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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特级教师

徐艳波

徐艳波，高中语文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
师，南粤优秀教师，中山市学科带头人，中山市
骨干教师，中山市优秀班主任。担任过25年班主
任，12年高三班主任，17年特尖班班主任， 培养
出高考语文市状元和多位考入北大清华的学
子。2020年9月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 《回归与突
破——
——
—新教材 新理念》。2020年4月赴新疆伽
师四中支教，认真指导伽师四中青年教师成长，
组建4个校级名师工作室，组织课题申报，举办
专题讲座，先后获得“喀什地区优秀支教教师”
“广东省前指援疆优秀教师”“广东省驻伽师支
教团优秀宣传员”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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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山市华侨中学优秀党员风采展
Enhance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Strive to Be the Pioneer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xcellent Party Members of Our School

中山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山市教育工委先进党支部

中山市教育工委优秀党员

中山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山市优秀班主任

胡敏

胡敏，中共党员，高中语文一级教师。担任
侨生班班主任11年，以培养港澳台侨学生的家
国情怀为育人目标。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各项
活动使港澳台及外籍学生进一步理解、认同和
拥护我们的国家政治制度，学习和传承我们的
优秀传统文化。 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素质、道
德品质、法治意识和行为习惯，全力建设优秀
班集体。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文明风纪班”；
2019年所带高三29班被评为校特色班集体。截
至2020年，所带班级共有10名学生考入清华大
学和北京大学，每一届侨生班的重点本科录取
率均在99%以上。本人多次获得“中山市优秀教
师”等荣誉称号。

彭海泉

第三党支部

第八党支部

陈建春

林晓阳

黄智虹

金沂

张春英

2013年起，彭海泉同志先后担任我校第五党支
部书记、校党委委员、校纪委书记、党办主任。任职
期间，他积极推动“双培养”工作，把优秀青年教
师、学科带头人、思政课教师培养入党；推动党建
活动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开展“党建+志愿者服务”
工作，组织党员为贫困户进行“微心愿”捐款；协助
校党委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身边群众办实事”、“七个一
百”、“党旗飘飘”等系列活动；组织参加市教育工
委党史学习教育暨学习强国定向越野挑战赛并获
团体第五名， 带队参加市党史知识竞赛并获优秀
奖。将纪检监督与师德师风建设紧密结合，落实师
德师风监管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廉政谈话，召开纪
检专题会议， 积极开展纪律教育月和正风肃纪反
腐工作，全程监督招生、人事、财务、基建和饭堂管
理等重点领域。压实整改责任，做好巡察整改“回
头看”各项工作，推动从严治党层层落实。

中共中山市华侨中学第三党支部——
—书记朱志
锋，组织委员陈嘉瑜，宣传委员兼纪检委员张慧。该支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支部工作条例、“第一议题”制度，严格执
行“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积极参与，活动形式多样，记
录完整清晰。高质量开展主题党会、主题党日活动及组
织生活会，突出政治学习和党性锻炼。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各学科党员教师
密切联系任教班级的老师、学生，切实帮助师生解决实
际困难，尤其做好学生的培优补弱工作。曾荣获2019年
度中山市华侨中学“先进党支部”、2020年度中山市教
体系统“五好”模范党支部等称号，党支部书记朱志锋
所授主题党课获评2020年中山市教育工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党课大赛三等奖。

中共中山市华侨中学第八党支部——
—书记杨健，
组织委员温杏玲，宣传委员兼纪检委员张封。该支部积
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联合学校饭堂为
高三学生发放“暖心糕点”，助力高三学子冲刺高考。新
冠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特色党建活动，支部全体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如：党员校医统计防疫数据、开展日常防疫
监测、组织防疫演练、进行防疫知识培训；总务处党员
分发、搬运防疫物资、组织校园卫生消杀；其他部门党
员提前返校做好每日健康数据汇总工作等。 该支部党
员所在的校医室获评中山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李荔同
志被评为中山最美抗疫校医， 其先进事迹被中山市教
体局公众号宣传报道。

2016年3月起， 陈建春同志先后担任我校第三
党支部纪检委员兼宣传委员、校纪委委员、第二党
支部书记、教务处副主任兼高三年级主任。任职期
间，始终坚持以党建工作为首责主业。抓实学习教
育， 督促全体党员同志利用学习强国APP认真学习
党的理论知识，提升党性修养。抓实能力培养，积极
参与市教育工委组织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活动；
结合学校的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重点、 难点，引
领全体党员干部聚焦中心发力，先后策划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思维导图比赛、“党史上的今天”课前
三分钟演讲，把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充分发挥
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响应学校“百师访百
家”家访活动，先后参与高二(14)班等班级的家访活
动，在学党史办实事工作中，践行育人初心。

