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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热烈祝贺
我校刘勇老师获评广东省正高级教师

绎1月 8日讯袁在 2020年中山市野乒协杯冶少年儿童乒乓球公开赛中袁我
校乒乓球队姜和坤同学获勇夺男子单打 12岁组冠军遥
绎1月 18日讯袁 我校马国庆老师荣获第四届中山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称号遥
绎1月 18日讯袁在 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青年志愿者协会及优秀青年志

愿者评选中袁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荣获野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青年志愿者协
会冶称号袁两名学生荣获野中山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者冶称号袁4名学生荣
获野中山市优秀志愿者冶称号遥

绎1月 18日讯袁在 2020年中山市创新作文比赛中袁我校学子 3人荣获
市一等奖曰2人获市二等奖袁另有 7人获市三等奖遥
绎1月 21日讯袁在第九届渊冬季冤全国中小学生语文素养大赛中袁我校高

二年级 41名学子分别获得广东赛区高中组一尧二尧三等奖袁其中袁一等奖 7
人袁二等奖 12人袁三等奖 22人遥
绎2月 26日讯袁在中山市 2020年度精品课程建设评比中袁我校教师共

荣获一等奖 6项袁二等奖 10项袁三等奖 12项遥
绎3月 12日讯袁在 2020年度中山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论文评选活动

中袁我校教师共荣获一等奖 3个袁三等奖 4个袁其中陈晓新尧李天凤尧郭芳尧张
环等四位老师的三篇论文荣获一等奖遥
绎4月 16日讯袁在中山市高中语文首届作文教学设计竞赛中袁我校教师

荣获一等奖 1个袁二等奖 3个袁三等奖 3项袁其中万增花老师荣获得一等奖遥
绎4月 19日讯袁 在 2020-2021学年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原创试题评比

活动中袁我校刘全东老师荣获一等奖遥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Liu Yong, Teacher of Our School,
Who Has Acquired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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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学党史迎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动员部署大会
A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to Study the Party爷s History and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袁动员和部署我校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袁引导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尧学史
增信尧 学史崇德尧 学史力行袁3月 19
日下午袁我校初高中部先后召开学党
史迎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动员部
署大会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校
党委成员尧全体教师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高毅校长作动员讲话袁强

调了开展学党史活动的重要性袁野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袁是党中央立
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袁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袁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

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遥 冶他结合
学校实际袁就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袁提出三点意见院要提高政治站
位袁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曰要明确目标任务袁高质量高
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曰要严格落实
学习安排袁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
务圆满完成遥

高校长向全体教师详细解读了
叶中山市华侨中学党委 2021 年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方案曳叶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要要要中山市华侨中学党
委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方
案曳袁介绍了我校党史学习教育安排遥

本年度学习教育分两个阶段进行院第
一阶段袁从 3月动员大会开始到野七
一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袁 这一阶段以全面学习党史为重
点袁深入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史袁深化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特别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解曰第二阶段袁从庆祝大会到总
结大会袁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袁不断深化对党的历
史的系统把握袁明确继承传统袁立足
当前袁开创未来的实践要求遥 为庆祝
建党 100周年袁从 3月至 12月袁我校
还将陆续开展 50余项形式多样尧精

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袁如院党史教育国
旗下讲话袁优秀主题征文及党史知识
竞赛袁野学党史尧感党恩尧跟党走冶艺术
展演活动袁诗歌朗诵袁参观党史馆尧革
命纪念馆袁野七窑一冶 庆祝建党 100周
年大会袁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党员志愿
活动等遥
最后袁 高校长号召全校师生袁扎

实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袁洗涤心灵之
城袁激发奋进之力袁真正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发展成就袁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浴

高毅校长讲话

为推动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再上新台
阶袁为建设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
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尧纪律保证和作风保
证袁3月 26日上午袁 我校召开 2021年上
半年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袁 校党委书

记尧校长高毅及其他校党委成员尧全体行
政尧工会正副主席尧支部书记尧团委正副书
记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高毅书记首先总结了 2020年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主要工作遥 他指出袁

