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我校初中、
高中部
同时荣获 2017 年度中山市
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校一等奖

宰arm Congratulations to Both Junior and Senior High of Our School on
Winning the First Class Prize of the Advanced School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 Zhongshan in 2017

Z H ON GSH A N QI A OZ H ON G
广东省中山市教体局主管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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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办人民更加满意的侨中
要要
要我校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to Run A Better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to People爷s
More Satisfaction
要A
要要 Series of Activities Have Been Held in Our School to Study and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上午袁我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袁教师代表尧
各支部党员代表集体观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袁认真聆听尧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题为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曳的报告遥 校党委班子即时召开了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交流
会遥 校党委书记高毅为全校党员上党课袁传达十九大会议精神袁强调全体党员要野不忘
初心袁牢记使命袁办人民更加满意的侨中冶袁围绕野学尧
讲尧写尧做冶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袁增强自觉学习意识袁
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我校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遥
10 月中旬以来袁 校党委尧 各支部通过召开教师大
会尧党员大会尧支部大会等形式袁第一时间组织学习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做到党员尧师生尧群众全覆盖遥 校德
育处尧团委在党委的部署协调下袁组织全校各班开展了
以野不忘初心跟党走袁牢记使命勇担当冶为主题的班会
活动遥 学校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尧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闫文静女士为高
中部师生做野迈进新时代 扬帆新征程要要
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冶专题报告遥 此外袁学校相继开展了
野童心向党袁梦圆侨中要要
要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合
唱比赛冶曰野迈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冶 第 63 届运动会尧
野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冶2018 年新年文
艺晚会等形式多样尧主题鲜明的活动袁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遥 全体党员参加了野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冶知识问
答袁撰写了学习党的十九大心得体会尧微体会等学习宣
传十九大精神活动遥
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袁侨中师生定当团结一心袁
开拓进取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代表闫文静女士渊后排左五冤与我校领导师生代表合影 伟大旗帜袁办人民更加满意的侨中遥

为促进全校党员尧师生自觉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袁在
校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精心指导下袁自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袁我校各党支部陆续开
展了形式多样尧生动活泼的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遥 全校师生在校党委书
记尧校长高毅的带领下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袁努力在学懂尧弄通尧做实上
下功夫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遥

我校地理教研组获评第一批“广
东省中学地理学科优秀教研组”
Our Geography Group Was Awarded for the First Batch of 野Guang鄄
dong High School Outstanding Geography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冶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地理学科建设袁 广东省教育学会面向全省各中学开
展了首届中学地理学科优秀教研组评比活动遥
2018 年 1 月 5 日袁在肇庆市高要区袁我校文如付老师代表侨中地理教研
组袁对侨中地理教研组近三年的教科研成果向评审专家作了 10 分钟的现场
精彩展示袁并进行 5 分钟的现场答辩袁获专家一致好评遥 我校地理教研组成
功地被评选为第一批野广东省中学地理学科优秀教研组冶遥 我校成为中山市
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高级中学遥 这是我校地理教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亲
切关怀下袁齐心协力袁砥砺奋进袁在教学科研上取得的优异成绩遥 这既是侨中
的光荣袁更是侨中地理人的光荣遥 今后袁地理教研组老师将继续努力尧团结协
作尧争取使地理教研组的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袁教研水平更上一层楼袁创造
新的辉煌袁为学校争光浴

地理教研组老师合影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考察团
赴南京、无锡、
上海考察
Group Investigation in Nanjing, Wuxi and Shanghai by Choi Koon Shum Foreign Exchange Fund Organization
2017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袁 在中山市教体局副局长
唐杰伟和我校校长高毅的带领下袁中山市华侨中学蔡冠深
对外交流基金考察团一行赴南京尧无锡尧上海等地考察袁受
到了我校校董会董事长尧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博士袁新华
集团执行董事蔡隽思袁以及受访学校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19 日上午袁考察团参观了南京新华科技园遥 蔡冠深董
事长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袁 他在致辞中指出袁新
华集团立足香港尧背靠祖国尧面向世界袁始终紧跟国家的步
伐袁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袁跟
随国家的野一带一路冶走出去袁真真正正的搭建起新华人实
业报国尧科教兴国的梦想和舞台袁谱写属于新华集团的新
时代尧新征程尧新篇章袁共筑新华梦遥
会上袁唐杰伟副局长尧高毅校长分别代表中山市教体
局袁侨中师生对蔡董事长多年来对中山市教育事业的大力
支持尧特别是对市侨中的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遥
11 月 20 日至 22 日袁考察团先后赴江南大学尧复旦大
学尧上海市罗店中学尧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尧行知中学交流学
习袁详细了解了受访学校的办学历史尧校园文化尧人才培
养尧发展特色等情况袁并就两地之间的教学管理情况进行
了交流沟通遥

