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绎2016年 9月 28日-10月 1日,由我校名师汤杰尧徐艳波尧郑智慧尧张秋香老师组
成的野2016年大洋洲华文教育师资巡讲团冶赴澳大利亚尧斐济和新西兰巡讲袁受到好评遥

绎2016年 10月 11日讯袁我校李勇尧黄荣瑜尧景千瑞尧陈晓新尧胡敏五位老师的五项
省级德育科研课题获准立项遥

绎2016年 10月 14日袁我校校长高毅主持的市级课题叶野互联网+冶背景下中学创客
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曳顺利开题遥

绎2016年 10月 26日讯袁 黄玉玲老师喜获 2016年中山市初中语文教学论文评比
一等奖遥黄永老师在 2016年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暨生物化学教师实验创新技能竞
赛评选中喜获一等奖遥
绎2016年 11月 26日讯袁我校在中山市 2016年华人华侨征文比赛中袁高一渊3冤班陈城

浩同学喜获一等奖袁初二渊11冤班刘惠琪同学喜获二等奖袁石英祺尧吴梓莹等八位同学喜获优
秀奖袁耿昆巍尧侯贤凤尧全亮老师喜获野优秀指导老师冶称号袁学校蝉联野优秀组织奖冶遥

绎2016年 12月 16日袁全国语文教师生本课堂研讨活动在我校举行袁来自全国各
地的 50位语文教师参加交流活动遥我校张娇和樊瑞凯老师的现场教学和张杰老师的生
本教学专题讲座袁受到领导尧专家和老师们的赞赏遥

绎2016年 12月 16日袁我校邀请著名励志演说家房善朝举行野挑战高考极限袁梦想
成就未来冶大型高考励志演讲会袁为高三学子鼓劲加油遥

绎2016年 12月 16日和 26日袁哈佛大学硕士生尧我校 2012届校友刘曼分别在高尧
初中部演讲袁为学弟学妹加油助威遥

绎2016年 12月 30日讯袁在 2016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客大赛上袁我校参赛的 4
个作品全部获奖袁其中 1个特等奖袁2个一等奖袁1个三等奖遥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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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中山市华侨中学
建校 62周年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62nd Anniversary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香港中华总商会渊中总冤2016年 10
月 24日选出新一届会长袁全国政协教
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尧 香港新华集
团主席尧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
士膺选为 50 届会长袁 任期至 2018年

10月遥 蔡博士是续霍英东尧 曾宪梓以
来袁 第三位被会员推举成功再度执掌
中总的前会长遥

蔡冠深博士于 2008年 10月首次
获推选为中总会长袁任期两届袁卸任后

并获颁任永远名誉会长袁 继续服务中
总袁深获各界同仁的认可遥 香港中华总
商会在公告中表示袁 蔡博士加入中总
后袁先后担任会董尧常务会董及副会长
等职务袁 更历任第 46及 47届会长袁对

会务十分熟悉并充满热诚遥 蔡博士是
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及全国政协委员袁 他亦荣获特区政
府颁发金紫荆星章袁 并在不同领域出
任多项社会公职袁对推动香港尧内地尧
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商贸联系和民间交
流一直不遗余力遥

野第 50届会董就职典礼晚宴冶上袁蔡
博士表示袁 新一届会董会将秉持中总爱
国爱港的优良传统袁巩固野立足香港尧背
靠祖国尧联系世界冶的定位袁承先启后袁全
力推动会务创新袁 带领中总迈向 野多元
化尧专业化尧年轻化和国际化冶发展遥 蔡冠
深强调袁 新一届会董会将密切关注国际
形势变化袁积极配合国家野十三五冶规划尧
野一带一路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建设带
来的发展机遇袁 并协助会员在东亚区域
经济合作中寻找商机遥 在青年人才方面袁
蔡博士称袁中总将积极响应国家野大众创
业尧万众创新冶号召袁为香港工商界培育
更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遥

他表示袁2017年是香港回归 20周
年袁中总将举办一系列大型庆祝活动袁
包括在香港举办 野东亚高峰论坛冶袁届
时将邀请来自 13个国家的商务部部长
级领导出席袁共同探讨深化区域合作曰
以及在法国举办论坛或峰会袁 帮助企
业深入了解野一带一路冶最新形势遥

蔡冠深董事长三度荣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Dr Jonathan Choi, 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Has Been Appointed as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ongkang for the Third Time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为蔡冠深颁授证书

2016年 10月 30日袁 我校蔡冠深
对外交流考察团在高毅校长的带领下
到达日本袁 参加由我校校董会董事长
蔡冠深博士主导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
辰 150周年系列活动并访问了长崎市
立樱马场中学校遥

