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5日下午袁在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渊省科研处冤的组织下袁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尧华
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尧博士生导
师吴颖民研究员为组长的专家鉴定组一行七人莅
临我校袁对我校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野十一五冶规划
课题 叶办全国一流华侨中学的理论与实践曳渊主持
人院林加良袁课题编号院GHB093129冤暨广东省中小
学教学研究野十二五冶规划课题叶国际理解教育校本
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曳渊主持人院 谢海龙袁 课题编号院
J11-117冤进行了结题鉴定遥

林加良校长和谢海龙主任分别代表课题组做结
题报告遥林校长说袁几年来袁课题组坚持课题引领袁以
课题研究统领学校全局工作袁 推动学校整体改革走
向深入袁师资队伍日益增强袁办学质量稳步提升遥 坚

持文化引领袁牢牢把握华侨文化这一学校核心文化袁
实施野侨校+名校冶发展战略袁以文治校袁以文化人袁华
文教育尧女生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富有成效袁在全省
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袁学校野侨色冶野侨味冶愈加
浓厚袁出现了野校长有志气尧教师有士气尧学生有生
气尧学校有朝气尧社会有人气冶的办学局面遥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结题报告袁查阅了相关佐证
资料袁一致同意课题结题遥鉴定专家组认为袁在林加
良校长主持下袁课题组以野中山市华侨中学冶为典型
个案袁把野华侨中学冶这类学校群体作为课题研究对
象袁研究目标明确袁研究内容丰富袁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袁华侨优势明显袁侨校特色显著袁研究成果丰硕袁
达到了课题研究的预期效果袁可为全国同类型的学
校办学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遥 与此同时袁专家组

建议课题组深入探讨吸纳侨资运行的良好机制袁变
野捐资冶为野投资冶袁化野输入冶为野输出冶曰进一步加强
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袁敢为人先袁坚持野走出去冶与野请
进来冶相结合的战略袁打造中学版的野孔子学院冶袁抢
占世界基础教育的制高点袁 把学校办成全国一流尧
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遥

参与课题鉴定会议的专家还有院华南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尧 博士生导师尧
教育部野国家计划冶海外培训项目办副主任尧广东省
野百千万冶项目办主任王红教授袁华南师大教科院博
士生导师李盛兵教授袁 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尧原省教厅教研室主任吴惟粤研究员袁广东省侨
务办公室文教处处长汤泗昌袁市社科联主席胡波教
授袁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张礼遥

教育部规划课题结题鉴定会议在我校举行
An appraisal meeting on the planning projec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s held in our school

音1月 1日讯袁刘向春老师主持的广东省教育学会野十二五冶科研规划立项课题经过专
家组评审袁顺利结题袁课题成果被评为优秀遥

音1月 2日讯袁初中部学生参加 2013年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分区联赛的初赛渊市
赛冤和复赛渊省赛冤袁3人获市一等奖袁阮嘉恒尧欧嵘尧梁铂熙同学获省二等奖袁取得了我校历
年来参加省赛的最好成绩遥
音1月 3日讯袁 生物教师刘松在 2013年分别获得了第十七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

二等奖袁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一等奖和中山市多媒体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一等奖遥
音1月 3日讯袁我校荣获野2013年度中山市教育网络信息通讯工作先进单位冶称号袁杨

正教师获得野2013年度中山市教育网络信息通讯工作先进个人冶称号遥
音1月 13日讯袁我校在全省野我的中国梦冶主题绘画活动中获两项省一等奖袁李晓丽老

师获高中组优秀指导教师奖遥
音2月 20日下午袁由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尧中山市中学共青团工作研究会主办袁我校协办的

野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青春导师进校园公开课活动在我校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遥
音3月 6日下午袁 驻校社工携手 12名益群社工在我校新饭堂前举办了一场 野与你同

行袁伴你成长冶的侨中社工进校园宣传活动遥
音3月 10日讯袁 我校在全市学校卫生与健康评比活动中被评为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

优秀单位袁林国胜尧杨庆贞尧欧建霞尧李新被获评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优秀工作者遥
音3月 10日下午袁我校举办班主任专题培训活动袁邀请了广东省佛山市实验中学秦芳