蔡冠深董事长渊前排中冤与考察团一行合影留念

Top Teacher Patrol Team from Chinese Educational Fund in Our School 宰ere Well Received during Their Speaking Tour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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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eachers in Our School Have Been Appraised as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近日袁 2017 年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结束袁我校王世勋尧谭
子虎两位老师通过正高级职称评审公示袁可喜可贺浴

王世勋老师

我校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名师巡讲团
赴美洲巡讲受到好评
2017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袁我校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名师巡讲团在市教体局副调研员容彤尧 我校副校长何
嘉莹的带领下先后赴巴西圣保罗亚文中心尧 巴拿马仁爱
书院对当地华文教师进行培训遥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张
于成侨务领事袁中国驻巴拿马总领馆温主任尧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邱立国秘书长尧 巴西华人协会常务副会长叶周
永以及当地华文学校老师近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根据此次活动安排袁张鹏飞尧胡艳尧吴成应尧唐秋月老
师分别以叶如何让华文课堂野活冶起来曳尧叶如何扩大学生的
词汇量曳尧叶趣味学华文曳尧叶从古诗中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习俗曳为题进行了授课袁他们从词汇量的积累方法尧华文
课堂如何生动有趣尧中国节日的诗词魅力尧构建再生华文
课堂的要素等角度袁为当地华文老师奉献了精彩的内容遥
当地华文教师纷纷表示袁通过参加今天的培训袁受益
匪浅袁今后教学目标将更加明确袁希望华文教育基金会能
多举办这样的培训袁提升大家的综合能力袁更好地传播中
华文化遥
培训结束后袁市教体局副调研员容彤尧何嘉莹副校长
为参加本次培训的老师颁发培训证书袁大家合影留念遥

我校两名教师通过正高级职称评审公示

我校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名师巡讲团合影留念

校园简讯

谭子虎老师

Campus Brief News

要校长接待日冶
绎2017 年 9 月 30 日袁我校开展野我与校长共进午餐要要
活动遥
绎2017 年 10 月 16 日讯袁 我校校医李荔荣获中山市 2017 年中小学健
康教育说课比赛一等奖遥
绎2017 年 10 月 20 日讯袁林子煜同学在市野体彩杯冶中学生羽毛球赛中
喜获男子单打第一名遥
绎2017 年 10 月 24 日讯袁黄小珂同学获市野体彩杯冶游泳锦标赛 100 米
蝶泳第一名曰刘若语同学荣获男子 100 米仰泳第一名曰符觉想尧刘若语尧许
伽锘尧郑朗然同学荣获男子 4伊100 米自由泳接力第一名遥
绎2017 年 11 月 3 日讯袁 我校林国胜主任赴云南省昭通市参加为期一
年的扶贫支教工作遥
绎2017 年 11 月 17 日讯袁 在中山市首届中小学互动课堂教学展评活动
中袁我校樊博尧陈春涛尧林尼尧李天凤尧黄智虹尧林晓霞六位老师荣获一等奖遥
绎2017 年 12 月 17 日袁我校举办野千行百业进校园冶职业分享日活动袁
邀请 20 位各行各业中不同领域工作的校友尧 家长和社会人士与同学们分
享宝贵的人生经历和职业梦想遥
绎2017 年 12 月 26 日讯袁 在中山市第七届初中数学教师解题比赛中袁
我校教师刘婷荣获一等奖袁曾繁邦和宋子红分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遥
绎2017 年 12 月 26 日讯袁 在中山市 2017 年初中生现场创新作文比赛
中袁我校共有 16 名学生获奖袁其中一等奖 9 名袁二等奖 4 名袁三等奖 3 名袁
一等奖获奖人数全市第一遥
绎2017 年 12 月 27 日讯袁 在第五届中山市青少年航空航海模型竞赛
中袁我校学子荣获一等奖两项袁二等奖两项袁三等奖两项遥
绎2017 年 12 月 28 日讯袁 在市教体局举办的 2017 年中山市中小学特
色班集体评选活动中袁我校初三 4 班渊班主任院黄荣瑜冤和高三 13 班渊班主
任院赵善兰冤两个班级双双获评市中小学特色班集体称号遥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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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载育桃李 自强不息铸辉煌
要我校举行建校 63 周年庆祝大会
要要

