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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袁由华南师大基础教育培训
与研究院副院长黄牧航教授尧 广东第二师
范学院贾汇亮教授尧 华南师大教育科学学
院王世伟副教授尧 市教体局教研室何晋中
主任尧 市教体局教研室楼卫琴教研员组成
的专家组莅临我校袁 对林加良校长主持的
省 野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冶 专项科研课题
野侨校品牌研究要要要以中山市华侨中学为
例冶进行开题评议遥

会上袁 林加良代表课题组作了开题报
告遥他围绕野如何创办品牌学校冶的主题袁从
课题研究的背景尧对办学特色的理解尧特色
办学到品牌办学的发展袁 创建品牌学校的
重要抓手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该课题的研究
重点尧研究方向以及现实意义遥 他说袁任何
学校的发展都应遵循 野普通学校寅特色学
校寅品牌学校冶的发展之路遥 为实现 2020

年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袁学校应以野人的
现代化冶为核心袁找特色袁铸品牌袁实现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遥 市侨中在多年的办学过程
中袁已经形成了以野华侨文化冶为代表的办
学特色袁正在朝着办品牌学校的道路前进袁
而品牌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品牌学生遥
因此袁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就是院以野侨牌冶建
设为统领袁以培养具有野爱国爱乡袁崇德行
善袁刚健进取袁国际视野袁世界胸怀冶品质的
品牌学生为核心袁有力促进学校德育尧教学
和后勤三大工作领域的品牌创建工作袁把
侨中办成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遥

专家组对该课题予以了高度评价袁一
致认为袁该课题选题新颖尧挑战性强尧理论
联系实际尧内涵深刻尧内容丰富袁可为全国
同类型的学校办学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
验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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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尧新华集团主席尧中
山市荣誉市民蔡冠深博士袁在本届野两
会冶上继续关注家乡中山的发展遥 昨日
傍晚袁蔡冠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他提交了 4份提案袁 其中 1份提案建
议袁将中山市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活动上升为国家行为遥

姻中山的纪念活动可否升至国家层面

蔡冠深说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
主革命的先行者袁 受到海峡两岸人民
和全球华人一致颂扬遥 近两年来袁习近
平总书记引用孙中山先生 野世界潮流袁
浩浩荡荡袁顺之则昌袁逆之则亡冶这一
名言就有 7次之多袁更多次提及孙中山
先生和孙中山的家乡中山市遥

2016年 11月 12日是孙中山先生

诞 辰 150 周
年袁 海峡两岸
以及全球华人
的聚居区都将
掀起缅怀纪念
活动的热潮 遥
野作为孙中山
先生的家乡 袁
中 山 从 2014
年下半年已开
始筹划系列活
动袁 决心以筹
备中山先生诞
辰 150 周年活
动为契机 袁促
进率先建成小
康社会尧 率先
实现现代化的

工作袁 把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建设得更
加美好遥 冶蔡冠深说袁野我建议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中山市的纪念活动予以高度
重视袁大力支持袁希望能将中山市纪念
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活动上升为
国家行为遥 冶

姻建议中再提翠亨新区建设

记者了解到袁蔡冠深在这份提案中袁
向国家提出了 9个方面的建议遥 其中包
括举办一次纪念大会尧建设一个实验区尧
完成一项改造工程尧建设一条通道尧举办
一个论坛尧举办一个旅游文化节尧举办一
个文学奖尧组织一项行动尧实施一项文化
工程遥
其中袁野建设一个实验区冶 是指将翠

亨新区或整个中山市列为国家级 野海峡
两岸文化融合发展试验区冶或野翠亨窑新
竹创意文化合作实验区冶遥 蔡冠深说袁改
革开放以来袁中山市走出了一条野五位一
体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袁创造了
野中山模式冶野中山奇迹冶曰广东省已经把中
山翠亨新区确定为全省转型升级重大合
作平台遥记者了解到袁去年野两会冶上袁蔡冠
深其中一份提案也建议袁 将中山翠亨新
区提升为国家战略平台遥
这份提案也提及深中通道建设遥 在

前述 9 个方面的建议中袁野建设一条通
道冶便是指深中通道遥 他建议袁促进国家
尽早批准联通深圳和中山市的 野深中通
道冶立项动工袁为珠江西岸联通东岸提供
快捷通道袁 为珠江东岸以至港澳提供更
广阔的发展腹地袁 促进整个珠江西岸加
快发展遥 转载自叶中山日报曳

全国政协委员蔡冠深野两会冶提案继续关注家乡发展

建议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周年
中山的行动上升为国家行为

Dr. Jonathan K. S. Choi Proposes Making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Sun Yat-Sen爷s Birth a State Act.

