容
分教育国际化的真实内涵和中
山市华侨中学的主要做法两大
部分遥林校长强调袁教育国际化
不等于教育全球化尧 与国际接
轨曰也不等于教育现代化曰它既
不是有人说的教育西化尧欧化尧
美国化曰也不是教育去本土化尧
去民族化曰 也不等同于国际交
流尧出国留学准备尧合作办学尧
外语渊国际冤课程的设置遥 而是
以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尧面向世界尧面向
未来冶为指导思想,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
的问题为背景, 以实现人的国际化为目
标, 以具体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载
体,不同国家教育理念尧教育方法尧教育
制度尧教育模式的相互学习尧交流与合
作的过程遥 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人的国
际化遥 接着袁林校长谈到袁侨中通过举办
国际文化节尧 开办国际高中课程班尧开
展国际交流尧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等一系
列作法袁让学生野不出国也能留学冶袁培
养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
视野尧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人遥 最后袁林
校长进一步解释袁 推进国际理解教育袁
就是使青年一代获得关于世界和世界
人民的知识曰使青年一代养成同情与博

爱的态度袁能够没有偏见地欣赏与吸收
别国的文化袁学习外国语曰使青年一代
以理解与合作精神看待与处理各国面
临的共同问题曰使青年一代树立尊重人
权尧正确的道德尧社会责任感尧尊重他
人尧为大众谋福利等观念遥

下午袁 学员校长们开展学校德育
管理研讨遥 我校常务副校长高毅详细
介绍了我校德育管理的理念和具体措
施遥校长们一致认为袁侨中紧紧围绕校
园精神文化尧 价值文化建设这一核心
和灵魂袁以校园物质文化尧活动文化建
设为抓手和载体袁研建结合袁大力弘扬
华侨文化袁彰显侨校特色袁打造德育品
牌袁加快教育国际化的步伐袁让侨中走
向世界袁让世界走进侨中袁积极培养世
界侨中人袁 这是教育国际化的成功范

例遥
教育国际化是当今世界教育的一

个重要特征袁 它反映的是在多极世界
与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相互理解尧相
互沟通尧相互适应尧相互融合的历史潮
流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尧广东文化和香
山文化的重要构成袁华侨华人历史尧文
化的本质袁并不单单是一部野苦难史尧
创业史尧爱国史冶袁更关键的是开展中
外文化交流的特质遥因此袁站在中外文
化交流的角度袁 结合教育国际化的发
展趋势袁坚持野引进来冶袁野走出去冶袁培
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尧通晓国际规则尧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
化人才袁 这是侨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源
所在尧生命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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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上午袁 在建校 59周年大
喜之日袁中山市华侨中学第十届七次校
董会在高中部召开袁全体校董通过换届
选举并成功连任遥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尧第十届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致
辞遥 蔡董事长欢迎百忙中出席校董
会的各位董事袁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学
校的支持遥

蔡董事长对 2013年对外交流工作
进行了总结遥 11月份袁在林加良校长的
带领下袁由学校骨干老师组成的蔡冠深

对外交流基金教育考察团赴北京尧沈阳
考察袁拜会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裘援平
主任遥 在与国侨办裘主任会面过程中袁
裘主任表达了对侨中的肯定与信任袁希
望侨中不仅要成为国内外的 野名校+侨
校冶袁 还要在华文教育方面给世人带来
惊喜袁把中国语言尧文化更多更广地推
向世界遥 今天下午袁国侨办文化司司长
雷振刚还将特意从北京到中山袁为侨中
华文教育基地授牌袁这必将为侨中今后
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遥 为了更广泛开展
对外交流袁 让侨中办学与世界接轨袁蔡

董事长提议明年到英国
进行教育考察遥

林加良校长在讲话
中说袁侨中校董会堪称全
国一流袁令兄弟学校羡慕
不已遥第十届校董会在蔡
董事长的领导下袁为侨中
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遥 蔡继有高考中考
奖尧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
金尧校董教育基金尧艺术
教育基金尧钟明昆维修绿
化基金尧刘锐谦教师专业
发展基金等项目袁为侨中
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遥特别是蔡冠深
对外交流基金会成立后袁
侨中教育国际化走在全
省乃至全国前列遥在校董
会的带动下袁侨中校友也
成立了五大基金袁助推学
校发展遥 今后袁学校将继