老师为全校班主任作专题讲座袁来自我校的初尧高中部班主任参与了活动遥
音3月 20日袁校党委书记尧校长林加良邀请高三学生预备党员及第十五期青年党校部

分优秀学员参加野坚持走群众路线袁齐心共筑中国梦冶要要要校长接待日座谈会遥
音3月 25日讯袁在市 2014年初三数学竞赛中袁我校陈恒杰尧谢崇谦同学并列全市第一

名曰获奖总人数和一等奖人数全市第一遥
音3月 28日袁 由清远市清新区浸潭一中组成的行政交流团一行 5人在校长梁志慧的

带领下莅校商讨 野千校扶千校冶下阶段工作袁受到校长林加良的热情接待遥
音4月 14日上午袁高中部举行责任督学挂牌仪式袁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与责任

督学尧实验中学副校长李茂兴共同揭牌遥
音4月 15要18日袁我校举行了课堂教学全市开放日活动袁邀请了市教研员和学科中心

组成员担任专家顾问袁同时广邀各兄弟学校同行交流研讨遥
音 4月 19日上午袁由市委宣传部尧市文明办和市教育局联合主办袁我校承办的野学雷

锋窑齐修身窑做好人冶要要要雷锋精神中山报告会在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举行袁 沈阳军区雷锋
生前所在团现役雷锋班班长毕万昌等作专题报告遥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唐颖袁市教育局局长
李长春等领导出席了活动遥

音4月 25日袁 副校长林子孚带领 11位教师赴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访问及交流袁受
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校长邓启泽等学校负责人的热情接待遥

音4月 30日袁我校野自强不息六十载 世界因你而精彩冶第五届国际文化节隆重举行遥
音5月 3日讯袁在 2014年市初中物理竞赛中袁初三徐可尧王安琪等 25位同学获市一等

奖袁获一等奖人数全市第一袁超过全市一等奖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曰在市初中化学竞赛中袁周
子桢同学获得市一等奖第一名袁22位同学获全市一等奖袁获市一等奖的人数居全市第一遥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ZHONGSHAN QIAOZHONG
广东省中山市教育局主管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主办 总第 47期 圆014年 5月 19日 星期一 内部刊物仅供交流 粤内登字 T第 03502号 电子版院http://www.zsqz.com/qzb

高中部电话院0760-88700302 初中部电话院0760-88822492

热烈祝贺我校荣获
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our
school winning the provincial title of
honor The May Day Labor Diploma

3月 25日下午袁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唐颖在市
教育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李长春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
剑以及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和市教育局实
践办领导的陪同下莅临我校调研袁 接见群众代表并召
开征求意见座谈会遥
在全市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袁市委常

委尧宣传部长唐颖亲自选择我校作为调研点袁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李长春担任我校联系人遥
此次调研袁是市委尧市教育局党委深入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遥活动共分三个环节遥一是

接访群众代表遥 唐常委在党代表工作室先后接待了郑
玉良尧谢婷和欧泳芬三位群众代表袁仔细了解了他们的
工作尧学习和生活情况袁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袁并
一一作了回应遥
二是召开座谈会遥会议由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尧局长

李长春主持袁学校行政尧教师尧家长尧社区代表以及市政
协委员教师等参加遥林加良校长在发言时说袁学校党委
对市委采取强市富民措施袁 对市委领导班子作风建设
总体评价好袁满意度高曰市委书记尧市长每年都召开全
市高考经验总结会袁 与校长们一起探讨高考袁 研究教

育袁这对广大师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曰唐常委对侨中尤
为关注袁经常过问高中部扩建和初中部重建等工作袁希
望唐常委和市委宣传部继续为学校发展鼓与呼遥 林校
长对正在全市推行的校长职级制方案提出了一些看
法袁认为此项改革可以扩大到副校长层面遥政协委员王
世勋老师提出了加快推进市统筹教育进度和均衡教育
资源的建议袁 教师代表刘向春呼吁关注英语高考改革
和加快初中部建设步伐袁 家长代表黄爱梨女士建议建
设一个文化教育基地曰 社区代表东明社区副书记宋晓
琳希望政府采取措施解决儿童野入好园难冶的问题遥 唐
常委认真地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并详细地做了记录遥
唐颖常委说袁市侨中是他的调研点袁此行就是为解

