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简讯

Campus�Brief�News

★5

月

25

日，在由市教体局教研室举办的中山市第二届原创校园

心理剧比赛中，我校学子荣获一等奖。

★6

月

3

日，我校

9

个班级、

48

名师生分获

2017

年度市“优秀团

支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及“美德少年”荣

誉称号。

★6

月

3

日，经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客教育研究中心审核通过，我校

成为全国首批

100

所

STEM

教育

&

创客教育实验学校。

★6

月

4

日， 在中山市高中政治学生社会活动成果评选中， 我校

学子荣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黄泓和陈秋灵老师被

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6

月

5

日，我校谭子君同学获评广东省优秀团员。

★6

月

11

日，在第九届中山市“税务杯”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中，我校高中部学子陈雨诗等五人获得中学硬笔组一等奖，邓颖仪等

三人荣获二等奖。 张嘉恩、黄楚莹、黄焕华、刘权波、陈倩婷等

5

位同学

参加了软笔组决赛，分获了二、三等奖。 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6

月

15

日，在中山市高中化学竞赛中，我校高中部

4

名同学荣

获市一等奖，

11

位同学同学荣获二等奖，

19

位同学荣获三等奖。冯佩

端、李永雄、徐佳三位老师荣获市优秀辅导老师称号。

★6

月

23

日，由我校校长高毅主持的市级课题《“互联网

+

”背景

下中学创客教育的研究与实施》顺利结题。

★6

月

27

日，在

2017

年高考地理模拟试题评选活动中，我校教师

朱小丽荣获一等奖、侯小山荣获二等奖、文如付荣获三等奖。

★6

月

27

日，在市教体局教研室举办的“

2017

年高考物理模拟试

题评比”和“高考物理专题复习课程建设”活动评比中，我校谭子虎、王

亮伟两位老师荣获“

2017

年高考物理模拟试题评比”活动一等奖，古启

蒙老师荣获“高考物理专题复习课程建设评比”活动二等奖。

★7

月

22

日，我校初中部李宇翔同学荣获第十八届全国中小学电

脑制作活动 “创客项目初中组创意智造”二等奖。

7

月

31

日晚， 我校在蔡冠深大礼堂

隆重举行

2018

届高三开学动员大会，我

校校董会副董事长蔡冠钦先生，蔡继有基

金理事长李联辉先生， 嘉宾蔡日生先生、

蔡洁霜女士、刘棣康先生、刘君正先生，我

校校长高毅，副校长杨树春、何嘉莹、陈海

鸥，教务处主任朱爱东，高三年级主任朱

志锋，副主任方久平、陈建春以及全体高

三师生出席会议。 大会对

2017

年高考中

考成绩优异的同学予以表彰，并对全体高

三同学进行了开学动员。

高毅校长在致辞中对专程从香港回

来出席大会的蔡冠钦副董事长和各位嘉

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简要汇报

了我校

2017

年高考中考情况。 高校长表

示：我校高考和中考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

目的成绩，离不开校董会特别是蔡氏家族

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希望新一届高三年

级同学，能以张佳婧、何怡君、徐可、杨明

杰等学长为榜样，“自强不息，敢争第一”，

奋勇拚搏，全力以赴，在明年的高考中取

得优异的成绩。高校长对新一届高三同学

提出了三点希望：一、要树立信心。同学们

要抱定必胜的信心，要相信自己一定能成

功，坚信拚搏能改变一切，一切皆有可能。

二、要脚踏实地。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

实地，刻苦努力，顽强拼搏，持之以恒。三、

要科学复习。 希望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认真规划，科学备考，讲究策略，循序

渐进，最终圆梦六月，创造奇迹。

蔡洁霜女士在致辞中对侨中取得的

令人满意的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并寄语同

学们： 同学们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有

青春的热情，有强健的体魄，有敏捷的思

维，愿你们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勤奋刻苦，

努力学习，勇于挑战，学有所成，用自己的

青春和汗水，谱写出人生亮丽的篇章。

随后，蔡冠钦副董事长为高考中考成

绩优异的同学颁奖， 并勉励他们再接再

厉，在新的起点上再创佳绩。

在动员大会上，杨树春副校长和朱志

锋主任分别作动员讲话。 杨校长表示，本

届高三师资配备可谓是豪华阵容，希望同

学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善于思考，刻苦

努力，相信自己，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不

达目标誓不罢休。朱主任做了题为“拼搏，

创造奇迹”的讲话，他代表全体高三老师

表示将与同学们心连心，一起拼，并勉励

同学们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要充满自

信，保持激情，要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要

严守纪律，井然有序，要科学备考，高效复

习。 朱主任最后向同学们发出动员：高三

这一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铭记，心连心，

一起拼！

2018

，我们一起上大学！

会上，

2017

届优秀学子代表张佳婧、

何怡君同学还给学弟学妹们做了精彩的

经验介绍，语言幽默风趣，谈笑之间，总结

了侨中六年的生活学习之路，并将自己的

学习经验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分享。活动在

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我校举行 2018 届高三开学动员大会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Was Held for the Senior Three Students of 2018 of Our School

校董会副董事长蔡冠钦等领导嘉宾与受表彰同学合影留念

9

月

1

日上午，中山市教体局局长李嘉

颖在开学第一天莅临我校指导工作， 受到

我校校长高毅等校领导的热烈欢迎。 教体

局办公室主任徐全胜，我校副校长杨树春、

何嘉莹、陈海鸥及部分行政出席会议。

李嘉颖局长在高校长的带领下， 视察

了我校初中部和高中部校园， 并详细了解

了我校的开学情况。 在接待

2

室举行的座

谈会上， 高毅校长全面汇报了我校的整体

情况， 并介绍了过去一学年的具体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

李嘉颖局长对侨中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并对我校提

出了新的期望：一、打好侨牌，彰显侨校特

色。 侨中有很深的华侨文化积淀，要弘扬华

侨文化，发扬华侨的开拓创新、艰苦创业的

精神；加强对外交流和外语教育，与国际接

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让侨中成为中山

教育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让“侨文化”深

深扎根在老师和学生的心中。 二、继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 近两年侨中

面临很多客观困难，希望侨中克服困难，迎

难而上，既要关注尖子生的培养，又要着眼

于全体学生，摸清情况，抓住重点，进一步

提升深加工能力。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注重老师的培养培

训工作，通过专业研讨、集体备课和课题研

究等教研活动，不断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

师的教科研能力， 倡导老师在研究的状态

下工作。 四、继续加强对老师的人文关怀。

侨中队伍素有团结、务实的传统，学校教职

工活动丰富多彩， 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实施

人文关怀， 让全体老师能够在侨中大家庭

中过得舒心、开心。 五、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廉洁勤政，求真务实。 重视党风廉政建设，