Sixty Three Years' Nurturing Makes Perseverance and Brilliance
要要
要the 63rd Anniversary Ceremony 宰as Held in Our School
校的发展遥
表 1200 余人遥
82 届杰出校友尧中山市华侨中学校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序幕遥
友会副会长尧 广东金龙游乐集团董事长
蔡冠深董事长首先致辞袁 代表校董
叶威棠作为校友代表向母校送上了生日
会向与会的领导嘉宾致以崇高的敬意袁
的祝福遥
并向侨中广大教职员和学生致以亲切的
高毅校长代表学校向莅校参加校庆
问候遥他高度评价了侨中建校 63 年的办
庆祝活动的各位领导尧嘉宾尧校董尧校友尧
学业绩及近年来教育国际化发展所取得
家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袁向
的成果袁并代表校董会表态院今后将一如
全校师生致以节日的问候遥 他在致辞中
既往支持侨中袁把侨中推向世界遥
回顾了 2017 年侨中师生在各个领域取
苏继滔主席代表校教育基金会 致
得的优异成绩遥 他表示院今后袁我们将继
辞袁为侨中建校 63 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
续实施野侨校+名校冶发展战略袁打侨牌袁
由衷的高兴和欣慰袁 并表态要倾此生精
铸品牌袁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袁培养更
力相助侨中的发展袁家乡的建设遥他也真
多的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和
诚地希望广大乡亲尧校友袁继续发扬耶爱
谐创新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世界侨
国爱乡袁情怀桑梓爷的精神袁继续支持学

2017 年 12 月 3 日上午袁 中山市华
侨中学建校 63 周年庆祝大会在高中部
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遥 出席大会的有
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小莉袁 全国政
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尧 香港中华
总商会会长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中山市
荣誉市民尧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
士袁中山市荣誉市民尧我校校董会常务副
董事长尧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袁中山市
政协原副主席尧 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
长尧我校校董会名誉董事长杨海袁中山市
政协原副主席姚本棠袁 校董会副董事长
林树棠尧钟明昆尧蔡冠钦尧苏杰开尧蔡隽
思尧苏君浩袁我校校长高毅以及市有关单
位领导尧嘉宾尧校董尧校友尧师生和家长代

中人袁努力把侨中办成野全国一流尧国际
知名冶的华侨中学浴
在我校 63 周年校庆之际袁国信通集
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俊烨先生倾情
教育袁慷慨解囊袁捐款 80 万元安装大礼
堂巨型 LED 电子屏幕遥 又捐款 100 万元
人民币袁 成立中山市华侨中学林俊烨教
育发展基金袁用于学校的文化建设尧教师
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奖励等遥
大会最后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袁
颁发了高考中考奖尧蔡冠深高考奖学金尧
苏继滔高考奖学金尧林树棠助学金尧校董
校友奖教金尧曾玉桥奖教奖学助学金尧廖
皓炜教师健康基金尧 刘锐谦教师专业发
展基金奖尧 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

与会领导嘉宾合影留念
奖尧焦嫣珊奖教助学金尧焦嫣珊学科竞赛
奖教金尧 退休教师基金尧 教育科研奖教
金尧 蔡子扬办学业绩奖励基金等十余个

蔡冠深董事长致辞

苏继滔主席致辞

叶威棠校友致辞

高毅校长致辞

徐小莉副市长颁发高考中考奖

蔡隽思副董事长颁发蔡冠深高考奖学金

苏君浩副董事长颁发苏继滔高考奖学金

林树棠副董事长颁发林树棠助学金

高毅校长颁发曾玉桥奖教奖学助学金

廖皓炜校友颁发廖皓炜教师健康基金

刘乐诗女士颁发刘锐谦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奖

黄雅仪校友颁发退休教师基金

汪雅子老校长颁发教育科研奖教金

李炳斌先生颁发好未来现代国际教育高考奖教金

朱锡源校友颁发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奖

蔡子扬先生颁发蔡子扬办学业绩奖励基金

第十一届校董会第四次会议在高中部召开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11th School Board Was Held in Senior High School

2017 年 12 月 3 日下午袁中山市华侨中学第十一届
校董会第四次会议在我校高中部隆重举行遥校董会董事
长蔡冠深袁常务副董事长苏继滔袁副董事长林树棠尧蔡冠
钦尧苏杰开尧蔡隽思尧苏君浩袁及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袁会
议由蔡冠深董事长主持遥
蔡冠深董事长在致辞中回顾了本届校董会一年来
的主要工作袁并表示此次校庆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校董
校友们的大力支持袁取得了圆满成功袁学校成绩屡创新
高袁软实力不断提升袁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袁呈
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袁希望广大校董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
侨中的发展和建设袁进一步将侨中推向全世界遥
会上袁校董们听取了高毅校长关于学校这一年来的
具体情况汇报袁并就校董会和学校的发展思路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和交流遥 校董们还就过去一年校董会尧基金
会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议袁 并一致同意增补廖皓炜尧朱
锡源为校董会副董事长袁增补焦嫣珊尧蔡子扬尧林俊
烨尧刘乐诗尧周红梅尧苏香玫为校董会常务董事的议
案遥
校董会后袁蔡冠深董事长和苏继滔主席一行来到
初中部袁走访参观校园遥 看到初中部漂亮的校园环境
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袁蔡董事长和苏主席频频表示赞许
和肯定袁忆往昔袁看今朝袁回顾两家三代的助学过程袁
蔡董事长和苏继滔主席感慨良多袁他们表示院时代变
了袁侨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变得越来越好袁越
来越有味道袁然而大榕树等标志性事物并没有变袁一如
大家对侨中的关心和支持也不会变遥最后袁蔡董事长尧苏

