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华总商会（中总）

11

月

30

日隆重举行

“第

51

届会董就职典礼”，全国政协常委、新华集

团主席蔡冠深博士正式就任中总第

51

届会长。

本次是蔡冠深博士第四次担任中总会长。 他

表示，中总会继续支持区域内产业合作，形成大湾

区新增长态势。 同时在多层次配合中央的进一步

开放，探索大湾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蔡冠深博士在致辞时感谢上届会董会为中总

作出的无私贡献，他将全力以赴，带领全体会董同

心前行，贯彻中总“立足香港、背靠祖国、联系世

界”的定位，成就“建设繁荣香港、融入祖国发展、

拓展全球商机”的中总愿景，推动中总成为服务香

港、服务国家、以至服务全球华商的中华总商会。

蔡博士表示，今年是内地改革开放

40

周年，习近

平主席早前充分肯定港澳人士在改革开放中的贡

献，更提出四点希望。 他指出，中总不但会支持香

港担当国家双向开放的桥头堡，也要发挥好“一国

两制”优势，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家建设大局。 他

强调，

2019

年是祖国

70

岁诞辰，

2020

年则是香港

中总成立

120

周年。他将和新一届会董全力以赴，

团结会员和工商界，全力投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促

进香港经济繁荣、民生改善，为配合国家新一轮改

革开放，作出更大承担。 他表示，中央政府非常重

视要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特区政

府亦有一系列相关措施支持创科发展。 中总将全

力配合这个大方向，推动会员积极参与，特别与广

东加强互动、促进区内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无缝

对接，打造大湾区创科合作枢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赞扬中总致力推动

香港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合作，为工商业界作出贡

献。她更加指出，蔡冠深博士及中总在对外推广香

港的工作上不遗余力， 积极透过海外活动及平台

介绍香港工商专业优势， 她引述早前习近平主席

所指出的， 港澳同胞在内地改革开放过程中是受

益者也是贡献者，发挥了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担

当双向开放的桥梁角色。 当前环球营商环境不明

朗因素增加，香港更需要提升竞争力，积极拓展内

地、东盟及“一带一路”等区域市场。未来特区政府

将继续与中总及工商各界合作， 共同推动香港参

与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近日， 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表彰了

2018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我校对外交流处主任林国胜老师荣获云南省脱贫攻

坚奖“扶贫先进工作者”称号，可喜可贺！

林国胜自

2017

年到云南昭通实验中学挂职担任副校长以来， 根据

昭通实验中学实际，将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精细化管理等学校管理理

念、教育教学中生本教育理念等带到昭通进行交流碰撞，制定了一系列

学校管理和教科研规章制度，全面启动了学校新的教科研工作。 他利用

对中山、云南昭通两地学校熟悉的优势，积极为两地互相学习交流牵线

搭桥。 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发动中山市社会团体和中山市爱心人士为昭

通实验中学爱心捐赠，募捐八万元，加上中山市教体局拨发的两万多元

建设昭通实验中学地理园、生物园，并发动中山市客家商会、中山民族发

展促进会、中山侨中师生捐款价值

10

多万的御寒毛衣、棉衣帮助贫困同

学。 他还发动侨中学生为实验中学图书吧捐赠图书七箱，发动募捐价值

九万多的培训教学用的人体模型，用于昭通实验中学学生红十字会社团

教学培训使用等。

为表彰以林国胜为代表的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典型，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努力在全社

会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脱贫攻坚环境氛围，不断夺取脱

贫攻坚战新胜利， 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授予林国胜等

16

名个

人云南省

2018

年脱贫攻坚奖“扶贫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不仅是林国胜

的个人荣誉，也是全体侨中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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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Campus Brief News

★10

月

25

日讯，在中山市

2018

年中小学优秀理科实验教学论文评

选活动中，我校陈春涛、钟苑清、宋子红三位老师的论文分别荣获一、二、

三等奖。

★10

月

30

日讯，在

2018

年中山市“体育彩票杯”青少年乒乓球锦标

赛中，我校代表队荣获初中组（乙组）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其中，女

子团体项目排名第一，男子团体项目排名第二，学校荣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任俊岭老师获评 “优秀辅导老师”。

★11

月

14

日讯，我校初中部四位教师在省、市教育软件、论文评比

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其中，李鹏飞老师在

2018

年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

评审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吴成应老师在中山市

2018

年学术论文评选活

动中荣获一等奖， 林尼老师在

2018

年中山市初中英语优秀教学论文评

选中荣获一等奖；梁洁老师在中山市第九届中小学信息技术优秀论文评

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11

月

27

日讯，在中山市第四届中小学（幼）智力运动会围棋比赛

中，我校围棋代表队勇夺赛会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高中男子组个人

第一名，黄丰学、陈湘祁两位老师获评优秀辅导教师。

★11

月

27

日，在第十届中山市“税务杯”大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

赛上，我校师生喜获佳绩：袁小凡同学荣获软笔类中学组一等奖，骆亦

筑、胡愉两位同学荣获软笔类中学组二等奖，黄健晴、郑心瑜 、林鹭三位

同学荣获软笔类中学组三等奖，张杰、李鹏飞两位老师荣获软笔类教师

组三等奖，我校获评“优秀组织奖”。

★12

月

2

日至

7

日，在我校教研室主任谢海龙和省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王世勋老师的带领下， 广东省王世勋名师工作室成员近