2020年袁在市委尧市教育工委的正确领导
下袁我校党委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认真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袁 加强全面从严治
党袁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袁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坚强
的政治和纪律保证遥 在谈及 2021年工作
计划时袁高毅同志强调袁我校要继续认真
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关于党风廉政建设
的部署和要求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袁优化队伍建设袁打造
廉洁高效干部队伍曰抓紧抓实对全体教职
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尧党纪党规教育尧师德
师风教育和廉洁自律教育袁把党风廉政建
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遥 讲话最后袁高毅同
志号召广大教师要以德立身尧 以德立学尧
以德施教尧以德育德袁争做野四有冶好教师遥
会上袁校党委委员尧纪委书记尧党办主

任彭海泉对 2020 年学校纪检工作作总

结袁 并对 2021学年度学校纪检工作做了
具体安排院要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袁推动从严治党纵深发展曰要始终坚持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袁健全拒腐防变长效
机制曰 要始终坚持把自身建设落到实处袁
提升纪检队伍综合素质曰要始终坚持把监
督职责抓在手上袁 打造风清气正校园生
态曰 要始终坚持把作风建设进行到底袁持
续巩固纪检监督成果遥

会议要求学校全体党员干部要胸怀
野两个大局冶袁 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
针袁坚定政治方向袁保持政治定力袁做到态
度不能变尧决心不能减尧尺度不能松袁以永
不懈怠的思想境界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袁披荆斩棘袁奋发有为袁共同书写我校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袁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遥

会议最后袁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叶正
风反腐就在身边曳第一集叶政治监督曳遥

我校举行 2021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讲话精神袁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提升我校思政课教学水平袁4月 14日上午袁我校高尧
初中部先后召开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会议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袁校党委委员尧副校长杨树春尧何嘉莹尧周红梅袁校党委
委员尧校纪委书记尧党办主任彭海泉袁教务处主任朱志锋袁校纪委副书记尧党
办副主任李勇等领导以及思政课全体教师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高毅校长首先向全体与会老师传达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尧教育部关

于印发叶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曳的通知精神尧中共
中山市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叶2021年中山市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工作要点曳的通知精神遥 接着袁高校长带领与会老师认真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袁围绕野为什么要讲好思政课冶野思政课讲
什么冶野思政课怎么讲冶三方面内容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
研讨学习遥 他强调袁讲好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遥 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尧民族的希望袁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袁引
导他们走正路遥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袁思政课作用不
可替代袁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遥 讲好思政课是为党育人尧为国育才的需
要遥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袁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尧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袁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尧培养好袁从学校抓起尧从娃娃抓起遥 在
大中小学循序渐进尧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遥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史学习教育要融
入思政课尧思政课要守好意识形态野责任田冶的重要性遥高校长提出本学期学
校将开展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野七个一冶工作袁其中组织一次全校思政课教
师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袁 开展一次全校思政课教师同上
野学习百年党史袁传承红色基因冶公开课活动遥
会议期间袁彭海泉主任向与会人员传达上级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精神袁号

召全体思政课教师自觉提高政治站位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尧思想自觉尧行动
自觉袁用心讲好每一堂思政课袁为党育人尧为国育才遥

学史明理 把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思政课堂

要要要我校召开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工作会议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4月 28日下午袁 我校召开校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渊扩大冤会议暨党史宣
讲专题报告会袁邀请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成员邱会生副教授到我校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校

党委委员袁各支部书记尧全体党员及其他
所有教师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高毅书记作讲话袁他指出袁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袁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袁 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袁深刻阐述了党史学习教育
为什么尧学什么尧要达到什么目的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袁向全党发出了学党史尧悟思
想尧办实事尧开新局的动员令袁为我们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尧提供了
根本遵循遥 学习党的历史袁不仅要回望过
去尧总结经验教训袁更要着眼未来尧坚定前
进的脚步遥 为此学校制定了叶中山市华侨
中学党委 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方
案曳袁 现已成功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袁
如院野党旗飘飘冶 主题班会课尧野学党史 知
党情 强信念 跟党走冶思政课尧华侨文化
大讲堂尧野听老党员讲过去的故事冶等遥 今
天袁学校邀请中山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成员邱会生副教授到学校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袁希望同志们珍惜这次宝贵的机
会袁认真听讲袁通过本次讲座能够有所思尧
有所悟遥