十一届校董会第四次会议
继滔主席和高毅校长尧何嘉莹副校长等在初中部标志性
建筑前合影留念遥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Fifth Executive Director Council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Was Held in Junior High School

校友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第三次会议

林俊烨先生向我校捐赠 100 万元成立林俊
烨教育发展基金

钟明昆副董事长尧 高敬尧校友颁发校董校
友奖教金

焦嫣清校友颁发焦嫣珊奖教助学金和学
科竞赛奖教金

我校弦乐团表演

我校隆重举行“华侨文化创意中心”
暨“1954 青少年邮局”启动仪式
The 韵pening 悦eremony of "Overseas Chinese Cultural Creativity Cen鄄
ter" and "1954 Youth Post Office" 宰as 匀eld in 韵ur 杂chool

校友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第三次会议在初中部举行
2017 年 11 月 25 日下午袁 我校校友会第五届常务理
事第三次会议在我校初中部召开遥 我校校长高毅尧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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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袁高毅校长发表讲话遥 他首先代表学校袁对出席
会议的校友会常务理事尧校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遥高校长
向广大校友介绍了我校今年的高考尧中考成绩袁学校的建
设情况及未来几年内的规划遥 高校长表示袁 我校将朝着
野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冶的目标继续努力袁全力完善各项工

奖项袁共计 200 余万元袁以表彰为学校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师生遥

程建设袁文化引领袁彰显特色袁为实现最终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遥 在我校 63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袁高校长还向校友介
绍了校庆的筹备情况袁 诚邀校友光临我校袁 共贺母校生
日遥
随后袁常务理事对奖教尧奖学尧助学金收支报告进行
了审议遥 校友们就校友会工作尧我校的发展等展开座谈袁
他们对我校的办学理念和规划尧 对学校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袁为学校的发展和校友会工作建言献策袁并表
示袁将不断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袁助力侨中走向世界遥

2017 年 11 月 8 日下午袁我校隆重举行野华侨文化创意中心冶暨野1954
青少年邮局冶启动仪式遥 侨中学子期待已久的野华侨文化创意中心冶野1954 青
少年邮局冶正式开始运营遥 刻有野1954 邮局冶字样及侨中校门图案的邮戳正
式启用遥 这也是中山市首枚以学校为主题的风景日戳遥
当日下午四点袁在华侨文化创意中心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山市分公
司副总经理郑晓玲女士尧高毅校长与学生代表一起亲手将野创意尧创新尧创
造冶的核心理念模型放入创意中心的标志中袁象征着我校华侨文化创意中
心正式启动遥 侨中学子从此有了一个创作和实践的平台遥
稍后袁在学校北门邮局前举行的野1954 青少年邮局冶启动仪式上袁 郑晓
玲女士宣读了成立 1954 青少年邮局公告袁并向 1954 邮局第一任小局长高
二渊22冤班孙学霖同学颁发聘书遥 郑晓玲女士尧高毅校长和孙学霖同学将
野1954 邮局冶风景日戳尧野中国文化节冶尧野国际文化节冶和野女生节冶邮资明信
片标志模型放进启动板的对应位置袁标志着风景日戳和邮资明信片正式发
行遥
仪式上袁郑玉良副校长发表讲话袁介绍了 1954 邮局的命名含义渊中山
市华侨中学于 1954 年由海外归侨创立冤 以及公益性服务组织宗旨遥 希望
1954 邮局能够传承和发挥桥梁的作用袁通过信函的投递袁让学生更多的关
注友情尧亲情尧乡情袁将浓浓的乡情和淳淳的爱校之情传递到世界各地遥 接
下来袁随着学生代表将首批明信片投入邮箱袁标志着我校 1954 邮局信函投
递业务正式开通浴
活动最后袁高毅校长和郑晓玲副总经理互赠纪念品遥 嘉宾与我校师生
合影留念遥 启动仪式当天袁我校还举办了野中国传统文化冶专题集邮展览尧集
邮知识讲座袁我校与校董蔡继有先生的早期通信也首次展出遥