决难题而来的遥初中部改扩建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袁目
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袁工程进度较慢袁市民尧师生高度关
注袁这也是他记挂于心尧要着力解决的一件大事遥他说袁
校长职级制改革是十二五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的要
求袁中山是全国试点城市袁此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袁
今后会不断完善校长职级制袁 推进教育家办学遥 他强
调袁近年来推行市统筹高中教育工作袁对高中教育的促
进和推动作用非常明显袁 但也要注意解决好镇区办教
育积极性受挫等问题曰教育部门应做好相关工作袁充分
发挥市尧镇两级办教育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遥唐常
委最后指出袁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袁关注民生应该从关注
教育开始遥
李长春局长认为袁此次调研活动体现了市委领导

自觉走在教育实践活动前列的政治责任感和坚持群众
立场尧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的务实作风袁体现了市
委领导见贤思齐尧修身正己的无私无畏精神袁为教育系
统党员干部走好群众路线树立了楷模遥同时袁他要求全
体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向唐颖常委学习袁 带头参加教育
实践活动袁深刻剖析袁解决问题袁凝聚办人民更加满意
的中山教育的强大动力遥
三是走访校园遥 唐常委一行深入学生宿舍和饭堂

巡查袁走进班级听课袁并与科组教师交谈袁了解一线情
况遥 最后袁唐常委还对我校发展规划提出了指导意见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颖莅校调研
Mr. Tang Ying,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minister of the

municip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nspected our school

1月 21日下午袁市教育局局长李长春在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唐杰伟尧市教研室主任黄
世勇的陪同下莅临我校高中部视察慰问袁受到了广东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的热烈欢
迎遥

李局长等领导在林加良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我校校园袁随后袁双方在蔡继有堂接待室
观看了学校宣传片叶跨越之桥曳袁并举行了座谈会遥

林校长向李局长详细汇报了我校的办学情况遥 他说袁近年来袁学校致力于办品牌教育袁
即品牌校长渊教育家型校长冤+品牌教师渊教育家型教师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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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学生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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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人冤遥 其中袁 女生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就是侨中以华侨文化为核心而推出的品牌校本课
程袁发展至今已取得了瞩目成绩袁在凸显华侨文化特色袁实现人才培养转型升级和侨务沟
通尧华文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此外袁阵容强大的校董会尧校友会也不遗余力地助
推侨中发展袁在蔡冠深董事长的带领下袁学校与世界多所名校达成合作交流意向遥林校长强
调袁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野人冶的国际化袁一切落脚点皆须以人为本袁而教育本身亦如此袁只
有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遥 接着袁林校长还向局领导汇报了我校基建情况遥

李局长为侨中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感到高兴遥 他说袁侨中在科学的办学目标和先
进的育人目标引领下袁取得了辉煌成绩袁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认可袁特别是 2013年高
考成绩突出袁为中山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遥李局长用野大气中正尧政通人和冶来评价侨中遥他
指出袁侨中办学方向明确袁志存高远袁大气磅礴袁充分体现了华侨文化的精神特质袁走出了一
条最科学的道路曰在迅猛发展的大前提下保持平稳姿态袁并处处体现着和谐与平衡袁十分难
能可贵袁这一切都和侨中优秀的领导团队与教师队伍密不可分遥 侨中人不仅拥有宽广的胸
怀袁也时时展现出教育工作者的智慧袁正是所有侨中人的努力袁为学校赢得了更好的发展环
境遥同时袁李局长对我校提出了期望院1尧打好野侨冶牌袁持续发挥学校文化特色袁提升学校教育
的品质和内涵袁以改革办学体制为载体袁为中山的教育国际化作出更大贡献曰2尧念好特色
野经冶袁做好学校原有的特色校本课程工作袁并进行深度挖掘与开发袁并处理好特色校本课程
与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曰3尧做好质量野功冶袁科学利用华文教育基地这一统战平台袁提升学校
各方面工作袁进一步优化品牌教育的质量袁着眼更高目标袁沿先进思路不断努力袁继续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遥

最后袁李长春局长等领导还认真询问了我校其它情况袁并对学校新一年的教育教学工
作提出了指导意见遥

市教育局局长李长春
莅校指导工作

Mr. Li Changchun, chief of the municipal bureau of
education inspected our school

4月 15日上午袁我校举办了野如何培养国际化
人才冶专题讲座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尧华南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尧研究员尧博士生导
师吴颖民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尧博士生导师王红教授分别作了精
彩的报告遥
王红常务副院长围绕什么是国际化尧 为什么要国