警钟长鸣，保持好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

最后， 李嘉颖局长代表市教体局向全

体老师送上即将到来的教师节祝福， 祝愿

全体侨中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

利。

【开学第一天】

市教体局局长李嘉颖莅校指导工作

[On the First School Day] Li Jiaying, Director of the Education and Sports Bureau of Our City Paid a Visit to Our School

高毅校长陪同李嘉颖局长一行视察我校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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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学子荣获第十七届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综合技能高中组冠军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of� the� 17th� CARC (China�

Adolescent�Robotics�Competition)�for�Senior�High

9

月

4

日上午， 在第

33

个教师节来

临之际，中山市政府副市长袁永康在市教

体局汤如烈副局长等领导的陪同下莅临

我校高中部，慰问我校教职员工，在接待

2

室召开了座谈会。 我校校长高毅，副校

长郑玉良、杨树春、何嘉莹、陈海鸥等校领

导以及部分行政和教师代表

40

多人参加

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高毅校长对袁永康副市长

教师节前夕在百忙中冒雨慰问我校教师

表示由衷的感谢。 高毅校长以《文化引领

彰显特色———办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

侨中学 》为题 ，从教学管理 、师资队伍建

设、德育特色、校园环境、对外交流、校董

校友会建设等方面向市领导汇报了学校

主要工作和成绩， 重点汇报我校

2017

年

高考中考成绩：共有

4

位同学被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录取；张佳婧同学以

671

分夺

得全市理科总分第

1

名， 被北京大学录

取； 共有

16

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

的

名牌大学录取，保持了“清华北大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的优良传统；中考和学

科竞赛再创佳绩，再次彰显了侨中“低进

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人才培养的

一流深加工能力。 最后，高毅校长汇报了

学校初中部蔡朝勋堂内部装修、蔡继有楼

改造、 高中部二期扩建工程存在的困难，

希望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优秀教师代

表马颖、新教师代表邓璐也分别向市领导

表达了感谢和感恩之情以及努力工作、教

书育人， 不断提高专业技能的信心和决

心。

袁永康副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高度

评价了我校取得的成就：市侨中成绩斐然，

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侨校， 也成为中山最

具竞争力的美丽中学； 特别是侨中过去一

年的工作“可喜、可贺、可敬”。作为

84

届侨

中校友，他说：“我对母校感情非常深，在母

校度过的这一段求学经历， 给我留下了一

段美好的时光， 非常感谢母校的教育培

养。 ”

谈及今后的工作重点，袁永康副市长

希望侨中做好以下几点：一、发挥好侨校

特色优势， 打好侨牌， 走特色发展之路；

二、发挥名校长、名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国内一流侨校；三、坚持文化引领，实

施人文关怀，面向未来，教书育人；四、注

重广大师生的健康与安全，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五、充分利用校董、校友资源，为学

校发展再添助力；六、加强党建工作，树立

正气，团结奋发，办人民更加满意的侨中。

针对我校当前初高中部基建工程遇到的

困难，袁永康副市长当即表示，市委市政

府将全力支持侨中，协调各部门，尽快推

进初中部重建后的各项工作和高中部二

期扩建工程。

座谈会最后，袁永康副市长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全体侨中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新学期，新气象，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亲

切关怀和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全体侨

中人一定会不负众望，凝心聚力，开拓进

取，把侨中办成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

侨中学。

【教师节前夕】

袁永康副市长莅临我校慰问教师

[Before the Teacher's Day] Yuan Yongkang ,Vice Mayor of Our City Paid a Visit to Our School

袁永康副市长慰问我校教师

我校举行焦嫣珊学科竞赛基金

捐赠仪式

The Donation Ceremony for Jiao Yanshan Subjects Competition

Fund Was Held

为支持我校学科竞赛再创佳绩，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校

91

届校友、 香港亚当夏娃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焦嫣珊女士再次向我

校捐款

80

万元人民币，成立中山市华侨中学学科竞赛基金，用以奖励

在辅导学生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老师。 捐赠仪式于

8

月

31

日上午

在我校蔡冠深大礼堂举行，焦嫣珊校友出席仪式，并向我校校长高毅

捐赠支票。

89

届校友焦嫣华，

91

届校友、中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岭南名医黄炫生，

91

届校友、华夏银行中山分行行长高敬尧等

嘉宾及我校全体教师出席仪式。

焦嫣珊校友在讲话中表示：近年来，母校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骄

人的业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特别是

2017

年高考中考再创佳绩，作

为校友，我们为母校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今天捐资成立学科竞赛

基金，谨以此表达我对母校的感恩之情，为母校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高毅校长代表学校接受焦嫣珊校友的捐赠，并回赠纪念品。 高校

长表示， 焦嫣珊校友于

2015

年捐资

100

万成立了焦嫣珊奖教助学基

金，今天再次捐资成立学科竞赛基金，其助学善举以及对母校的感恩

之情令人感动。 高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对焦嫣珊校友的奖教助学善举表

示衷心感谢，并对像焦嫣珊女士这样热心公益事业、长期支持侨中的

校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仪式上，黄炫生、高敬尧代表校友们向焦嫣珊

女士献上鲜花，并合影留念。

高毅校长代表学校接受焦嫣珊校友的捐赠支票

我校代表队荣获第十七届中国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综合技能高中组冠军

Our Students Have Won the Championship of the 17th CARC

(China Adolescent Robotics Competition) for Senior High

7

月

22

日，第十七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圆满落幕。 我校学生

代表队获得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高中组冠军。

此次竞赛设有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创意比赛、

FLL

机器人工

程挑战赛、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和

WER

工程创新赛五个竞赛项目。我

校高二学生蔡宇成、 杨益在杨正老师的指导下， 参加了综合技能项目比

赛，最终以总分

1737

分的成绩，排名第一，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据悉，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创办于

2001

年，是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的一项普及性科技教育活动， 旨在通过富有挑战性的比赛项目，将

学生在课堂中的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融入竞赛过程中，激发学生对工程

技术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

今年， 全国共有

9000

多支队伍、

25000

多名中小学生参加各省级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选拔赛。 经过省级竞赛选拔，共有来自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513