接下来袁邱会生副教授以叶从红船初

心到民族复兴要要要中共百年辉煌历程曳为
题袁结合大量史实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的
背景及要求尧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尧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三个方面袁向全体
老师作了党史学习教育宣讲遥宣讲内容主
题鲜明尧思路清晰尧内容丰富尧生动精彩袁
既有政治高度袁又有理论深度遥

与会教师认真听讲袁深受启发袁充分
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袁深刻理
解了党史学习教育内容袁进一步了解了如
何结合本岗位工作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袁
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尧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尧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信心遥
会议最后袁针对校党委接下来的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袁高毅书记对与会人员
提出三点要求院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袁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遥 二是要进一步把握学习目标袁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心入脑遥三是要进一
步坚持学以致用袁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
扎实成效遥

学史增信，坚定信仰担使命
要要要我校召开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渊扩大冤会议暨党史宣讲专题报告会

会议现场

野上个学期袁我们支部主要围绕以下
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院抓责任担当袁促党建
工作落实曰抓学习教育袁促思想境界提升曰
抓能力培养袁促教育教学优化发展噎噎冶

野上个学期袁本支部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院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不够紧曰党建创

新方式方法不多噎噎冶
野本学期袁本支部主要整改的方向有院

进一步在责任落实上下功夫曰进一步在党
建活动上谋丰富噎噎冶
这是 2月 20日上午袁 中共中山市华

侨中学委员会召开的 2020年度党支部书

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会议的现场袁
各支部书记围绕上学期支部党建工作袁从
工作开展情况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的方向
三方面作述职汇报袁我校党委书记尧校长
高毅袁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袁中层行政袁各
党支部书记袁支部委员袁工会正副主席袁女
工主任袁团委正副书记袁年级正副主任袁民
主党派代表参会遥 会议由校党委书记尧校
长高毅主持遥

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
核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遥 11
位支部书记从实际出发袁切实总结本支部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袁 深入检视存在的问
题袁对于今后的整改方向袁提出明确措施遥
根据各党支部书记述职情况袁参会人员对
现场述职的党支部书记开展书面打分评
议袁 高毅书记对述职情况进行了点评袁他
充分肯定了各支部上个学期的党建工作袁
希望各支部在新的一年袁能结合检视的问
题袁切实整改袁做到整改有思路袁整改有计
划袁整改有实效遥

随后袁 召开了新学期党建工作会议遥
高毅书记首先向大家通报了 2020年度中
共中山市华侨中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召开情况袁并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叶关
于加强全市学校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曳精
神遥接下来他对学校党委上学期工作进行
了总结袁 并部署了新学期的党建工作袁特
别强调要做好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
动遥

我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充分发挥学校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不
断完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袁全面提升党组
织建设水平袁 统筹推进学校各项工作袁就
市委第七巡察组反馈给我校的问题袁逐条
逐项真改实改袁取得阶段性成效袁并努力
把巡察整改成果转化为全校师生干事创
业尧争创佳绩的动力遥我们相信袁在高毅书
记带领下袁 广大党员万众一心加油干尧拼
搏进取勇向前袁将不断推动我校向更高质
量发展浴

我校召开 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考核现场会暨新学期党建工作会议

Staying True to Our Ideals and Convictions,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tudying the Party爷s History

要要要the School爷s Party Committee Theoretical Learning Meeting And the
Party爷s History Promotion Seminar Were Held in Our School

A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to Review and Evaluate Work Report by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on Party Building and Party Building Work in the New Term of 2020

A Meeting Was Held on Good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ance of the First Half of 2021in Our School

Staying True to Our Ideals and Convictions,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Party爷s Theories
要要要the School爷s Party Committee Theoretical Learning Meeting and the Party爷s History Promotion Seminar Were Held in Our School



用心陪伴，守护健康
要要要我校开展野我与校长共进午餐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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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 为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袁 保障全校师
生的食品安全袁加大对学校饭堂尧小卖
部的监管力度袁4月 12日上午袁我校党
委副书记尧 副校长林子孚袁 校党委委
员尧校纪委书记尧党办主任彭海泉袁校
纪委副书记尧党办副主任李勇袁校纪检
委员尧 德育处副主任景千瑞等领导深

