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2日下午袁我校初尧高中部先后召开全体教职员党风廉政教
育大会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校领导尧初高中部全体行政尧教职员
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校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尧副校长郑玉良首先通报了我校
2019年党员违纪处理情况袁并结合身边人尧身边事袁警示教育全体党
员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立德树人袁担当作为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袁进一步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遥

高毅向全体教职员通报了市委第七巡察组向校党委反馈的巡察
意见袁如野班子建设乏力袁理论学习浮于表面袁耶老好人爷思想依然存在袁
耶重教学尧轻党建爷问题突出袁个别党支部凝聚力尧组织力较弱袁发展党
员工作滞后袁选人用人不够科学规范噎噎冶等袁并代表校党委表态袁将
以此次巡察整改作为学校发展的新起点袁提高政治站位袁强化政治担
当袁明确责任主体袁坚决立行立改袁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袁提升整改
实效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袁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量袁发挥党支部应有的
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曰 全面梳理和进一步完善我校党
建尧财务尧基建尧招聘等各项工作制度袁进一步管控好重点敏感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点袁努力构建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和作风
建设长效机制袁推动学校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近日袁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发布了
叶关于表彰 2019-2020年度广东省优秀
共青团员尧优秀共青团干部尧十佳团县
委书记尧五四团委渊标兵冤和五四红旗团
支部渊标兵冤的决定曳袁我校总务处副主
任兼团委书记杨健获评 2019-2020年
度 野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冶袁 可喜可
贺浴
据了解袁2019年以来袁全省各级团

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尧对广东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尧落实省
委和团中央工作部署袁紧扣团的根本任
务尧政治责任和工作主线袁坚持高举伟
大旗帜尧聚焦主责主业尧深化改革攻坚尧

全面从严治团袁 扎实突进团的重点工
作袁广东省共青团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新
突破遥

为表彰先进尧树立典型袁共青团广
东省委员会决定授予一批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袁 其中我校杨健同志被授予
2019-2020年度野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
部冶称号遥

希望杨健同志再接再厉袁 锐意进
取袁用自身的成长经历尧精神追求尧模范
行动为我校青年师生做好表率遥希望全
校青年师生以杨健同志为榜样袁立足本
职袁踏实工作袁刻苦学习袁不断进取袁不
忘初心跟党走袁青春建功新时代袁为广
东奋力实现野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冶尧当好
野两个重要窗口冶贡献青春力量遥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
趣袁拓展视野袁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素养袁
我校高一和高二年级选派选手参加了
2019年 12月举行的 野第十五届 IEEA英
语能力大赛冶袁取得优异成绩袁共有 164名

同学获奖袁其中 58名同学获得一等奖袁49
名同学获得二等奖袁57 名同学获得三等
奖遥 有 24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遥
我校一直非常重视英语教学研究袁把

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和教研水平以及学生

的英语学习能力的提高作为我校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袁在大力开展英语教
学和课改研究的同时袁紧扣英语课堂教学
这个关键环节袁注重创设学生课余的英语
学习与运用环境袁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

系统化尧一体化袁教学相长遥 学校开设的
英语角尧英语辩论队尧模拟联合国大会尧
英语演讲比赛尧英语手抄报大赛尧英语剧
表演以及英语读写能力比赛等一些列活
动袁寓教于学袁寓学于乐袁让同学们在学
中玩袁在玩中学袁把语言知识在实际的情
景中加以运用要要要acquir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practice遥同时袁我校还先
后邀请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袁 全国著
名英语教学名师周万立和我省著名英语
教师李伯榆等英语教育教学名家来校讲
学袁开阔了侨中师生的视野袁提升了侨中
师生英语教学的品位遥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同学们和指导老
师的共同努力袁也是我校长期以来重视英
语教学袁 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成果遥
在此袁向获奖师生表示祝贺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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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热烈祝贺
我校团委书记杨健获评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绎1月 11日讯袁 在中山市第七届青年美术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袁我
校黄绮丽尧李鹏飞两位老师双双荣获一等奖遥
绎1月 13日袁我校初中部举行欢送李玉红等七位老师光荣退休仪式遥
绎1月 23日袁高毅校长春节前率队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遥
绎5月 30日袁由我校刘勇老师主持研究的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校园足球