支参赛队、

1400

多名选手、

400

多名教练员入围全国竞赛。 此前，我校

机器人代表队在市赛、省赛中均获得一等奖。 在全国竞赛中，我校代表

队更是在众多队伍当中脱颖而出，摘得桂冠，充分显示了侨中学子“自

强不息，敢争第一”的王者风范。

获奖学生和教练杨正老师合影



9

月

9

日下午， 我校高一新生军训总结暨表

彰大会在学校篮球场举行。 中山边检站政治处副

主任黄日庆，我校党委书记、校长高毅，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郑玉良，德育处主任徐璇，教学处副主

任兼高一年级主任周光荣， 德育处副主任潘焯

华， 中山边检站监护中队政治指导员蒋旭毅，校

团委书记杨健，高一年级副主任谭子虎，高一年

级全体新生、班主任及参训教官参加了大会。 大

会由我校高一年级副主任景千瑞主持。

下午三点，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军训会操

正式拉开。 全体新生分为

31

个方阵，冒着高温酷

暑、精神饱满的依次通过主席台，接受领导检阅。

表演班级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有力的步伐、

整齐划一的动作，赢得了在场师生和官兵的热烈

掌声，展示了我校新生经过军训洗礼后良好的精

神风貌和军事素质。 同学们用威武军姿展现了当

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的昂扬精神，不仅充分体现了

侨中学子严守纪律、不怕吃苦、努力拼搏、敢争第

一的精神面貌，也向与会的领导、老师、教官充分

展示了短暂而又有效的训练成果。

会操结束后，黄日庆副主任对此次军训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我校学子在此次军

训中所展现出的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精神

风貌，希望全体新生能够巩固军训成果，增强国

防管观念，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更大的进步。

周光荣主任在讲话中指出，虽然此次军训历

经几次台风，一波三折，但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

彩虹。 同学们军训期间吃苦耐劳，严于律已，顽强

拼搏，表现出色，涌现出一批感人事迹，真正做到

了“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希望同

学们珍惜此次军训经历，踏实学习、生活、做人，

刻苦锻炼，遵纪守信，培养创造性学习能力，力争

在高中新的起跑线上整齐步伐，一同前进，从高

一入学开始，就打好全面进步的基础。 力争三年

后，人人上大学，实现心中的理想。

高毅校长代表我校向中山边检站赠送了锦

旗。 最后，大会还对在宿舍内务评比、军训积极分

子评选、 队列评比中获奖的集体和学员予以表

彰，高毅校长、郑玉良副校长等领导为获奖班级

和个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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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全体侨中人不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

2017

年高考新辉煌。

成功来源于科学的决策， 来源于不断改革创新，

来源于侨中人特别是全体高三教师的无私奉献

和奋力拼搏。

■一、学校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教

学质量

（一）以学促教，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引入学生评学评教的机制，要求教师受学生

欢迎继续留任的程度（简称欢迎度）与学生评教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两项之和 ）均必须达到

75%

以上。 只有符合“两度标准”的老师，才可以

升任高年级教学工作。 只有符合 “两度标准”的

老师，才可以参加评优树先。

（二）以生为本，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重视学生社团管理， 开办了模拟联合国社

团、中学生领导力社团，街舞社团、电声乐队、武

术社团、戏剧社团、文学社、心理社团等近

100

个

社团，积极组织学生社团活动，举办中国（国际）

文化节 、女生节 、体艺节 、创客节等特色文化活

动，较好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让学生能够

在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的组织能力、 策划能力，

展现自己的才艺。

（三）以课程为载体，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根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结合学校办学

愿景和育人目标，汲取民族文化、中山文化和华

侨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学校课程的重构，构建

适合学生发展的“桥”型课程体系，推进育人模式

的转变。 将课程分为三大模块： 基础教育课程、

本土教育课程和国际教育课程。除了关注中考高

考会考课程之外，增设科技课程、体艺课程、女生

课程、社团课程、生涯课程、志愿服务课程、中学

生领导力课程、“造梦者”支教 课程、“筑梦兴侨”

名校游学课程等。

（四）以技术为手段，积极开展“互联网

+

”教

育教学研究

关注信息技术，以微课作为促进生本课堂教

学改革的有效抓手，鼓励和引导教师开展“翻转

课堂”和“慕课”的研究与实践，鼓励和引导教师

观摩、制作和使用优秀微课课件，从操作层面解

决学生自主 “学什么 ”与自主 “怎么学 ”等问题 ，

切实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效果。 积极开展“互联

网

+

”背景下中学创客教育的研究和探索 ，通过

创建创客空间，开发创客教育课程，开展创客教

学实验，成立创客社团，培植创客文化，努力培养

各类创新型人才。

■二、年级管理大胆创新，开创高三工作新

局面

（一）狠抓学风，措施得力

1．

理念先行，文化引领

树立“做人第一，善良最美，快乐学习，健康

至上”， “做最好的自己”“拼搏改变一切，一切皆

有可能”的年级理念，激励每位师生。 通过营造

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来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增

强学生的精神力量，鼓舞学生的斗志。

2．

制度规范，管理严密

加大了对违纪学生的教育与处罚力度，通报

违纪，表扬先进，有效地促进了高三的学风建设，

提高了年级的管理效率。

3.

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提倡班主任之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邀请