入学校高中部饭堂尧小卖部袁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检查遥

林子孚副校长一行首先来到小卖
部袁检查了小卖部的在售商品种类尧商
品保质期等袁对小卖部商品摆放尧售卖
商品种类提出了建议遥

接下来袁领导们深入学校饭堂袁检
查饭堂后厨尧库房尧消毒间尧冷库尧留样

柜等袁重点检查了货源尧当天食材采购
明细表尧检测报告尧肉类是否符合安全
标准袁消毒餐具的存放是否合规袁粮尧
油尧调料的品牌尧生产日期曰食材肉类
新鲜程度袁后厨地面清洁程度袁食堂从
业人员健康证等遥

最后袁 林子孚副校长一行在学校
的快检室检查了每天食材样品的检验
台账袁 查看了食材样品记录是否符合
安全标准遥

当日中午袁 参加检查的校纪委同
志自费体验了 12元标准的学生餐袁进
一步掌握了学生伙食的质量尧口感尧营
养搭配情况以及饭堂工作人员的服务
水平遥
下午五点袁学校召开反馈意见会遥

校党委书记尧 校长高毅及部分校党委
成员尧 校纪委成员及饭堂相关负责同
志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彭海泉主任就当日
检查情况作了详细汇报袁 肯定了我校
饭堂饭菜品种比较丰富袁口感比较好袁
在饭堂窗口电子屏对饭菜进行了明码
标价袁食品溯源可查袁进货凭证齐全袁
从随机访问来看袁 学生对饭堂饭菜总
体评价比较高遥 接下来袁彭主任也指出
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尧完善的地方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要求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针对整改意见逐条落实袁并
强调食品安全无小事袁 师生健康是大
事袁一定要对饭堂监管常抓不懈袁齐心
协力把好食品质量关袁进一步打造野安
全尧健康尧优质冶的饭堂浴对此袁一方面制
定自查自纠清单袁确保无死角遥 另一方
面落实一二三四常态长效自查机制渊值
班行政每天上午 11院00对照自查清单
作 1次全面检查尧 做好记录并及时反
馈曰值班行政每天陪餐 2次曰值班行政
每天就餐时间必须巡查初高中 3个学
生饭堂曰 值班行政每天就饭菜口感尧种
类尧价格等至少随机访问 4名学生冤遥

4月 13日上午袁我校党委委员尧副
校长何嘉莹袁 校党委委员尧 校纪委书
记尧党办主任彭海泉袁校纪检委员尧女
工委主任黄荣瑜袁 总务处副主任任俊
岭等对我校初中部饭堂尧 小卖部进行
了全面检查遥 检查小组一致认为袁初中
部饭堂卫生状况良好袁食品溯源可查袁
饭菜品质口味较好袁 食堂从业人员健
康情况良好袁小卖部管理规范遥 同时袁
检查小组就饭堂及小卖部的一些细节
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意见遥

开展家访是家校协同育人的有效
途径袁对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尧提高家长
育人水平有着重大意义遥 为充分发挥
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袁 让广大党员
教师在学史力行中增强为群众办实事

的意识和能力袁 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
教师的责任和使命袁我校拟在 4月到 6
月举行野百师访百家冶大型家访活动袁
并于 4 月 19 日下午袁分别在初尧高中
部举行启动仪式遥 校党委委员尧德育处

主任徐璇袁 德育处副主任景千瑞分别
在初尧高中部主持遥
启动仪式上袁我校党委委员尧副校

长郑玉良作动员讲话遥 他指出党员教
师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 树立积极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意识袁 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袁 充分了解学生家庭
情况尧成长环境尧在家表现尧学习和生
活习惯等袁并提出了具体要求院一是提
高认识袁明确家访任务和要求袁工作中
要切实搭建起学校尧 家庭之间沟通的
桥梁袁增强家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曰二
是充分做好工作准备袁创新形式袁抓住
关键袁突出亮点袁注重实效袁实现全覆
盖家访尧全方位精准家访尧特殊群体重
点家访尧灵活多样开展家访的目标曰三
是科学组织实施袁严守规章制度袁突破
时间界限袁克服空间距离袁确保出行安
全遥 随后袁郑校长宣布中山市华侨中学
野百师访百家冶活动全面启动遥