专项课题叶基于核心素养下校园足球野2+2冶课内外联动机制的行动研究曳经
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邓星华博士等八位专家评议袁顺
利结题遥
绎6月 3日讯袁市教体局公布了 2019要2020学年度中山市优秀学生干

部评选结果袁我校学生王润佳渊高一 9班冤尧林思思渊高二 10班冤尧邓嘉淇渊高
二 10班冤尧龙春荣渊高三 1班冤尧郑玥玥渊初一 11班冤尧阮晓晴渊初二 1 班冤尧赖
映峰渊初三 13班 冤七人被评为中山市优秀学生干部遥
绎6月 8日讯袁在中山市第十一届教育科研成果奖评选活动中袁我校陈

春涛尧朱爱东尧张环三位老师主持的课题荣获二等奖袁陈秋灵尧朱茂两位老师
主持的课题荣获三等奖袁王松涛尧陈观鸿两位老师的小课题项目荣获一等
奖袁牛丹老师的一个小课题项目荣获二等奖遥

The Province-level Project of the Party-Building of Our School Was Successfully Opened

5月 23日上午袁市教体局组织科科长吕
碧华尧 市直机关工委群团科科长何宝良尧市
委党校党建与统战理论教研室主任李文平
等三位领导专家莅临我校袁 对我校党委书
记尧校长高毅主持的广东省教育科学野十三
五冶规划党建研究项目叶中小学校党支部野三
会一课冶典型案例及作用研究要要要以中山市
华侨中学教职员党支部为例曳进行了开题评
议遥 我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课题组成员
参加了开题报告会遥 我校党委委员尧副校长
周红梅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吕碧华科长代表专家组首先宣读

了课题立项通知书遥高毅代表课题组做了开

题报告袁他从课题研究的背景尧主要内容尧目
标尧计划尧成果等方面向专家组进行了详细
阐述袁并分析指出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作为党
内政治生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制度袁有利
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尧严格党员管理尧加强
党员教育袁是提升党委和党支部组织力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袁 必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遥
该课题旨在通过研究中山市华侨中学教职
员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典型案例袁找出目前中
小学校在野三会一课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袁提
出野三会一课冶创新的方式方法袁切实增强党
员教育意识袁促进中小学校提升野三会一课冶
活力袁做到规范化尧常态化遥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报告袁认为该课题抓
住了重要学段尧重要时机袁有方法尧有效果尧
有作为噎噎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袁是加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措施袁 为中小学践行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提供了新思路袁一致同意该
课题通过开题评审遥专家们还就该课题今后
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尧 研究方向尧
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建议遥
高毅感谢各位专家精彩的点评袁并表示

要按照专家建议袁严格落实研究计划尧方案袁
注意积累过程性资料袁使过程更规范袁研究
成果更丰富袁以本次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学
校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6月 11日袁团市委书记张乔楚尧团市
委副书记李博等领导一行莅临我校袁调研
指导共青团工作袁 受到我校副校长郑玉
良尧总务处副主任兼团委书记杨健等领导
的欢迎遥
当日上午 10点袁 在我校团委干部的

陪同下袁 领导们一行首先参观了我校校
园袁重点考察了华侨文化创意中心尧校园
广播站尧野诚信小铺冶尧 团员活动室等团学
活动阵地袁并听取了有关团学活动开展情
况汇报遥 接下来袁 在会议 1室召开的座
谈会上袁郑玉良首先对张乔楚书记一行的
到来表示欢迎袁对团市委长期以来关心和
支持我校共青团工作表示衷心感谢袁并介
绍了我校办学基本情况袁 包括办学历程尧
校园文化尧 团学工作特色及社团工作袁重
点分享了我校校友会工作经验遥 杨健以