际化尧怎样做到国际化三个方面袁详细阐述了办学国际
化的含义尧重要意义和内容方法遥 她讲到袁教育国际化
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
人遥 王院长结合国际著名案例对办学国际化的目标与

方法进行了详尽讲述袁并从理念尧课程与方法三个角度
提出了办学国际化的发展与改革措施遥

吴颖民院长在讲座中用四句话精辟地解读了
教育国际化院一是师生视野的国际拓展袁二是教育
资源的国际利用袁 三是是教育人员的国际交流袁四
是教育研究的国际合作遥 他强调袁教育国际化不等
于出国化袁更不等于西方化遥 教育国际化应注重的
是怎样将人类创造的教育财富为我们民族所用袁早
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他在高度肯定侨中国际
化办学取得的成效时说袁侨中开办国际班袁举办国
际文化节袁开展对外交流等措施和活动袁极大推动

了国际合作与交流袁是非常成功的遥
林加良校长在随后的总结发言中表示袁两位专

家的讲座高屋建瓴袁高度概括袁对我校今后国际化
办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林校长认为袁教育国际
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国际化袁只有国际化的教师才能
培养出国际化的人才遥 希望全体老师深刻理解教育
国际化的内涵袁努力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和国际视野
的世界侨中人遥

参加此次讲座的有学校行政尧党员教师和优秀
教师代表袁今次讲座是校党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我校举办教育国际化专题讲座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was held in 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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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21日袁 全国语文教师生本课堂交流活动在我校
高中部举行遥 来自全国各地的 90多位语文教师参加交流活
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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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乐教授亲临现场指导遥

本次活动共有 6名教师进行了现场教学遥 来自我校的陈
曼丽尧张鹏飞和张杰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叶念奴娇 赤壁怀古曳尧
叶柳永词二首曳尧叶永遇乐曳等古诗词赏析课遥同学们争先恐后将
本小组的预习及前置作业成果向大家进行汇报和交流袁 有的
小组引经据典将诗词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袁 有的小组将诗词
进行了改编袁有的小组则将古诗词和音乐尧舞蹈结合并呈现出
来袁形式多样袁亮点十足遥来自广西的罗义初尧江西的温霏和黄
海萍老师分别带来了叶宝玉挨打曳和叶阿 Q正传曳等精彩的教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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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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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袁郭教授对本次交流活动进行了简短的点评袁他认为本次
交流活动的上课教师素质高袁基本技能扎实袁各具特色袁虽然
形式不同袁但是都紧紧围绕野学生冶开展教学袁贯彻生本理念袁
在课堂教学中我校同学的突出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遥

当天下午袁 我校张岩老师为参加全国生本课堂交流活动
的全体老师奉上了一堂精彩的演讲遥 他用具体的课例生动展
示了生本理念袁 向老师们介绍了自己在实施生本课堂教学中
所积累的经验袁 并就生本课堂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现场
老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袁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赞扬遥

全国语文教师生本课堂
交流活动在我校举行

The national life-centered classroom exchanging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eachers of
Chinese were held in our school

近日袁 从有关部门获悉袁 由我校林加良校长主持开发的校本课程 叶天下为
公要要要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曳获第二届野真爱梦想杯冶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野世界公
民教育奖冶第一名遥

大赛评委一致认为袁叶天下为公要要要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曳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尧可
行性和原创性袁充分体现了野培养未来世界公民的育人目标袁以及将国际视野尧国际
理解教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冶的内容袁很有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遥

野真爱梦想杯冶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是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中心尧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尧英国大
使馆文化教育处尧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遥 今年是第二届袁首次设立
野世界公民教育奖冶遥 大赛自 2013年 6月启动以来袁历时 5个月袁共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参赛作品一千二百余件遥 经过初选尧专家评审尧专家会审等程序进行严格筛选评
议袁共有 10个项目获特别奖项要要要野世界公民教育奖冶袁叶天下为公要要要国际理解教
育课程曳高居榜首遥

叶天下为公曳获全国校本课程设计
大赛野世界公民教育奖冶第一名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for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 World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要要要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Course in the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of the
second National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signing competition of True Love and Dream Cup

第四版 2014年 5月 19日 星期一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正

2月 26日下午袁根据市教育局的统一部署袁我校在高中
部蔡冠深报告厅召开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动员大会遥局党委第三督导组组长袁市教育局老干科科长吕碧
华袁市教育局工会副主席陈丽娟袁市教育局职教集团副总经理
刘军安出席了会议遥我校校长尧党委书记林加良主持会议并作
动员讲话遥