时光不老 母校情深

要要
要我校 87届尧97 届校友回母校相聚

By and by with Old Time Going袁On and on with Deep Love for Our School Being
要
要要 the Alumni of 1987 and 1997 Gathered in Our School

87 届校友

97 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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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6 日袁我校 87 届尧97 届校
友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相聚袁追忆往事袁共叙
友情师生情遥 校长高毅尧副校长郑玉良尧杨树
春尧何嘉莹尧陈海鸥尧周红梅等校领导热情地
接待各届校友袁已退休的汪雅子校长尧曾麟基
副校长也于当日特意回到学校和校友相聚遥
座谈会上袁 高毅校长向校友们介绍了学
校的办学成绩和发展变化遥 校友们畅所欲言袁

或是回忆在侨中的求学时光袁 或是谈及自己
的工作情况袁感谢母校给予倾情培育遥 大家一
致认为袁 侨中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袁野自强
不息 敢争第一冶的校训会铭刻于心袁今后无
论做什么走到哪里袁都会持有一颗赤子之心袁
为母校争光遥
重回母校袁校友们既激动又开心袁座谈会
后大家还参观了校园并合影留念遥

野华侨文化创意中心冶暨野1954 邮局冶启动仪式

第三版

圆018 年 1 月 20 日 星期六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伍嘉颖

陈晓新老师荣获广东省中小学
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一等奖

Mr. Chen Xiaoxin 宰as 粤warded the 云irst 孕rize i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ontes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杂choo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陈晓新老师
2017 年 11 月 23 至 25 日袁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尧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中心承办的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在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举行遥 我校心理科
组陈晓新老师经市赛层层选拔袁代表中山市普通高中学校出战本次比赛袁获得总分一等
奖尧教学单项最佳奖的优异成绩遥
据悉袁本届省心育大赛内容包括辅导方案设计与分析尧心理辅导展示尧教学节段展
示尧情景问答共四个环节袁考核的内容环节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日常工作袁
涵盖认识自我尧学会学习尧人际交往尧情绪调适尧升学择业尧生活和社会适应尧课题科研尧
危机干预等 8 个专业领域遥 在市教体局教研室心理教研中心组和校心理科组老师的精
心指导和帮助下袁陈晓新老师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能在高手如云的华师论剑中脱颖而出袁
荣获一等奖袁为中山市尧为我校争得荣誉遥

黄伟燕老师勇夺全省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总决赛第三名

Ms Huang Weiyan Won the Third Place in the Finals of the Provincial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Contest

马颖老师获评
2017 年度市师德标兵

Ma Ying 宰as 粤warded "the Model of Teacher's Morality of
2017 in Zhongshan"

黄伟燕老师
近日袁广东省首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总决赛落幕袁我校黄伟燕老师代表我
市参赛袁并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遥
本次比赛由广东省总工会和广东省教育厅联合举办袁15 位全省各科第一名的老师
参加角逐遥 黄伟燕老师以广东省地理学科第一名的成绩参赛袁与全省所有学科老师同
台比试教学能力并最终荣获第三名的好成绩袁可喜可贺遥 在前后长达 3 个月的比赛中袁
黄伟燕老师历经校内尧市内尧省内地理学科的层层选拔袁并最终杀入总决赛遥 黄伟燕老
师将侨中人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精神发扬光大袁凭借着先进的教学理念尧扎实的教
学功底和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遥
黄伟燕老师是 2003 年中山市地理高考状元, 在中山市华侨中学任地理老师十载袁
多年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教师遥 曾获得广东省高中地理微格课大赛一等奖尧中山市首
届青年教师高中地理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尧中山市优秀教师等荣誉遥

马颖老师

Ms Zhang Zhaoxia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First Municipal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Basic Skills Contest for Young Teachers

2017 年 10 月中旬袁从市教体局教研室传来喜讯袁我校马颖老师荣
获野中山市师德标兵冶这一殊荣袁可喜可贺浴
马颖袁中学数学高级教师袁数学科组长遥 拥有扎实的学科知识袁教学
风格清新袁 深受学生欢迎遥 2002 年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优秀辅导教师
奖曰2004 年获中山市吴桂显奖曰2003尧2005 年获中山市普通高中高考学
科教学成绩显著奖曰2006 年获中山市优秀教师奖袁2007要2008 年参加
了中山市中学骨干教师赴东北师范大学首届研修访学班袁 教育教学水
平更上层楼遥 马颖老师担任班主任 9 年袁特别是近六年袁以野创造学生美
好学校德育生活冶为目的袁注重立志教育袁注重能力的培养袁对学生做到
尊重和热爱袁所带班级获中山市五四团支部袁中山特色班集体袁中山华
侨中学野牛班冶称号遥 2017 年所带班级高考成绩优异袁600 分以上 19 人袁
其中袁张佳婧同学获得市理科第一名遥 2014 届尧2017 届班级家委会均获
市级优秀称号遥 在工作中袁 马颖老师努力创设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
育袁参与国家课题组活动袁承担了市级课题主持人袁并顺利结题遥 她不辞
劳苦承担竞赛工作袁长期无偿工作袁成绩显著曰2017 届全国数学联赛 3
人次获全国二等奖曰3 人次获全国三等奖袁是历年最好成绩遥