校党委委员尧 副校长何嘉莹在初
中部向老师提出要求院访前细心准备袁
对被家访学生的大致情况要有基本了
解袁做到心中有数袁有备而往曰访中讲

究策略袁 根据家长的具体情况灵活调
整袁做到以情感人尧以理服人曰访后注
重效果袁 家访后期要对学生家长提出
的一些要求进行适时的反馈袁 关注学
生的点滴进步遥

初中部班主任吴楠代表全体家访
老师承诺院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曰遵守教
育纪律曰确保做好安全工作曰认真做好
总结记录遥
最后袁心理科组张环老师为参加培

训的全体班主任作主题为野随风入室袁
润心无声要要要关于班主任家访的谈话
技术培训冶 的讲座遥 张老师从沟通技
巧尧家访主要关注点等方面展开袁与会
教师表示受益匪浅遥

家访袁是促进家校联系袁践行家校
共育理念的有效途径与重要环节遥 希
望通过此次家访活动袁 教师能够全面
了解学生的家庭教育及在家庭生活中
的表现袁 并能借此机会把学校育人理
念及学生在校情况反馈给家长袁 从而
更有效地让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
融合袁形成教育合力袁营造良好育人环
境袁促进学生更好成长遥

为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袁 为群众办
实事袁保障全校师生的食品安全袁提高饭堂
服务水平袁4月 23日中午袁 我校高中部开
展野我与校长共进午餐冶活动遥 我校党委书
记尧校长高毅袁校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林子
孚袁校党委委员尧副校长郑玉良尧周红梅袁校
党委委员尧纪委书记尧党办主任彭海泉袁体
艺处主任周光荣袁总务处主任杨健袁教务处
副主任谭子虎袁德育处副主任景千瑞尧古启
蒙袁 团委书记岳鹏在学生餐厅与同学们共
同进餐遥
午餐期间袁 同学们各抒己见袁 畅所欲

言袁对我校饭堂食材新鲜程度尧膳食品质尧
饭菜价格尧营养搭配及口味尧饭堂服务水平

等给与了好评袁 同时也就进一步提高饭堂
服务水平提出了建议遥 校领导认真倾听各
位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袁 并对同学们提
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遥 高校长充分肯定
同学们高度关注学校饭堂管理尧 食品安全
工作的积极态度袁 并表示会及时妥善解决
同学们的学习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袁满足学
生成长成才的需求遥

民以食为天袁食以安为先遥 在守护师
生野舌尖上的安全冶的道路上袁我校一直以
来严格现场把关尧督促并举袁坚持陪餐制袁
保障食品安全零问题袁营养健康精管理袁提
高饭堂服务水平袁 助力学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浴

爱心三月学雷锋袁 志愿服务送温暖遥
我校初中部少工委联合初一年级袁组织一
批少先队志愿者在野3.5冶雷锋纪念日这天
前往桂园社区袁开展野弘扬雷锋精神 致敬
建党百年冶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遥
春雨绵绵袁志愿者们服务的热情丝毫

未减遥在党员教师尧热心家长的带领下袁志
愿者一行来到石岐区桂园社区遥师生为老
人们表演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袁节目形
式多样袁精彩纷呈遥从叶爱国之恋曳到叶中国
魂曳袁再到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袁从叶飞窑舞曳到
叶青花瓷曳袁再到叶奔跑曳袁歌声阵阵袁尽抒爱
国之情袁舞姿灵动袁尽显青春朝气遥师生们

全情投入地表演袁老人
们认真地观看袁每到精
彩处袁他们便纷纷拿起
手机记录下来袁现场不
时爆发出热烈掌声遥 节
目间隙袁志愿者们主动
与老人聊天话家常袁孩
子们真挚的关怀与问
候犹如朝阳袁让爷爷奶
奶们脸上始终洋溢着
快乐幸福的笑遥 欢声笑
语飘荡在社区的每个
角落袁为社区更添一份