林晓阳同志为我校党委办公室党务专干，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通过理论学习，不断提高
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积极参加市教育工委、校党
委组织的党务工作培训，2018年参加中山市中小学
校党组织书记网络培训示范班的学习。担任学校党
务专干以来， 扎扎实实完成校党委安排的任务，认
真做好党员日常管理、党费收交、支部规划建设等
工作。认真配合校党委做好各级各类党建检查的迎
检工作，参与了学校党委创建“四化”先进党组织的
材料准备工作、 市委第六轮巡察的材料准备工作、
省级党建课题《中小学党支部“三会一课”典型案例
及作用研究》的资料整理工作等。积极协助校党委
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身边群众办实事”等工作。曾获2019年
度校优秀共产党员。

黄智虹同志认真学习近平新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艰苦朴素、求真
务实，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时刻不忘提
高党性修养，始终牢记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在工作和学习中，以严格的纪律要
求自己，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
更新自我，完善自我。以高尚的师德师
风锤炼自己，爱校爱教，爱岗爱生。踏踏
实实工作，力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
平凡的成绩。曾带领校管弦乐团参加市
委宣传部以及中山电视台组织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快闪活动，其
视频分别在学习强国和央视播出。

金沂同志始终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担当、
任劳任怨、踏实苦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共
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和优良作风，坚持党性修养与业务钻
研相结合，工作上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学校布置的工作
任务坚决服从，兢兢业业。曾获吴桂显奖，多次获得市优
秀教师、市优秀班主任、校“优秀班主任特别贡献奖”、校
“优秀班主任突出贡献奖”等荣誉；所带班级荣获“中山
市直属学校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所带班级团支部被
认定为年度中山市直属学校“我身边的榜样集体”；独立
开设“中学生领导力培养”选修课程，指导的中学生领导
力社团在历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中，累计获得团体
特等奖三次，共有五个公益项目获得全国特等奖，多次
获得中国教育学会中学生领导力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称号。

张春英同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安心三尺
讲台，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不忘入
党初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勇于担
当， 求真务实。 积极利用学习强国
APP 等 党 建 平 台 加 强 党 的 理 论 学
习，2020年9月当选为第一党支部组
织委员，认真履行组织委员职责，做
好“三会一课”会议记录，组织好主
题党日活动等。 所带2017届高三(9)
班被评为中山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连续两年获得校“
优秀班主任突出
贡献奖”，多次被评为“中山市优秀
教师”。

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

校级先进党支部
校级优秀党员
第一党支部：周红梅、王勇、张春英、李晓昆、黄建瑜、杨敏琪、杨雪、任晓玉、
陈曼丽、周光荣
第二党支部：汤杰、曹彦波、黄孝研、杨德洲、陈丽阳、汪祖贵、陈建春
第三党支部：朱志锋、刘敏华、陈嘉瑜、文如付、朱爱东、李勇、望开俊、徐秋慧
第四党支部：黄智虹、陈缙云、徐璇、张巍、宋红英、黄荣瑜、刘全东、钟苑清、
郭燕华
第五党支部：于利新、何利君、陈春涛、彭海泉、黄卓棠、王永林、刘玉芳、吴潘吉
第六党支部：吴成应、周德刚、何嘉莹、陈文华、蒋莉娜、魏敏崧、谷海飞、林
绵、钟海春、梁国盛

教 育 理 念 ：宽 严 有 度 ，张 弛 有 度 ，凝 心 聚
魄，成人成才。

陈建春，中共党员，高中历史高级教师，现
任我校第二党支部书记，
教务处副主任兼高三
︱
︱ 年级主任。自参加工作以来，从事班主任或年级
管理工作14年，教学业绩和科研能力突出。曾获
得的荣誉和奖项有：全国历史优质课一等奖、广
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中山
市优秀教师、中山市教学质量评价先进教师、中
山市学科带头人、 中山市事业单位紧缺适用高
层次人才、中山市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xcellent Teachers of Our School
Instruct Others and Serve as Example to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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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党性 争做先锋

三尺讲台，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万栋梁，
在过去的一个学年中， 全体侨中教职员工深入
学 习 党 史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辛 勤 耕 耘 ，创 造 了 一
个又一个辉煌。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我校教育
事业持续稳步提升， 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大
批优秀教师。他们坚持正确方向，争做“四有”好
老师，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他们坚
持改革创新，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
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积极探索新时代教
育规律和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了师德表率、
育人模范、专业引领的作用。让我们为您介绍侨
中部分优秀教师楷模，一展侨中教师风采。