20

名教师于

远赴赣南革命老区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受到当地学校领导、师生的热烈

欢迎。

热烈祝贺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第四次荣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第四次荣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我校林国胜老师荣获
云南省脱贫攻坚奖

“扶贫先进工作者”称号

林郑月娥特首为蔡冠深博士颁授中总会长证书

Dr. Jonathan Choi, Chairman of Our School Board

，

Has Won His Fourth Term as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ong Kong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Dr. Jonathan Choi, Chairman of Our School Board, on His Fourth Term as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ong Kong!

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7

日，由国务

院侨办下属单位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

办， 中山市外事侨务局、 中山市华侨中

学、 安哥拉中安桥国际学校承办， 完美

(

中国

)

有限公司资助的 “

2018

中国华文

教育名师非洲巡讲团” 先后赴非洲安哥

拉、赞比亚、尼日利亚巡讲，受到中国驻

当地使馆领导、 华人华侨以及华文学校

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

巡讲团由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

谭文辉担任团长， 中山市华侨中学副校

长周红梅担任副团长， 成员包括来自中

山市华侨中学的三名骨干老师曹蔚雯、

王俊乔、何利君。

在开课仪式上，团长谭文辉表示，广

东省中山市近

4

年来受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委托， 由市五所重点学校的优秀教

师组成巡讲团，目前已在全世界

50

多个

国家为

1000

多名海外华文教师授课，此

行巡讲团第一次走进非洲， 推动当地华

文教育的发展， 他希望学生们在培训中

能够受益，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发挥好

自身独特的优势， 未来成为中非友好交

流与合作的桥梁。

随后， 来自中山市华侨中学的曹蔚

雯、王俊乔、何利君根据她们的体会，分

别以 “玩游戏

-

学拼音”、“汉字教学课堂

实践”和“游戏翻转识字课堂”等主题进

行了讲学和课堂演示。 老师们丰富的教

学经验、 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和生动活

泼的课堂互动， 令在场的嘉宾和学生耳

目一新。

巡讲团教师们的精彩讲授， 得到了

现场听众的高度评价。 老师和家长们一

致表示，培训活动让他们深受启发，受益

匪浅。 他们还就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与巡讲团老师进行了交流。 培训结束后，

巡讲团团长谭文辉、 副团长周红梅为参

加培训的当地老师、 学生颁发了培训证

书，并赠送了纪念品。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名师巡讲团”赴非洲巡讲

巡讲团与中安桥国际学校师生合影

“

Group of Famous Teacher

”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undation Finished Their Africa Teaching Tour

近日，从广东教育学会传来好消息，

在广东省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优秀科组

评选活动中， 我校信息技术科组从全省

脱颖而出，成功获评“广东省中小学信息

技术教学优秀科组”， 成为全省

33

所获

评学校之一。

据悉，为规范、促进信息技术科组建

设和专业发展， 提高我省中小学信息技

术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广东教育学会中

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在全省中

小学校范围内开展了广东省中小学信息

技术教学优秀科组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

经各地市、 学校自评和推荐， 分数达

85

分以上方可进行申报， 以科组的综合教

学业绩成果为主要评价依据， 从教研管

理、教学效果 、教研质量 、教研特色等

4

大一级指标和科研奖励、教学竞赛、科研

课题、学生发展等

17

项二级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集中反映了科组的综合实力。 最

终，我校信息技术科组在科组长胡永跃、

袁港的带领下， 在全体科组老师近年来

的齐心协力和不懈努力下， 以优异的成

绩和鲜明的特色， 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

认可， 成为全省

33

个优秀科组之一，也

成为中山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中学。 这

是市教研室和学校对信息技术科组建设

关心指导的结果，是侨中的光荣，更是侨

中信息技术教师的骄傲。 今后，信息技术

科组老师将继续一如既往，团结协作，为

侨中的信息技术教学教研质量更上一层

楼添砖加瓦，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热烈祝贺我校信息技术科组获评
“广东省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优秀科组”

高毅校长与我校信息技术科组教师合影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ion of Our School on Winning of

“

Excellent Se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

Mr Lin Guosheng of Our School Won the Title of

“

Advanced Worker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

in Yunnan Province

12

月

19

日，香港中山社团总会第十

二届会董会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

行，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杨凯山任新一届

会董会主席。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何靖出席

就职典礼，中山市市长危伟汉在就职典礼

上讲话。

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焕春，香港

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香港特

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帅夫，

以及市领导丘树宏、侯奕斌、梁丽娴、冯煜

荣、郭惠冰，市政府秘书长李俊，市政协秘

书长仇婉萍出席活动。 近

900

名嘉宾、乡

亲欢聚一堂！

香港中山社团总会创立至今已有

22

年，会内现有

43

个乡亲团体，共划分为

7

个事务委员会，是推动香港社会及经济稳

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杨凯山表示，新

一届会董会将继续引领广大乡亲为家乡

建言献策，努力为推动香港和家乡共同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希望香港中山社团总会

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中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角色，为国家

