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6日，由校工会主办的、历时一个多月的

迎 60周年校庆校友运动会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圆

满落幕。所有比赛项目按照赛程安排，都已顺利决出

了冠亚季军。

本届校友运动会自 10月 12日开赛以来，得到了

校友的积极响应。各届校友纷纷返回母校，以球会友，

共叙友情。31支代表队报名参赛，这是历届校友运动

会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参赛队伍围绕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赛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运动会期间，副校

长林子孚、陈海鸥、校工会主席黄卓棠等领导也作为

教工队选手积极参赛。

侨中校友一直以来心怀母校，感念师恩。不管身

处何方，身居何职，始终关心支持母校发展。在校友们

的鼎力资助下，我校近年来先后成了中山市华侨中学

校友基金会、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会、刘锐谦

教师发展基金会、冯文晖奖教奖学基金、曾玉桥奖教

奖学助学金等奖教基金会。校友们的慷慨相助，为侨

中师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推之

力。

12月 7日晚，在校庆晚会上，市领导、校领导为

获奖参赛队伍颁发了奖杯。教工队获得羽毛球、乒乓

球冠军，05届校友队、88届校友队分别获得篮球、足

球冠军 。

校友运动会圆满落幕
The Alumnus爷 Sports Meet Ended Successfully

喜庆游园迎华诞，欢声笑语叙浓情。12月 6日

上午，为充分展示华侨文化特色，迎接六十周年校

庆，德育处、校团委主办了主题为“我们在这里成

长，我们从这里飞翔”的大型游园暨亲子趣味活动。

学生社团文化展示、班级游戏活动、亲子趣味运动

竞相绽放。侨中师生、校友、家长以独特的方式庆祝

建校六十周年。

猜字谜、踢毽子、猜歌名、夹弹珠、跳房子、折

纸、Cosplay、你画我猜、蒙眼过障碍—展现侨中人的

团结、三国历史智力游戏……来自各个班级和学生

社团新奇有趣的小游戏满布于篮球场四周。全校师

生、各届校友以及家长们热情参与。运动场上人头

攒动、接踵摩肩，俨然成了人的海洋。

在各摊点中，来自音乐协会的乐队演奏尤为引

人注目，一套架子鼓、几把电吉他组成一个小型乐

队，乐手们敲打弹唱，时而激情高歌时而低吟浅唱，

摇滚与抒情交织，尽显音乐魅力。现场的安可曲一

首接着一首，整个乐队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从 8

点多到 11点多，他们的观众一直这么多，太受欢迎

了。”隔壁摊点的同学感叹地说。令人感动的是，在

欢乐之余，侨中学子们毫不吝惜的将最美好的祝

愿———“侨中生日快乐”“祝母校越来越好！”留在了

心愿墙上。

如果说，社团文化活动展示的是侨中学子无限

创意与多才多艺，那么趣味横生的亲子运动，考验

的则是学生与家长之间的默契度。亲子抱抱、搭桥

过河、松鼠搬家，还有那些年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

经典游戏“老鹰捉小鸡”，看到家长和学生们在运动

场上一起欢笑、奔跑，时光似乎倒退到了儿时的欢

乐岁月。在亲子抱抱游戏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感

人的一幕：高高的儿子一脸羞涩的和瘦小的母亲相

对而立，两条细绳将两人的脚绑在一起，母子相拥

向终点冲去。胜利的时刻，母子的脸上洋溢着同样

的欢欣与喜悦。这一瞬间，亲情满满，幸福不言而

喻。

此次游园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侨中学子的才

艺，还给同学们提供了一段和家长共同欢乐的美好

时光，同时也让返校的校友们在节日里感受到侨中

“大家庭”的温暖。

12月 7日上午 9点，第十一届校董会第一次会

议在高中部接待二室召开，蔡冠深董事长，林树棠、

钟明昆、蔡冠钦、朱添、刘锐谦、苏杰开副董事长和

各位校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蔡冠深董事长主持。

