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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
常务委员会委员

3月 14日下午袁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袁选举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
席尧副主席尧秘书长尧常务委
员遥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副主任尧香港中华总商会会
长尧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博士
以全票渊2144 票冤当选新一届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遥
蔡冠深常委在选举后接受

访问时表示袁很荣幸当选为全
国政协常委袁野这是国家给我
的无尚荣耀袁我将会在新的岗
位上袁 更积极地发挥作用袁把
握国家发展大局遥 冶他续指袁自
己将集中精力协助国家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野一带一
路冶倡议袁把香港建设得更加
美好遥
渊转载自叶新华快讯曳总第108期冤

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当选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3月 2日上午袁万家团圆的元宵佳节袁以野弘扬博爱精神袁共
创美好生活冶为主题的中山市 2018年渊第 31届冤慈善万人行巡
游活动在兴中道举行遥
起步仪式上袁中山市委副书记尧市长焦兰生为我校初中部两

名红十字会青少年佩戴红十字会徽袁受到了万人瞩目遥
上午 9院30袁伴随叶我们与爱同行曳的旋律袁起步典礼仪式正

式开始遥 我校初二 8班王润佳尧初二 12班张宇赫两位同学身着
红十字会服袁精神饱满袁昂首挺立袁代表全市红十字会青少年袁接
受焦兰生市长为他们佩戴红十字会徽袁 成为本次慈善万人行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遥

野我作为侨中红十字会的一员袁为能参加本次慈善万人行而
感到骄傲遥 冶张宇赫同学告诉中山电视台记者袁在慈善万人行的
感召下袁他和侨中的同学们将会更积极投身到慈善事业中袁为周
围需要帮助的人袁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遥
慈善万人行活动是中山市红十字会最具影响力的品牌遥 我

校红十字会自 1990年成立以来袁发扬野人道尧博爱尧奉献冶精神袁
积极开展万人行慈善街头义卖等社会慈善事业袁 募集捐款全部
上交市红会袁用于扶贫济困袁将侨中人的满满爱心袁撒播四方遥侨
中红会工作也成为了市红十字会的一张名片遥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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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渊右冤与蔡冠深常委合影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焦兰生与我校红十字会青年合影

苏君浩副董事长为我校设计捐赠的艺术品-叶涟轮曳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绎2月 12日袁春节前夕袁高毅校长带领校党委班子尧工会干部走访
慰问了退休老教师遥
绎2月 27日讯袁在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素质教育研究所主办的

第十二届 IEEA国际英语精英赛渊中国区冤选拔赛上袁我校学子发挥出
色袁共荣获一等奖 10个袁二等奖 36个袁三等奖 47个遥
绎3月 13日袁我校国际部师生向国际部一名家庭经济困难的保洁

员捐款 5000余元袁表达了师生们的真挚问候遥
绎3月 21日讯袁我校高尧初中部李昊尧陈峻宇等八位同学荣获中山

市第十九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暨首届创客马拉松二等奖袁指导老师
分别是张封尧任懿娜尧周卫尧袁港遥
绎4月 19日下午袁 由中山市港澳事务局联合香港教育局主办袁市

教体局和我校承办的 2018年香港青少年国防体验营活动在我校举
行遥
绎4月 23日讯袁由市华侨中学尧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中山分会

联合举办的野梦想之旅要要要时代基金会之公益分享冶系列活动袁在我校
蔡冠深报告厅顺利开展遥

苏君浩副董事长为我校设计捐赠的艺术品-叶学问曳

4 月 10 日上午袁 中山市政协主席丘树
宏袁 副主席郭惠冰等一行莅临侨中调研指导
工作袁受到了我校校长高毅袁副校长郑玉良尧
陈海鸥尧周红梅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在学校党办会议室袁 高毅校长向丘树宏