搭建人才往来、 项目交流的畅通桥梁，为

香港和中山缔造更美好明天。

中山市市长危伟汉表示， 多年来，香

港中山社团总会坚决拥护 “一国两制”基

本方针，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行政长

官依法施政，始终致力于团结联系广大香

港中山乡亲，培育培养大批爱国爱港爱乡

力量。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以香港中山社

团总会为代表的同乡社团、 香港中山乡

亲，通过投资兴业、捐资助学、慈善公益等

方式，支持、参与了中山经济社会建设，发

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国家正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上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希望香港中山社团总会在第十二届会

董会的带领下，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和桥

梁纽带作用，团结好、协调好、凝聚好各香

港中山同乡社团和

30

多万香港中山乡

亲，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 人才资源涵养三大方面积极作为，延

续老一辈乡亲爱国爱港爱乡的优良传统，

为两地深入合作再创新局面。

当日， 还举行了

2018

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和青年发展论坛，以及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图片展。

（转载自中山日报）

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杨凯山就任香港
中山社团总会第十二届会董会主席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何靖（右）为新一届会董会

主席杨凯山（左）颁发委任状

林国胜老师

Mr. Yang Kai-shan, Vice-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Has Taken His Office as Chairman

of the 12th Term of Board of the Union of Zhongshan Societies of Hongkong



Our School Successfully Held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First Term of General Alumni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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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载不忘初心， 六十四载自强

不息， 六十四载春华秋实。

12

月

9

日上

午，中山市华侨中学建校

64

周年庆祝大

会在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 全

体来宾、来自各地的校董、校友和师生员

工齐聚一堂，共贺侨中

64

岁生日。

出席大会的有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徐小莉，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