蔡冠深董事长作客叶人民网曳

4月 30日袁在第六届国际文化节举办
之际袁侨中 91届校友尧香港亚当夏娃集团
有限公司创始人焦嫣珊女士向母校捐款
100万人民币成立奖教助学基金遥

焦女士以野生命不息袁奋斗不息曰我若
盛开袁蝴蝶自来冶为座右铭袁奋力拼搏袁开创
了人生的一片新天地遥 2008年袁成立中山
市安然房地产有限公司袁 主要从事房地产
开发袁 分别在开发区及沙溪镇两地开发商
住及商业地产遥 2010年袁在香港成立了香

港亚当夏娃集团有限公司袁公司以野大道自
然冶为产品定位及客服标准袁目前已拥有两
间高端直营美容会所袁 未来将以连锁经营
及开发自有品牌为战略目标遥 2013年袁在
香港成立了香港亚当夏娃集团公司慈善基
金协会袁 以旗下经营的美容实体店部分年
收入帮助失学儿童尧孤寡老人等遥在捐赠仪
式上袁她深情寄语师弟师妹野努力学习袁感
念师恩袁回馈母校袁回馈社会冶遥林加良校长
向焦嫣珊女士赠送了纪念品遥

九一届校友焦嫣珊捐款 100
万人民币成立奖教助学基金

Ms Jiao Yanshan, alumni of the year 1991, donated 1 million yuan RMB to establish the
scholarship fund

4月 29日袁 香港中山侨商会会长谢
伟森一行 10余人在石岐区文体教育局局
长侯凤明的陪同下莅校指导工作袁受到我
校校长林加良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当日上午 11点袁在接待 2室举行的座
谈会上袁林加良向谢伟森一行介绍了侨中的
办学情况院 市侨中是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
校尧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尧华文教育
基地尧中华文化传承基地遥目前初尧高中两个
校区近八千名师生袁是我市办学规模最大的
完全中学遥 学校坚持名校+侨校冶发展战略袁
打侨牌袁铸品牌袁用先进华侨文化引领袁通过
实施 野品牌校长 渊教育家校长冤+品牌教师
渊教育家教师冤冶的策略袁办品牌学校渊全国一
流尧 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冤袁 培养品牌学生
渊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袁国际视野尧
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人冤遥 塑造了全省前十
名的文尧理科高考尖子袁创造了野清华北大年
年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的高考辉煌袁彰显了
野低进中出尧中进高出尧高进优出冶的培育人
才深加工能力遥学校坚持请进来袁走出去袁依
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积极开展对外交
流合作袁与新加坡尧日本尧韩国尧美国尧加拿大
以及港澳地区学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袁加
快了教育国际化进程遥在谈及侨中发展历程
时袁林加良表示袁侨中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
爱国华侨尧校董尧校友的鼎力相助袁侨中取得

现在的办学成就离不开香港中山侨商会的
大力支持袁希望今后能有机会与香港中山侨
商会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袁探索教育发展
新思路遥

来宾们随后观看了我校校庆六十周
年宣传片叶甲子风华袁侨通天下曳遥 谢伟森

高度评价了侨中取得的办学成就袁表示香
港中山侨商会将会一如既往支持侨中的
发展袁关心家乡尧祖国建设事业遥林加良和
谢伟森代表双方互赠纪念品袁合影留念遥

据悉袁 香港中山侨商会成立于 1911
年遥 百年以来袁该商会无论对乡亲尧对社

会尧 对国家都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和责任袁
鼎力支持家乡尧 祖国建设事业遥 4月 21
日袁郑玉良副校长作为侨中代表受邀参加
了香港中山侨商会成立 104周年庆祝大
会袁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当选为
商会第 21届名誉会长遥

香港中山侨商会谢伟森会长一行莅校指导工作
Xie Weisen, Chairman of Hong Kong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Visited Our School

热烈祝贺林加良校长主持的课题叶基于学生
社团的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校本研究曳
获批 2015 年省中小学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
渊强师工程冤重点立项课题遥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topic headed by Lin Jialiang,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on The School-
based 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dinary High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Student Associations, winning the approval to be one of the key provincial projects on the plan of up鄄
gra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渊Project of Teacher Improv鄄
ing 冤in 2015

校友焦嫣珊捐赠支票

合影留念渊前排右六为谢谢伟森会长冤

音1月 11日袁我校民盟支部连续第九年获评盟务工作先进支部袁薜继
忠尧佘庆花尧胡艳等三位老师被评为年度盟务积极分子遥

音3月 1日讯袁在省 野百系列冶学校德育优秀成果展示活动中袁战桂芳
老师获评野百名优秀中小学班主任冶曰陈建春尧陈晓新和高毅尧徐璇老师的
论文尧案例分别获得二尧三等奖遥

音3月 5日讯袁国际班陆泳仪同学喜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奖学
金。

音3月 19日袁 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师生一行 10人来我校交流访
问袁进一步加深了两校友好合作关系遥

音3月 27日袁 信宜市教育考察团一行 8人在信宜市教育局党组副书
记刘清尧教研室主任卢俊平的带领下莅校交流访问袁受到林加良校长等领
导的热烈欢迎遥

音4月 23日袁 陈海鸥副校长一行前往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第三中学
慰问在该校支教的我校教师盘卫民袁 并与该校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教学交
流活动遥

音4月 30日袁我校隆重举行野侨连世界 德行天下冶第六届国际文化
节袁受到师生尧家长一致好评遥

音5月 14日至 15日袁林子孚副校长一行前往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
交流访问袁进一步密切了两校交流合作关系遥

音5月 14日袁我校举行主题为野公民教育视野下的班级创新管理冶德
育开放日活动遥 省中小学校德育研究指导中心专家尧市教体局领导尧省内
外兄弟院校专家尧老师参加了活动并予以好评遥

