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5日袁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中山代表团成立
大会在市侨中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
长陈良贤向副市长尧代表团团长吴月霞授旗袁希望中山
代表团赛出风格尧赛出水平遥

出席大会的还有市政府秘书长李俊袁市教育工委书
记尧教体局局长李长春袁市府办副主任何杰斌袁全国人大
代表尧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袁市教体局调研员黄定光尧市
教育纪工委书记唐杰伟等领导以及省运会中山市代表
团教练员尧运动员近千人遥 会上袁李长春代表市教体局回
顾了我市备战省运会的情况袁并提出五点要求院一是要
牢固树立敢拼敢赢的信心遥 二是要切实提高训练质量遥
三是要严明纪律遥 四是要严防伤病发生遥 五是要确保后
勤保障工作落实到位袁 确保我市在省运会夺取好成绩遥
吴月霞在讲话中指出袁 各单位要科学地组织好各项工
作袁加强训练尧医疗等方面的协调袁要合力展示中山代表
团的良好风貌袁牢固确立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
思想袁将争取优异成绩与树立良好道德风貌有机统一起
来袁切实打造一支思想硬袁作风强袁打得赢袁战得胜的教
练员和运动员队伍遥 教练员代表李超老师和运动员代表
李靖也分别发言袁表示要保持良好心理状态袁听从指挥袁
服从裁判袁尊重对手袁团结协作袁勇于拼搏袁在本届省运
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袁为中山争光浴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尧 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博士 8月 6日赴伦
敦袁在唐宁街 10号首相府拜会英国首相戴维窑卡梅伦袁双方就加强中英民间文化尧教育
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友好交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遥

卡梅伦首相对蔡冠深博士和新华集团在英国发展及支持教育事业袁 以及充分发挥
民间力量袁推动中英两国在文化尧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
价遥

蔡冠深博士和新华集团多年来热衷社会公益袁 致力于国际间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
域的交流袁在十年前就与英国展开教育合作遥 今年袁新华集团与英国推动三大文体合作
项目袁包括英国蔡冠深创意及文化中心和蔡冠深商学院等遥 蔡冠深创意及文化中心位于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袁由国家汉办尧香港新华基金会尧北京科技大学尧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等
共同合作袁聚合不同国家创意和语言人才开办的孔子学院袁以及闻名全英的德蒙福特大
学设计学系等均将落户该中心遥 而高端教育合作项目要要要蔡冠深商学院租借英国莱斯
特市中心一座已有逾 800年历史的古堡作为院址袁期限达到 125年袁目标是将其打造成
野欧洲及中国的哈佛商学院冶遥

此外袁新华集团还推动中英体育合作袁在中国足协和英国足总的协助下袁于英国莱
斯特市开办新华足球学校袁对中国足球的管理人才和青少年足球人才开展培训遥

蔡冠深博士拜会英首相卡梅伦
推动中英民间多领域交流合作

Jonathan Choi Visited UK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Promoting Non-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蔡冠深博士拜会英国首相卡梅伦

音5月 27日讯袁在 2015年中山市初中化学竞赛中袁我校初三学子郑立明等 15位同
学获市一等奖袁关迪航等 14位同学获市二等奖袁张靖岳等 6位同学获市三等奖袁吴仲娟
老师荣获野中山市优秀辅导教师冶称号遥

音5月 28日袁 中山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第一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暨会员大会在
中山市三乡泉林山庄召开袁我校被评为 2015年中山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优秀组织单
位袁何嘉莹副校长被评为优秀组织工作者袁卢德聪尧马国庆老师被评为优秀科技辅导员遥

音5月 29日袁我校召开野创建平安校园冶工作会议遥副校长郑玉良尧陈海鸥袁工会主席
黄卓棠出席会议袁会议通过并部署了叶扎实推进平安创建 全力打造平安侨中要要要中山
市华侨中学创建野平安校园冶工作实施方案曳遥