会会长、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创会

主席、香港新华集团主席、中山市荣誉市

民、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中山

市荣誉市民、我校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

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 中山市原副市

长、政协原副主席韩泽生，中山市政协原

副主席、市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我校校董

会名誉董事长杨海， 中山市政协原副主

席刘传沛，中山市教育工委书记、教体局

局长李嘉颖， 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林树

棠、钟明昆、苏杰开、蔡隽思、廖皓炜、朱

锡源， 我校校长高毅以及市有关单位领

导 、嘉宾 、校董 、校友 、师生和家长代表

1200

余人。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序幕。 蔡

冠深董事长首先致辞， 代表校董会向与

会的领导嘉宾致以崇高的敬意， 并向侨

中广大教职员和学生致以亲切的问候。

他高度评价了侨中建校

64

年的办学成

就以及在教育国际化发展所取得的成

果，希望在新时代，侨中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传承、创新、发展、改革，不断创

造新的辉煌。 他代表校董会表态：今后将

一如既往支持侨中，把侨中推向世界。

苏继滔主席代表我校教育基金会，向

出席庆典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 他说：“如今的侨中，校

领导班子团结、务实、开拓、创新，教职员

工敬业、爱岗、拼搏、进取，莘莘学子立志、

勤奋、尊师、守纪。 学校的办学条件不断完

善，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特色不断彰

显。 侨中已经成为中山市最具影响力的完

全中学。 ”他希望广大乡亲、校友，继续发

扬爱国爱乡、情怀桑梓的精神，继续支持

学校的发展。

中山市安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91

届杰出校友、我校校董会常务董事、校

友会副会长焦嫣珊女士为校友代表向母

校送上了生日的祝福。 她说，“感恩母校

25

年前对我们焦氏三姐妹的辛勤培养，

母校成就了我们的今天， 祝福母校未来

发展越来越好 ， 祝福学弟学妹学业有

成”。

高毅校长代表学校向参加校庆活动

的各位领导、嘉宾、校董、校友、家长表示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向全校师生

致以节日的问候， 对蔡冠深董事长第四

次荣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表示祝贺

,

并

感谢广大校董、 校友一直以来出钱、出

心、出力、出时间，把办好侨中当作自己

的人生事业，鼎力支持侨中发展。 他在致

辞中汇报了

2018

年侨中人在各个领域

取得的优异成绩： 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篮球特色学校、

广东省首届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单位典

型、 中山市属事业单位首次绩效考评优

秀等次、市文明校园、市体育传统项目示

范校、市师德工作先进集体。 高、初中部

连续

12

年荣获市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

校一等奖， 继续保持了 “清华北大年年

有，世界名校届届出”的高考辉煌，无论

是高考还是中考都充分彰显了我校 “低

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的培养人

才的一流深加工能力。 教师队伍建设成

果显著，有

60

位老师获评中山市优秀教

师，

14

位老师荣获首届中山市中小学青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黄伟燕老

师荣获广东省地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第

1

名，全省总决赛第

3

名。 王世勋、

谭子虎老师获评省正高级教师， 获评正

高人数全市最多。 谭子虎老师获评省特

级教师。 徐艳波、 丁丽君两位老师获评

“南粤优秀教师”，获评人数全市最多。 杜

凤仪老师获评市师德标兵、“中山好人”。

还有

6

名教师被评为中山市事业单位紧

缺使用高层次人才。 林国胜老师赴云南

省昭通市参加扶贫支教工作， 并荣获云

南省脱贫攻坚奖 “扶贫先进工作者”称

号。 学校素质教育成效显著，一年来，侨

中学子在全国、 省市各类竞赛中屡获殊

荣， 成绩卓著， 共有

550

多人次获得奖

励，其中一等奖达

130

多人次。

大会随后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颁发了高（中）考奖、蔡冠深高考奖学金、

苏继滔高考奖学金、教育基金会奖教金、

林树棠助学金、艺术教育基金、校董校友

奖教奖学金、曾玉桥奖教奖学助学金、廖

皓炜教师健康基金、 刘锐谦教师专业发

展基金、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焦

嫣珊奖教助学金、 焦嫣珊学科竞赛奖教

金、退休教师基金、蔡子扬办学业绩奖励

基金等

15

个奖项，以表彰为学校发展做

出突出贡献的师生。

会上， 卢丽君老师和学校舞蹈队的

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歌伴舞

《阳光路上》， 以此祝贺学校

64

周年华

诞。 庆祝大会最后在校歌《让世界走进侨

中》中圆满结束。

我们坚信，有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

怀以及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 有以蔡冠

深董事长为首的校董会的鼎力相助，有

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

持，有全体教职员的团结协作，有全体学

生的共同努力， 侨中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美好！

12

月

9

日下午，中山市华侨中

学第十一届校董会第五次会议在我

校高中部会议

1

室隆重举行。 校董

会董事长蔡冠深， 常务副董事长苏

继滔，副董事长林树棠、苏杰开、蔡

隽思、廖皓炜、朱锡源，及董事会成

员出席会议， 会议由蔡冠深董事长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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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评价了此次校庆活动。他表示，侨

中自

1979

年复校以来，学校教育教

学事业越来越辉煌， 国际知名度和

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新形势下，随着

更多的优秀年轻校友加入到校董会

中， 学校的发展态势呈现出良好的

局面， 希望广大校董继续一如既往

的支持侨中的发展和建设， 进一步

将侨中推向全世界。

会上， 高毅校长向校董们详细

汇报了我校一年来的具体情况，重

点汇报了我校在教育教学、 学生培

养、 教育国际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和今后的发展思路及近期规划 。

校董们高度评价了过去一年学校工

作取得的成就， 就校董会工作和学

校的发展思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

交流，审议了过去一年校董会、基金

会财务报表并一致同意增补蔡卓

思、焦嫣清为校董会董事。校董们希

望办好明年的建校

65

周年大庆，充

分展示侨中办学成果， 促进学校进

一步发展。

11

月

17

日下午， 我校校友会第一届第二次

会员大会在初中部召开。 我校校长高毅，校友会

会长、我校副校长何嘉莹，校友会副会长、常务理

事、秘书长和校友代表及我校相关行政等出席会

议。

会上，高毅校长发表讲话。 他首先代表学校，

对出席会议的校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高校长从

德育、高考中考、教师队伍、体艺、教育国际化以

及校董校友的支持等六大方面向广大校友汇报

了学校近一年来在主要工作和成绩：学校以华侨

文化大讲堂、校友讲堂等主题活动为载体，夯实

育人工作，创新德育，学生素质稳步提升；高考中

考再谱华章，稳中有升，高考继续保持了“清华北

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的优良传统，中考成

绩优异，共有

550

余人次在市级以上各级各类竞

赛中获得奖励；科研兴校，不断完善

12

个名师工

作室、

6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鼓励教师立足岗位创

先争优，充分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师资队伍

人才辈出 ；健康至上 ，开展群体活动 ，落实体艺

“

2+1

”项目，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师生身心健

康，体艺工作成绩斐然；进一步推进学校办学的

多元化和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稳步推进；凝聚人

心，校董校友情系侨中，成功举办蔡冠深董事长

向中山市华侨中学蔡继有科学馆捐资

1000

万人

民币暨“赤子心·香港情·中国梦”图片展启幕仪

式、香港中山侨中海外校友会、澳洲中山侨中校

友会校友归宁母校及

88

届校友高中毕业

30

周

年聚会等大型活动。 此外，高校长还向校友们介

绍了我校的建设情况及未来几年的规划。 在学校

64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高校长还向校友介绍了校

庆的筹备情况，诚邀校友光临母校，共贺母校生

日。

随后，何嘉莹会长向校友们汇报了校友会一

年来的各项工作， 与会校友代表对学校奖教、奖

学、助学等各项基金的收支报告进行了审议。 校

友们就校友会工作、 我校的发展等展开座谈，大

家对学校正在筹备的校史馆、艺术馆等工作纷纷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校友表示学校彰显华侨