2017 年 10 月下旬袁从市教体局教研室传来喜讯袁在中山市首届青年教师高中英语
教学能力比赛中袁我校高中部张朝霞老师勇夺一等奖第一名遥 可喜可贺浴
据了解袁为提高我市高中英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袁夯实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袁市教
体局举办了中山市首届高中通用技术青年教师教学比赛遥 我校高中部英语教师张朝霞
凭借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袁出色的临场发挥袁从所有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袁拔得头筹袁再次
彰显了侨中人的风采浴

我校三位教师获评 2017
年度中山市优秀班主任

张朝霞老师荣获市首届
青年教师高中英语教学
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樊博老师勇夺市初中语文
教学比赛第一名
Fan Bo 宰on the 云irst 孕rize in the Municipal Chinese Teaching
Competit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hre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Were Honored as "the 耘xcellent
匀ead 栽eachers of Zhongshan" in 2017

樊博老师
2017 年 10 月下旬袁从市教体局教研室传来喜讯袁在中山市 2017 年初中语文教学
比赛中袁我校初中部樊博老师勇夺一等奖第一名袁代表中山市参加 11 月下旬在顺德第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举行的首届广东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初中语文学科决赛袁最终
斩获省二等奖袁可喜可贺浴
据了解袁为进一步积累教学经验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袁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
提高袁市教体局举办了 2017 年初中语文教学比赛遥 经过初赛层层选拔袁专家严格审查袁
决赛袁我校樊博老师从众多的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袁一举夺得市一等奖第一名袁省二等
奖袁彰显了侨中人的风采遥 在此袁向樊博老师表示祝贺遥

张朝霞老师

杨正老师勇夺市首届通用技术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第一名

优秀班主任院梁晓琴

我校十三位教师荣获市中小学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栽hirteen Teacher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lac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Teaching Ability Contest in Zhongshan

Yang Zheng 宰on the 云irst 孕rize in the 云irst General Technical Youth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ition in Zhongshan
优秀班主任院金沂

部分一等奖教师合影

杨正老师
2017 年 10 月 13 日袁从市教体局教研室传来喜讯袁在中山市首届高中通用技术青年
教师教学比赛活动中袁我校青年教师杨正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一等奖袁可喜可贺浴
据悉袁为提高我市通用技术课程青年教师教学水平袁夯实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袁10
月 12 日袁市教体局在我校组织举办了中山市首届高中通用技术青年教师教学比赛遥 来
自我市各中学的参赛选手们经技术设计与操作尧技术与人文演讲两个环节的角逐袁再由
省尧市专家评委综合评定袁评定出一尧二等奖若干名遥 我校教师杨正不负众望袁从所有参
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袁荣获一等奖渊也是第一名冤袁并于 11 月代表我市参加广东省首届青
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袁荣获省二等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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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在中山市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袁我校青年教师不负众望,力搏群雄袁荣
获 13 个一等奖袁6 个二等奖袁其中五位老师荣获一等奖的第一名袁代表中山市参加省中
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袁可喜可贺浴
据了解袁为了提升我市中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袁夯实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袁促
进我市中小学教师专业水平的整体提升袁市教体局教研室举办了中山市中小学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袁经过各学科按要求尧按程序组织比赛袁我校张朝霞尧敖飞成尧陈建春尧黄伟
燕尧张玉凤尧樊博尧蔡爱清尧张封尧杨正尧任懿娜尧陈晓新尧古启蒙尧王伟等 13 位老师荣获
各自学科教学竞赛一等奖曰梁洁尧管彦滨尧徐佳尧檀朝亮尧唐玲尧李海霞等 6 位教师荣获二
等奖袁黄伟燕尧张朝霞尧杨正尧樊博尧陈晓新等五位教师代表中山市参加广东省首届中小
学青年教师技能大赛遥
此次侨中青年教师在市教学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佳绩袁充分展示了我校优秀青年教
师教学水平和野自强不息 敢争第一冶的精神风貌遥 希望获奖老师再接再厉袁再创佳绩袁
为校争光浴 希望全校教师以获奖老师为榜样袁不断磨砺教学技能袁为我市教育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遥