音6月 3日讯袁在 2014要2015学年度中山市直属学校 五四红旗团渊总冤支部尧优秀
团干部和优秀团员评选活动中袁我校初二渊17冤班等 9个团支部被评为市五四红旗团支
部袁魏敏崧老师尧梁曼诗同学等 10名师生被评为市级优秀团干部袁李聪老师尧廖颖慧同
学等 11名师生被评为市级优秀团员遥

音6月 3日讯袁在 2014年中山市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中袁我校青年教师刘松荣
获一等奖第一名袁王茂清荣获二等奖袁何定彦荣获三等奖袁中山市华侨中学被评为野优秀
单位组织冶遥

音6月 12日讯袁在 2015年中山市第十六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袁我校初中部黎
晓萱等 4人获得一等奖袁夏天宇等 2人获二等奖曰陈晓燕老师获评优秀指导老师曰市华
侨中学荣获中山市最佳组织奖遥

音6月 12日袁我校举行南校区改扩建工程渊二期冤开工仪式遥市教体局财务基建科科
长吕碧华尧副科长程明袁我校副校长陈海鸥以及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尧工程项目设计尧
监理单位相关人员出席了开工仪式遥

音6月 17日袁河源中学袁桥明副校长一行 40余人莅临我校袁开展教学交流活动袁受
到我校杨树春副校长等领导尧老师的热烈欢迎遥

音6月 23日讯袁在 2015年中山市中学生初中生物竞赛中袁我校学子 6人获一等奖袁
10人荣获二等奖袁其中袁初二渊13冤班谭晋邦同学获全市第 4名袁初二渊17冤班梁梓华同学
获全市第 6名袁王怡婷老师荣获优秀辅导教师奖遥

音6月 24日袁河源中学副校长袁桥明带领该校政治尧历史尧地理尧图书馆等科组教师
近 30人莅临我校袁开展交流活动袁受到我校杨树春副校长等领导的热烈欢迎遥

音6月 27日袁中山港澳台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李腾骏一行 30余人在中山市统战部
联络科科长孙思松尧 副科长李骏的陪同下莅校交流访问袁 受到我校副校长杨树春等领
导尧师生的热烈欢迎遥

音6月 25日袁在首届中山市初中生英语口语大赛中袁我校闫思睿同学荣获一等奖遥
音7月 7日讯袁在 2015年中山市高中化学竞赛中袁我校高二学子黄杰豪等 12人获

得一等奖袁黄宇奇等 11人获得二等奖袁黄静仪等 8人荣获三等奖袁黄正新老师荣获优秀
辅导教师奖遥

音7月 7日讯袁在 2015年广东省中学生渊高中冤生物学联赛中袁我校高二学子胡傲然
等 10人荣获市一等奖袁麦润恒等 15人荣获二等奖袁梁钰莹等 6人荣获三等奖袁林秀芝尧
张宏尧敖飞成等三位老师获评优秀指导教师遥

音7月 16日至 20日袁我校承办野中美高中生服务学习交流活动要要要城市可持续发
展冶论坛活动遥 副校长林子孚袁教研室主任谢海龙袁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 Esther Yang尧
Calvin Tseng袁论坛执委会共同主席吴靖博士袁美国 VIA项目负责人 Brook女士袁美国阿
拉米达市服务学习项目主任 Nate Ivy袁以及来自美国各所高中的同学尧北京志愿者和我
校的志愿者团队参加了论坛活动遥

音8月 25日至 26日袁我校高中部尧初中部隆重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晚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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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 2015年高考重点本科
录取人数首次突破 600大关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Our School on the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to Key Universities Breaking through the Six Hundred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2015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鄄
nation.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中山市直属学校校级领导班子换届
The Leaders of the Public Schools of Zhongshan City Changed the Term of Office