主席简要汇报了我校的整体情况及高中部二
期扩建工程具体进展情况遥
丘主席听取了高校长的汇报后袁 对学校

高中部二期扩建工程顺利获批表示祝贺袁并
指出院侨中是一所著名侨校袁在学校发展过程
中得到了广大华人华侨特别是蔡氏家族的大
力支持袁尤其是近年来袁全国政协常委尧香港
中华总商会会长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侨中校
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倾情家乡经济建设袁
鼎力支持侨中发展袁令人感动遥学校要充分发
挥侨校优势袁抓住机遇袁在野侨冶字上做文章袁
打好野侨牌冶袁深挖华侨文化内涵曰继续深化开
放办学理念袁 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华人华侨的
联系袁并加强与其他侨务单位的合作遥丘主席
还建议侨中与国内其他侨字头的大中学校组
成办学联盟袁共同探讨侨资办学经验袁大家一
起交流袁共同发展袁为国家的侨务和教育工作
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中山市政协主席丘树宏一行莅临侨中调研

高毅校长向丘树宏主席渊左冤介绍学校情况

近日袁校董会苏君浩副董事长为我校初中部苏华赞图书馆亲自设
计捐赠了艺术作品叶涟轮曳和叶学问曳袁设计简约大方袁现场视觉感强遥
据苏君浩副董事长介绍说院叶涟轮曳取涟漪和年轮为形袁借叶大学曳

内文为意袁希望透过这幅艺术墙来启发侨中学子学习和承存中国人的
传统智慧遥

叶涟轮曳其形状像涟漪向外袁寓意希望学生们能学以致用袁利用学
习得来的学问去影响和改变世界遥 知识像年轮一样要一点一滴去累
积袁希望学生们能磨练出无比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遥

叶学问曳的设计创意源于叶大学曳遥 野学问冶二字隐于园林树木之中袁
设计方案为了配合图书馆的室内艺术墙袁所以用了纯字体去表达学习
与研究的态度院硏析穷究尧学懂发问尧反躬自省尧朴实归真遥 寓意为院学
问尧智慧要靠个人努力去探求遥

叶大学曳为叶四书曳之首袁是中国古时学习的入门读物遥 叶大学曳陈述
的道德伦理尧学习态度和思维模式仍然对当代学生充满启发性袁其中
野明德格物冶精炼地说明了学习用意和应有态度遥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Dr. Jonathan Choi, 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Being
Elect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Dr. Jonathan Choi袁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Was Elect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3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r. Su Junhao, Vice-chairman of Our School Board , Designed

and Donated Works of Art to 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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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Qiu Shuhong, Chairman of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of Zhongshan C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Visited 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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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子梁进秋成功入选 2018FIFA世界杯护旗手
2月 4日袁2018FIFA渊俄罗斯冤世界杯护

旗手选拔赛决赛在南昌尧合肥尧哈尔滨万达
乐园正式落下帷幕遥 我校高一(22)班梁进秋
同学在班主任岳先喜老师的鼓励下尧在校足
球队教练刘勇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袁 脱颖而
出袁成为全国十二名 2018FIFA渊俄罗斯冤世
界杯护旗手之一袁将于 6月代表中国前往俄
罗斯袁 作为 2018足球世界杯护旗手走向梦
想的世界舞台遥
据悉袁本次选拔赛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

球技强尧素质高尧修养好等综合能力俱佳的护
旗手袁代表中国前往俄罗斯世界杯赛场完成护
旗任务遥 选拔活动自去年 12月 15日启动以

来袁共有来自全国的 2627名青少年报名遥经历
了综合素质测评尧身体素质测评和足球专项测
试三大部分多个环节的激烈考验后袁梁进秋秉
承 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侨中精神袁顽强拼
搏袁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袁入选俄罗斯世界杯
护旗手遥
赛后袁梁进秋同学激动的表示院野能够成

功入选世界杯护旗手袁就像我在比赛演讲时
说的那样袁 非常感谢母校要要要中山市华侨中
学的每位老师尧教练尧队员给予的莫大帮助遥
还有袁在综合素质测试环节袁向评委们展示
我设计的印有耶ZSQZ爷渊中山侨中冤字样的球
衣袁我感到莫大的自豪遥 冶

梁进秋同学与教练刘勇老师合影

近日袁从市教体局教研室传来喜讯袁在 2017年中山市初中学生英语综合
能力渊习思冤竞赛中袁我校学子发扬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侨中精神袁共有
22人获奖袁其中一等奖 5名袁二等奖 11名袁三等奖 6人遥 陆嘉仪同学获中山
市第一名袁陈柔君获第七名袁前十名中获奖人数居同类学校第一遥获一等奖人
数和获奖总人数居同类学校第二遥林尼尧杜楠楠尧周年有老师荣获优秀辅导教
师称号遥
获奖名单如下院
一等奖院陆嘉仪尧陈柔君尧张宇赫尧万美希尧张雅思
二等奖院廖展婷尧张铖杰尧何晓静尧苏纪柔尧蔡佳窈尧严尹彤尧李祚彦尧麦启