音5月 15日袁我校举办生本课堂教学开放日活动袁市教体局领导以及
兄弟学校专家尧老师观摩了活动袁并予以高度评价遥

音5月 23日袁我校举办野华侨文化大讲堂冶活动袁邀请华侨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许总教授为师生作了一场主题为野经典阅读与人文精神重建冶的报
告遥

音5月 25日袁市看守所所长彭熙海一行 5人莅校袁代表市看守所资助
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袁并在校园栽下 20棵凤凰木袁寓意野十年树木袁百年
树人冶遥

音5月 28日讯,我校学生伍文睿同学喜获宋庆龄奖学金，李瑞洋同学
获评省优秀共青团员。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 渊以下简称
野侨中冶冤袁一所传统侨校袁学校发展长期处
于野前有标兵袁后有追兵袁中有伏兵冶的境
地袁但最近 10年却实现了野清华北大年
年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的高考奇迹遥 在
高考成绩之外袁 侨中的育人成果更是超
越俗常的野应试冶教育模式袁呈现出野校长
有志气袁教师有士气袁学生有生气袁社会
有人气冶的新气象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品
牌特色袁实现了野全国一流袁世界知名冶的
腾飞遥 经观察研究袁笔者认为野打侨牌袁铸
品牌冶就是其成功的关键遥
据了解袁 侨中由檀香山爱国归侨陈

茂垣于 1954年创建遥 建校半个多世纪以
来袁侨中从无到有袁从有到优袁在历代爱
国华侨的鼎力相助下迅猛起步袁 在探索
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袁 在求实创新中走
向成熟袁在超越完善中形成品牌袁将学校
办成了一所品质优良尧品牌响亮尧品味醇
香的中华名校遥
荫定位决定地位--选择野打侨牌冶是

智慧之举
很早就听说侨中的林加良校长打侨

牌袁打出了品牌袁打出了名校长的品牌尧
名师队伍的品牌和优秀学生的品牌遥
林校长和其班子认为袁 文化是学校

的灵魂袁办学校就是办文化袁学校的根本
任务是用先进的学校文化培养 野有文化
的人冶遥 学校发展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
题袁归结于学校自身文化建设没有创新袁
没有形成明确的核心价值观遥 要变革就
首先要野文化变革冶袁用一种先进的尧在传
承中创新的学校文化来凝心聚力袁 形成
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尧办学风格尧办学气
质和办学特色遥
为此袁在林校长带领下袁班子充分研

究了学校优劣势袁提出了野打侨牌袁创品
牌冶的学校定位袁确立用先进华侨文化引
领野侨校垣名校冶的学校发展战略袁学校
野以和谐发展为方向袁 以学生自主为原
则袁以华侨文化为核心冶的办学宗旨袁积
极构建华侨文化教育模式袁确立了野办全

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的办学愿
景袁制定了侨校走野现代化垣多样化垣国际
化冶 的学校发展路径袁 脚踏实地的推行
野目标精进袁态度精诚袁过程精细袁结果精
品冶的精细化管理的策略袁并在这一过程
中袁 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和努力践行的措
施袁推动了九大特色项目渊领导力课程尧
国际公民课程尧女生教育尧社团建设尧教
师工作室尧国际交流尧校园文化尧野三会冶合
作尧精细化管理冤袁选择了野品牌校长加品
牌教师袁办品牌学校袁培养品牌学生冶的
品牌套路袁遵循野普通学校寅特色学校寅
品牌学校冶 的发展轨迹遥 侨中逐步实现
野清华年年有袁北大届届出冶的梦想袁进而
创造了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世界名校届届
出冶的高考辉煌袁彰显了侨校野低进中出袁
中进高出袁高进优出冶的深耕细作的育人
真功夫袁 并逐渐发展成为广东省著名的
侨资学校尧特色侨校尧品牌学校遥
全国有很多以野华侨冶命名的学校袁

很少有学校挖掘了野华侨冶这个品牌的内
涵袁让品牌名副其实袁更难得把品牌套路
用得这么娴熟袁 这无疑是专家治校的智
慧之举浴
荫文化让品牌有了精气神--野华侨

文化冶的挖掘恰到好处
文化是学校的魂袁侨中选择了野打侨

牌袁创品牌冶的品牌战略遥 如何寻找品牌
的精气神袁才能让品牌有生命力呢钥
华侨文化博大精深尧异彩纷呈袁如何

从华侨文化中选择和定义侨中的学校文
化袁这是一个考验侨中人的难题袁涉及到
学校价值和办学理念的选择袁 涉及到中
山学子和家长的需要袁 涉及到外部资源
对学校的支持力度遥
对侨中而言袁野中山冶不仅是符号袁更

是形象曰而野华侨冶二字就是学校的能量
内核与生命根源遥 野侨牌冶是学校的最大
特色品牌袁华侨文化是学校与生俱来的尧
天然而成的最核心的学校文化遥 这些由
华侨文化发展而来尧 衍生而成的理念文
化袁 正产生深刻的道德力量和巨大的感
召力量袁 深深地熔铸在侨中的 野具体文
化冶当中袁不断促进文化育德尧文化育心尧
文化育智的野文化自觉冶特色课程体系的
构建遥
侨中围绕华侨文化的进取尧勤劳尧开