别样的温馨与暖意遥
2021 年 3 月 5 日是第 58 个学雷锋

日袁野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冶是雷锋
一生不变的追求袁无数雷锋式的优秀党员
是我们学习的标杆遥 每年学雷锋活动月袁
我校都会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广泛开展主
题教育系列活动袁 引领青少年向先进看
齐遥 希望侨中学子能够凝聚青春力量袁以
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迎接建党百年袁不断
用实际行动发扬中华民族尊老尧 爱老尧孝
老的传统美德袁弘扬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袁 将雷锋精神代代传
承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袁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袁开展野学党史 跟党走
我为群众办实事冶青春建功行动袁发挥青
年学生在保护水资源行动中的生力军作
用袁我校团委于 2021年 3月 24日开展了
野青春守护碧水袁 攻坚 2021冶要要要中山市
华侨中学岐江河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遥
校团委书记岳鹏组织 30名入团积极分子
到岐江河边进行垃圾清理工作遥

在岳鹏书记的带领
下袁 志愿者们积极清理
散落在河道沿岸的废
纸尧塑料袋等垃圾遥他们
拿着扫把尧 环保袋尧夹
子袁 认真细致地清扫每
处地方袁 不放过任何卫
生死角遥清扫过程中袁志
愿者们始终洋溢着青春
笑脸袁不怕脏尧不怕苦尧
不怕累袁一丝不苟袁展示
了侨中学子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遥清扫后袁岐江

河边的街道显得更为干净整洁遥
此次河道垃圾清理活动袁唤起了青年

学子保护河道尧爱护环境的意识袁激发了
他们用实际行动实现 野让青山留得住尧绿
水留得住冶美好愿景的动力袁展现了侨中
青年志愿者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精神袁以及
他们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而
贡献青春力量的昂扬精神面貌遥

“学史力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

我校举行“百师访百家”家访活动启动仪式 弘扬雷锋精神
致敬建党百年

要要要我校初中部野3窑5雷锋日冶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圆满落幕

青春守护碧水
攻坚 2021

要要要中山市华侨中学开展岐江河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

守护师生健康 打造优质饭堂
要要要我校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郑玉良副校长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活动现场

就餐现场

活动现场

检查现场

为高标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
的动力袁深化师德师风建设袁办人民满意
的侨中袁3月 30日尧4月 13日袁我校高尧初
中部先后召开规范征订教材教辅资料会
议遥 我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袁校党委委

员尧副校长杨树春袁校党委委员尧副校长何
嘉莹尧周红梅袁校党委委员尧纪委书记尧党
办主任彭海泉以及初尧高中部全体科组长
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高毅校长阐释规范征订教材教

辅资料的意义袁并要求全体教师要严格执
行上级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袁严禁违规行
为发生袁各科组长要高度重视袁引导本科
组教师守好底线袁不碰红线袁严格遵守叶新
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曳遥

校纪委书记彭海泉从全面从严治党
角度袁回应广大师生家长的关切袁对学校
规范征订教材教辅资料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副校长杨树春尧周红梅袁分别从各自分管
岗位职责出发袁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遥 此
次会议是我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举措袁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校教师廉洁自律意
识袁做新时代野四有冶好教师遥

我校召开规范征订
教材教辅资料会议

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讲话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f 野Doing Practical Work for People through Learning Party爷s History冶

Our School Held the Beginning Ceremony of 野Hundreds of Teachers Visit Hundreds of Family冶

Accompanying Students and Guarding Their Health Attentively
要要要the Activity of 野Having Lunch with the Headmaster冶 in Our School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Comrade Lei Feng, Paying Tribute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要要要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y on March 5th Lei Feng Day Ended
Successfully in Our Junior High School

Guard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爷 Health, Building a Quality Canteen
要要要Our School Conducted Food Safety Check

Tackling Challenges in 2021: Youth, the Protectors of Clear Water
要要要Qijiang River Cleaning Volunteering Was Carried out in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A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to Standardize Subscriptions of Textbook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第三版 圆021年 5月 19日 星期三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伍嘉颖

一片丹心育桃李，万分赤诚映党旗
要要要2020年下半年部分获奖老师风采展

2020年袁团市委对首批野中山市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
校冶创建单位进行考核验收袁我校以考核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袁荣获首批野中山市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校冶称号遥

作为第二批广东省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校创建单
位袁 学校团委在深挖校内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袁 积极拓
展尧巩固校外志愿服务基地的建设袁深化志愿服务理念袁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遥