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金沂老师，徐艳波老师为

高三年级班主任做经验介绍，“班主任支一招”活

动，“班主任联盟”，增进班主任之间的交流与沟

通，并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4．

家校携手，形成合力

高三备考，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各班充分利

用家长的力量。 充分发挥家委会的作用，邀请家

长参与班级活动。通过建立班级的微信群等与家

长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大大优化了校内外良好的

育人环境。

（二）科学规划、注重实效

1．

坚持巡查，发现问题

实行年级正副主任轮流值日制，加大巡查力

度，确保各项规章制年级领导深入到课堂和学生

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反馈并处理。 确

保了良好的班风与学风形成。年级还加强了对教

师的管理。 通过不定时的抽查，考勤教师在岗和

在状态的情况，年级对每周的科组会，也进行了

检查登记，确保科组会的质量，对每次考试后的

捆绑分析 ，实行了定时间 ，定地点 ，年级抽查的

制度。

2．

捆绑会诊，分析到位

充分利用好每周的班主任会和科组长会，制

定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在高考复习中采取“低

起点 、小步伐 、宽领域 、快反馈 ”的教学思路 ，不

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小步快

进， 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以此保证最大面积的学生学有所悟，稳步提高。

3．

追求实效，提高效率

提高课堂效率。 根据高考不同阶段的任务，

适时调整课表， 以做到高效复习。 以生为本，切

实推进“生本教育“，促进学风建设，提高课堂效

率。

提高考试效率。高三有计划地举行了九次模

拟考试，每次模拟考试做到考试结束当天阅完试

卷，考试结束第一天年级数据分析挂出，第二天

班主任利用班会课进行班级成绩数据分析、年级

张贴模拟考试光荣榜，第三天进行年级模拟考试

分析大会， 并在每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的当天，

短信通知学生家长查询，考试结束后的一周内科

组长利用科组活动时间进行科组数据分析，两周

内班主任组织任课教师进行班级捆绑分析。通过

提高效率，确实保证了每一次模拟考试的时效性

和实效性。

提高补弱效率。有针对性地开展多个科目的

补弱班、 培重班。 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年

级统一协调为原则， 实行分科编班培优补弱，并

且及时调整各科补弱名单。 科组教师团结协作，

年级强化考勤，通报，反馈。

提高培优效率。 对尖子生的培养采取了“个

对个，点对点”的策略。 认真分析尖子生存在的

问题，由科任老师包干负责，适当加担子，提高尖

子生的抗挫折的能力。

（三）励志教育，鼓足干劲

高二升入高三之时，就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

自信心，用励志、用学生的内驱力点燃学习的激

情。 高二下学期开展了“我为高三写标语”活动。

到高三时按不同时间段，进行适时条幅更换。 高

三开学之初，年级便制定每月励志主题，并要求

每月要围绕本月主题开展主题班会课，教室文化

建设，微励志演讲等活动。 大大激发了同学们赢

取高考的斗志。 由家委会匿名设立的”飞翔“励

志奖学金，截止高考前共颁发

7

次，高三年级共

有

166

名同学（个人）和

7

个班级（集体）获得“飞

翔”励志奖学金，在每次考试中学生们都以获得

“飞翔”励志奖学金为荣。大大激励了高三学子追

求卓越，发奋图强的斗志。

（四）心理按摩，扶稳心态

临近高考， 连续两周， 开展阳光体育减压

活动 ，帮助同学们释放压力 ，放松了心情 ，以平

常心去迎接高考。 年级家委会积极组织各班家

长参与到学生的高三生活中去 ，除了做好必要

的后勤工作外 ，还经常组织各种激励活动 。 让

家长也走进高三 ，走进学生 ，高三不止有成绩 ，

当老师走进学生的同时 ，学生也走进了我们老

师的心。

■三、全体教师齐心协力，共创 2017 高考辉

煌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在市教体局的亲切关怀

和校党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全校师生特别是高

三师生的齐心协力和顽强拼搏。

领导率先垂范。以高毅校长为代表的校领导

班子多次深入高三年级听课， 参加高三教师大

会、质量分析会，指导高三工作。年级领导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极大地增强了年级的凝聚力与向

心力，保证了正常教学秩序的开展。

老师奋力拼搏。 高三教师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奉献、特别能战斗，上下同心，共同奋斗，谱写

了侨中

2017

年高考的新辉煌。

■四、取得的成绩

2017

年高考全线飘红，再创新辉煌。 重点本

科上线

760

人，比去年增加

20

人，录取人数首次

突破

850

人， 录取率接近

45%

。 本科以上上线

1781

人，录取率近

95%

，位居全市前三甲。 共有

4

位同学被清华大学 （

1

人 ）和北京大学 （

3

人 ）录

取。 其中张佳婧同学以

671

分夺得全市理科总分

第

1

名，被北京大学录取。 是我校近年来第五位

荣获市高考总分第一名的同学。 体育和艺术生成

绩优异， 陈祉璇同学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录取，

黄雪琪同学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朱洋标同学被

北京体育大学录取， 还有

4

人被民航招飞录取。

侨生班重点本科上线

84

人， 上线率达

97.7%

；本

科以上上线率达

100%

。其中有两位同学被北京大

学录取。 国际班

23

位同学全部考上世界排名前

300

名的大学。其中，有

7

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大学录取，共有

16

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录取。自

2000

年至今，我校已有

41

位同

学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

48

位同学被哈佛、

剑桥、 牛津等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大学录取；

5

位

同学获得全市高考总分第一名，

2

位同学高考总

分进入全省前

10

名，创造了“清华北大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的高考辉煌，充分彰显了侨中

“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人才培养的

一流深加工能力，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

齐心协力 勇于改革 拼搏奉献 再创辉煌

———市侨中高考辉煌的背后

Another Brilliant Harvest Resulting from the Joint Efforts, the Courage to Reform, Struggle and Dedication

———

The story behind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我校召开 2017级高一新生军训总结大会

A Military Training Closing Ceremony for the Freshmen of 2017 Held in Our School

军训期间我校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高毅校长向中山边检站赠送锦旗

郑玉良副校长为获奖班集体颁奖

中山边检站政治处副主任黄日庆致辞

军训期间开展消防疏散演练活动



6

月

9

日至

11

日，全国第五届中小学生语文素养大赛复赛暨广东赛

区决赛在台山碧桂园凤凰酒店会议大厅举行。 我校由

15

名高一、高二学

生组成的代表队与来自全省

13

个地级市、

54

所学校、

1100

多名选手，同

场竞技，最终获得两个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11

个优胜奖。 由

我校陈祉安、张雨瑄、刘可一、田瀚然四位同学组成的辩论队获得辩论赛

高中组团体季军。 傅越、张雨瑄、何英婕三位同学被评为辩论赛高中组

“优秀辩手”。汤杰、徐艳波、曹蔚雯、金沂、甘成昀、曹珍珍六位老师荣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张娇老师荣获优秀领队奖，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 中小学生语文素养大赛是目前国内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语

文学科赛事之一，以“语文天生重要”为活动口号，旨在营造努力学好母

语、提升人文素养的氛围，推动我国语文素养教育的深化和发展。 比赛

内容包括经典诵读、口语表达、书法比赛、写作比赛、辩论赛以及才艺展

示等多个项目。

今年是我校第一次参加该项赛事，选手出色的成绩背后，我们看到

的是我校语文科组教师辛苦努力的付出。 希望获奖师生再接再厉，为校

争光。

指导老师与获奖学生合影

我校学子在全国第五届中小学生语文素

养大赛复赛暨广东赛区决赛中喜获丰收

Our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the Fifth National Chinese