放尧包容尧奉献等特质袁制定了学校的办
学宗旨尧办学愿景尧学校校训尧发展战略
和发展路径院 办学宗旨--以和谐发展为
方向袁以学生自主为原则袁以华侨文化为
核心袁培养具有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
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高素质
人才曰办学愿景--办全国一流的袁国际知
名的华侨中学曰学校校训--自强不息袁敢
争第一曰发展战略--侨校垣名校曰发展路
径--现代化垣多样化垣国际化遥
侨中的 野国际文化节冶 办的有声有

色袁每一届文化节以野华侨文化冶为基调袁
以野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

全国一流 世界知名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品牌揭秘

转载自叶学校品牌管理曳2015 2-3期
The nation's first-class The world's best-known

要要要To Reveal The Brand Construction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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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7日讯袁在省教育厅中小学新一轮野百千万人才培
养工程冶和省级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评选中袁我校教师谭子虎被
评为省中小学新一轮野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冶省级名师培养对
象袁 成为继王世勋老师被评为省名师后我校又一位有望成为
省名师的老师遥张鹏飞老师被评为省级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袁成
为我校第 8位省级以上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袁可喜可贺遥

近年来袁我校以省名校长林加良校长工作室和省名师
王世勋工作室为标杆袁发挥名师工作室和名班主任工作室
的辐射引领作用遥 通过师徒结对尧设立奖教基金尧鼓励教师
开展科学研究等措施袁为教师野成名冶尧野成家冶搭建平台遥
谭子虎尧张鹏飞两位老师从教多年袁默默耕耘袁桃李成蹊袁

以高尚的师德尧精湛的教学技艺尧卓越的教学成绩赢得了师生
爱戴袁诠释了当代名师风范袁获此奖项可谓实至名归遥

附院谭子虎尧张鹏飞老师简介
谭子虎老师简介
谭子虎袁广东省野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冶省名师培养对

象遥 重庆人袁43岁袁9年前被评为高级教师袁现为中山市华

侨中学物理教师袁高一年级副主任遥
教育理念院始终坚持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袁在教

学中强调以自己的知识素养和人格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遥 由于性格活跃乐观袁爱好广泛袁有教育情怀和激情袁
所以课堂高效袁幽默尧生动袁在学生眼中袁课堂上是老师袁课
下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野虎哥冶浴 每次学生信息反馈均名列前
茅袁教学成绩显著遥 曾连续多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和
教学工作袁桃李满天下袁多位学生考入清华尧北大和世界名
校遥 曾于 2005年赴香港科技大学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培训
学习袁2006年辅导学生邱文辉等 4人获全国中学生物理竞
赛广东赛区一等奖袁连续多次获评市优秀教师遥

获奖经历院曾获省中学物理青年教师说课大赛高中组
一等奖尧省高中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高中组二等奖遥 代
表广东赴京参加野第二届全国中学物理教学名师赛冶获全
国二等奖曰
论文论著院在叶物理教师曳尧叶中学物理曳尧叶物理教学探讨曳尧

叶物理教学参考曳尧叶广东教育曳尧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曳等杂志上
发表过多篇论文袁曾任叶现代教育报曳特约编辑袁参与编著叶广
东省高考复习指导曳尧叶广东名师伴你学曳尧叶南方新课堂曳 等教
辅资料遥
教育科研院连续三年获评学校教育科研先进教师遥 积

极参与市级课题研究袁带头开发精品课程遥 开发叶粤教版高
中物理教材配套光盘曳袁 在省高中物理教学研讨会上做专
题报告袁 被省厅聘为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专家库人员袁应
邀参加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工作遥

张鹏飞老师简介
张鹏飞袁广东省野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冶省骨干教师培养

对象袁江西人袁1972年出生袁1994年参加工作遥 2008年被评为
高级教师袁现为中山市华侨中学语文教师袁名班主任工作室主
持人袁坚持野以人为本冶的教育思想袁倡导以自由创新为目的的
教育方式遥

教学成绩院近五年有三年执教高三毕业班袁高考成绩
优异遥 2010年高考重点上线率达到 81%袁 所带高三渊11冤
班获得市优秀团支部称号袁 所带学生获得宋庆龄奖学金尧
省优秀学生称号袁并被北京大学录取曰2011年所带高三渊1冤
班高考重点上线率达到 78%袁 获得市优秀团支部称号袁学
生梁晶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录取 渊后转校香港大学冤遥
2014年所带班级被评为市特色班集体遥 期间袁张鹏飞老师
本人获评市优秀党员尧市优秀教师尧市先进教师尧市骨干教
师袁荣获全国中学校园文学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及校
董会基金卓越贡献奖尧2013年优秀班主任特别贡献奖袁被
学生评为 2011-2012年学校年度最受欢迎教师遥

科研成果院在语文教学研究方面袁把阅读与写作课程
作为教学主要方向袁自费主编了叶阅读面孔写作曳一书袁35
万余字袁作为学生写作指导的课程素材遥 在德育方面袁课题
叶班级的民主管理对高中学生公民意识的塑造曳 获得省级
课题立项袁 并完成课题立项及初期素材的积累袁2015年 2
月的叶班主任之友曳刊登了叶在团体活动中感受野我的责
任冶曳一文遥