近日袁 中共中山市教育工委公布了 2020年度 野五
好冶模范党支部获奖名单袁我校第三党支部被评为市教
体系统野五好模范党支部冶遥
第三党支部目前有中共党员 24名袁 党支部书记朱

志锋袁宣传委员兼纪检委员张慧袁组织委员陈嘉瑜袁曾获
2019年度学校野先进党支部冶遥 在 2020年度党支部民主
评议中袁朱志锋尧刘敏华尧陈嘉瑜尧文如付尧朱爱东尧李勇尧
望开俊尧徐秋慧共八位同志被评为野校优秀党员冶遥 支部
书记朱志锋同志在 2020年中山市教育工委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党课大赛中袁荣获三等奖遥党支部是党组
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袁我校党委将继续促进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袁坚持对照野五好六有冶标准袁持续
推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袁使党建工作成果转化为教育教
学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遥

近日袁中山市妇女联合会发布表彰决定袁我校卫生保
健中心被授予 2020年中山市野巾帼文明岗冶称号遥
我校卫生保健中心成立于 1988年袁是全市学校中规

模最大尧 医护人员人数最多的校医室袁 现有医护人员 11
人袁 其中主治医师 8人 渊包括硕士研究生 1人冤尧 医师 2
人尧主管护师 1人袁均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及保健经验遥
在卫生保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袁 我校先

后获评全国尧省尧市等荣誉 50多项遥 包括全国中小学体质
健康管理与促进研究实验学校尧广东省绿色学校尧省红十
字模范学校尧省健康促进示范学校尧中山市健康促进学校
金奖尧市无烟学校尧市红十字先进学校等遥 校卫生保健中
心曾多次荣获市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先进单位遥
校卫生保健中心医护人员多次获得省市级先进卫生

个人表彰袁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篇袁健康教育
课例获省市级奖项 30余人次遥 2020年袁朱敏华医生荣获
广东省食品安全管理员技能大赛一等奖袁获评野抗疫优秀
教育工作者冶曰李荔医生获野2020中国医师节要要要中山最
美抗疫校医风采奖遥

2020年 10月袁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公布了中山市第
三届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评选结果袁 我校荣获优秀组织
奖遥在特色主题活动方案评比中袁我校心理科组报送的方
案叶你笑起来真好看要要要关怀你我袁耶疫爷境成长曳荣获一
等奖曰在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课评比中袁张黎老师的课
题叶当你老了曳荣获一等奖遥 张环尧王晓芹尧 陈晓新三位心
理老师荣获省野2019年心理健康教育成果奖冶遥

我校第三党支部被评为中山市教体
系统野五好冶模范党支部

我校卫生保健中心获评
中山市野巾帼文明岗冶

我校在中山市第三届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月评选中喜获佳绩

我校荣获首批野中山市中学生志愿
服务示范校冶称号

我校三位教师在中山市第四届中小学互动课堂教学展评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张朝霞老师黄智虹老师 陈缙云老师

王亮伟老师荣获 2020年中山市中学物理教学论文评
比活动一等奖

谭茜老师荣获 2020年中山市普通高中英语学科写作
教学竞赛一等奖

解超越老师荣获 2020年中山市普通高中物理教师
教学竞赛一等奖

魏敏崧老师荣获 2020年中山市初中化学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一等奖

梁国盛老师荣获 2020 年广东省中学物理教学改
革成果评审一等奖及中山市初中物理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一等奖

朱敏华医生荣获广东省食品安全管理员技能大赛
荣获一等奖

刘勇老师获评广东省正高级教师
蒋莉娜老师荣获 2020年广东省初中化学实验操
作与创新技能竞赛一等奖和实验创新奖第一名

马国庆老师获评广东野最美教师冶尧第四届中山
市道德模范尧中山好人何嘉莹副校长获评 2020 年广东省优秀地理教育

工作者

张环老师

王晓芹老师

张黎老师

陈晓新老师

A Loyalty Nurtures the Pupils, A Sincerity Shines the Party爷s Flag
要要要A Partial Introduction to Award-winning Teach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The 3rd Party Branch of Our School Was Awarded the
野Five-virtues冶 Exemplary Party Branch in Zhongshan