续实施野名校+侨校冶战略袁打侨牌袁铸品
牌袁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袁办全国一
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袁把侨中推向
世界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60周年校庆遥

市荣誉市民尧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苏
继滔宣读了第十届校董会名单袁全体校董
通过换届选举袁成功连任遥 会议增选了苏
杰开为副董事长袁刘锐谦为教育基金会副
主席曰增选郑向荣尧冯金怡尧余志勇尧余振
孝尧高银娇尧卢艳红尧李长春为校董会顾
问袁蔡隽思为常务董事遥

校董会顺利换届
Smooth Change of Our School Board

校友会四届八次常理会召开
The Standing Council Meeting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第二期京苏粤中青年校长跟岗培训开班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econd Excellent Principal Training Programme

12月 21日袁 全国第八届 ABC英语
口语大赛中山赛区成绩揭晓袁我校国际班
成为赛区最大赢家遥 黄渝钧同学以 97分
获得赛区最高分特金奖袁刘美君同学以 92

分的高分获得金奖袁由杨琪尧黎子琪尧冯祺
殷尧梁嘉仪尧李泳琳同学联合主演的英语
话剧获得银奖遥 7名参赛选手全部获奖并
以赛区前三名的战绩获得代表广东省赴

北京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遥
全国 ABC英语口语大赛是一项传

统的全国性英语口语大赛袁是在全国有
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赛事袁旨在通
过大赛促进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袁培
养青少年学习英语的兴趣遥 大赛是在外
交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尧中国国际英
语交流协会尧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
业委员会尧北京外国语大学尧北美亚太
文教基金会等权威单位的监督和支持
下按照严格规范的标准和流程进行的
全国性青少年英语口语水平竞赛袁包括
分赛区选拔赛和全国总决赛两部分袁覆
盖全国 30个省市数百个城市尧 上万所
学校遥 大赛评委会由我国英语教育专
家尧教授和资深外籍教师等组成袁已连
续举办了举办 8届遥 广东赛区吸引了包
括广州外国语学校尧 中山大学附中尧华
南师大附中尧广州一中尧北京大学附中
广州实验学校尧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外语
学校等上百所所省尧市尧区重点学校和
英语培训机构的优秀学生参赛遥

国际班学生获省英语口语大赛前三名
The Stud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of Our School Got the Top Three in Oral English

Contest in Guangdong Province

12月 3要5日袁12月 3要5日袁 全国
语文教师生本教育课堂交流活动在我
校高中部举行袁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尧博
士生导师尧生本教育研究提出者郭思乐
教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70多位语文教
师参加交流活动遥

本次活动共有 7 名教师进行了现

场教学袁 来自我校的张岩老师为大家
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作文课袁 同学
们争先恐后将本小组的预习及前置作
业成果向大家进行汇报和交流袁 其他
小组也积极给予点评和建议袁 张岩老
师风趣尧 精准的点评赢得了同学们的
掌声和听课教师的肯定曰 张杰老师的

叶黄州快哉亭记曳 则向大家
展示了苏轼苏辙的兄弟情
深袁课堂上同学们将自己搜
集的相关资料和古诗的背
景进行了分析袁充分展示了
同学们资料挖掘和材料分
析的能力曰来自山东的耿文
超老师尧 河北的段淑萍老
师尧湖南的周清老师尧河北
的王洪国老师尧四川的雷红
春老师分别献上了叶再别康
桥 曳尧 叶捡麦穗 曳尧 叶鱼书 曳尧
叶门曳尧叶雨巷曳 等精彩的内
容袁 每位老师都各具特色袁
有的老师风趣幽默袁有的老
师引文据典袁有的老师娓娓
道来袁 有的老师慷慨激昂袁
他们都紧紧围绕 野生本冶主
题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袁不断激发同学

的创造力袁引发同学的思辨袁引导同学
提出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袁鼓励
同学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遥 不仅上
课老师的能力得到专家和交流老师的
一致肯定袁 同时大家对侨中学子在课
堂上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也大为赞
许遥

全国生本课堂交流活动在我校高中部举行
The National Classroom Exchange Activities of Life-centered Education in Our School

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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