我校教师获评“百千万工程”省级名师、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Two teachers of our school have been targeted as the developing objects of provincial renowned teacher and mainstay teacher

谭子虎老师 张鹏飞老师

汽车沿着山路盘曲直上袁周围是幽绿的森林和交杂在森林中的人居袁颇
有野种豆南山下冶的氛围遥 太阳悄悄地从云层里探出脑袋袁若隐若现的晨炊烟
雾与阳光组成了一幅美不可言的图画遥
这里是坐落在深圳的华侨城袁而我们的脚下的这片土地袁便是华侨城的

茶溪谷遥
这里如同另一个世界袁就似那渔人误入的桃花源袁到处是鸟语花香袁水尧

花尧竹尧茶袁组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光遥 茶溪谷之禅意袁我猜袁就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袁繁华与荒芜的共处遥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袁在物欲横流的深圳袁在这繁华的
一夜崛起之城中坐落袁却不显得有丝毫的突兀袁反倒有一种中和的味道袁让
这繁忙的人有一点喘息的时间与地点遥
四季花田静静的躺着袁身上美丽的花朵散发着阵阵的清香袁浪漫的薰衣

草尧恬静的马缨丹尧四季飘香的黄金香柳以及毛杜鹃如同一群美丽的少女袁
用独特的方式在抒发内心的喜悦遥 花钟教堂传来低沉的钟声袁随风摇曳的花
朵便随着钟声翩翩起舞袁操着虽不熟练的舞步袁但亦有一种闲适的美感遥
那欧式的小镇袁就如同遥远的因特拉根一般迷人袁临着一个不大不小的

人工湖袁时不时飞过的白鸽袁水中荡漾的灰天鹅袁偶尔探出头的小锦鲤袁就好
像小镇在向这群探入小镇的行者们送上独特的问候遥
走在这个充满茶香的地方袁感觉心灵像被闲适的芬芳荡涤了一番袁洗净

铅华袁流出那精华的禅意遥 看周围茶与花的交替袁在水中茶叶与花叶的沉浮袁
翠竹的诞生袁繁茂袁凋零袁生与死的交替袁远处云雾缭绕袁近处水声潺潺袁流水
敲石袁我想袁那渔人亦见着了如此美景吧遥
路途中随处可见手持相机的游者袁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袁将这桃源袁

带在了身边袁将这美丽袁带在了身边遥
我也举起了手中的相机袁带走了我心中的桃源遥
这美不胜收的茶溪谷呵袁你教我如何来爱你钥 渊指导老师院丘曼莎冤

桃花源
要要要记茶溪谷之行

初二渊16冤班 陈蔚胤

不知何时起袁脚下那结实的触感袁便任凭我漫步尧奔跑尧跳跃袁引着我
从起点跑向重点袁注视我步步走向成熟遥

春去秋来袁年复一年遥我的步子越来越稳袁越来越快遥然而那些夏日
的午后袁望着窗外的烈日炎炎袁却频频忆起孩提时的路袁那般柔软袁承载
着稚嫩尧蹒跚的步伐袁倾听着咿咿牙语袁一次次托起跌倒的我袁一次次为
我抹去眼角的泪袁赐予我再一次微笑的起程遥

色彩缤纷的人行道袁跳跃的书包袁老榕树下的马尾辫又一次扬起细
碎的阳光遥 童年的路袁洒满了欢声笑语袁伴着一首首难忘的童谣袁毫不掩
饰那纯真幼稚遥天边的落霞映在脸颊袁像一抹热情的胭脂遥一路上袁我将
嘴角的弧度藏进花丛中的蚂蚁窝袁藏进池塘里的鹅卵石袁藏进老爷爷推
车上的冰糖葫芦噎噎

路袁变坚强了袁不复脆弱遥 任我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袁它仍不见丝毫
裂纹袁担当我永远的后盾遥

路袁变刚硬了袁不复柔软遥不再温柔的扶起跌倒的我遥而是任凭砂砾尧
石块刺破我的皮肤袁留下次次疼痛袁浸出点点泪痕袁在我心中刻下岁月和
伤遥

路袁变复杂了袁不复单纯袁不再直白的指着终点袁而是分出各种岔路尧
捷径尧歪途袁随时通向悬崖峭壁袁再不回头便意味着粉身碎骨遥 让我一次
次困惑尧迷茫尧不知所措噎噎

然而袁路上的我一次次跌倒袁爬起袁再跌倒袁再爬起噎噎走了错的路袁
就从头再来遥 路上的风霜将我打磨得成熟而坚强遥

渊指导老师院汤杰冤

我在路上
高二渊12冤班 邓宇琳

4月 12日至 14日袁 在全国生本教育研究中心专家蒋明军老师的带
领下袁来自北京尧重庆尧四川尧贵州尧江苏尧广西尧安徽等省市的 50多位中
学语文教师莅临我校袁与我校师生进行一系列本课堂交流研讨活动遥 我
校教研室主任谢海龙热情接待了来宾遥