Education and Sports Bureau System

Our School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in the 3rd Zhongsha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y Month

Our School Healthcare Center Was Awarded the 野Women
Civilization Post冶 of Zhongshan City

Our School Has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野Zhongshan
Student-Volunteering Model Secondary Schools冶 Thre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4th Zhongsh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tera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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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向党 活力无限！中山侨中体育运动精彩集锦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
扬革命前辈团结一心尧顽强
拼搏的奋斗精神袁 强健体
魄袁磨炼意志袁高二年级以
篮球比赛展示青春风采袁激
发向上力量浴

赛场上袁参赛球员竭尽
全力袁奋力拼搏袁挥洒着汗
水与激情遥 针对不同特点的
对手袁各队球员积极调整战
略战术袁充分发挥自身技术
优势袁以不服输尧拼搏到底
的精神迎战各路强手袁愈战
愈勇遥

本次篮球比赛不仅展
示了我校学生良好的竞技
状态和水平袁更赛出了侨中
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遥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袁增强团体合作意识袁培养班级荣誉感袁喜迎建党 100周
年袁近期袁我校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野青春向党 活力无限冶体育系列活动遥

我校初中部组织学生利用大课间袁举行了跑操活动遥 伴随着轻松欢快的旋律袁同学们迅速来到指定场地集合袁队列整齐袁严阵以待遥
在体育老师的指令下袁同学们踏着富有韵律的节拍袁以整齐的纵队尧抖擞的精神迅速向前循环小跑袁各班队列排成了一条条长龙遥
整齐划一的脚步声袁是奔向健康的生命节拍袁同学们精神抖擞袁英姿勃勃袁跑出了班级风采袁彰显初中部学生奋发向上的激情遥

跑出时代少年风采 跑出爱党爱国情怀

3月 31日袁初一年级齐聚体育馆开展野海底捞
月冶篮球胯下传球游戏遥每班男女两路纵队袁当听到
裁判发令后袁第一名队员迅速将篮球从胯下传给第
二名队员遥
比赛场上袁笑声尧欢呼声汇聚成了一片袁同学们

全神贯注袁传递的不仅是手中的野月亮冶袁更是彼此
间的信任和友谊遥
本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团队精神袁同时也增强了

腰腹力量袁提高了上下肢协调能力遥

海底捞月

野绳冶舞飞扬袁快乐无限遥 近期袁我校初中部
开展跳绳运动袁同学们按顺序一字排开袁个个憋
足了劲儿袁一张张青春的笑脸上洋溢着喜悦遥
当大绳摇动起来袁 一个个轻盈的身影一跃

而过袁争分夺秒袁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无限
的可能遥 同学们在跳绳运动中增强了体质袁也品
尝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遥

野绳冶舞飞扬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袁落实
阳光体育精神袁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力和集体荣誉感袁激发学生参与体育健
身的积极性袁近期袁高一年级举办了拔
河比赛遥
高一年级 31个班的代表队参加比

赛遥 每班选派 15名选手组成队伍袁比赛
实行淘汰晋级的方式袁三局两胜遥 比赛
中袁各班同学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拼
搏精神袁赛出了水平袁赛出了风格遥比赛
现场气氛热烈袁 场上队员们为赢得比
赛尧赢得班级荣誉袁团结一心袁顽强拼
搏袁你争我夺袁互不相让遥场下的同学更
是激动不已袁加油声尧助威声不断遥年级
领导亲临赛场袁和观战的老师们有节奏
地挥舞着双手袁为同学们呐喊助威遥 裁
判员秉公执法遥整个比赛场地成为欢乐
的海洋袁每个人都在充分享受比赛带来
的兴奋遥
此次拔河比赛袁不仅丰富了同学们

的课余生活袁 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袁还
加强了各班之间的交流袁增进了同学们
之间的友谊袁更是培养了同学们拼搏进
取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遥

拔河比赛

运动感党恩 健康乐校园

篮球比赛

Youth爷s Ode to the Party, Infinite Vitality! A Collection of Excellent Moments from Sports Meet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An Elegant Demeanor of Contemporary Teenagers, A Deep Love for Our Party and Country

By the Grace of the Party We Take Regular Exercises, In Fitness We Study in the Campus with Real De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