优秀班主任院黄荣瑜
2017 年 10 月下旬袁从市教体局传来喜讯袁在 2017 年中山市中小学
优秀德育干部尧优秀班主任的评选认定工作中袁我校梁晓琴尧金沂尧黄荣
瑜三位老师获评中山市优秀班主任遥
据了解袁为努力建设中山德育高地袁打造高素质的育人队伍袁树立
典型袁激励先进袁市教体局在 6 月份组织开展了中山市中小学优秀德育
干部尧优秀班主任的推荐认定工作袁经学校推荐尧市教体局审核通过袁我
校梁晓琴尧金沂尧黄荣瑜三位老师获评中山市优秀班主任遥 在此袁向三位
获奖老师表示祝贺浴 希望获奖老师继续保持谦逊谨慎的工作作风袁肩负
使命袁不断创新袁充分发挥育人示范作用袁以德立身袁以德施教袁不断取
得新成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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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 23 日袁我校高尧初中
部先后进行主题为野迈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冶
第 63 届运动会遥 校长高毅袁副校长郑玉良尧杨
树春尧何嘉莹尧陈海鸥以及各处室领导尧年级主
任出席了开幕式袁检阅了各方阵遥
在开幕式上袁伴着激越铿锵的叶运动员进
行曲曳袁 各班级带来独具特色和创意的入场式
表演遥 有炫丽夺目的才艺展示袁有变化多端的
展板拼接袁有动感活泼的歌舞袁还有青春气息
十足的花式运动项目遥 许多班级结合十九大精
神袁 展示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主题标语袁 例如院
野为少年志敢争第一袁学十九大精神曰得中国梦
自强不息袁 扬华侨文化冶野一带一路大国韬略袁
协和万邦双惠双赢冶野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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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遥 同学们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青春和活力袁
表达对学校未来的美好祝福遥
高毅校长尧何嘉莹副校长发表致辞袁回顾了
过去一年我校在体育教学尧体育竞技和开展群众
性体育活动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遥 他们指出袁
正值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尧中国人民进入一个崭
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袁我校迎来了以野迈进新时
代 共筑中国梦冶 为主题的第 63 届体育运动会遥
希望全体运动员发扬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侨
中人精神袁敢于拼搏袁勇于进取袁赛出水平袁赛出风
格浴 希望全体裁判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袁遵循客
观尧公正尧公平的原则曰严肃纪律袁秉公执法遥 全体
工作人员忠于职守袁热情服务袁全面做好各项工
作袁为比赛的顺利进行提供强有力的保证遥 让校

迈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
要我校举行第 63 届运动会
要要

Enter 粤 晕ew 耘ra, 悦o-build the Chinese 阅ream
要the
要要
63rd Sports Meeting 宰as 匀eld in ZSQZ

运会开得一年更比一年好袁 让学校飞越得更高袁
发展得更快袁建设得更强浴
随后袁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宣誓遥 随着
校领导宣布第 63 届运动会开幕袁 在为期一天
半的比赛中袁 侨中健儿激情挥洒着青春与活
力尧憧憬着奥林匹克的光荣与梦想浴

智造快乐 放飞梦想

要市中小学创客大赛尧我校第二届创客节暨首届职业模拟招聘会在高中部举行
要要
Happiness from Making, Dreams Are Flying

要要
要the
Makers Contest and the Mock Job Fair Were Held in ZSQZ
2017 年 11 月 10 日袁值 2017 年中山市
中小学创客大赛之际袁 中山市华侨中学第
二届中学生创客节暨首届职业模拟招聘会
在我校文化广场隆重举行遥 市教体局调研
员左海燕尧市教体局教研室主任何晋中尧市
电教站站长孙仲廉尧 我校校长高毅等领导
嘉宾出席活动并现场体验创客作品遥 全通
教育集团尧中山金龙游乐集团尧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尧 新华集团广州新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尧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等 100 余家知名企业和大学派队参展遥
当日上午九点袁2017 年中山市中小学创
客大赛作品评选活动正式开始袁来自全市各
中小学校的野小创客冶们在文化广场向评委
们展示了他们的 100 多件创意作品遥 最终袁
经过评委严格打分评比袁我校参赛作品共荣

创客作品体验

市中小学创客大赛颁奖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8 日袁野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冶要要
要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8 年新年文艺晚会教师专场尧 初中部专场尧
高一高二专场尧高三专场在高尧初中部欢乐上
演遥 全体师生欢聚一堂袁喜迎新年的到来遥
晚会伊始袁高毅校长致新年贺词袁对学校
一年来所取得的可喜成绩表示祝贺袁 并公布
了一个好消息院近日袁市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我
校高中部二期扩建工程立项袁 并将投入 3.38