Competence Contest in the Nationwide Semi-final and the Provincial Final

in Guangdong

飞鸟相与还

———我校举行华侨文化大讲堂暨鸰原荒野社团成立仪式

With Birds Flying Back Together Again

———

Our School Held a Ceremon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and the Lingyuan Wilderness Community

9

月

15

日，在德育处、校团委的组织下，我校华侨文化大讲堂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主讲嘉

宾———吴娟女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原中山日报记者、中山市家庭教育指导师协会理

事、叮咚荒野学堂负责人。 在她的引领下，三百多位侨中师生经历了一场人与自然、鸟与人

类的亲密邂逅。

当日下午五点，当红颊白羽的广东“神鸟”白鹇在大屏幕中展翅飞翔，蔡冠深报告厅瞬

间响起惊呼声。 白衣黑裙，气质典雅的吴娟女士，向同学们展示了“叮咚荒野学堂”拍摄的鸟

类作品，为同学们介绍了鸟与文字、鸟与诗经、鸟与中国文学经典之间的渊源联系，以游戏

方式展示甲骨文中的鸟类形象，引得侨中学子们好奇追问，热情参与。 “这是我自推广自然

教育以来，互动最热烈、反响最热情的一次。 ”吴娟表示，为给中山首届中小学生观鸟比赛预

热，叮咚荒野学堂将继续公益讲座校园行和周末公益观鸟活动。 希望有更多学校成立观鸟

社或自然观察社团，引导孩子关注身边的美，关注自然中不一样的生命故事。

成立仪式上，高一（

6

）班的罗淼一同学作为鸰原荒野社团代表发言，介绍了社团成立的

目的以及面临的主要任务。

活动最后，郑玉良副校长发表致辞，指出了成立“鸰原荒野社团”的意义：为每个学生提

供向自然学习的平台，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自然、接触环境，从而保护自然。 郑玉良副校长说，

“叮咚荒野学堂”这种体验式的生态教育，通过自然游戏、观鸟活动、生态课题研究等形式，

让学生获取不同的感受、感知、感悟的心灵体验。 作为市直属学校第一个成立关于自然生态

的社团，希望 “鸰原荒野社团”成立之后，能够在“叮咚荒野学堂”的指导下，带领我校同学走

进自然的殿堂，在自然的美妙与伟大中提升自身的观察力和创造力，让每一个人在大自然

中获取丰厚的道德滋养。

据了解，我校“鸰原荒野社团”是中山市首家学校自然观察社团，未来将与叮咚荒野学

堂合作，踏出“观鸟活动进校园”第一步。

第三版

２017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伍嘉颖

7

月

23

日至

27

日， 第八届全国中学

生领导力展示会在郑州外国语学校举办，

来自国内外

150

余所学校的

1200

多名师

生及大学生志愿者参加了本届展示会。 我

校代表队在这次展示会中获得多项大奖。

在侨中代表队所有成员们齐心协力，

顽强拼搏下，我校在三轮展示中的积分高

达

222

， 在百余所参赛学校中排名第

10

（有三所学校并列第十）， 最终获得特等

奖。 我校除了获得项目展示总分特等奖之

外，还获得“中学生公益实践特别奖”，这

个奖项是侨中独有的。 由于侨中学生继承

参加领导力展示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在

参加展示之余，赛后主动留下来清捡会场

垃圾，多次得到大会点名表扬，并拿到了

“中学生社会责任担当奖”，这也是侨中独

有的当之无愧的奖项。

我校参加展示会的共有三个项目组。

高中部有两个 ：

IP LAND&WATER

和拾

礼，初中部有一个：生声不息校长助理团。

在

7

月

23

日下午的第一轮展示中， 我校

学子由于之前金沂老师的细心指导和同

学们的精心准备，在展示中，大家沉着冷

静，稳定发挥，展示了侨中学子的良好素

质。

IP LAND&WATER

项目获得小组第

四的好成绩，荣获优秀项目特等奖；初中

部的生声不息校长助理团获得小组第五

的好成绩，荣获优秀项目一等奖，拾礼项

目荣获优秀项目二等奖。

7

月

24

日下午到

7

月

26

日上午是展

示会第二轮：微型项目实践与展示。 在这轮

展示中，一轮时的小组成员被打散，每个参

展同学以每队约

12

人随机分为若干队。 各

队随机抽签，抽定一个主题方向，由队员们

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的选题、策划，执

行等一系列实践活动。 有些项目是要求学

生外出调研的， 我校多名参赛同学承担了

外出的任务，如：孙胤祺、陆佳仪、廖昕、赵

博凡等等。 他们为了项目组项目的顺利完

成，不惧郑州近

40

度的高温。 最终，在第二

轮展示中， 我校多名同学参与的项目获得

大奖。 陈蔼茵和陈芷薇同学参与的项目“电

缆呈新”、黄梓洋同学参与的项目“‘婴其鸣

矣，求其友声’———母婴室推广”、傅润林同

学参与的项目“杙弥生·俗”都荣获了“最佳

改进公共政策项目奖”；黎晓萱同学参与的

项目“成长路上伴你同行”和孙胤祺同学参

与的项目“故年回声，岁月印刻”都荣获了

“最佳帮助弱势群体项目奖”。 这些项目的

获奖与这些同学在项目展示中的精彩表现

是密不可分的。

26

日下午进行第三轮的个人展示，该

展示在每个展示组产生一名“年度中学生

领袖奖 ”（每组得分最高的同学获得 ）和

“年度中学生领袖提名奖”（每组排名第二

的同学获得）。 我校代表队中的王语聪和

孙胤祺都进入了第三轮展示，并都以深刻

思考和机智观点荣获“年度中学生领袖提

名奖”。

除了学生获得的多项大奖外，曹珍珍

老师和樊博老师都荣获了 “优秀指导老

师”称号。

斩获多项大奖 满载荣誉归来

———我校学子在第八届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上表现突出

Many Awards Won, Loaded with Honors to Return

———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Our Students in the Eighth N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dership Convention