野华侨文化引领 构建两个耶格局爷冶为题袁从
构建野一心双环冶的团学组织格局曰构建
野凝聚青年尧服务大局尧当好桥梁尧从严治
团冶四维工作格局两方面分享了我校团委
工作经验以及主要措施院1尧三个抓手凝聚
青年曰2尧两个品牌服务大局曰3尧从严治团袁
落到实处曰4尧凝聚校友袁当好 野侨冶梁袁介绍
了学校共青团工作的工作思路尧工作方法
和工作成果遥

张乔楚等团市委领导对我校共青团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袁认为我校团委干部
工作热情高袁有能力尧会创新袁学校共青团
工作成绩突出袁并希望我校团委今后能进
一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袁充分发挥共青团
在组织引领青年尧凝聚青年尧服务青年的
作用袁为我市共青团工作做出更大贡献遥

我校省级党建课题顺利开题

团市委领导莅临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我校团委书记杨健获评
2019-2020年度“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吕碧华科长渊左冤向我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颁发课题立项通知书

团市委书记张乔楚渊左四冤等领导与我校领导尧团委干部合影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讲话我校总务处副主任兼团委书记杨健

高一高二学子参加
第十五届 IEEA英语能力大赛中喜获佳绩

高一年级获奖师生 高二年级获奖师生

我校召开全体教职员
党风廉政教育大会

Congratulations to Yang Jian袁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Our School袁 Who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野Excellent Youth League Cadre of

Guangdong Province冶 in 2019-2020

Leaders of the Municipal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Visited Our School for Investigation and Guidance

Our School Held an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ment for All Staff

Yang Jian袁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Our School袁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野Excellent Youth League Cadre of Guangdong Province冶in 2019-2020

Our Students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15th IEEA English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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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人们被笼罩在阴霾之
下袁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袁有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尧有创造
建设奇迹的野雷神山冶医院的工人袁以及其他千千万万在抗野疫冶一
线各行各业的人们袁他们以野壮士披甲赴荆楚袁不破疫情终不还冶的
豪情袁书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遥 我校师生以自己的书画作品
表达对抗疫英雄的敬意袁对伟大祖国的祝福遥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 2020年春节袁 我校
党委积极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袁 坚定信
心尧迅速行动袁组织党员教师挺身而出袁奋力
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广大党员教师冲锋
在前袁勇担使命袁在疫情防控中亮身份尧当先
锋尧作表率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袁从打扫课室尧美化环境袁到
搬运行李尧嘘寒问暖噎噎一桩桩袁一件件野小
事冶袁谱写了一曲感人的抗疫进行曲遥

一尧坚守岗位担使命
抗疫期间袁校党委班子接到疫情防控紧

急通知后袁立刻成立工作专班袁返回工作岗
位袁全面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袁全方位落
实野一级响应冶要求袁切实增强疫情防控责任
感和紧迫感袁以细之又细尧实之又实的作风

和态度袁周密细致地组织学校干部尧教师做
好疫情防控袁加大校园巡查力度袁做好人员
摸排尧卫生清扫尧消毒尧门卫安保等工作袁严
格落实值班尧疫情报告制度袁做好延迟开学
的各项防控工作预案和教育教学方案袁切实
阻断疫情向校园蔓延渠道遥广大党员教师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 积极投身抗疫工作袁
踊跃捐款袁助力抗疫袁不信谣尧不传谣尧不传
播非官方的未经证实的疫情信息袁争做传播
防疫知识尧破谣维稳宣讲的推动者袁为全社
会共抗疫情贡献我校党员的智慧和力量遥
二尧教书育人践初心
在线上教学期间袁全校党员教师积极开

展研学备课袁创新教学方式袁以班级串联学
科组袁利用野互联网+冶平台袁开展野空中课

堂冶袁通过微信群尧钉钉群尧QQ群等在线答
疑尧沟通家长袁积极指导全校学生进行在线
学习袁合理安排作息袁帮助学生们在延长的
假期里野离校不离教育尧放假不停课冶袁做到
文化学习尧身体锻炼两不误袁完美诠释教书
育人的师者风范遥
三尧服务育人暖人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学校开学时间推

