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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我校马国庆老师获评

广东“最美教师”

★7

月

20

日讯，我校高二学生翁培洋获评

2020

年中

山市新时代好少年标兵。

★7

月

20

日讯，在中山市中小学“爱国”德育主题班

（团队）课教学及展评活动中，我校谢婷老师的作品荣获

高中组一等奖，黄泓、宋宇翔两位老师的作品荣获高中组

二等奖。

★9

月上中旬，我校举行系列活动，大力宣传节约粮

食，全校师生参与

"

光盘

"

行动，校园内兴起节俭修身新风

尚。

★9

月

10

日上午，教师节来临之际，校党委书记、校

长高毅，党委委员、副校长郑玉良、何嘉莹，纪委书记兼党

委办公室主任彭海泉以及工会副主席王浩华等一行，走

访慰问了我校退休老校长李镜澄、老教师郭懋泉、陈淑德

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表达侨中师生对退休教师的

问候。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Ma Guoqing, Teacher of Our School,

Who Was Awarded

“

The Most Outstanding Teacher

”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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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金秋丹桂香， 教师佳节今又来。 在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前夕，

9

月

9

日上午，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冯煜荣一行莅临我校高中部进行教

师节慰问，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我校教职员工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在我校校长高毅，副校长郑玉良、林子孚等

校领导的陪同下， 冯煜荣副主任一行先后走访

了高一和高三年级老师办公室、 心理科组办公

室、校卫生保健中心，每到一处，都与老师们亲

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教学、生活情况，

感谢他们为中山教育事业付出的智慧和汗水。

冯煜荣副主任希望侨中教师再接再厉， 担负起

时代赋予的使命， 为我市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切关怀让我们倍感振

奋。 全体侨中教师将牢记市委市政府的殷切期

望，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不忘初心，锐

意进取，团结一心，安心乐教，继续发扬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为人师表、甘为人梯的高尚风范，

认真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切实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期望转化为推进教育发展的

强大动力，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做人民满意的教师，为我市的教育事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用真情和优异的成绩回报

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厚爱。

丹桂馨香沁校园 杏坛金秋如春暖

———市人大冯煜荣副主任教师节前夕莅临我校慰问教师

高毅校长陪同市人大常委会冯煜荣副主任

(

左一

)