12日上午袁来宾们在 E301室听取了我校教师张杰老师的专题讲座
叶高中语文生本教学的深层次推进曳遥张杰从野前置预习的设计冶尧野课堂实
施的开展冶以及野前置预习与网上学习的导引冶等方面袁结合具体的课例袁
与老师们分享了高中语文生本教学经验遥

13日上午袁在 E215室袁来宾们观摩了我校金沂尧唐秋月两位老师生本课
程叶咏物诗曳尧叶晏子治东阿曳遥 课堂上袁两位老师打破传统的授课方式袁通过设
定问题尧小组讨论尧总结发言尧解惑答疑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积极性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尧快乐学习袁使同学们在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尧自由
研讨的同时享受到了获取知识的快乐袁真正体现了野以生为本冶的教育思想遥
两位老师精妙的授课技巧尧 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以及侨中学子所表现出来
的独立思考尧自主学习能力袁受到来宾们的一致称赞遥

14日上午袁来宾中的增城市第一中学徐荣芳老师和开平市开侨中学
的王广生老师分别以叶师说曳叶鹊桥仙曳为题袁进行了生本课堂教学袁与侨
中老师切磋了教学技艺遥 在教学交流期间袁我校名班主任张岩老师还为
来宾们做了叶中学语文课型与课程设计曳的主题报告袁并为老师们进行了
模拟生本课堂教学示范遥 老师们纷纷表示袁通过模拟课堂教学袁换位思
考袁真正体会到了身为学生的心理袁对今后改进课堂教学方式尧推进生本
教育的开展具有积极作用遥活动最后袁老师们参观了侨中校园袁对我校先
进的教育理念尧卓越的办学成就以及优美的育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3月 5日袁满载中山人爱心的第 27届慈善万人行
盛大举行袁秉承野博爱尧创新尧包容尧和谐冶 的中山人精
神袁侨中人汇进了这条爱的河流袁将野人道窑博爱窑慈
善冶的红十字精神洒满中山遥

当日下午袁在丝丝春雨的浸润下袁春意盎然的兴
中道锣鼓喧天袁龙狮起舞遥 全市 2万多名市民和各界
人士组成的近 180支巡游队伍参加了巡游活动遥广东
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带领我校教师方队袁伴随
叶我们与爱同行曳的旋律袁沿着兴中道向答谢台行进遥
老师们身着整齐的侨中校服袁高举野全国一流国际知
名的华侨中学冶的校徽标志牌袁挥舞着印有慈善标志
的旗帜袁微笑着向路边的群众挥手致意袁向社会各界
展示了侨中人饱满的精神面貌与和谐的团队精神袁诠
释着中山人的慈善文化遥

由我校红十字会成员组成的方阵是整个慈善万
人行中最受瞩目的队伍袁他们以统一的服装和矫健的
步伐袁完美地展现出了我校培养野爱国爱乡袁崇德行
善袁刚健进取袁国际视野袁世界胸怀冶的高素质世界侨
中人风范遥

我校师生参加 年慈善万人行活动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Our School Participate in Zhongshan Charity Parade 2015.

教师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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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语文教师生本课堂
交流研讨活动在我校举行

Life-centered Class Seminar of the nationwide Chinese teachers was
held in our school

生本研讨会现场

为宗旨袁先后成功举行了四届以野领略世界风
情袁体验多元文化冶野走进侨中袁迈向世界冶野谛
听蓝色的声音冶野中国梦中山梦侨中梦冶为主
题的国际文化节遥国际文化节内容丰富多彩袁
形式灵活多样袁头脑风野爆冶--中学生百科知
识竞赛尧野炫舞青春袁梦想侨中冶--校园啦啦操
比赛尧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尧野国际视野袁绘世界
之美冶主题绘画比赛尧野展英语魅力袁秀世界风
情冶 英语主题演讲比赛尧野修身健体袁 舞动青
春冶 啦啦操大赛尧 展现各国文化的环保时装
秀尧跳蚤市场尧摊位游戏尧舞台表演等一系列
活动遥 通过国际文化节这一国际化尧多样化尧
现代化的平台袁 广大侨中师生充分发挥了创
造性和参与性袁高度展示了中国梦尧中山梦尧
侨中梦遥
华侨文化给了学校发展愿景袁 更给了师

生行为准则袁用华侨文化治理学校袁让学校有
了精气神浴
荫策略决定成败--华侨文化品牌运作套

路专业尧娴熟
侨中品牌取得的成功不仅是品牌定位和

文化选择的成功袁 更是侨中的品牌套路的成
功遥在品牌管理尧品牌教师和特色课程体系上
打野侨牌冶袁打出成功的九大项目袁选点准袁打
得妙遥

渊一冤管理上野打侨牌冶袁侨牌让管理更精
彩

精细化管理是侨中品牌成功的基本保
障遥 细节决定成败袁没有野目标精进袁态度精
诚袁过程精细袁结果精品冶的精细化管理袁任何
教育理想都无法实现遥

1.野文治冶让侨中品牌有了生命和力量遥林
校长认为袁三流学校人管人渊人治冤袁二流学校
制度管人渊法治冤袁一流学校文化管人渊文治冤遥
在野人治冶野法治冶野文治冶中袁他更推崇野文治冶袁
认为野法治冶是基础袁野人治冶肯定不太行袁特别
是大学校院学校治理关键是野文治冶袁民主参
与尧共同治理遥