迟袁为了满足广大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学
习需求袁学校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将教学用
书安全送到学生手中袁广大党员教师积极参
加野送书上门冶活动袁纷纷投入到分书包装的
工作当中遥 拆除包装尧分类摆放尧整理打包尧
消毒搬运噎噎在一次次分拣中尧在一次次穿
梭中尧在一次次搬运中袁我们看到了我校党

员教师的担当遥 4月 26日至 27日袁初三高
三学生返校复学前后袁初三高三的党员教师
们又一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积极打扫校园
环境袁主动帮助学生搬运行李遥 大家头顶烈
日袁汗流浃背袁热诚为学生服务袁充分体现了
侨中人爱生如子尧乐于助人的崇高精神和教
书育人尧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遥

高三尧初三学生返校复学后袁为了做好
防疫工作袁学校实行错时尧错峰尧分批就餐
制袁 广大党员教师积极每天轮流在饭堂值
班袁义务维持就餐秩序袁再次诠释我校党员
的使命与担当遥

抗疫以来袁我校校医全员上阵袁齐心协
力袁为抗疫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一尧及早线上办公袁全面开展抗疫工作遥
早在疫情之初袁 校医们便开始线上办

公袁每天召开线上会议袁出谋划策袁研究防
疫工作曰 进行全校人员摸底尧 数据统计分
析袁联系追踪各类教职员工及学生情况袁精
准掌握重点人员分布及健康状况曰 作为校
园疫情防控的枢纽袁 校医们整合各部门的

资源袁 配合学校顺利完成第一批返校验收
工作遥 与此同时袁校医们严格做好校园饮用
水尧食品安全工作袁亲自洗消饮水系统袁监
督食堂供应链袁 为学生返校后饮食安全提
供保障遥
二尧普及抗疫知识袁提高师生抗疫能力遥
为了普及抗疫知识袁提高全校师生的抗

疫能力袁 校医们积极参与学校各种线上线
下视频培训会议曰制作微课叶疫情防控科谱

指南曳尧防疫指引推文袁并通过多媒体发送给
学生尧家长及全体教职员曰多次开展针对教
师尧饭堂员工尧清洁员工尧保安等不同部门教
职员的培训遥 参与教体局拍摄叶共同防疫袁
校医齐出招曳系列校园防控宣传片曰在师生
返校的第一课上袁开展复学公共卫生指南解
读遥
三尧指导复学演练袁做好师生健康监测遥
学生返校前袁校医们制作了学校新冠疫

情应急处置预案微视频曰参与拟定复学返校
演练方案袁并指导实景演练曰师生返校后袁校
医对全校师生的身体状况进行监测袁实行晨
午晚三检工作制度袁动态监测因病缺勤师生
的身体状况袁及时上报袁对个案进行分析调
研袁特别是对返校当天未能达到返校标准的
学生实行个案追踪袁 与辖区内的疾控部门尧
定点医院形成联防机制遥

冲锋在前 勇担使命
要要要我校党员教师谱写感人抗疫进行曲

奋力抗疫 我校校医大显身手

穿越阴霾
春暖花开

要要要我校师生抗疫书画选登

教师作品

学生作品

书法叶中华颂曳胡万鸣

水彩画叶白衣天使曳
闪建伟

电脑绘画 叶最美的脸曳
黄绮丽

油画叶大家一起加油曳
罗涛

素描叶中国医生曳
高一渊20冤班 朱德豪

彩铅叶防护后的你曳
高二渊1冤班 胡礼恩

电脑绘图叶赶走新冠曳 高一渊25冤班 袁玮琳

钢笔淡彩叶复工复产曳
高二渊6冤班 梁健镔

书法叶抗疫.中华定盛曳
高三渊2冤班 林鹭

Charge Ahead and Remain True to the Mission
要要要Teachers of Our School Wrote Touching Anti - Epidemic March

Struggling to Fight the Epidemic, the School Doctors of Our School Showed Their Skill and Courage

Against the Haze袁 Spring Flowers Blossom
要要要the Selected Paintings Show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Our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