首先，林加良校长汇报工作。高考取得办学 60

年来的最好成绩，重点本科录取人数 452人，录取

率 27.3%；本科录取人数 1552 人，录取率达到

93.6%；百分之百学生上大学。学校始终坚持“名校 +

侨校”发展战略，“打侨牌，铸品牌”，用先进的华侨

文化引领，办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培养

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健进取、国际视野、世界胸

怀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在校董校友的大力支持

下，建立了十二大基金。其中，蔡冠深董事长捐资

500万元港币，成立了对外交流基金会，“走出去，引

进来”，为师生发展搭建平台，加快了教育国际化、

多样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生领导力社团参加全

国第五届中学生领导力大赛获得四项集体奖和十

二项个人奖，其中集体荣获综合评比特等奖，项目

“茫茫前路，为你指路”获得全国特等奖第一名；“绿

益环保公司”社团荣获省优秀学生社团称号；国际

部学生勇夺第十届中国青少年创造大赛全国总决

赛金奖，并代表中国队参加德国纽伦堡 iENA国际

发明展，最终夺得该比赛的铜奖，同时夺得第五届

世界创新节金奖。为了庆祝建校 60周年，学校先后

举办了校友运动会、茶文化专题讲座、校庆游园活

动和文艺晚会。今天的庆祝大会将把校庆工作推向

高潮，应蔡董事长邀请，杨振宁教授将再次莅临侨

中，并在大会上作《我的中学和大学经历》专题报

告。李镜澄校长因病提出辞去常董职务，林校长认

为，李校长从 1989年到 1999年担任了十年侨中校

长，是学校的功臣，建议保留其常董职务。全体校董

一致赞同林校长的建议。

接着，郑玉良副校长汇报校董会、基金会工作。

最后，就如何“打侨牌，铸品牌”，把侨中进一步推向

国际化，校董们各抒己见。蔡冠深董事长在会议总

结时对学校领导班子、学校办学成就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指出：要推进教育国际化，就要让学生、老师

走出去。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去过的日本长崎市，

修建了一座孙中山的纪念馆。长崎市希望中山派老

师到那里，我希望侨中能够走在前面，对外交流基

金会可以资助侨中老师赴日本，作为亲善大使到长

崎市最好的学校交流。

全体校董一致通过增补苏君浩、蔡颂思和陈海

鸥为常务董事，蔡冠深董事长为第十一届校董颁发

了聘书。

11月 25 日下午，“普洱茶之

美”专题讲座在我校高中部蔡冠

深报告厅举行。参加活动的有市

政协常委、市茶业协会会长温少

松，常务副会长蓝惠岐和校长林

加良等领导以及校友、家长、学生

雅馨茶艺社全体成员和高一年级

的学生代表 400余人。

担任此次讲座的嘉宾是台湾

师范大学教授邓时海。邓时海教

授是台湾“中国普洱茶学会”创会

会长，著名学者，被业内誉为中国

“普洱茶第一人”。 1995年，当普

洱茶对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群众来

说还仅仅是水中月雾中花的时

候，邓时海教授出版了后来被公认为普洱茶圣经的巨

著———《普洱茶》，被研究、销售普洱茶的人视为必读

之书。《普洱茶》的出版，让许多台湾爱茶人士转向品

饮、收藏普洱茶，进而带动了全中国、韩国、泰国的普

洱茶市场。此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吹起了

普洱茶流行风，并逐渐影响到长江三角洲地区。2004

年 4月，邓时海先生的《普洱茶》在大陆出版。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里，《普洱茶》一版再版，拥趸无数，之后，

邓时海教授又出版了《普洱茶续》。

当日讲座上，邓教授以一句幽默的开场白“我可

以说是从娘胎开始就喝普洱茶”迅速拉近了与听众的

距离。接下来的讲座中，邓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数

十年来对普洱茶的研究心得。他从普洱茶的功效、历

史、产地、品质、运输过程、茶马古道的历史以及普洱

茶文化的形成等方面，以生动的图片展示、详实的文

献记录、生动的讲解分析，向听众诠释了“茶中之茶”