慰问我校教师

为了解省内各级学校防疫工作，确保广东

省各级学校在秋季能够安全顺利地开学，全面

恢复教学秩序，

8

月

31

日下午，以广东省卫生

监督所副所长林矛、学校卫生监督科科长彭国

超、中山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徐师越，科长庄

峰、唐虎为主的检查小组到我校进行秋季开学

学校防疫卫生工作检查，我校校长高毅等校领

导、校医室组长李荔陪同检查。

检查小组从我校正门口学生返校通道开

始，先后查看了校门口红外线测温区、临时复

查区和临时隔离区、隔离室以及学校仓库的防

疫物资储备情况，并随机抽查了班级和宿舍环

境卫生情况， 他们还参观了我校心理咨询室。

在学校卫生保健中心，检查小组重点了解了学

校校医配备和开学前相关准备工作的落实情

况。 检查小组对我校的防疫措施、防疫设施的

准备表示满意。

检查过程全程被腾讯直播，我校的防疫措

施也受到了网友的赞赏。

腾讯全程直播

网友点赞我校

———广东省卫生监督所视察我校开学防疫工作

高毅校长等领导、校医陪同检查

7

月

10

日下午，我校党委、纪委换届

选举大会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 中山

市教育信息中心主任黄世勇同志、校党委

书记、校长高毅等校党委成员、全校党员

参加会议。 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周红梅主

持会议。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高

毅同志代表上届党委作工作报告，全体与

会党员致以热烈的掌声并表决通过了党

委工作报告。 与会党员就中共中山市华侨

中学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进

行了审议

,

并表决通过。会议还通报了党费

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 周红梅同志作了关

于酝酿新一届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的说

明。

黄世勇同志宣读了市教育工委关于中

山市华侨中学党委（纪委）候选人的批复。

全体与会党员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山市华

侨中学党委（纪委）换届选举党员大会选举

办法（草案）》，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计

票人建议名单。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换届

选举有序进行。 全体与会党员经过郑重投

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高毅、郑

玉良、杨树春、何嘉莹、林子孚、周红梅、朱

爱东、徐璇、彭海泉）和纪委委员（彭海泉、

李勇、景千瑞、黄荣瑜、陈建春），并报市教

育工委审批。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圆满结束。

我校召开党委、纪委换届

选举党员大会

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合影

日前，广东省文明办、广东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

2020

年广东“最美教师”的通报》，

50

位

广东“最美教师”在教师节前夕悉数亮相，我校

教师马国庆入选。

2015

年， 马国庆曾作为我市第三批援藏

教师，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中学支教一年。 在

这一年里，马国庆一边将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生本教育等教学方法和理念运用到实际教学

中，一边举办讲座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当地教

师分享。

“一年时间，当支教工作各方面都走上正

轨的时候，我们的支教却结束了。 ”

2018

年，回

忆起三年前的支教经历，马国庆充满遗憾，“学

生升初三我们却要走了，要是能再带一带就好

了。 ”为弥补遗憾，

2018

年他再次进入援藏支

教名单，成为团队中的“过来人”。第二次援藏，

马国庆被分到西藏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中学，在

这里开启为期一年半的支教工作。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育部

“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广东中山第二批援藏支

教队在延期进藏一月之余后，于

4

月

3

日正式

开启为期一年半的援藏支教之旅。马国庆再次

出现在了援藏教师队伍中，“如果说上次援藏

是为了弥补遗憾，这次则是离别时对所教班级

孩子们的泪目央求而许下的承诺，是对山里孩

子无法割舍的爱。 ”

在墨脱支教的一年中，马国庆还发挥自身

社会资源优势，为学校、贫困个人捐资捐物达

30

余万元；以“粤藏结亲”形式为帅啦姐弟俩

寻得汉族亲戚，让他们每月定期捐助

600

元给

姐弟俩直至其自食其力，确保他们在学习期间

生活无忧。

在工布江达县中学支教期间，马国庆还募

集到

2000

余支笔用于奖励学生， 利用课余时

间走访牧区学生家庭共计

32

户， 深入了解学

生家庭情况并给予适当帮助， 行程合计

3000

余公里。

针对藏族学生的实际情况，马国庆逐渐摸

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点燃课堂的“四

有五表扬”。 “四有”即是：有导学案、有复习

小测、有当堂检测，有作业；“五表扬”即是：表

扬作业完成好的学生， 表扬检测有进步的学

生，表扬上课回答问题“快、准、全”的学生，表

扬分数高的学生， 每节课最少表扬五名同学、

每月至少表扬全班

80%

学生。

马国庆说，作为教师，学生的成长是最大

的欣慰。

马国庆

2019

年在西藏支教期间，指导学生

洛桑曲珍、次仁旺姆、登增罗布等

25

位同学完

成的科学实践作品 《心手相连———扁平疣 （瘊

子）调查及防治》代表西藏自治区参加全国第

34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荣获全国二等奖。

（本文转自《中山日报》相关报道，有删改）

我校教师

马国庆获评

广东“最美教师”