蔡冠深博士在福冈市举行招待仪
式欢迎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相关活动的各界人士遥 中国驻福
冈总领事何振良先生尧 福冈县知事小
川洋先生尧九州大学校长久保千春尧九

州经济论坛主席石原进以及包括我校
考察团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
代表等近百人受邀出席遥

10月 31日袁考察团一行受邀参加
九州大学蔡冠深日本文化中心奠基典
礼遥 九州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日本
国立大学袁 也是见证孙中山先生和九
州人民深厚友谊的地方遥 孙中山先生
在九州大学留下了 野学道爱人冶 的匾
额袁 也展现了孙中山先生对教育的一
片热忱遥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何振良先

生宣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先生
对奠基典礼的贺信遥 蔡博士在奠基典
礼致辞中表示袁 希望中心落成后能为
中日双方乃至地区各国各界人士所
知尧所用尧所爱袁成为九州地区国际交
流的重要舞台遥 在简短而又隆重的奠
基仪式后袁来自中国尧日本尧越南尧新加
坡尧 澳大利亚尧 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约
200名学者在九州大学伊都校区稻盛
馆参加了以 野孙中山的国际影响力及
对未来的启示冶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遥

九州大学校长久保千春表示袁 中日携
手在此共建文化中心袁 必将有力促进
两国及各方在教育尧科研尧医疗及全球
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袁 九州大
学将一如既往为此贡献力量遥

11月 1日袁 考察团一行受邀参加
九州经济论坛遥 香港中华总商会尧新华
基金会与九州经济论坛共同主办了以
野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开拓者的
九州冶为主题的座谈会遥 蔡博士在会上
发表了名为叶香港与九州尧亚洲太平洋
地区的伙伴关系曳的演讲遥 来自中山大
学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尧加拿大艾伯
塔大学尧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尧越南河
内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大学等知名大
学的活跃于孙中山研究第一线的教授
们参加了座谈袁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遥

11月 2日袁 考场团一行来到友好
学校要要要长崎市立樱马场中学校遥 通
过前两次的互访袁 很多老师相互都已
熟识袁 大家老朋友重逢袁 气氛分外热
烈袁 津村副校长简单介绍了樱马场中
学校的具体情况后袁 考察团分成两组
对学校各年级的上课情况进行参观遥
两校老师就中日教育的区别和具体的
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袁
并对后期两校学生和老师的交流达成
了共识遥 最后袁樱马场中学校在学校剑
道馆进行了日本特色的太鼓表演以示
欢迎遥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考察团赴日本考察交流
The Delegation of Choi Koon-shu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Foundation Visited Japan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考察团赴日本考察交流

2016年 12月 28日上午袁我校苏华赞
图书馆揭幕仪式在初中部隆重举行袁中山
市荣誉市民尧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尧教育
基金会主席苏继滔先生携同家属袁不远万
里袁莅校为图书馆揭幕遥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苏华赞图书馆揭幕
仪式正式拉开序幕遥 苏主席携同家属袁一
起为图书馆揭牌遥 苏华赞图书馆的揭牌袁
不仅代表了苏主席对我校 62周年华诞的
特别献礼和诚挚祝福袁更是其倾心家乡教
育事业的真实写照遥 仪式后袁苏主席一行
在高毅校长等领导的陪同下袁参观了焕然
一新的初中部校园袁苏主席对初中部新貌
赞不绝口袁一行人在苏华赞图书馆尧蔡朝
勋堂尧苏继滔室和画桥前袁留下了珍贵的
合影遥 随后袁苏主席一行前往高中部袁与家
人一起袁为苏继滔手植树揭牌遥 苏主席表
示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侨中的发展袁希望
华侨文化与华侨精神能够发扬光大袁并祝
愿侨中越办越好袁走向世界遥

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尧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
莅校参加苏华赞图书馆揭幕仪式

Mr. Su Kai-tao, Standing Vice-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and Chairman of the Education Foundation,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u Huazan Library

在 2016年广东省 野健康促进示范单
位冶创建活动中袁我校获评中山市首批野广
东省健康促进示范学校冶遥

我校积极响应省市号召袁创造性开
展健康促进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袁 完善学

校健康制度袁 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袁为
师生提供良好学习尧生活环境以及健康
服务袁 受到师生和上级部门的充分肯
定遥 11 月下旬袁我校正式荣获 野广东省
健康促进示范学校冶称号遥

我校获评
广东省健康促进示范学校

Our School is Awarded Health Promoting Model School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在 2016年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经验
材料征集活动中袁我校论文叶文化引领袁彰
显特色袁培育世界侨中人曳荣获特等奖遥在
全市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推进会上袁高毅