珺尧娄宇阳尧唐嘉婕尧曾玉梅
三等奖院刘焯然尧姜希娅尧陈双双尧龙韵恩尧李卓谣尧谢艺仁

我校学子荣获 2017年
中山市初中学生英语综合
能力（习思）竞赛一等奖

获奖师生合影

近日袁从市科协和市教体局传来好消息袁我校学子在第 15届中山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上荣获一等奖 1项袁二等奖 3项袁三等奖 5项遥 在此向获奖同学表
示热烈祝贺遥
据悉袁大赛由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尧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尧中山市科学技

术局尧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尧中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主办袁并
在东区远洋学校举行了隆重的 2017年中山市青少年科普活动周开幕式暨第
15届中山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动仪式袁 全市各镇区参赛学校代表和社
会各界代表约 8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袁 本届活动主题为 野创新 体验 快乐
成长冶遥我校共有 9个项目参赛袁全部获奖袁并夺得比赛最高荣誉一等奖 1项遥
辅导老师院陈观鸿尧张封尧任懿娜尧黄文君遥

我校学子荣获第 15届中山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第 15届中山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练泓睿

我校获评全国国防
教育特色学校

2018年 1月 16日, 教育部发文公布了 2017年国防教育特色学校评比结果 渊教
体艺函也2018页1号文件冤袁我校被评为野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冶遥 可喜可贺浴
据了解袁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落实叶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袁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袁继续推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建设袁在学校自主申报尧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评比推荐基础上袁教育部综合认定了 4382所野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冶袁
中山市普通高中共有六所学校入选袁我校获此殊荣遥
此次获得野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冶殊荣袁既是对我校国防教育工作的肯定袁更

是对全校师生的激励袁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主义思想为指导袁认真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尧中央军委下发的叶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
见曳以及教育部下发的叶关于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意见曳袁紧跟时代发展要求袁立足学
校特色袁不断优化国防教育途径和方法袁继续扩大国防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袁为实
现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的目标努力奋斗浴

我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近日袁从教育部传来喜讯袁我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袁这也是广
东省首批校园足球推广学校袁此前我校已经获评中山市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遥 这
是我校继获评省排球尧篮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后荣获的又一殊荣袁也标志着我校三
大球类运动均已颇具特色袁并得到了省市及全国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遥
一直以来袁我校高度重视体育工作袁注重学生身心健康袁以野健康第一冶为指导思

想袁采取各种措施袁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遥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体育工作领
导小组袁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学校体育工作袁选择优秀体育教师袁组建教练员和裁
判员队伍袁并多次外出参加学习培训袁提高训练和裁判水平遥学校邀请阿根廷专业足
球教练来校指导袁并选拔学生足球队伍袁积极参加省市各项比赛袁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遥
本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袁 既是对我校足球教育工作的极大肯

定袁同时也对我校足球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学校将以此为契机袁进一步制定
和完善足球教育工作的各项制度袁继续加大足球教育工作的力度袁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袁抓普及促提高袁进一步开创我校足球体育工作的新局面遥

2月 3日晚的远洋广场施坦威音乐厅袁华灯璀璨袁音韵悠扬袁由我校初三年
级司徒瑞麒同学筹办的野情系母校 奏响华芳冶慈善钢琴音乐会圆满落下帷幕遥 此
次音乐会的收益全部捐献给学校袁 用作帮助困难学生遥 何嘉莹副校长出席了活
动遥
早在开场前袁许多学生和家长就冒着严寒早早来到现场等候袁音乐厅座无虚