获奖队员合影

8

月下旬，我校模联社团共派出

14

名

同学，在黄晓庆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北京参

加第七届环球令德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

国大会。 最终，刘可一同学获最佳立场奖，

李雨嫣荣获最佳学术准备奖，梁泳琳获最

佳行动奖，张雨瑄、梁泳琳获最佳口语表

现奖，叶灏获自由勋章，劳家荣获最佳写

作奖，同时我校同学也在杰出代表团和最

佳代表团中表现优异。

本届令德模拟联合国大会吸引了来

自北京、上海、广东、重庆、黑龙江、福建、

山西、新疆、台湾等地的

20

余所中学的近

两百位模联精英参加。 大会分为六个委员

会和一个历史特别委员会，我校学子分属

俄罗斯、韩国、南非、印度尼西亚四个代表

团讨论了安全、环境、科技、财政、法律等

议题。 另有三位同学扮演中世纪的英国国

王和贵族， 参加了兰尼米德草地会议，参

与大宪章的制定。

本次令德之行侨中可谓收获满满，得

奖颇丰，侨中模联成员秉承“自强不息，敢

争第一”的侨中精神，面对陌生的搭档、陌

生的规则， 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毫不怯场，

甚至

carry

全场， 从国家立场到语言运用

再到团队合作， 都受到主席团的高度赞

赏：“侨中人的水平都很高”。

代表团的奖项只有杰出代表团和最

佳代表团两个奖项，两个奖项的得主分别

是俄罗斯和南非代表团。 俄罗斯代表团中

有

5

位是侨中学子，南非代表团的团长是

侨中模联的秘书长。 侨中学子在与陌生的

团队合作时很快地进入外交官的角色，尽

力维护所代表的国家的利益，与陌生的搭

档及时而有效地沟通，俄罗斯和南非的努

力及成果有目共睹。

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侨中模联将会越

来越强大，走得越来越远。

我校模联社团荣获第七届环球令德全国中学生

模拟联合国大会多项大奖

Our School's MUN Association Won Many Awards in the 7th Global Leader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模联社团队员合影

第二届“筑梦兴侨”

游学实践活动系列报道

A Series of Reports about the Second Tournament of

“

Dream

Weavers to Revitalize the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

一、游学实践

从

7

月

10

至

19

日，历时十天，在金沂老师以及各位带队老师的带

领下，中山市华侨中学“筑梦兴侨”游学实践团一行

82

人在中山参观了

完美（中国）总部、著名校友企业中山市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领略了

本土特色产业，之后奔赴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参观学习，体验了高校的

文化魅力。 游学期间，同学们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湖北省博物

馆、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等地参观学习，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了解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 活动最后一日，

19

日凌晨

5

点，同学

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庄严升旗仪式，当五星红旗伴随着晨光冉冉

升起，侨中学子心潮澎湃，纷纷掏出相机记录下这神圣、难忘的一刻。

二、民俗采风

7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中山市华侨中学“筑梦兴

侨” 传统文化民俗采风实践团一行

20

人先后前往中山马应彪故居及

詹园、台山骑楼、开平碉楼、德庆龙母祖庙玉龙寨和孔庙等地，参观游

览，同学们在各个景点学习到了独特的历史和故事。 马应彪故居让同学

们领略到了华侨的勤奋自强和爱国爱乡之心， 詹园让同学们感受到了

主人黄远新的孝道感恩之心， 台山的骑楼与开平碉楼更是久经风雨坚

不可摧。 同学们在玉龙寨还体验了农耕生活，对农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

15

日，在孔庙，同学们全体身着汉服，排着整齐的队列，在庄重肃穆

的气氛中体验了古代的开笔礼仪式。 大家一起习字，聆听师长教诲，感

触良深。 学海无涯，不仅要从书本中去学习，还要走出去，多点去见识，

增加人生经历，同时为写作积累更丰富的素材。 如导游老师所讲的多看

多听多实践锻炼，才能有所提升。 如作家贾平凹所说“读书也不必只读

纸做的书，山水可以读，云雨可以读……”

三、清远支教

7

月

7

日至

14

日，我校开展“自信启航，助清翱翔”—

2017

暑期支

教社会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历时

8

天，在学校领导、华夏银行的大力支

持和“造梦者”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小老师们远赴清远浸谭一中，将侨中

的特色课程带给当地的学子。 本次支教课程内容与往年相比，新添了航

拍、推理、职业规划以及汉文化等课程，使清远学生们在学习传统文化

课程的同时拓宽了知识面。

活动期间，华夏银行中山分行行长高敬尧先生代表华夏银行，到当

地学生家庭中进行了家访。

14

日上午，为了检验

7

天的支教成果，支教

队举行了一场临别的文艺汇演。 活动最后，支教队员和当地师生合影留

念。 短短的八天时间，带给支教队员们的不仅仅是一份难忘的回忆更是

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对人生的感悟。

“筑梦兴侨”游学实践活动团员在清华园合影

“筑梦兴侨” 传统文化民俗采风实践活动队员合影

暑期支教社会实践活动队员合影

7

月

15

日，由香港中山石岐联谊会主办，中山海外联谊会、中山市石岐

区办事处、中山市石岐区归国华侨联合会、香港中山青年协会、中山市石岐

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协办，香港中山社团总会、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台

湾）支持，中山港澳台青年交流促进会承办的“香港中山是我家·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

20

周年暨第二届香港中山文化节·第三届中山、港、澳、台乒乓球

友谊赛”在香港火热开赛。 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副部长李坚怡、中山市政

协副主席何灿成、中山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武彪、中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郑向

荣、中山市石岐区党工委书记黄桂光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本次比赛共有

24

支队伍参加，分为嘉宾邀请组和学生邀请组，两组分别

决出冠、亚、季、殿军。 其中，学生组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

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山市纪念中学、中山市华侨中学、台北市南湖高中等

12

支队伍参赛。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 我校乒乓球健儿在崔龙吉老师的带领下， 奋勇拼

搏、不畏强敌，勇夺学生赛挑战组冠军。在颁奖仪式上，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杨

凯山先生亲自为我校学生颁奖，并多次赞赏我校乒乓球运动员拼搏精神可嘉。

本次比赛旨在以球会友，通过小小的乒乓球增进两岸四地体育文化交流，加强

彼此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增进两岸四地年轻一代的交流和民族认同感。

我校乒乓球队勇夺第三届中山、港、

澳、台乒乓球友谊赛学生组冠军

Our School Table Tennis Team Won the 3rd Friendly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among Zhongshan,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领导嘉宾与我校师生合影留念