2.通过校董尧校友资源整合袁给品牌插上
腾飞的翅膀遥侨中对校董尧校友资源的开发和
盘活很重视袁工作也卓有成效遥 校董们出钱尧
出力尧出关系袁到访侨中的重量级名人和领导
也是通过校董们邀请到的袁 校董们还牵线搭
桥让学校师生与国际顶级学校交流合作遥 校
董是学校的恩人袁侨中把他们变成了自己人袁
这是现代学校理念和现代学校治理理念袁是
侨中的重要亮点遥
在 60年的侨中办学历史当中袁华侨发挥

了重要作用袁学校的创建尧复兴和发展袁每一
个重要关节与重大事件背后均有华侨力量的
推动与演绎遥 侨中立足野侨校冶实际袁以侨资尧
侨色尧侨味彰显侨校特色袁借由华侨文化产生
的深刻的道德力量和巨大的感召力量袁 影响
和改变学校的教师文化尧 学生文化尧 课程文
化尧物质文化尧制度文化袁引领学校发展更富

有野侨色侨味冶袁不断提升办学水平遥
据统计袁校董和校友捐助了侨中 12项奖

教助学基金袁加上昂贵的校园树袁侨中可能是
中国受捐助最多的中学遥校董尧校友不仅提供
了学校资金袁更为学校提供了教育资源袁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教材浴
校董会尧校友会给侨中插上了一对翅膀袁

加上基金会袁野三会冶合力让侨中品牌腾飞袁而
用好这野三会冶恰恰是林校长和侨中人的智慧
和情怀遥

渊二冤教师队伍建设中打造侨牌袁侨牌让
教师更加出彩

梅贻琦说过袁大学之大袁不在大楼袁而在
大师遥对于侨中来说袁教师队伍建设是品牌成
功的关键袁尤其是名师的培养遥侨中在教师队
伍建设上有两大亮点袁一是名师工作室建设袁
二是教师的国际交流遥

野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遥 冶林校长说
野没有教师的发展袁难有学校尧学生真正意义
上的发展遥 教师观念的转变尧能力的提升袁不
在书本尧文章里袁而在教师的亲历和实践中遥 冶
侨中名师工作室开展早尧 数量多尧 质量

高尧成果显著遥从 2006年开始推出了 12个名
教师工作室和 10个名班主任工作室遥培养了
一大批师德高尚尧业务精湛尧技艺超群的优秀
教师遥 目前袁侨中现有全国模范教师尧全国优
秀教师各 2人袁全国师德标兵 1人袁广东省教
育家培养对象尧省名校长尧省首届中小学校长
工作室优秀主持人尧 省首届名教师工作室主
持人 1人袁 特级教师 4人袁 南粤优秀教师 8
人袁 省级以上骨干教师 7人袁 市教育名师 6
人曰高级教师 206人袁博士尧研究生学历 167
人噎噎
此外袁 侨中两次荣获广东省基础教育

成果一等奖袁 四次荣获广东省侨资学校优
秀办学成果奖曰课题叶办全国一流华侨中学
的理论与实践曳 成为全国教育科学 野十一
五冶规划 2009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曰课题
叶和谐发展教育模式下的校本课程建设与
开发曳荣获教育部全国野十一五冶教育科研
成果一等奖遥
侨中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 与世

界各地的名校缔结友好学校袁 组织师生先后
到日本尧英国尧加拿大尧新加坡尧英国和香港等
地先进学校进行交流和学习遥 在野三会冶的支
持下袁侨中教师加强与国外学校交流袁实现了
野优势高位嫁接袁人才高端输出袁资源高度共
享冶袁让老师们的教学理念现代化尧国家化袁更
好地理解和落实华侨文化遥

渊三冤课程建设上打侨牌袁侨牌让学生更
喜爱
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课程袁 学生通过课

程获得知识和精神力量袁从野大课程观冶角度
来看袁侨中开发了很多华侨文化的校本课程遥
其中袁领导力尧国际公民尧女生教育尧社团尧校

园文化五大特色课程已经成绩显著袁 部分课
程获得省和国家级奖励遥

1援领导力课程是侨牌的亮点遥领导力是华
侨文化的显著特征袁 也是侨中学生发展的需
要遥侨中专门成立了中学生领导力社团遥侨中
在全国的相关比赛中荣获多项大奖遥
林校长认为的野社会精英冶袁不是单指人

们眼中的在社会的某些领域取得大成就的
人袁而是具有学习力尧规划力和领导力的人遥
学习力是自我的发展意识袁保持不断地学习袁
做到与时俱进袁持续发展曰规划力袁是指个人
的慎独和自我规划的能力曰 领导力就是要求
学校培养的学生要具备必要的领导才能和品
质遥 有了学习力尧规划力和领导力的人袁不论
在哪个群体里袁哪个层次中袁都可以找到自己
的位置袁实现自身价值袁获得认可袁甚至影响
和改变环境袁并一直拥有真正的幸福感袁人生
的价值和尊严遥