校长代表我校作了经验介绍遥我校也成为
首批被编入叶野文化的力量野要要要中山市中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经验汇编曳的学校遥

我校获得中山市中小学校园
文化建设经验材料评比特等奖

Our School Got the Special Prize in the Appraisal of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Material

2016年 11月 13日上午袁 由广东省教
育厅举办的 野2016年广东省中学化学和生
物实验教师渊员冤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竞赛冶
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精彩落幕袁我校臧勉老
师一举拿下一等奖和创新奖两项大奖遥

本次大赛共有 178 名中学化学和生

物老师同场竞技袁 比拼常规实验操作袁展
示创新实验技能遥 臧勉老师的作品野铁与
水蒸气反应的实验创新冶既能防止还原铁
粉受潮板结影响其还原能力袁加快反应速
度袁又能避免试管破裂袁受到专家尧同行的
一致赞许遥

臧勉老师荣获广东省
实验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和创新奖

Zang Mian, Teacher of Our School,Won the First Prize and Innovation Prize of
Provincial Experiment Teaching Skill Competition in Guangdong

在 2016年度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评
比活动中袁我校学子徐可榜上有名遥据悉袁
今年全市只有 2位同学获此殊荣遥

徐可同学现为我校高三年级学生袁成
绩优异遥 中考时获得全市前十尧全校第一
的成绩袁上高中以来学习成绩长期名列前

茅袁多次获得年级第一曰曾作为交流生赴
美国学习袁 并在雅思考试中获得总分 7.5
分尧阅读满分的成绩遥 该生曾任我校学生
会主席袁 在任期间组织了多项大型活动袁
所带领的 2016届学生会获得 野广东省优
秀学生会冶称号遥

高三学子徐可荣获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
Xu Ke, Senior 3 Student of Our School Was Awarded Soong Ching-ling Scholarship of

Guangdong Province

近期袁 我校在体育艺术方面频破纪
录袁屡获大奖遥 定向越野队喜获广东省第
十一届定向锦标赛青少年团体总分第一
名曰田径队喜获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三项第一名曰男子篮球队成功实现中山市
高渊职冤中篮球锦标赛四连冠袁女篮荣获亚
军曰乒乓球队荣获市野体育彩票杯冶初中组
渊乙组冤团体总分第一名袁蝉联男子团体和
男子单打冠军曰 羽毛球队荣获 2016年中

山市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初中组团体总
分第二名曰游泳队勇夺市体彩杯青少年儿
童游泳锦标赛两个第一名曰高中部和初中
部合唱队分别荣获中山市第十二届中小
学合唱节一等奖渊第一名冤和二等奖曰管乐
队喜获 野2016年第八届华南地区管乐尧打
击乐邀请赛冶二等奖袁并连续两年荣获市
管乐比赛一等奖第一名遥

我校体艺代表队屡获省市殊荣
The School Sport and Art Delegation Has Won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 Awards Repeatedly

苏继滔主席渊后排右五冤携同家属参加苏华赞图书馆揭幕仪式

在 2016年中山市高中尧 初中教学质
量综合评价中袁我校高尧初中均再次荣获
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校一等奖遥 至此袁我
校已连续十年获得该奖项遥 近年来袁我校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袁 稳步推进教学改革袁

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高遥塑造了位居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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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冶的人才培养野深加工能力冶遥

我校高、初中部获得中山市教学质量
评价先进学校一等奖

Both the Senior and Junior High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 Zh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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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尧笑声此起彼伏袁琴声尧歌声交相辉映袁2016年 12月 16日晚上的
蔡冠深大礼堂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袁由学校工会组织策划的野做幸福教
师袁创和谐侨中冶2017年教师新年联欢晚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遥 高毅校长
发表新年贺词袁他代表学校向过去一年为学校默默无闻尧积极工作的老师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袁并致以新年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浴 晚会上袁歌曲串烧尧
联唱尧重唱尧合唱袁歌声嘹亮袁优美动听袁乐器演奏悠扬悦耳袁回味无穷遥 作
为联盟学校袁东升高中的贾琳老师带来了一首美妙的钢琴曲遥 侨中英才学
校的舞蹈叶爵士舞之夜曳袁将爵士舞的美丽与激情完美演绎遥 整台晚会袁台
下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遥

做幸福教师 创和谐侨中
要要要2017年教师新年文艺晚会

野Being Happy Teachers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chool冶
要要要The 2017 Teachers' New Year Party