文化，近年来发展越来越好，作为校友非常自豪；

有的校友表示希望能够参与到学校校史馆的设

计与建设中，让校史馆成为侨中文化的传承……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场面热闹，气氛热烈。 会议在

大家意犹未尽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我校隆重举行建校 64 周年庆祝大会

我
校
十
一
届
校
董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隆
重
召
开

我校成功举行校友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校友会第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十一届校董会第五次会议现场

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78

届杰出

校友、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校友会副会长

廖皓炜颁发廖皓炜教师健康基金

高毅校长颁发刘锐谦教师专业发展基金 中山市新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85

届杰

出校友、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校友会副会长

朱锡源颁发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

中山市安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91

届杰

出校友、我校校董会常务董事、校友会副会

长焦嫣珊和姐姐焦嫣清颁发焦嫣珊奖教助

学金和学科竞赛奖教金

广东金龙游乐集团董事长、

82

届杰出校友、 我校

校友会副会长叶威棠（左）和香港中山社团总会

永远会长、校董会副董事长苏杰开（右）颁发退休

教师基金

中山市大锦中心商贸有限公司副总裁、我校校

董会常务董事蔡子扬颁发蔡子扬办学业绩奖

励基金

我校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教育基金会主席

苏继滔颁发苏继滔高考奖学金

苏继滔主席颁发教育基金会奖教金 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艺术教育基金会主席

林树棠颁发林树棠助学金

香港香山会所副主席、我校校董会常务董事

黄颂武颁发艺术教育基金

香港开明集团董事长、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钟明昆和

校友会会长何嘉莹副校长颁发校董校友奖教奖学金

高毅校长颁发曾玉桥奖教奖学助学金

徐小莉副市长颁发高考中考奖 辽宁省政协委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香港

中华总商会选任会董、新华集团董事、我校校董

会副董事长蔡隽思颁发蔡冠深高考奖学金

蔡冠深董事长致辞

苏继滔主席致辞

焦嫣珊校友致辞

高毅校长致辞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Held a Grand Celebration of the 64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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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10

月底在广东省青少年无人机选拔赛中以个人赛亚军及

团体接力赛冠军、亚军的成绩晋级全国赛后，我校航模代表队在黄

文君老师的带领下于

11

月

16

日赴江西南昌参加了第三届全国青

少年无人机大赛，与来自全国

15

个省、直辖市，

64

所学校的

86

支

代表队进行激烈角逐，最终我校代表队斩获个人飞行赛高中组冠、

亚军，冠军选手唐浡轩的个人飞行赛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

在个人飞行赛中，我校代表队共获得全国一等奖

3

个（全国前

5

名，我校就占了

3

席），全国二等奖

1

个，全国三等奖

2

个；在团体

接力赛中，我校代表队获得全国三等奖；指导老师黄文君荣获优秀

辅导员奖。

据了解，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上海歌

尔泰克机器人有限公司承办， 是青少年教育无人机领域领先的全

国性比赛。 今年我校航模代表队硕果累累，先是在

10

月份东莞市

举办的以“追梦起航”为主题的广东青少年航空模型创意制作及无

人机飞行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3

个和三等奖

3

个，然后

在

11

月初落幕的第六届中山市青少年航空航海模型竞赛中再次

彰显实力，荣获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2

个。 省赛和市赛

的相继夺冠给我校航模队员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同学们终

于登上了全国的舞台，与全国各地的航模爱好者同台竞技。

此次，我校航模代表队再获佳绩，即得益于学校的高度重视和

鼎力支持，也离不开指导老师和选手们的辛勤付出、勤奋训练。 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 再次祝贺我校航模代表队，期待他们明年再创

佳绩。

我校航模代表队荣获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高中组个人赛冠、亚军且破赛会纪录

获奖师生合影

Our school Aviation Model Team Won the Individual Championship,

Runner-up as Well as Breaking the Record in the National Youth Drone Competition as High School Group

The Table Tennis Team of Our Senior High Won Men

’

s Singles Championship Twice in Succession

近日，在

2018

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创客大赛上，我校创客团队在

辅导老师袁港、张封、任懿娜的指导下，再接再厉，荣获一等奖、二

等奖、 三等奖各一项。 这也是继

11

月在中山市创客大赛上荣获

4

个一等奖，

2

个二等奖之后，我校创客团队获得的又一殊荣。

广东省中小学生创客大赛旨在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至今

已连续举办三届。 本届大赛设小学个人组、小学团队组、中学个人

组和中学团队组，作品要求突出创新创意，具有科技含量，体现工

匠水平和艺术素养。 经过各区市层层选拔，

487

件作品脱颖而出参

加省级评审。 我校的小创客们延续了前两届创客大赛的一贯优良

传统和优异成绩，勤于钻研，勇于实践，充分发挥“创客”精神，将奇

思妙想付诸实践，最终在激烈的评比中脱颖而出。 在此，对获奖师

生表示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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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至