林加良调任纪中校长 高毅就任市侨中校长
Mr. Lin Jia liang Became Principal of Sun Yat -sen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While Gao Yi Took Office as Principal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9月 29日下午袁市教育工委书记尧
教体局局长李长春袁 市教体局调研员
左海燕尧 办公室主任徐全胜莅临我校
参加校级领导班子换届会议遥 林加良
校长尧高毅校长及杨树春尧郑玉良尧林
子孚副校长等校领导以及全体行政出
席了会议遥 徐全胜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 左海燕首先宣读了市教体
局 叶关于林加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
知曳渊中教体也2015页179 号冤院林加良同
志任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袁 高毅同志任
市华侨中学校长曰杨树春尧郑玉良尧何
嘉莹尧林子孚尧陈海鸥同志任市华侨中
学副校长遥

林加良表示坚决服从市教体局的
工作安排袁 并深情回顾了在侨中的 29
年工作经历院野市侨中是我的母校袁我
对侨中的感情无以言表遥 我担任市侨
中校长 10年袁一路走来袁感恩有你袁感
谢市教体局的栽培袁感谢校董校友尧全
体侨中人的支持袁 希望全体侨中师生
能够像过去支持我一样全力支持高校
长袁 把侨中办得更好遥 祝母校越办越
好袁桃李满天下浴 冶

高毅在就职讲话中表示院 组织上安
排我回到工作过 22年的市侨中担任校
长袁我感到非常荣幸遥 侨中在林校长的带
领下袁发扬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精神袁
通过实施野品牌校长+品牌教师冶的策略袁
办品牌学校袁培养品牌学生袁十年来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遥 林校长教育理念先进袁办
学思想成熟袁对工作满腔热情袁对教师尊
重信任袁对学生爱护有加曰以人为本袁以
身作则袁廉洁自律袁襟怀坦荡曰打造了一
支团结的管理班子袁 建立起师资雄厚的
教师队伍袁取得了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世
界名校届届出冶的高考辉煌袁实现了野办
人民满意教育冶的目标遥 野一个好校长就
是一所好学校冶遥 侨中能够取得今天的成
就袁离不开林校长十年的辛劳和付出袁我
代表全体侨中人对林校长表示衷心感
谢浴
在谈及今后侨中的发展时袁高毅说袁

今后将继续坚持野名校+侨校冶发展战略袁
打侨牌袁 铸品牌袁 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
领袁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遥
以省教育家培养对象尧省名校长尧省首届
中小学校长工作室优秀主持人林加良校
长为标杆袁 不断提升自己的办学能力和
管理水平袁做到公道正派尧清正廉洁尧锐
意改革尧大胆创新袁确保侨中在很高的起
点上继续高位运行袁获得更好的发展遥 进
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华侨文化袁 进一步
激发校董尧 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侨
中办学的热情袁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学校
管理制度曰努力打造一个讲团结尧精管理
的行政班子袁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化尧高素
质的教师团队袁 努力培育更多具有国际
视野尧世界胸怀的杰出人才袁让市局领导

放心袁让人民群众满意浴
会上袁 杨树春代表我校全体新任

副校长表态院 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像支
持林加良校长一样全力支持高毅校长
的工作袁推动学校再上新台阶遥

李长春高度评价了林加良带领市
侨中 10年来取得的辉煌办学成就院市
华侨中学是由归国华侨倡议创办的知
名侨校袁学校始终坚持野名校垣侨校冶的
发展战略袁打侨牌袁铸品牌袁用先进的
华侨文化引领学校发展袁 推动学校办
学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袁 为中山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
才遥 特别是自 2005年林加良同志担任
市侨中校长以来袁 通过实施 野品牌校
长+品牌教师冶袁办野品牌学校冶袁培养
野品牌学生冶的策略袁学校发展驶入了
快车道袁 成功创建成为广东首批国家
级示范性普通高中遥 应该说市侨中今
天的发展和取得的骄人成绩是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 按照教育部门
的统一部署袁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袁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遥 这
其中更是凝聚了林加良同志的心血尧
汗水和智慧遥 林加良同志是一位心怀
大志尧教育家型的名校长袁在担任市侨
中校长的十年里袁 他全心全意为学校
服务袁 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强烈
的事业心尧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投入到
工作中遥 他具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责
任意识袁 具有很强的团结意识和民主
意识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袁团结尧依
靠班子成员和广大教职工袁 心往一处
想袁劲往一处使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素
质教育的新途径袁 推动侨中连续八年
获评全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先进学
校遥 他勇于创新袁敢于担当袁全面深化
教育改革袁推出了野名校+侨校冶的发展