———普洱茶之美。在谈到旧时茶马古道运送茶叶的历

史时，邓教授语重心长地说道：“茶是大自然对人类最

好的馈赠。茶从栽培、烘焙到运输过程都很不易，喝茶

的人应怀有敬意。”现场听众虽未品茶，已闻茶香，知

茶韵。

自我校被确立为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和华文教育

基地以来，一直以“传授民族语言，传播中华文化，体

验民俗风情，展现建设成就”为目标，积极开展中外文

化交流，打造学校华侨文化品牌，提升学校办学软实

力，倾力办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邓时海教

授的讲座，为全体师生带来了一次意蕴悠长的茶韵之

旅。今后我校将继续办好中华文化传承系列活动，让

更多的师生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第十一届校董会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11th School’s Board of Governors Was a Great Success

校董会现场

普洱茶之美
要要要中华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之一

Admire the Beauty of Pu'er Tea

———One of the Series Activities of Inheri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邓时海教授作报告

我们在这里成长，我们从这里飞翔
要要要我校举办迎 60周年校庆游园暨亲子趣味活动

Here We Grow, Up we Soar

———School Touring and Funny Parents-Children Activities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顾琳璘第二尧三版 2014年 12月 29日 星期一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Delightedly Celebrated Her 60th Anniversary

12月 8日下午，市华侨中学蔡冠深大礼堂座无

虚席，首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以“我的

中学和大学经历”为题，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众人讲

述了自己读书和学习的经历。逾千名侨中师生与社会

各界嘉宾一起，聆听了大师深情的人生追忆。

已经 92岁高龄的杨振宁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言

语间不时散发出一个世纪老人的睿智和幽默。回顾生

平，他认为自己这一辈人经历了艰苦时代，也遇到了

时代所赋予的机遇。他向在场学子表示，现在是个史

无前例的大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遇，放飞梦想。

荫中学时代立下一生志向

中学时代为杨振宁的学术之路打下良好根基。

“我念初中的学校叫崇德中学，是所男校，由于我比同

班同学小一两岁，个头又小，刚进去时常常被人欺

负。”杨振宁以风趣幽默的开场白迅速拉近了和在场

师生的距离。他回忆说，当他报告老师以后，没想到老

师只说：“如果要打架，我就给你们建一个擂台，你们

可以在上面正式比赛！”由于书念得好，很快就没人欺

负他了，但老师的回答依然对杨振宁造成很大的打

击。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这原来是英国人的教育

方法，“英国的教育观念是小孩从小到大，必须在社会

上通过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地位，越早尝试越好。”

初中时，杨振宁的数学天赋已经崭露头角，但父

亲却并没有过多挖掘他的“天才”，反而认为他应该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些了解。初一到初二期间的暑假，

父亲特意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名高材生为他讲

授《孟子》。“一个半暑假后，我就能将《孟子》从头到

尾背下来。”杨振宁说，《孟子》让他领悟到许多教科书

上学不到的哲理，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崇德中学的小图书馆是杨振宁中学时代的“宝

库”。当时，图书馆里的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所著的《神

秘的宇宙》一书对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该书描述的

是 20世纪头三十年物理学的革命，即狭义相对论、广

义相对论和量子论，正是这本书让杨振宁找到了人生

努力的科学理想。

荫忧患意识成就野联大冶人

“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的

生涯，这段经历对我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杨振宁深

情回忆起 70多年前那段联大岁月。那时，他只有 16

岁，刚到西南联大时，学校还没有校舍，临时在城西

北郊盖了一间茅草房，里边放了 20个双层床，一共可

以住 40个同学；饭堂没有板凳，更没有椅子，所有人

都站着吃饭，饭也是糙米，里面掺有糠皮。

谈到联大生涯，他说：“学校里没有饮用水，所以

同学们常常晚饭后去校外的一个茶馆喝茶，两个铜

板，大家坐上两三个小时高谈阔论。喝茶的时候加一

盘花生米已经是非常享受了，可是我们不觉得颓丧，

因为我们有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十分简单的

生活却影响着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

工作的热爱，从而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在国破家亡的边缘，他们的

忧患意识更加增强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成了全

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歌词！今天，当我

听到歌词的时候还会有触动灵魂的感受！”杨振宁说，

“我们这一辈人虽然历经了艰苦时代，但同样也遇到

了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社会需要

各种人才，当年西南联大毕业的同学很多后来有非常

好的成就，这也是这个艰难的时代给我们创造的机

遇。”