16

日，

22

日至

23

日，

我校高、初中部先后举行第

64

届体育运

动大会。 校长高毅，副校长郑玉良、何嘉

莹、陈海鸥以及各处室领导、年级主任出

席了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伴着激越铿锵的《运动

员进行曲》，国旗护卫队、校运会会徽方

阵、 校红会方阵和校礼仪队方阵依次入

场， 向师生们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侨中人

形象。 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各班级独

具特色的入场式表演。 许多班级亮出了

主题标语或主题形象， 或是以励志标语

横幅彰显夺冠豪情， 或是以卡通造型显

示青少年的青春与活力， 还有的班级表

演了中国功夫 、街舞 、汉服秀 、醒狮 、醉

龙、扇子舞、体育舞蹈。“大侨我们来了”、

“相约大侨，冲！冲！冲”、“不负小侨、奔赴

大侨”、“开启新征程 共筑新辉煌”、“自

强不息 敢争第一 ”、 “少年强 则中国

强”、“用中国力量筑我侨中梦想”等不同

的标语展示了侨中人奋发有为， 追求卓

越的精神风貌。

高毅校长、何嘉莹副校长分别在高、

初中部校运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过

去一年，我校在体育教学、体育竞技和开

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走进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振兴体育事业，实现强国梦想”的号召，

希望全体运动员发扬 “自强不息、敢争

第一”的侨中人精神，敢于拼搏，勇于进

取，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希望全体裁判

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遵循客观、公正、

公平的原则；严肃纪律，秉公执法。 全体

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热情服务，全面做好

各项工作， 为比赛的顺利进行提供强有

力的保证。

接下来，裁判员、运动员代表宣誓。

校领导宣布：中山市华侨中学第

64

届校

运会开幕！

灿烂的笑容书写着侨中学子的热

情，激昂的口号透露出他们的坚定，在为

期两天的校运会上， 同学们在运动场上

挥洒汗水，绽放青春，用实际行动践行体

育精神！

11

月

30

日，在郑州召开的第十五届全国校园影视教育工作会

议上，我校校园电视台制作的校园专题片《南粤清晨》荣获全国一

等奖，学校校园电视台被组委会评为

＂

全国百佳校园电视台

＂

，这是

我校校园电视台近十年来， 再次获此殊荣， 真可谓是 “十年磨一

剑”，可喜可贺。

据悉，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评选活动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国

教育电视协会、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的国家级比赛，被誉为中国校

园电视的“奥斯卡”。 此次的作品征集范围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参赛

类别包括校园新闻、校园专题、校园综艺、微电影、影视论文等，汇

集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园优秀影视作品近

4000

部，佳作无数，在全

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我校校园电视台主创人员在指导老师伍嘉

颖的精心指导下，由沈亮辰、张凯涛、郑汉威等五位学子创作的《南

粤清晨》经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将，以其优良的品质，精湛的制

作水准， 获得组委会的一致好评， 最终获得全国校园专题片一等

奖，为我校校园电视台争得了荣誉，为学校增添了光彩，为侨中建

校六十四周年庆典献上了一份厚礼，进一步诠释了“自强不息敢争

第一”的侨中人精神。

一直以来，我校十分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舍得花气力和财力

为学生发展特长搭建平台，成立的学生社团多达一百多个，使每个

有特长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展示和提升。 校园电视台就是其中之一。

从它成立那天起，就不断培养出很多有影视播音特长的学生，为相

关的高校提供了优质考生资源， 同时多次在省市乃至全国的相关

比赛中获奖。 相信在未来，我校校园电视台的全体成员定会继续努

力，为丰富的校园生活增添色彩，为侨中争取更大的荣誉。

2018

年

11

月

6

日，中山市高（职）中篮球锦标赛正

式拉开帷幕，我校女篮经过五天紧张激烈的角逐，一路

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在各支强队中脱颖而出，摘得桂

冠，这也是继去年女篮夺得此项目冠军之后，再次捧杯，

成功卫冕并实现两连冠。

女篮队员们在教练杨辉东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几个

月的刻苦训练，厚积薄发，在本次锦标赛中以小组第一

的身份成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姑娘们以

68

：

3

的绝对

优势战胜对手；冠亚军争夺赛中，队员们没有给对手任

何机会，并最终以

71

：

24

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豪取两连

冠。女篮队员们在赛场上所表现出的“自强不息，敢争第

一”的侨中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尊重与赞誉。

一直以来， 作为中山市校园篮球项目的传统强队，

我校篮球队始终坚持“快、准、狠”的战术打法，刻苦训

练，顽强拼搏，队员们不负所望，多次在省市比赛中斩获

大奖，为校赢得了荣誉。在此，向女篮全体队员和教练员

表示热烈祝贺。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

2018

年中

山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成功

举行。 来自全市

14

所中学的代表队参加男女团体和个

人单打项目的角逐。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我校高中部

学子在崔龙吉老师的带领下，发扬“自强不息、敢争第

一”的侨中人精神，顽强拼搏、不畏强敌，最终高三（

31

）

班谭俊伟同学勇夺高中组男子单打第一名， 这也是继

2017

年苏铭信同学获得高中组男子单打冠军后， 我校

再次蝉联此项含金量十足的冠军。 同时，经过全体参赛

同学的共同努力，在团体项目中，我校男女组均荣获第

二名的好成绩，学校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高中组男子单打项目云集了全市各高中乒乓球专