战略袁注重内外兼修袁不断提高教育质
量袁 推动侨中教育教学水平逐年迈向
新台阶遥 林加良同志为中山教育事业
和市华侨中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在评价新任侨中校长高毅时袁李
长春说院 高毅同志是在侨中成长起来
的优秀管理干部袁 长期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袁去年 9月升任东区中学校长遥 高
毅同志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曰
野水深而流缓袁智高则语迟冶袁 高毅同志
就是这样的一位校长遥 大局观念非常
强袁善于团结班子和带领队伍袁接手东
区中学短短一年来就将东区中学治理
得井井有条袁整个校园面貌焕然一新遥
高毅同志勇于改革袁敢于创新袁凭借过
硬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组织水平袁 兢兢
业业袁默默耕耘袁推动东区高中教育教
学质量迈向新台阶遥 高毅同志的学识尧
为人尧业绩有目共睹遥 市教育工委尧教
体局认为高毅同志担任市侨中校长非
常适合袁 相信高毅同志一定能够带领
市侨中校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员工袁
传承创新袁承前启后袁继往开来袁把学
校各项工作继续推向前进袁 也希望全
校广大教职员工全力支持高毅同志工
作袁共同开创市侨中发展新局面遥

最后袁 李长春对市侨中新任领导

班子和学校发展提出了希望院
一要坚定目标遥 希望学校新任领

导班子要正确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
系袁始终坚持野办全国一流袁世界知名的
华侨中学冶的办学目标袁咬定青山不放
松袁打好侨牌袁用好华侨资源袁办出具有
华侨特色文化的一流名校遥

二要志存高远遥 希望市侨中新任
领导班子要切实担负起推动中山高中
教学质量再上一层楼的历史重任遥 立
足侨校实际袁充分发扬敢于创业尧勤劳
勇敢袁艰苦奋斗的华侨精神袁努力学习
爱国华侨那种不甘贫穷尧不甘落后袁敢
于超越的品格袁 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袁创新学校管理袁激发师生追求卓越尧
争创一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切实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袁从而真正做到人才培养
的野低进中出袁中进高出袁高进优出冶遥

三要全面发展遥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
根本任务袁 育人不仅体现在高考成绩的
优劣上袁更体现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遥 希
望侨中要合理确定学校的发展定位袁在
狠抓高考质量的同时袁 努力在德育尧体
育尧艺术等方面开辟更多的增长空间袁打
造全市尧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体艺项目袁
形成独具一格的办学特色和风格袁 切切
实实实现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遥

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中山代表团
成立大会在市侨中举行

Founding Conference on Zhongshan Delegation for the 14th Guangdong Games Was Held in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附院高毅简历
1988.09要要要1992.07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专业学习
1992.07要要要2014.08 中山市华侨中学任教
1993.09要要要1999.09 中山市华侨中学校团委副书记
1999.09要要要2002.08 中山市华侨中学校团委书记尧教导处副主任
2002.09要要要2005.10 中山市华侨中学教导处主任
2005.11要要要2014.08 中山市华侨中学副校长尧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尧常务副校长
2006.06要要要2009.1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硕士
2014.09要要要2015.08 中山市东区中学校长
2015.09要要要 中山市华侨中学校长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陈良贤将代表团团旗交给代表团团长尧副市长吴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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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梅老师荣获南粤优秀教师称号
Zhou Hong-mei, Teacher of Our School, Obtained the Provincial Title of Outstanding Teach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9月 8日袁在第 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
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袁 增强
广大教师尧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袁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袁 促进教
育事业科学发展袁 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
了庆祝 2015 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
会袁 对全省南粤优秀教师和南粤优秀教育
工作者进行了表彰袁 我校教务处主任周红
梅被授予野南粤优秀教师冶光荣称号袁可喜
可贺浴