会议分四项议程院一是校党委成员尧副校长尧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实践办主任林子孚作部署曰 二是由我校
校长尧党委书记林加良作动员讲话曰三是市教育局党委督导组
组长讲话曰四是对我校党委班子及成员进行民主评议遥

林子孚副校长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部署院一尧时间
安排袁从 2月份开始袁在 2月 28日之前召开会议动员部署遥集
中教育时间不少于 3个月曰二尧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遥 实践活
动全过程要贯穿野照镜子尧正衣冠尧洗洗澡尧治治病冶的总要求袁
认真查摆尧解决在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尧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遥重点任务是要明确野四个着力冶院即着力
解决野四风冶突出问题袁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切身利益问
题袁着力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袁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渠道
载体欠缺问题遥三尧具体要求遥 我校的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学习
教育尧听取意见袁查摆问题尧开展批评袁整改落实尧建章立制三
个环节推进袁每个环节不少于 35天遥在三个环节推进过程中袁
要扎实做好以下 6个方面的工作遥 渊一冤 切实抓好学习教育遥
渊二冤认真听取群众师生意见遥 渊三冤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遥 渊四冤抓好正风肃纪遥 渊五冤建立健全和落实有效制
度遥 渊六冤坚持边查边改遥 林子孚副校长强调袁这次教育实践活
动袁包括学习教育尧听取意见袁查摆问题尧开展批评袁整改落实尧
建章立制三个环节曰活动不分阶段尧不搞转段袁可以交替进行遥
我们要突出重点袁注重实效袁把握进度节奏袁抓好各环节尧各步
骤的有效衔接遥

校长尧党委书记林加良在动员讲话中向全体党员尧干部和
教师提出三点要求遥 一要高度重视袁严密部署遥 充分认识到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现实性尧紧迫性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市委尧市教育局党委的要求上来袁确保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不打
折尧不走样袁取得实效遥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袁认真落实局
党委各项要求袁作出成绩袁争取成为中山市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的排头兵遥二要明确任务袁彰显特色遥 在完成野规定动作冶的
同时袁还要做好野自选动作冶袁力求做到野规定动作冶不走样袁野自
选动作冶有创新遥 以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袁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
名华侨中学冶为主题袁打侨牌袁铸品牌袁办人民更加满意的侨
中袁实现野品牌校长渊教育家型校长冤+品牌教师渊教育家型教
师冤冶办野品牌学校渊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华侨中学冤冶培养野品牌
学生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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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侨中人冤冶的奋斗目标遥 三要逐步推进袁讲究实效遥 我们要
切实抓好学习教育袁解决好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这个野总开
关冶问题袁使践行群众路线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自觉遥 要认真
听取师生意见袁了解掌握社会对教育工作尧学校管理尧师德建
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遥要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袁
谈心谈话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袁并撰写好对照检查材料遥

局党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吕碧华在讲话中强调袁 我们在开
展活动中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袁突出教育实践活动的着力点袁
坚持主题不变尧镜头不换曰突出重点对象曰把握重点任务遥做到
五个坚持袁即坚持领导带头示范曰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曰坚持广
泛发动群众曰坚持结合基层特点曰坚持探索创新遥 要紧扣三个
环节袁立足本职工作践行群众路线曰把解决野四风冶突出问题与
解决群众诉求和维护群众利益相结合曰 把自我学习教育提高
与群众满意度评价结合起来曰 把立足本职与服务群众结合起
来曰把查摆问题与建立尧完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遥

这次动员大会袁 使我校全体党员进一步明确了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袁 为我校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引领了方向遥 相
信我校全体党员尧干部和教师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袁一定能够积
极投身到活动中去袁切实提高自身素质袁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
作袁把侨中办成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遥

我校召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A mobilization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in furtherance of carrying out the
practice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education

3月 18日下午袁在香港教育局校本专业支持组高级学校
发展主任郑礼华带领下袁 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访问团一行 5
人莅临我校指导初中英语教学工作遥 校长林加良热情接待了
香港客人袁 常务副校长高毅介绍了学校办学情况并带领客人
参观了初高中部校园遥