教育理念：爱是教育的前提。

南粤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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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爱文

刘蓉

第五党支部纪检委员兼宣传委员

徐佳

赵俊超

第十二党支部纪检委员兼宣传委员 原第十一党支部纪检委员兼宣传委员

第九党支部、第十一党支部

第十党支部书记

第七党支部：郑冠源、罗勰平、左梅芳、朱思施、赵丽娟、谭活棠、赖少金、杨中
伟、刘晓芳、朱炳伟、刘洁萍、汪雅子、廖慧明、曾麟基、黄国乐
第八党支部：杨健、朱强、王浩华、林子孚、郭德胜、范秋良、凌杰能、温杏玲、
赵双鑫、蔡春容、钟争军、臧勉
第九党支部：郑玉良、周彬、曾玉桂、景千瑞、李瑞环、刘婷、郭家丽
第十党支部：杨树春、何定彦、周蓓、古启蒙、岳鹏、邓洁、陈观鸿、曹琼瑶、梁燕
第十一党支部：高毅、方久平、朱茂、檀朝亮、龚瀚慧、李传、李杨、叶萌
第十二党支部：谭子虎、金沂、黄爱华、刘一、饶小燕

第四党支部

教育理念：教育是心与心的沟通，以 学 生 为
本，以育人为先，教人求知求善求真。
王萍

中山市师德标兵

中山市优秀教师

王萍，初中历史一级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
“
人文关怀、
14年。在爱与担当的教育初心下，以
志气心怀、家国情怀”为教育理念。多次获评学
校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中山市教学质量评价
先进教师等。 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校特色班集
体。现任初二(1)班班主任，该班获评2020-2021
学年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中队。
教育理念：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培养学
生的博大胸怀，筑牢学生的家国情怀。

梁晓琴

马国庆

魏敏崧

朱茂

林焕星

黄永

陈刚

陈嘉瑜

陈丽阳

丁福楷

朱志锋

朱志锋， 中共党员， 高中政治高级教师，
2004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班主任、科组长、
团委副书记、年级副主任、德育处副主任、教务
处副主任、 年级主任， 现任我校第三党支部书
记、教务处主任。爱岗敬业，勇挑重担，成绩突
出，先后获得市青年岗位能手、市优秀教师、市
教学质量评价先进教师、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 担任支部书记的第三党支部先后被评为
市教体系统“五好”模范党支部、市教育工委先
进基层党支部。
教育理念：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中山市优秀德育干部

甘成昀

郜荣艳

葛秀平

何定彦

胡艳

黄爱华

黄孝研

黄燕蒗

解超越

李慧敏

李玲

李梅

梁国盛

林飞明

林杰

刘芳华

刘桧

马偲

孟飞

欧建霞

秦显平

孙全刚

万中平

叶萌

徐佳

徐艳波

杨小江

杨勇

杨月娥

于利新

袁伟

张式相

张国强

张伟

赵阿璞

赵俊超

赵善兰

赵顺华

赵亚萍

郑支胜

周彬

周娟

周芸

殷红艳

邹智燕

吴丹

吴丹，200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在侨中
担任班主任工作7年，工作兢兢业业，爱护学生，
关心学生。曾获得中山市优秀教师、中山市教学
质量评价先进教师、校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校优秀班主任等荣誉。
教 学 理 念 ：共 同 成 长 ，健 全 人 格 ，培 养 学 生
具备成长型思维。

于洋
景千瑞

景千瑞，中共党员，高中物理一级教师，教
育硕士，担任初高中物理教学工作13年，班主任
工作6年，年级德育主任工作7年、现任学校德育
处副主任。 多次担任初三和高三毕业班教学和
年级管理工作，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曾获得高考
突出贡献奖，多次获得中山市优秀教师、中山市
教学质量评价先进教师、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
教育理念： 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担当教书
育人使命。

于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高中英语
一级教师，在侨中任教12年，担任5届毕业班英
语教学工作，担任班主任工作8年，现任侨中第
五届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中山市“三名”工
作室成员，在中山市论文评比、德育和教学比赛
中多次获奖，曾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市优秀
班主任、市优秀党员、中山市教学质量评价先进
教师、校最受欢迎教师等。所带班级曾被评为校
特色班集体，多次获得文明风纪班等荣誉。
教学理念：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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