周红梅多年来奋斗在教学工作一线袁同
时身兼学校行政管理工作袁她所培养的学生尧
执教的班级尧带领的年级团队获奖无数袁其本
人也多次获得省市表彰遥

作为一名政治老师袁她教学基本功扎实袁
善于钻研袁积极推行教学改革遥 2008尧2011年
均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袁2008尧2009尧2013
年被评为中山市华侨中学优秀教师袁2012年

被评为市教育局党委系统野争先创优冶活动优
秀党员尧 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先进管理工作
者袁2013年获校董会奖教基金突出贡献奖遥作
为学校教务处主任兼高中年级主任袁 她坚持
野高效学习尧快乐生活冶的理念袁所带的 2012
届和 2015届高考均取得优异成绩遥2012年高
考袁 刘曼同学以理科总分 710分荣获市理科
状元袁位列全省前十名袁被清华大学录取遥 何
灏天同学以 136 分夺得全市语文单科第一
名遥 6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50的名校录取遥
2015年高考袁高考重点本科录取 633人,录取
率达 37.1%曰 本科录取 1582 人袁 录取率达
92.7%遥 李瑞洋同学以 691分夺得全市理科总
分第二名袁 杨思婕同学以 146分夺得英语单
科市状元袁 李瑞洋等 7位同学分别被清华北
大录取遥全校 5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50的名
牌大学录取遥

6月中旬袁广东省教育厅公示首批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
学校名单袁中山市华侨中学顺利通过评估并获此殊荣遥

据悉袁全省共 197所学校申报省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遥 专家根据
各项标准化指标进行初审后袁筛选出 70所学校进行实地评估袁最终根
据实地考察结果拟定 60所学校为省心育特色学校遥 我校经过省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中心专家组的层层检查考核袁获此荣誉袁实属不易遥

我校从 1996年开始引进专职心理教师袁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袁
先后获评首批野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冶尧野广东省心理健
康教育先进单位冶尧野中山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学校冶尧野中山市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星级阵地学校冶等荣誉遥 学校将继续以野发展窑和谐窑
幸福冶的心育理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袁抓住获评省心理健康教育特
色学校的契机袁扎实工作袁深入打造心育特色袁实现侨校的品牌发展遥

我校荣获首批“广东省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特色学校”称号

Our School Is Awarded Guangdong Secondary School
with Characteristic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中山港澳台青年交流
促进会成员莅校交流访问
Member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Youth

Exchange Promotion Association in Zhongshan Paid a
Visit to Our School

6月 27日袁中山港澳台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李腾骏一行 30余人在
中山市统战部联络科科长孙思松尧副科长李骏的陪同下莅校交流访问袁
受到我校副校长杨树春等领导尧师生的热烈欢迎遥

当日下午一点三十分袁 来宾们在蔡冠深报告厅观看了我校六十周
年校庆宣传片叶甲子风华侨通天下曳袁了解了侨中的办学历史尧办学成就
以及学校管理等情况遥杨树春代表学校向来宾赠送了纪念品遥我校中学
生领导力社团进行了 叶亚铁离子曳尧叶印象中山曳尧叶味道中山曳 等项目展
示袁向来宾们介绍了侨中师生积极献血尧造福社会的公益活动以及中山
的风土人情尧饮食文化遥 这个在全国大赛中屡获殊荣的学生社团袁是侨
中的骄傲袁也是我校学生社团的品牌遥 舞台上袁同学们落落大方袁举手投
足尽显个人风采遥 舞台下袁来宾对同学们所表现出的卓越的组织能力尧
较强的综合素质称赞不已遥