领导嘉宾与“鸰原荒野社团”成员合影



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

来我校访问交流

Hongkong Shau Kei Wan Ea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Came

to Our School for Exchange

6

月

29

日，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师生一行

122

人在训导处蔡振

邦主任的带领下，莅临我校交流访问，受到我校对外交流处主任林国

胜等领导的热情接待。

本次交流访问的主题是内地课堂教学。下午第一节课，在多媒体

1

室和

2

室，王亮伟和张式相老师分别为香港师生带来了一堂精彩的物

理和化学现场教学。 课堂上，香港的同学们认真听讲，时不时与旁边的

同学进行交流，并做着笔记。 课后，双方师生针对具体学科问题以及课

堂教学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交流彼此在课堂教学上的具体的经验

和感受。 这样的交流有效促进了双方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相互学

习，为彼此的教学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借鉴。 下午，在林国胜主任的带领

下，香港师生一行前往金龙游艺机城参观，了解我市游艺特色产业的

发展情况。

自

2007

年我校与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结为姊妹学校以来，两

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愈加频繁和紧密，每年的互访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一

项惯例。 此次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师生的来访，不仅进一步加强了

两校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我校的办学渠道和

国际化办学思路，相信这样的合作和交流将更加频繁，两校之间的姊

妹情谊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升华。

第四版

２017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顾琳璘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英语教学水平，

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在中山市教育和体

育局、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加拿大国际文化

教育交流协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学

生自主报名、层层遴选，我校派出由

20

名

学生和

1

名英语教师组成的 “友好交流访

学团”， 在林子孚副校长的带领下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远赴加拿大开展友好交流暨

访学活动。

8

月

2

日晚，访学团在完成各项

行程后返校，圆满结束为期半个月的国际

访学活动。

在维农市访学期间，学生们以“半天精

选英语课程学习、半天学校实践活动”的节

奏度过了

16

天的欢乐时光，近距离感受加

拿大的校园文化，参加了“中国的独特之

处”“谁启发你”等主题讨论和“寻宝游戏”

等户外拓展活动， 增进了中加双方师生的

交流和友谊。访学期间，同学们还参观了维

农市政府、本拿比市政府、世界名校

UBC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以及加拿大飞行

学校、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史丹利公园、五

帆广场等加拿大教育机构和城市景观。 丰

富的学习和参观活动， 使同学们领略了加

拿大独有的文化魅力。全英文的环境，不仅

调动了同学们体验互动式教学、 探究式学

习的积极性， 同时也锻炼和提升了同学们

的口语水平、 社交礼仪和文化鉴赏等多方

面的素质。

据了解， 本次国际访学活动得到了中

山市和加拿大本拿比市教育主管机构的高

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2016

年

12

月，加拿大

本拿比学务委员贾美玲女士一行拜访中山

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实地

考察中山市科研创新环境， 寻求与中山的

教育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中山市华侨中学

作为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校、 首批国家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 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优

秀学校、国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多年来积极

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通过选派华文教育名

师赴海外执教、组织师生赴海外交流、接待

海外师生来访等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对外交

流工作经验。 此次访学活动不仅为学校的

海外教育实践积累了经验， 也为增进中加

基础教育层面的交流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校赴加拿大友好交流访学活动圆满结束

Our School's Academic Visit to Canada Came to a Successful End

交流团参观

UBC

大学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日

本长崎市和中山市青少年文化交流，

8

月

18

日—

21

日， 由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主办，

我校承办的“日本长崎市青少年中山夏令

营”在我校初中部隆重举行。 来自日本长

崎市的

24

名学生，在日本长崎市国际课课

长前田孝至及其他四位带队老师的带领

下，与我校初一、初二年级

19

名学生进行

了友好交流。

8

月

19

日上午， 日本交流团一行

29

人前往孙中山故居进行参观。 在我校团委

副书记魏敏崧的陪同下，交流团兴致勃勃，

先后参观了孙中山故居、辛亥革命纪念公

园，近距离感受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

先行者、与日本民族渊源颇深的孙中山先

生出生与成长的环境。

19

日下午， 长崎学生来到美丽的小

侨，与侨中学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交流

会后，我校学生带领远道而来的客人参观

了小侨校园。 在同学们热情的引领和介绍

下，长崎学生放下了初到的拘谨 ，带着好

奇，对校园的建筑、课室的设备等提出各种

问题，他们走在环境优美的校园里，不时发

出阵阵感叹。

随后，“日本长崎市青少年中山夏令

营”欢迎仪式在我校初中部隆重举行。中山

市教体局教研室办公室主任朱敏嫣，我校

校长高毅，长崎市访问团团长前田孝至，我

校副校长何嘉莹、对外交流处主任林国胜、

德育处副主任欧建霞、对外交流处副主任

李建国、团委副书记魏敏崧等领导出席欢

迎仪式。 高毅校长在欢迎仪式上代表我校

师生对长崎访问团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 并向长崎访问团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办

学历史、办学理念、建设情况、教学成绩、对

外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高校长

指出，自

2015

年以来，我校与日本长崎市

立樱马场中学校结成友好合作关系，每年

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互派师生交流访问。

高校长表示：希望两市能有更多的交流合

作机会、更广的交流空间和领域，相信两市

的友好交流事业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长崎市访问团团长前田孝至在欢迎仪

式上致辞。 他对中山市政府与我校师生的

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日本和

中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共通的文

化底蕴，两市青少年的友好交流，是促进两

国关系的关键活动， 期待我校学子

9

月赴

长崎市交流，也预祝此次交流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朱敏嫣主任在致辞中寄语两地青少

年： 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合

作，希望侨中的同学们能够把中山的风土

人情介绍给日本的青少年朋友，向他们展

示中山的文化，架起两国友好交往的桥梁。

两地的学生代表分别在欢迎仪式上发

言，他们对即将展开的交流活动表示了共

同的期待，同时表达了充分利用这次友好

交流的机会进行共同学习的决心。

为更好地促进两地青少年对中山和长

崎两个城市的了解，欢迎仪式上，同学们共

同观看了中山市、长崎市介绍短片。 随后的

表演环节上，伴随着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

来自两个国度、 两个城市的同学们分别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展示各自民族风采，将欢