席遥 音乐会从钢琴协奏曲叶F小调奏鸣曲曳开始袁司徒瑞麒同学演奏了海顿尧肖邦尧
李斯特尧贝多芬等世界多位名家不同风格的作品袁他的双手仿若蝴蝶般在键盘上
快速飞舞袁令人炫目遥司徒瑞麒的演奏多变细致尧极富层次感和感染力袁让观众陶
醉其中遥 一曲叶辉煌的大圆舞曲 op18曳袁时而激动袁时而轻柔袁右手与左手以不同
的节奏型急速地交合袁情绪激动袁把听众带进了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世界遥 一曲
叶匈牙利狂想曲 NO11曳袁轻松流畅袁指法熟练袁张弛有度袁为大家带来了绝佳的听
觉享受袁也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遥与弟弟共同联奏叶渔舟唱晚曳袁舒缓轻柔袁极具
民族特色遥 最后袁以一曲热烈奔放的叶火祭舞曳为本场音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遥
随后袁何嘉莹副校长上台致辞袁她对司徒瑞麒同学高超的技艺及崇德行善的

精神表示赞扬袁对各位观众的善心爱心表示感谢袁并希望华侨学子都能传承这种
不忘初心袁回馈母校尧回馈社会的精神遥
本次慈善音乐会共筹得善款 12600元袁 何嘉莹副校长代表学校接受司徒瑞

麒同学的捐赠遥
本次慈善音乐会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备遥 司徒瑞麒同学兼顾初三繁重的学

业袁每天坚持练琴三四个小时袁最终得以完美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遥 司徒瑞麒
表示袁学校给予了他健康成长的养分袁现在他想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回报
母校尧回报社会袁并希望能继续弘扬正能量袁把爱传递下去遥

情系母校 奏响华芳
要要要我校初三学生司徒瑞麒举办慈善钢琴音乐会

司徒瑞麒向学校捐赠慈善款

近日袁在 2017年全国信息学联赛渊普及组冤暨中山市信息学竞赛上传来
喜讯袁我校共获得一等奖 1名袁二等奖 6名袁三等奖 7名的好成绩遥辅导老师院
梁洁尧赵唱玉遥 赵唱玉老师被评为优秀辅导老师遥
获奖名单如下院
一等奖院刘天宇
二等奖院杨竞元尧陈峻宇 尧吴迪尧赖允皓尧唐忠祥尧谭凯元
三等奖院王艺涵尧莫济懋尧冯天超尧张铖杰尧林冠翰尧古丰华尧马嘉豪

3月 28日至 30日袁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野2017年广东省中小学渊含中职
学校冤创客大赛冶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隆重举行遥 经过校尧县渊区冤尧市
级层层选拔袁共有 448件作品脱颖而出入选省级评审袁最终我校两个参赛作品分
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遥

3月 29日上午袁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尧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尧巡视员赵康出席开
幕式袁并与省教育厅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大赛遥随后袁现场 1200多名
野小创客冶向评委一一展示介绍其创造发明遥 我校两个参赛作品分别是杨团业同
学的叶自动翻书机器人曳和李昊尧练泓睿同学的叶xHOME智能家居监控系统曳袁几
位同学在任懿娜尧张封等辅导老师的指导下袁利用课外时间袁反复实验袁精益求
精袁最终荣获佳绩遥
在 3月 30日上午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袁赵康巡视员对此次比赛给予了高度肯

定袁他指出院本届大赛参与面广袁实现了基础教育和中职教育全覆盖袁规模效应明
显遥作品创意新颖袁充分展现了全省创客教育的优秀成果遥他提出三点意见院一是
要充分认识创客教育的意义所在曰二是要积极开展创客教育袁努力培养中小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曰三是重在参与袁让大家共同分享袁一起快乐袁共同进步遥
中小学渊含中职学校冤创客大赛是我省基础教育和中职教育的一大盛事袁是

对全省中小学校和中职学校创客教育活动成果的大检阅遥 创客大赛不仅是竞赛
活动袁还是交流平台袁通过大赛袁同学们互相学习袁增长见识袁享受创新创造的乐
趣袁从小培养创新精神袁把创新精神根植于灵魂深处袁让创新的种子结出人生的
硕果浴我校将一如既往袁落实创客精神袁培植创客文化袁为中学创客教育贡献自己
应有的力量遥