2014年袁在第五届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
上袁侨中在全国 64所学校 600多名师生中脱
颖而出袁获得集体奖 4项袁个人奖 1 2项的优
异成绩遥 其中袁学校集体荣获野综合评比特等
奖冶渊全国仅 5所学校获此殊荣冤曰项目野茫茫
前路袁为你指路冶荣获野特等奖冶第一名渊全国
一共有 52个项目参加比赛袁该项目荣获全国
第一名冤曰项目诚信小铺荣获野特等奖冶第五名
渊全国一共有 52个项目参加比赛袁 该项目荣
获全国第五名冤遥

2援世界公民教育让侨牌名副其实遥世界公
民教育既是野E时代冶的发展需要袁更是侨校
特质的培养需要遥中国的近现代史发展表明院
华侨兴袁则广东兴曰广东兴袁则中国兴遥华侨之
所以能够成为一股改变中国命运的特殊力
量袁其原因在于他们拥有野世界公民冶身份袁能
够野站在世界看世界冶袁传播与引进代表世界
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袁 来推动与主导中国社会
的变革遥 基于此袁侨中德育很重视野世界公民
教育冶袁扩大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世界胸
怀袁形成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念袁为整个地球人
类承担责任遥
学校很早就出版了 叶世界公民教育曳教

材袁得到了专家和同行的好评袁成为同行的学
习榜样遥

3.女生课程别具一格遥侨中非常重视女
生教育袁 把女生教育当做一项重大工程来
抓遥本着野一个好女儿袁一个好家庭冶 野一个
好女生袁十个好男生冶 野要因材施教袁也要
因性施教冶的三条基本共识袁侨中专门对女
生这一特殊教育群体提出了野刚健( Ener鄄
getic)尧关爱( Caring)尧优雅(Elegant)冶的培养
要求袁从人格主体袁加强女生的自强与自立
教育曰从道德主体袁对女生进行孝心与爱心
教育曰从审美主体袁对女生进行知性美与仪
态美教育袁从而使女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袁
带动学校的育人工作遥

女生教育已经成为中山侨中特色课程体
系教育名片遥2008年课题叶青春期女生教育研
究曳 荣获首届广东省中小学德育创新奖二等
奖袁2009年研究成果叶优先女生教育曳获得全
国中小学德育创新成果一等奖遥 多家报刊曾
对侨中的女生教育作专题报道遥 2012年国务
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尧 省市妇联领导先后莅临
侨中调研女生教育工作袁 对侨中女生教育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4.社团是侨牌的精华遥林校长说院野学生个
性发展必须有社团作抓手遥挖掘学生潜力袁张
扬学生个性袁 必须有学生自我探究尧 自我成
长尧 自我体验的群体性组织和广阔的健康成
长空间遥 社团也是侨中打侨牌的重要载体遥 冶
为此袁侨校先后成立了中学生领导力协会尧英
语辩论队尧侨苑文学社尧侨中艺术团尧华侨人
物研究协会尧礼仪队尧校管乐社团尧啦啦舞蹈
队尧小记者尧红十字会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
54个社团遥
除了领导力社团卓有成效外袁 侨中其他

社团也曾多次在比赛中荣获大奖院 合唱团在
广东省首届中小学生合唱比赛中获一等奖曰
舞蹈社团获第二届中山市中小学原创舞蹈大
赛一等奖曰 管乐团参加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管
乐专场音乐会获银奖曰 技巧队获全国技巧冠
军赛暨全少年技巧锦标赛五项第一名噎噎
今后袁 侨中计划把社团建设和发展放到

学校战略的高度袁 作为学校课程的重要形式
来发展遥假以时日袁打造侨中的野百团大战冶势
必成为中国高中课改的一道风景线袁 成就幸
福师生浴

5.校园文化彰显侨牌特色遥侨中非常重视
校园文化建设袁 在校色和校园建筑设计上颇
费心思遥侨中选定的校色为野华侨三原色冶院蓝
色尧黄色和红色遥 蓝色代表蔚蓝的大海袁象征
着华侨的进取精神曰 黄色代表黄土地袁野继承
炎黄脉袁不改中国心冶是华侨共同的心声曰红
色代表中国红袁 华侨滚烫的血液里澎湃的依
然是中华的声音遥侨中对学校建筑按照野中华
气派袁岭南特色袁中山元素冶的建筑要求袁以
野陈嘉庚式建筑风格冶为参照袁科学规划袁合理
布局袁精心打造校园建筑特色遥

校色和校园建筑选择是完全围绕 野侨
牌冶袁给来宾非常强烈的野侨牌冶印象袁品牌效
果非常好浴 更重要的是环境文化包括校园文
化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袁 这种课程让全
校师生长期野享受冶和野熏陶冶袁效果很好袁意义
重大袁值得更好地去开发利用遥

侨中通过野打侨牌冶袁打得准尧打得快尧
打得精彩尧打出了特色袁打出了野中国一流尧
世界知名冶的品牌影响力浴 野大鹏一日同
风起冶袁全体侨中人正发扬野自强不息袁敢争
第一冶的精神袁从野中国一流尧世界知名冶向
着野中国第一尧世界唯一冶的奋斗目标昂首
迈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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