马国庆老师

始终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高

扬师德的大旗， 一直是我校坚守

的原则和承继的传统。 在

8

月

30

日新学年新学期第一次全体教师

大会上，我校挖掘身边的榜样，以

学习我校支教教师马国庆、 何玉

梅、徐艳波先进事迹为主题，给全

校老师上了一次新颖的师德师风

课。

全体老师认真聆听了三位老

师的报告，对他们克服艰难险阻，

支持边疆教育事业的精神感到由

衷的敬佩， 从他们的先进事迹中

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师德引领 筑梦起航

———我校召开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教师大会暨

支教教师先进事迹报告会

9

月

1

日清晨， 我校隆重举行

2020-2021

学年

第一学期开学典礼。高毅校长发表《居侨中，为乔木，

以家国情怀镌刻青春的年轮》的主题讲话，为侨中学

子讲授开学第一课。

讲话中，高校长结合当下国内国际形势，以顶天

立地、挺拔雄健的“乔木”为喻，勉励侨中学子要以情

系教育、心念故土的校董，胸怀家国、热心公益的校

友，大爱无私、支教扶贫的侨中老师为榜样，树立“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远大志向，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立志成

才，求学报国，并对全体同学提出了三点期望：一、志存高

远，敢于担当；二、认真学习，练好本领；三、小处着手，锤炼

品格。 讲话最后，高毅校长结合近期中山市创文工作，号召全体同学，自觉遵守中学生文

明公约，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从小处做起，在践行创文的过程中，更加完善自己的品格。

希望同学们居侨中，为乔木，坚定不移地走好求学报国、矢志为民的铿锵步履，以家国情

怀镌刻青春的年轮，以优异的成绩向伟大祖国和亲爱的母校献礼！

以家国情怀镌刻青春的年轮

———高毅校长开学第一课寄语侨中学子

全体教师学习支教老师先进事迹

高毅校长致辞

With the Sweet Scent of the Osmanthus Fragrans and the Flourishing Apricot in this Golden Autumn, Our School Is Bathed in Refreshing Atmosphere as in Spring

———

Feng Yur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unicipal People

’

s Congress, Conveyed Greetings to th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on the Eve of Teachers

’

Day

Live Broadcast on Tencent, Our School Was Applauded by Netizens

———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e of Guangdong Inspect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of Our School as the New Term Began

The Election of School Party Committee and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Was Held in Our School

Directing the students with Guidance of Teachers' Morality

Setting Sail through Building the Students

’

Colorful Dreams

———

Our School Held the Teachers

’

Meeting and Reported The Exemplary Deeds of Volunteer

Teachers for the First Term of 2020-2021

The Devotion to Our Family and Country Should Be Engraved in Youth

———

Gao Yi,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Made a Speech to the Students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Ma Guoqing, Teacher of Our School Was Awarded

“

The

Most Outstanding Teacher

”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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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6

日至

9

月

5

日，我校初、高中部先后举行初一、高一新生军事训练活动。

在开营仪式上，高毅校长作军训动员讲话。 他首先欢迎新生加入侨中大家庭，并向

新同学简单介绍了学校

66

年的发展史，杰出的校友，以及今年中高考辉煌的成绩。 高校

长对参加此次军训的同学们提出四项要求：第一，端正思想，锤炼钢铁意志；第二，刻苦

训练，学习军人作风；第三，敬畏生命，塑造健康体魄；第四，凝聚力量，争当强国少年。 最

后，他希望同学们能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侨中紧张而有序的学习生活节奏。

在军训活动中，同学们除了日常队列训练外，还接受了国防安全教育、校史教育、适

应性发展教育，参与了内务整理学习、紧急疏散演练等活动，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又充实

的军训。 经过训练，新生们锻炼了体格，磨砺了意志，锤炼了作风，增长了知识，也融入了

集体，收获了友谊，更是将侨中人“自强不息，敢争第一”的精神润进了灵魂，亲手为自己

中学生活绘制了美好的开篇。

相信军训必将成为同学们三年侨中生活中难忘的经历，必将让同学们受益终生。

我校开展 2020年新生军训

一

高一军训掠影

二

初一军训掠影

何嘉莹副校长为军训获奖集体颁奖

疏散演练

校史教育 模拟法庭

校史教育 迎新晚会

疏散演练 消防技能培训

高毅校长作军训动员讲话

The Military Training for the Freshmen of 2020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in Our School

高毅校长出席军训动员大会

郑玉良副校长代表我校向武警中山支队赠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