据了解袁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项目是 2009年国家教
育部尧广东省教育厅尧港澳事务办公室及香港教育局代表联席
会议共同达成的一个粤港教育合作项目袁 主要目的是协助提

高内地中小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遥
今年的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活动袁 计划安排香港圣

公会莫增寿会督中学秀琼校长尧 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阮小娟
老师驻校 4周袁深入了解我校初中阶段英语教学现状袁为改进
我校英语教学提供指导意见遥 双方商定了交流协作的具体安
排袁为后阶段香港校长尧老师更有效地指导我校英语教学工作
做好了准备遥

香港教育局领导和教师莅校交流
The leaders of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and exchanging teachers of Hong Kong

came to our school

与香港教育局领导尧老师交流

2014年 2月 4日袁 我校国际班 7名学生代表广东省赴北
京参加了由中国学盟全国教育界联合会尧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
会尧中国特色教育研究会尧中国国际英语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
青少年记者协会举办的第八届 ABC全国青少年英语口语大
赛全国总决赛遥 高一五位学生合演的话剧叶威尼斯商人曳获得
了总决赛的铜奖袁 高二学生黄渝钧和刘美君凭借新颖的演讲
主题 Consumerism 和 Journey of Pilgrim 获得了总决赛的金
奖遥

本次晋级总决赛的选手来自四川省尧江苏省尧辽宁省尧 广
东省尧 陕西省及全国其他地区袁 而且每位选手首先在各自的
省市比赛中通过层层测试和选拔袁 最终获得参加总决赛的资
格遥由于各位参赛选手水平旗鼓相当袁比赛没正式开始选手们
已蓄势待发袁现场迅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遥即使面对来自全国
的英语高手袁侨中国际班学生依然在台上能冷静尧出色地展示
自己的英语才能袁 而且凭着敏捷的思维在问答环节中对评委
提出的尖锐的问题仍对答如流袁 最后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奖项遥

黄渝钧是本次比赛的金奖得主袁 当记者问到他是如何学
习英语时袁黄渝钧告诉记者袁他从进入国际班后袁就天天坚持
听英语磁带袁 早上起床尧 晚上睡觉前都要听一个多小时的英
语袁一天下来袁总共要听三四个小时遥 野不仅要锻炼听袁还得敢
说遥 冶黄渝钧平时见到班上的外教就大胆上前和他们说话袁练
习口语遥 还在念高二的他袁在一月份的时候参加了雅思考试遥
他的雅思成绩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百名大学对留学生的语言

录取要求遥
本次比赛的金奖得主刘美君告诉记者袁大家在学英语袁特

别是学习口语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与别人的合作袁 努力做到
双赢遥 野有一次班里活动课讲到 shopping这一主题时袁大家自
由组合作对话袁 结果令我分外感动的是竟然有十个人合成一
个小组作对话袁 分别扮演一个大家庭中的各种角色及商场的
售货员停车场管理员等角色遥 大家兴致高涨袁你一言我一语袁
场景对话做得也非常的好袁 他们中有一些还是平时很少说话
的袁他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其他人的热烈掌声袁可见团体的合
作对于自己的发展有多么的重要袁 那次也成为我记忆最深的
一节课遥 冶

任教国际班基础英语的郭嘉欣老师是此次比赛的指导老
师遥 她说院野要对英语产生兴趣袁有了兴趣袁你就基本完成了建
立口语大厦的 80%袁 就好比完成一个任务前做好详细的计划
是完成这个任务的 80%一样遥 同样喜欢 NBA袁喜欢好莱坞的
电影袁 喜欢 VOA袁CNN等都可以成为你喜欢英语的一个理
由遥 有的时候袁人就是缺少那么一个理由遥 遥 冶

Martin是侨中国际班的英语口语老师袁 他告诉记者学好
口语最重要有信心袁也就是传说中的厚脸皮袁即敢说遥 在班上
我特别重视的是让大家开口袁我努力让学生们坐在那里说袁和
别人说还有站到大家面前演讲袁 这时你会发现敢说的程度和
你说的好坏有时是成正比的袁是一个循环袁如果你有野Impossi鄄
ble means I am possible冶的信念并且敢说的话袁你的就是良性
循环袁否则就是恶性的遥

国际班学生获 ABC全国青少年
英语口语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our school won gold medals in the finals of
ABC national youth oral English competition

获 ABC全国青少年英语口语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学生合影

生本课堂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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