会后袁在同学们的陪同下袁来宾们参观了侨中校园遥 六月的侨中校
园袁夏木荫荫袁沿着林荫道一路走去袁蔡冠深报告厅尧状元林尧锦鲤池袁陈
嘉庚式宿舍楼噎噎一楼一宇袁一景一物袁别具风情遥

接下来袁根据行程安排袁宾主双方来到体育馆袁进行了一场羽毛球
友好交流赛遥同学们通过体育活动袁活跃了气氛袁增进了交流遥来宾们纷
纷在留言板上写下祝福语野侨中校园真的好美冶野祝愿侨中人才辈出冶遥
活动最后袁宾主双方在体育馆合影留念遥

金风送爽袁丹桂飘香遥 9月 10日袁在第
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 市教育工委书记尧
市教体局局长李长春袁 教育工委副书记刘
红菱一行走访慰问了市侨中退休老校长李
镜澄袁为他送去了市教体局的温暖与关怀遥

步入李镜澄家中袁 李长春微笑着向老
校长致以节日的问候袁 详细询问了他的身
体尧生活和家庭情况遥 李长春表示袁以李镜
澄为代表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袁 多年来奋斗
在中山市教育工作的第一线袁 为中山市的
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袁 为中山市的发

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袁 值得全社会尊敬和
爱戴袁希望老校长要一如既往袁关心中山教
育事业的发展遥临行之际袁李长春与李镜澄
亲切握手并送上了节日慰问金遥 林加良也
代表市侨中向老校长送上了学校的慰问金
并致以节日的良好祝福遥 市侨中副校长郑
玉良尧 工会副主席王浩华等领导也与李镜
澄合影留念遥

年逾古稀的李镜澄曾是全国模范教
师尧中山市教育名师袁为中山市教育事业发
展倾注了一生的智慧和心血遥 1989年 8月

25日袁 李镜澄从市教委调任侨中担任校
长遥 上任伊始袁 他就从侨校的具体情况出
发袁精心经营袁积极改善办学条件袁带领教
师开展整体改革袁 构建了富有特色的办学
模式遥 在他的带领下袁1994年 6月袁市侨中
被评为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校遥退休后袁李
镜澄依然心系教育袁关心支持学校发展袁用
满腔热情诠释了一名退休教师的 野莫道桑
榆晚袁为霞尚满天冶的奉献情怀遥

多年来袁市委市政府尧市教体局始终关
心关爱以李镜澄为代表的我市广大教育工

作者袁切实维护教师们的权益袁彰显了中山
野博爱冶之城的精神遥 以林加良为代表的市
侨中历任领导班子袁 始终将维护师生的切
身利益作为学校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袁关
心支持教师成长与发展袁 而且注重营造和
谐民主的政治氛围袁 切实保障师生在教育
改革和发展中享有知情权尧参与权尧决策权
和监督权袁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诠释了野尊
师重教冶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遥

心系老教师 情暖园丁心
要要要市教体局局长李长春一行慰问市侨中退休教师

More Care for Our Old Teachers Warms Their Hearts
要要要Li Changchun, Director of the Municipal Bureau of Education and Sports Visited Our Retired Teachers.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 加强海外华裔青年对家乡和祖籍国文
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袁 7月 24日袁由市外事侨务局主办尧我校承办的
2015年中山市海外华裔夏令营活动顺利开营遥 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谭
文辉尧市外事侨务局经济联络科科长高妙葵尧我校副校长林子孚等领导
对来自加拿大尧马来西亚尧巴拿马尧哥斯达黎加尧巴西 5个国家 14名华
裔青少年表示热烈欢迎遥

在为期九天的夏令营活动中袁 华裔青少年在故乡中山与我校阳光
历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共同体验并学习了中国传统音乐尧 功夫
扇尧茶艺尧书画尧武术尧剪纸等中华传统文化艺术袁还练习了中山非物质
遗产醉龙舞袁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尧新伙伴遥 青少年们表示袁要
通过这次夏令营活动袁继承父辈传统袁记住自己的根袁学好中文袁做两国
人民沟通的桥梁袁 把自己这几天在中山的所见所闻所想与家人和朋友
分享遥