扬帆起航 筑梦侨中 再创辉煌
要要要2017年学生新年文艺晚会

野Setting Sail, Building Dreams and Achieving Greater Prosperity冶
要要要The 2017 Students' New Yea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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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3日袁侨中校园人头攒动袁热闹非凡袁中山市华侨中
学首届中学生创客节在文化广场隆重举行遥 市教体局调研员左海燕尧
教育信息中心主任黄世勇 尧教研室教研员陈明宏尧电教站装备部部长
刘建华尧市侨中校长高毅等领导出席活动并现场体验创客作品遥 来自
中山市首批 10所创客教育实验学校尧 澳门新华学校尧 北京师范大学
渊珠海校区冤尧汕头大学尧广东工业大学尧广州大学法学院尧电子科技大
学中山学院及广东全通教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尧中山金龙游乐设备有
限公司等 23家单位的各路野创客冶带着自己的创客作品参加活动袁我
校全体学生尧部分家长现场体验各种发明创造袁零距离感受野创客冶们
的奇思妙想和创意作品遥 企业尧大中小学尧家长尧校友多方力量共同参
与袁家校联手袁校企合作袁为研究和探索创客教育在中小学的普及发展
开辟了新的思路遥

高毅校长在创客节开幕致辞中表示袁举办中学生创客节袁旨在落
实野双创冶渊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冤精神袁营造创客文化袁探索创客教育袁
提高青少年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袁为同学们搭建一个了解野创客冶尧展
示智慧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平台遥 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创客节袁享受创
意的饕餮盛宴遥 黄世勇主任向我校颁发了野中山市创客教育实验学校冶
牌匾遥 高毅校长向参加此次创客节的各学校和单位赠送了纪念品遥

启动仪式最后袁在现场所有师生的见证下袁领导嘉宾一起上台启
动了创客节开幕式装置袁 中山市华侨中学首届中学生创客节正式开
幕遥 小创客们迎来了一个能让大家尽情发挥想象袁动手实践创造袁放飞
梦想的春天遥 活动现场设立 20余个展区袁展示了我市创客实验学校学
生和部分高校学生尧创客团队创造发明的作品袁包括 VR尧机器人尧无人
机尧3D打印尧开源硬件尧陶艺尧动漫尧创意小发明等内容遥 此外袁活动现
场还专门设置了游戏体验区袁 吸引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积极参与袁现
场气氛热烈遥 本次创客节是我校的首届创客节袁也是中山市的首届校
园创客节袁是我校继国际文化节尧女生节尧体艺节之后创设的又一特色
文化活动遥

各路创客齐聚侨中，点燃激情梦想成真
要要要我校首届创客节大放异彩

The First Makers Festival Was Successfully Held

2016年 11月 17要18日袁我校初尧高中部分别召开了第 62届校运会遥
伴着激越铿锵的叶运动员进行曲曳袁首先入场的是国旗护卫队袁他们身着制服袁迈着矫健

而整齐的步伐向观众们展示了英姿飒爽的风采遥 开幕式中最吸引师生眼球的莫过于各班级
独具特色的入场式遥 今年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袁许多班级纷纷亮出了以纪念孙中山
先生为主题的标语袁展现了野传承孙中山精神冶与野侨校冶的特色主题遥 来自美国犹他国际学校
的学生们也参加了高中部开幕式表演遥

高毅校长在致辞中回顾了过去一年我校在体育教学尧 体育竞技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袁并希望全体运动员发扬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侨中人精神袁敢于
拼搏袁勇于进取袁赛出水平袁赛出风格遥
本届运动会处处涌现出团结尧紧张尧严肃尧活泼尧文明守纪尧勤奋进取的氛围遥 运动员们用

汗水诠释了野生命在于运动冶的伟大意义袁谱写了运动不断尧创新不止的绚丽乐章遥 同学们具
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袁在赛场上做文明观众尧为运动员加油喝彩袁充分展现了侨中学子良好
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遥

共建幸福和谐家园 尽展侨中师生风采
要要要我校体艺节精彩纷呈

Brilliant Show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School Sport and Art Festival

我校第 62届运动会胜利闭幕
A Successful Close of the 62nd School Sports Meeting.

2016年 12月 23日尧28日和 30日袁我校分别举行了高一高二尧高三和初中专
场野扬帆起航 筑梦侨中 再创辉煌要要要中山市华侨中学新年文艺晚会冶遥 东升高中尧
东区中学领导尧家长代表与全校师生一同观看演出遥 晚会全部节目袁均由师生利用
课余时间自编自创遥晚会期间袁师生同台袁倾情演绎袁现场高潮迭起袁热闹非凡袁完美
呈现了师生的多才多艺和侨中大家庭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袁 为即将到来的新年献
上了一份别样的大礼遥

领导嘉宾共同启动创客节开幕仪式装置

我校无人机表演 机器人创客作品展示

我校 3D打印作品展示

同学们现场体验各实验学校创客作品 VR体验吸引同学们现场排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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