业特长生， 代表了中山市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的最高水

准，我校谭俊伟同学在赛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在比赛

中顽强拼搏，敢打敢拼，勇夺冠军，实属不易。 此次侨中

健儿再获佳绩， 既得益于学校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

也离不开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辛勤付出、艰苦训练。 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 再次祝贺我校高中部乒乓球队。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阳光下成长”———中

山市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落下帷幕，我校

师生在体艺处和教务处的组织下，积极参加各项展

演活动， 共荣获一等奖

6

项， 二等奖、 三等奖各

7

项，同时有两位老师的美术作品入选“首届广东省

美术教师作品展”复评，初中部管弦乐团脱颖而出，

成为中山市唯一的学生管弦乐团直接参加广东省

展演复评。

据悉，本次活动分为艺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三大类活动。 其中艺

术表演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朗诵；艺术作

品类包括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中小学美育改革

创新优秀案例包括中小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中小

学艺术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案例等。 我校师生在艺

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展演活动中共计获奖

20

项，

可喜可贺！

成绩的取得，既是我校积极开展学校美育工作

的结果，更是我校坚持“以普及促提高、以提高带普

及”美育工作理念的真实写照。 学校通过组织师生

参加此类活动， 引导学生树立了正确的审美观念，

培养了师生良好的艺术修养，促进了学生在德智体

美各方面全面和谐的发展，切实提升了我校学生审

美素养和综合素养。

我校举行第 64 届体育运动大会

我校校园电视台喜获
“全国百佳校园电视台”称号

获奖师生合影

我校创客团队荣获 2018 年广东省
中小学生创客大赛一等奖

我校女篮卫冕市高（职）中
篮球锦标赛冠军

女篮队员合影

我校高中部乒乓球队再次蝉联
中山市中学生男子单打冠军

获奖师生合影

我校学子在中山市第四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中喜获佳绩

附获奖名单：

获奖作品及名单：

获奖师生合影

The 64th School Sports Meeting Was Held

Our Campus TV Station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Top 100 Nationwide Campus TV Station

Our Girls

’

Basketball Team Defended its Championship in Zhongshan Basketball Tournam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ur Students Did an Excellent Job in the 4th Zhongshan Art Exhibition for Primary &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aker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Makers Competition

of High and Primary School of 2018 in Guangdong Province



12

月

21

日晚，“改革开放四十年 团结奋进新时代”—

-

中

山市华侨中学

2019

年教师新年文艺晚会如期而至，高毅校长

等校领导与全校教职工、家属、嘉宾等近千人团聚蔡冠深大礼

堂，观看了一场专属“侨中人”的春节联欢晚会。

两个小时的节目表演，精彩不断，好戏连连。 初中处室与

往年一样率先登场亮相， 带来了春意浓浓的开场舞 《爱我中

华》。 高一年级青年教师带来的小组唱《改变自己》，激情四射。

三位“被教书耽误了的相声演员”吴丹、杨德洲、景千瑞今年全

新奉献的相声爆笑上演， 不同去年， 今年他们都已经成立了

“名嘴工作室”，这“名嘴办公室的故事”再次不负众望，让观众

们大饱眼福，开怀大笑。 高三年级舞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唯美上演，配上如痴如幻的背景，宛若仙境。 初二年级的歌伴