据介绍袁 市外事侨务局自 1985年创办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以来袁
先后组织了多个国家 700多名华裔青少年参营遥 旨在通过夏令营活动袁
加强海外华裔青年对家乡和祖籍国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袁 成为中
华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袁感受中华文化
的魅力遥 中山市华侨中学作为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和华文教育基地袁一直
以来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广华文教育袁 积极配合市外事侨务局开展海内
外师生交流互访尧海外支教等活动袁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重要贡
献遥 今后袁我校将继续发挥两个基地的重要作用袁为推广华文教育尧传播
中华文化作出更大贡献袁进一步推进学校办学的多元化和国际化遥

2015年中山市海外华
裔青少年夏令营活动

在我校举行
2015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Youth Summer

Camp Was Held in Our School

第四版 2015年 10月 21日 星期三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张封

8月 4日袁中山市华侨中学模联社团成员
在陈宗晶老师带领下赴北京参加为期四天的
环球令德全国高中生模拟联合国会议遥

会议期间袁 我校代表分赴不同委员会
参加联大会议遥大会共有六个会场遥其中梁
晓晴同学代表韩国参加 GA1 渊General As鄄
sembly联合国大会冤 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
会曰杨祖威尧袁威和谭滢瑜同学分别代表韩
国尧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参加 GA2经济和金
融委员会曰吴粤萍尧夏小奇同学分别代表英
国和澳大利亚参加 GA4 特别政治和非殖
民化委员会曰林致远尧匡俊杰和吴沅莹同学
分别代表以色列尧 阿联酋和西班牙参加
UNDP 渊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联合开发计划署冤曰 陈炯龙同学代
表瓦罗参加历史特殊委员会罗马元老院遥

在繁忙的会议期间穿插了许多精彩活
动院令德沙龙课程内容丰富生动袁师生互动
频繁袁 让与会代表们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各
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袁受益匪浅曰令德舞会精
彩绝伦袁代表们身着晚礼服袁挽着各自的舞
伴进入会场袁风度翩翩袁舞姿曼妙袁如真正
的外交家般落落大方遥 舞会过程中更有许
多集体互动游戏袁代表们欢声笑语袁最后的

集体舞更是将整个舞会推向了高潮浴 舞会
过后袁代表们彼此之间恋恋不舍袁互相合影
留念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遥

经过几轮国家代表和区域组织间的激
烈角逐袁 令德会议最终于 8月 9日圆满闭
幕遥 我校代表获得如下奖项院

吴粤萍获全场最佳代表团奖和特殊政
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最具影响力奖曰

袁威获经济和金融委员会最佳文件写
作奖曰

林致远获联合开发计划署杰出领袖
奖曰

陈炯龙获罗马元老院最佳演说奖 遥
模拟联合国为那些热爱这个世界袁并

对历史和国际政治怀有独特见解的人们提
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遥本次大赛中袁我
校代表在会上积极发言与交流袁 充分展示
出侨中学子的魅力与风采遥 野自强不息袁敢
争第一冶 的校训在侨中学子身上得到充分
体现遥 同学们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与
提高袁收获了珍贵的友谊遥相信在学校培养
和自身的努力下袁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侨中学子一定能更上一层楼浴

模联社团在第五届环球令德
全国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勇夺大奖

Our MUN Association Won Awards at the Fifth Annual Global Leader National High School MUN Conference.