迎仪式推向高潮。

在为期三天的夏令营里，两市的同学

们共同体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日本

的青少年朋友们还寄宿侨中学生家庭，零

距离体验中山人的家庭生活。

20

日上午，两地学生通过剪纸、户外

拓展课程进行了体验交流。 剪纸课上，黄

绮丽老师向同学们展示了我国传统的剪纸

艺术，介绍了传统剪纸的相关知识，指导同

学们动手体验。 剪纸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

了同学们，他们剪出了丰富多彩的图案，互

相展示，传递着美，也传递着两国青少年之

间的友情。

在广东省特级教师、我校名师王世勋

老师的指导下，两地学生进行了户外拓展

活动。 通过“说说我是谁”的破冰环节，以

及“橡皮筋夹杯子”“三子棋”等团队游戏，

两地同学们的相互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加

深。同学们热情高涨，纷纷表示不仅运动了

身体，也学会了如何增强团队凝聚力，感受

到了中日两地同学的友好。

20

日下午，交流团先后前往中华老字

号咀香园、厨邦酱油厂，参观咀香园杏仁饼

生产基地，亲手制作了杏仁饼，参观厨邦酱

油厂，深入体验我国传统食品艺术，感受两

大知名企业文化。

转眼又到离别时刻，

21

日上午， 长崎

访问团即将结束此次访问， 我校学子与长

崎的同学们互赠礼物，依依惜别。中山市政

府的周到安排、我校师生的热情接待，给长

崎市访问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受到了

一致好评。 此次日本长崎市青少年中山市

夏令营的顺利开展， 进一步加深了中日青

少年的友谊，为推动中山市、长崎市两地友

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愿两国

友谊之花常开， 愿侨中学子更多地走向国

际、走向世界！

日本长崎市青少年中山夏令营

在我校成功举行

The Zhongshan Youth Summer Camp for the Youth of Nagasaki, Japanese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Our School

日本学生在欢迎仪式上表演节目

7

月

21

日，历时三天的第三届中美高中生城镇可持

续发展服务学习论坛闭幕。 上午

9

点，在闭幕式上，论坛

组委会颁发了各个小组在“未来城市模型设计”环节所

获得的奖项，并且根据美方同学在论坛的参与情况评出

了五位优秀参与者，为中方与会同学颁发了参会证书。

中美双方学生代表分别对这三天的论坛活动做了

总结， 一起回忆了这三天来的的点点滴滴， 美方领队

VIA

项目负责人

Brook Bryant

女士代表美方对中山市

华侨中学三年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盛赞中山市华侨

中学组织的志愿者团队的专业、高效和热情。

组委会为每一位与会者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其

中大大的侨中校徽给了大家不小的惊喜。 第三届中美高

中生城镇可持续发展服务学习论坛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落下了帷幕，大家互赠礼物，热情合影。

上午

10

点，美方同学登上离别的大巴，踏上了新的

旅途。 志愿者团队和中方学生夹道欢送，大家相拥告别，

微笑再见。

第三届中美高中生

城镇可持续发展服务学习论坛胜利闭幕

The Third Service Study Forum of Chinese-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Come to a Successful Close

美国三藩市华裔青年

研习班圆满落幕

The Seminar for Chinese Youth of Ethnic Chinese Origin of San

Francisco Ended Successfully

6

月

29

日， 由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主办、 中山市华侨中学承办的

2017

美国三藩市华裔青年研习班在中山市著名的侨乡———南区北台

曹边村圆满落幕。 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谭文辉、市外事侨务局经济联

络科科长高妙葵、我校对外交流处副主任李建国等领导及全体学员出

席了结业仪式。

在为期五天的研修之旅中， 来自美国三藩市的

12

名华裔青年在

我校学习了武术、扇子舞、剪纸、书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体验了国

球———乒乓的魅力，参观了孙中山故居以及我市特色镇区，了解孙中

山先生的历史事迹，近距离地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魅力。

谭文辉副局长充分肯定了学员们在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希望各位

学员能够积极向海外讲好“中山好故事”，传播“中山好声音”，成为中

山与居住国的友好使者，成为中山与华侨华人、外国友人交流合作的

引路人，为家乡的对外友好交流与合作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研习班领队、营员代表分别致辞，向主办方、承办方的热情款待表

示感谢。 在结业仪式上，李建国副主任代表我校向研习班赠送了纪念

品。 活动最后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中美师生合影

两校师生合影留念

国际友城加拿大本拿比市师生

来中山开展夏令营活动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Burnaby, the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ity of Canada, Came to Zhongshan to Carry out the Summer Camp

7

月

17

日下午，

2017

中加全英文领袖夏令营在中山市华侨中学

开营，中山的学生与国际友好城市加拿大本拿比市的师生就中加文化

以及教育进行了交流。

加拿大本拿比市学务委员贾美玲、 加拿大文化教育协会理事杨

芸、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孙海卿、中山市华侨中学副校长郑玉良、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的相关代表参加了开营仪式。

此次夏令营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市教育局、中山市外

事侨务局和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的支持推动下，由加拿大国际文化教

育交流协会主办，中山市华侨中学承办的一项国际教育交流项目。 活

动为期一个月，全程英文教学，就中加文化以及教育进行交流。

加拿大本拿比市学务委员贾美玲女士介绍，两地学生交流的内容

主要是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包括地理、教育等话题，同时还有一些创造

力的课程，像才艺秀表演、短剧演习、舞蹈排队、陆地冰球等活动，在活

动中深度体验纯正的英文、学习和生活，双方零距离互动交流，令学生

在互动中成长，在交流中学习，进一步提升中国孩子的的国际化视野

及社会交往能力。

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孙海卿在开营仪式上致辞。 她指出，广东

省中山市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拿比市于

2009

年签订《友好合作备忘

录》，并于

2011

年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多年来，中山和本拿比在教育、文

化、经贸投资、城市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友好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从

2012

年起， 每年暑假中山都派出青少年代表团前往本拿比市

开展英语夏令营活动，近两年更增加了寒假青少年交流营。 青少年寄

宿在当地家庭，每天前往当地中学进行语言和文化的学习，还前往著

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胜参观。 加拿大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社会治

安、轻松有效的学习模式，以及加拿大人民的亲切友善都给中山的学

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孙海卿副局长还表示，希望此次夏令营也能够让加拿大学生更深

层次了解中山以至广东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多彩的民俗，对中国

留下美好的印象， 同时希望加拿大学子此行能够结交到中国朋友，并

且将友情一直延续下去。

加拿大学生进行才艺表演

谭文辉副局长、郑玉良副校长与研习班学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