舞《唱脸谱》，极具民族风，专业的唱功，特色的伴舞，让老师们

连连称赞。 初三年级的亲子舞《妈妈宝贝》，年轻妈妈与宝贝们

同台表演，温馨又活泼。 高二年级歌伴舞《采茶舞》，优美的歌

声配上采茶姑娘们婀娜多姿的舞蹈，令人陶醉。 初二年级现代

舞《来自中山侨中》，劲爆的音乐配上年轻教师动感的舞蹈，青

春气息扑面而来。 国际部舞蹈《淋雨一直走》，年轻的国际部团

队和外教悉数亮相，极具国际范。 初一年级舞蹈《侨中舞动鸿

运金翅》，老师们插上亮闪闪的翅膀，化身美丽的蝴蝶，让人如

痴如醉。 高中处室《剑侠侨缘》，老师们手持宝剑，眼神犀利，一

招一式，极具大侠风范，挥毫泼墨间，尽显侠者本色。 初一年级

《侨中新力量，共创新辉煌》，三位新教师闪亮登场，尽显侨中

新生代的活力与光芒。 高一年级舞蹈《中国龙》霸气的开场，震

撼的鼓声，振奋人心，极具感染力，引来现场喝彩声不断。 初三

年级大合唱《时间都去哪了》，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体现了

浓浓的师生情。压轴节目———诗朗诵《亮剑高三 跨越人生》，全

体高三老师和家委代表， 一起朗诵出了高三全体师生的心声

和气势。 高毅代表学校向高三年级授旗，寄语高三师生“迎难

攻坚 勇攀巅峰”。 晚会圆满落幕。

对侨中人来说，这台春晚，不仅是一场晚会，更是一种精

神。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全体侨中教职员工将继续秉承

“自强不息，敢争第一”的侨中精神，团结奋进，开创属于侨中

人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四十年 团结奋进新时代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9

年教师新年文艺晚会精彩上演

为培养侨中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尽

早规划未来职业定位 ，

12

月

1

日上午 ，“我创造

我快乐”中山市华侨中学第三届创客节暨“侨通

天下 职面人生”第二届职业模拟招聘会在我校高

中部文化广场隆重举行。 我校副校长郑玉良、云

南昭通永善县溪洛渡中学副校长文明玖等领导、

我校师生、家长参加了活动。

当日上午

8

点

30

分， 集中华文化与创新科技

于一体的“狮舞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群舞”拉开

了开幕式表演序幕。五位同学热情演唱创客节主题

曲《创客之歌》，

b-box

与街舞再次联合表演，瞬间

引爆现场气氛。 还有南美风情的拉丁舞秀、激情的

说唱表演、优美的英文朗诵，把活动推向高潮。开幕

式表演结束后，主持人宣布“

2018

年中山市华侨中

学第三届创客节暨第二届职业模拟招聘活动正式

开始”。

本次创客节活动主题为“我创造 我快乐”，主

要通过创客团队项目展示、学生创客成果展示等

活动形式，展示我校创客教育成果，营造校园创

客氛围，培养学生创客精神，培育学校创客文化。

活动现场设立

8

个展区，展示了我校师生、创客

团队创造发明的作品， 包括

3D

模型现场拼装体

验、无人机、

3D

打印、益智拼装体验、开源硬件体

验等内容。 此外，街舞社、

1954

邮局、绿益环保公

司、 中学生领导力等学校社团参加了展示活动，

向师生家长展示我校精彩纷呈的社团文化。

与此同时， 在另一场地，“侨通天下 职面人

生”我校第二届职业模拟招聘会正在如火如荼的

进行。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招聘会现场情

况，使得学生在模拟招聘会中不仅能感受到就业

的气氛， 而且通过招聘会提升自身各方面的能

力，学校邀请我校教师、家长、相关合作企业人员

参与此次模拟招聘会，并提前一周对担任面试官

的教师、 家长进行了培训。 本届招聘会共有

104

个招聘单位，涵盖教育、法律、传媒、电子技术、制

造、事业单位、餐饮服务、科技创新、金融、交通运

输、公益组织等

20

多种企事业单位类型。 既有像

“中山市咀香园食品有限公司”“广东厨邦食品有

限公司” 等本土农副食品制造业，也有像“阿里巴

巴集团”“京东商城”“唯品会”等新兴的电子商务

类企业，还有公益性组织“绿益环保公司”。 面试

官根据同学们应聘时的不同表现， 授予同学们

“职场新人”、“职场达人”、“职场精英” 等不同等

级徽章。 同学们通过参与模拟招聘会，感受未来

职场的实况情景，增强对未来就业形势和压力的

认知，引发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进而提

高学习内驱力，更好地为今后在高考中选报学校

和专业做出准确、全面的定位。 面试结束后，学生

纷纷表示在此次模拟招聘会中受益匪浅，也更加

清晰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上午

11

点，我校第三届创客节暨第二届职业

模拟招聘会圆满落幕。 郑玉良向参加此次招聘活

动的企业代表颁发了“优秀合作单位”荣誉证书。

近年来，我校积极开展“互联网

+

”背景下中

学创客教育的研究和探索 ， 融合信息技术和

STEAM

教学，秉承“开放创新、探究体验”的教育

理念，以“创造中学”为主要学习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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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创客社团在国家、省市各

类创客大赛上屡获殊荣。 今后，我校将继续深入

贯彻国家“双创”精神，进一步发挥创客教育在推

动我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创

新素养与能力，将创客教育、创客文化与华侨文

化相融合，推动侨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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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 我快乐”中山市华侨中学第三届创客节
暨“侨通天下 职面人生”第二届职业模拟招聘会隆重举行

The 3th Makers Day & the 2nd Mock Job Fair of Our School Were Successfully Held

Opening and Reforming for 40 Years, Striving into the New Era with a United Effort

———

Splendid Performances of Our Teachers at the New Year

’

s Party of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