7月 24日至 30日袁由中国教育学会尧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和商务印书馆主
办的第六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在北
京牛栏山一中举行遥

我校领导力协会代表队 16名师生携
着野微爱窑天使之翼冶和野亚铁离子冶两个优
秀项目赴京参展袁与全国 26个省尧市尧自治
区的 57所学校 97支代表队尧 千余名优秀
中学生代表尧 教师代表及优秀大中学生志
愿者共同开启了一场以野引领学生新风尚袁
共享项目新体验袁 开启公益新主张冶 为主
题袁展示综合实践优秀成果的盛会遥

本次展示会分为三轮比赛遥 在第一轮
比赛中袁我校代表凭借野微爱窑天使之翼冶和
野亚铁离子冶两个展示项目凭借良好的项目
坚持度袁不断创新的实施过程袁积极反思的
活动态度袁 影响广泛的活动效果给在场的
评委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袁 充分展示了
侨中学子的魅力风采遥最终袁野微爱窑天使之
翼冶和野亚铁离子冶两个优秀项目荣获一等

奖遥
在第二轮的比赛中袁 参加展示会的学

生随机打乱分组袁组成 45支队伍袁开展分
组展示遥在这一轮中袁侨中学子充分展示了
自己的合作能力与沟通能力袁 在自己的团
队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袁钟俊华尧包晓
彤尧罗汶涛尧李旖晴同学所在队伍的项目都
获得了最佳项目奖遥 陈海智同学因为在前
两轮表现突出袁 成功被推选为学生领袖候
选人袁参加第三轮年度中学生领袖的展示袁
荣获野全国年度中学生领袖提名奖冶遥

凭借中山市华侨中学领导力协会一直
以来的扎实工作以及侨中学子在大赛的出
色表现袁 中山市华侨中学在本次展示会中
荣获了团体一等奖和 野名校社会责任担当
奖冶遥 侨中学子在历届展示会一直坚持从小
事做起袁 在每一次集会后自觉留下来清理
场地遥 本次展示会袁王陆军秘书长特地亲自
为中山市华侨中学颁发了 野本色公益风采
奖冶并称赞侨中学子野不为评比袁不为喝彩袁

用行动印证公益精神冶的行为遥本次展示会袁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成绩袁更学会了担当尧

引领尧合作与分享遥在新的征途上袁中山市华
侨中学的学子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浴

领导力协会荣获第六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
展示会团体一等奖和“名校社会责任担当奖”
Our Leadership Association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Sixth N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dership Team and The Eli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d

领导力社团赴京参赛合影

今年 5月袁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尧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公布了 2014-
2015年度省优秀学生社团获奖名单袁我校学生社团 野造梦者冶暑期支教
队榜上有名遥 这是继 2014年绿益环保公司获评省级优秀学生社团后我
校又一个学生社团获此殊荣袁可喜可贺浴
据悉袁野造梦者冶暑期支教队自 2012年 2月成立以来袁积极响应国家野教

育优先发展冶的号召袁致力于通过开展支教活动袁推动教育公平化发展遥在校
领导的大力支持及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下袁野造梦者冶 暑期支教队先后于
2013年和 2014年 7月中旬远赴清远浸潭一中袁开展支教活动袁为清远的孩
子带去了新知识袁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袁也让当地的留守儿童感受到了社会温
暖袁增加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遥 不仅如此袁参与活动的同学们用所学的
知识服务社会袁实现了自我价值尧社会价值袁也学会了面对各种困难尧磨砺了
意志袁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遥 活动的顺利开展袁也在中山市和清远市之间搭
建了一座爱的桥梁袁加强了两市的交流遥

此次野造梦者冶暑期支教队获奖袁不仅是社团成员和指导老师共同
努力的成果袁也是学校注重社团内涵建设袁打造品牌社团的结果遥 我校
将以此为契机袁再接再厉袁进一步健全社团管理机制袁点亮社团特色袁引
领各学生社团开展种类丰富尧形式多样的充满正能量的活动袁扩大学生
社团影响力袁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袁打造品牌学校尧品牌社团袁服务学
生成长成才遥

我校“造梦者”暑期支教
队获评省优秀学生社团

Our "Dreamer" Summer Volunteer Team Won the
Provincial Excellent Student Association

模拟联合国社团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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