荫嘱托学子抓住时代机遇

“我们这一辈人即将走入历史，今天和明天是你

们的时代！你们的时代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是高速发

展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时代！”杨振宁激励中

学生说。

令他自豪的是，今天中国的实力正高速增长。他

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达到 5%，已经是很

骄人的成绩了。而中国在最近 30年的 GDP增长率，

平均每年高于 10%。这对于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来

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同学们，成长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在

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时代，请不要忘记要抓住大时

代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机遇。”杨振宁表示。

当现场有学子问到如何在中学时找到学习诀窍

时，杨振宁回答说：“首先是要找到兴趣所在，这是成

功的前提，然后再根据兴趣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也

许一时并不会奏效，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会开花

结果的！” 渊转自叶中山日报曳冤

12月 6日晚，庆祝建校 60周年

文艺晚会在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隆

重上演。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副董事长林树棠、蔡冠钦、刘锐谦，常

务校董蔡隽思，校长林加良等领导、

嘉宾、校董、校友与侨中师生一起，同

歌舞共欢乐，充分抒发侨中人 60年

栉风沐雨，励精图治直至今日桃李满

园，迈向辉煌的喜悦与自豪之情。

晚会首先颁发了迎 60周年校庆

校友运动会的各个奖项。随着《让侨

中走向世界》的主旋律唱响，文艺演

出正式开始。

九十七岁高龄的侨中老教师林

朝荣老师和首届校友欧凤威教授，饱

含深情地朗诵了为侨中创作的诗篇

《水龙吟》。舞台上，林老师抚今追昔，

回忆侨中初期建校时的点点滴滴，幕

布上滚动的是 1957年侨中早期教师

们的合影。两位老侨中人对母校的眷

恋与情怀令台下师生感动不已。

接下来的演出中，各届校友及学

校师生代表纷纷登台献艺。73届校友

郑伊娜一曲《我爱中国》唱出了世界

侨中人心中永远不变的中国心。1982

杨振宁教授讲述中学与大学经历
要要要野忧患意识成就我们这代人冶

Crisis Awareness Made Our Generation

A Speech by Professor Yang Zhenning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杨振宁教授与蔡冠深董事长尧林加良校长一同种下木棉树

甲 子 风 华 侨 通 天 下
要要要庆祝建校 60周年文艺晚会隆重上演

Six Decades’Prime by Overseas Chinese Shin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An Artistic Performan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年广东十大歌手、侨中老校长李佐之

女李圆校友不远万里，从国外赶回，为

母校献唱金曲的同时，还倾情寄语师

弟师妹“光阴一去不复返，好好珍惜在

校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当范

磊、何楷、陆建和、郭柏纲、孙立卓五位

老师带来的手风琴伴奏男声四重唱

《回娘家》唱响之时，现场师生掌声如

雷。校友梁志强、郑剑锋与校管乐队的

萨克斯合奏《进击的巨人》、《残酷天使

之行动纲领》，激越昂扬、热情澎湃。演

出过程中，还播出了世界各地侨中优

秀毕业生送来的对母校的生日寄语。

值得一提的是，英才学校的小朋友们

也以一支欢快的舞蹈《水乡煎堆圆又

圆》带来了他们的祝福。最后，侨中教

师集体朗诵的诗歌《忘不了》，深情表

达了他们对侨中历史的追忆和对侨中

未来发展的自豪和自信。

在亲切的祝福声中，在校友、同

学、老师、嘉宾的热烈掌声中，伴随着

60周岁华诞生日蛋糕的切开，中山市

华侨中学庆祝建校 60 周年文艺晚会

款款落下帷幕。
校庆文艺晚会现场

校庆游园活动 冠军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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