获一等奖 3 项袁二等奖 6 项袁三等奖 1 项遥
在下午举行的题为野智造快乐 放飞梦
想冶的创客节上袁20 余个展区袁展示了我校
及我市创客实验学校学生和部分高校学
生尧 创客团队创造发明的作品袁 包括机器
人尧无人机尧3D 打印尧创意小发 明等内容袁
吸引了全校同学和家长的热情参与袁 现场
气氛异常热烈袁 充分展示了我校浓厚的创

亿建设高中部二期扩建工程袁届时袁侨中将焕
然一新遥 高校长说袁近年来袁在市委市政府的
亲切关怀和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袁 侨中发
展一年一个台阶袁2016 年侨中初中部重建完
成并顺利回迁袁2017 年高中部二期扩建工程
得到市政府正式批准立项袁2018 年侨中将走
进新时代袁开启新征程袁让我们共同努力袁续
写 2018 年新的辉煌袁新的篇章浴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袁相声尧芭蕾尧合

高中部男篮、女篮均获
市“体彩杯”甲组篮球锦标赛冠军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ZSQZ Men's and Women's Basketball Team's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in the First Division of"Ti Cai Cup"in Zhongshan

市教体局副局长李良与我校领导师生队员合影

2017 年 11 月 4 日袁
2017 年中山市 野体育彩
票杯冶 学生甲组篮球锦
标赛在市体育馆圆满落
幕遥 我校高中部男篮尧女
篮分别在邓应学尧 杨辉
东两 位 教 练 的 带 领 下 袁
技压群雄袁双双夺冠遥
至此袁 我校高中男
篮尧 女篮均再创新的辉
煌袁 男篮更是连续五年
夺得 此 项 赛 事 冠 军 袁实
现了惊人的 野五连冠冶遥
女篮则是继去年的亚军
后终 于 如 愿 捧 得 冠 军 袁
并再次荣获 野体育道德
风尚奖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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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文化氛围和创客教育成果遥
活动期间袁 学校还同时举办了首届职
业模拟招聘会以及青少年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讲座遥 同学们通过参与模拟招聘会袁感受
未来职场的实况情景袁 增强对未来就业形
势和压力的认知袁 引发对自己未来发展方
向的思考袁 为今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做
好充分的准备和认识遥

职业模拟招聘会现场航拍

唱尧话剧尧器乐表演尧爵士乐尧拉丁舞尧街舞尧民
族舞尧 创意表演尧 诗朗诵等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袁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遥 以高毅校长为首
的校领导班子也参加节目表演袁与师生同乐袁
共贺新年遥
一年一度的新年文艺晚会袁 是侨中人欢
乐的盛会遥 在侨中这个大家庭中袁大家载歌载
舞袁 共迎新年的到来遥 让我们携手迈进新时
代袁共筑美好侨中梦遥

创客节现场

模拟招聘现场

模拟招聘现场面试

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
要中山市华侨中学举行 2018 年新年文艺晚会
要要
Entering the New Era, Opening Up A New Journey,
and Creating A New Brilliance

国际部学子夺得
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三金一银
Three Gold and One Silver Medals Won by Our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in the Nuremberg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 in Germany
2017 年野第 69 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冶于 11 月 2 日-5 日在德国纽伦
堡国际展览中心举行遥 我校国际部高二学生曾芷瑶尧梁伊晴尧林绮婷凭借其作
品 野远距离发热衣 Long Dis鄄
tance Heating Clothes冶勇夺四
枚奖牌袁分别是院个人金奖渊共
三枚冤袁以及团队银奖遥
据了解袁纽伦堡国际发明
展是世界三大发明展之首袁是
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发明展袁
也是 世界 上最 具影 响力的 国
际发明展之一袁每年都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多
个发明项目参展遥 侨中学子自
2014 年参赛起袁每年都能斩获
大奖袁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侨
中学子创造能力和无限创意遥

高中部乒乓球队斩获市青少年
“体彩杯”
两金 实现历史性突破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ZSQZ Table Tennis Team's Win鄄
ning Two Gold Medals in the "Ti Cai Cup"

指导教练崔龙吉老师与获奖队员合影
2017 年 10 月 21 日袁 由中山市教体局主办的 2017 年中山市青
少年野体育彩票杯冶乒乓球锦标赛圆满落幕遥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袁我
校高中部学子在崔龙吉老师的带领下袁发扬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
侨中精神袁顽强拼搏尧不畏强敌袁首次勇夺高中组男子单打和男子团
体两项冠军袁高中组女子团体第二名袁实现历史性突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