我校学子荣获 2017年广东省
中小学创客大赛二等奖

近日袁在市版权局举办的"拒绝盗版袁从我做起"征文比赛活动中袁我校初三学生
在老师的动员下积极参与袁取得包揽一等奖的优异成绩袁共荣获一等奖 5个袁二等奖
10个袁三等奖 17个遥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初三渊8冤班 冯子晋 初三渊1冤班 郭紫晴
初三渊3冤班 王 晨 初三渊10冤班 杨逸伦

初三渊11冤班 蔡依彤
二等奖

初三渊2冤班 汪伽瑶 初三渊2冤班 盖昕怡
初三渊3冤班 巩一琪 初三渊3冤班 陈思颖
初三渊2冤班 梁钧量 初三渊8冤班 李佳恒
初三渊12冤班 徐岸芷 初三渊3冤班 潘 琰
初三渊3冤班 田 方 初三渊3冤班 刘柏妤

三等奖
初三渊8冤班 颜斯如 初三渊1冤班 郑圣熙
初三渊1冤班 龚露露 初三渊8冤班 陈睿思
初三渊1冤班 冯子芹 初三渊12冤班 林思思
初三渊18冤班 毛昱媛 初三渊10冤班 傅 饶
初三渊18冤班 张月莹 初三渊1冤班 谭锦文
初三渊16冤班 黄宇恩 初三渊1冤班 杨 洋
初三渊16冤班 林俊生 初三渊4冤班 李芷怡
初三渊3冤班 李雅泳 初三渊1冤班 徐文雅
初三渊2冤班 石英祺

我校学子荣获 2017年中山市
“拒绝盗版 从我做起”版权

征文比赛一等奖

第二版 圆018年 4月 26日 星期四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张封

广东省中小学创客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杨团业

部分获奖师生合影

获奖师生合影

我校学子荣获 2017年全国
信息学联赛（普及组）暨
中山市信息学竞赛一等奖

Liang Jinqiu, a Student of Our School, Was Selected as the Flag-Bearer of the 2018 FIFA World Cup.

A Piano Concert Was Held to Appreciate His Alma Mater
要要要Situ Ruiqi, Junior High Student of Grade Three

of Our School, Held a Charity Piano Concert.
Our School Has Been 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Campus Football Specialist School.

Our School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pecialist School.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15th Zhongshan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ompetition of Junior
High English Comprehensive Ability in Zhongshan in 2017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2017 Guangd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aker Competition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Copyright Essay Competition of
Zhongshan "Refuse Piracy Starting from Me" in 2017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of 2017 National Informatics
League Competition (popularizing group)

& Zhongshan Informatic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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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袁加拿大国际文化教育协会访问团一行六人莅
临我校交流访问袁受到我校副校长周红梅尧对外交流处副主任
李建国等领导尧师生的热情接待遥
当日上午十点半袁在接待 2室举行的座谈会上袁来宾们首

先观看了我校宣传记录片袁详细了解了侨中的办学历史尧办学
规模尧办学特色等情况遥周红梅副校长代表我校与来宾互赠纪
念品袁 并向来宾介绍了近年来侨中在推动国际交流工作方面
的举措尧以及考取 UBC的侨中学子情况遥 访问团随行师生还
分别就加拿大本那比市的教育环境尧 风土人情等情况以 PPT
形式向出席座谈会的侨中国际部师生进行了介绍遥 两国师生
还就如何申请去加拿大留学尧 加拿大本那比市当地学校课程
设置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遥
活动最后袁宾主双方在侨中校园合影留念遥来宾们对我校

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遥侨中优美的育人环境尧先进的办学
理念尧深厚的华侨文化底蕴袁以及侨中学子表现出的综合素质
给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加拿大国际文化教育协会访问团
莅校交流

3月 19日上午袁日本博多学园理事长八寻太郎一行莅临
我校交流访问袁受到我校校长高毅袁副校长何嘉莹尧周红梅等
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高毅校长代表学校向日方一行表示热烈欢迎袁 并向来宾

全面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尧办学理念尧教学特色尧课堂改革
及办学成果等遥 来宾在高毅校长和何嘉莹副校长的带领下袁
分别参观了我校高中部和初中部校园遥 参观过程中袁日本客
人对我校浓厚的文化气息尧 科学而又人性化的校园设计尧整
洁优美的校园环境尧 功能先进的设施设备等给予了高度评
价袁并不时拍照留念遥 随后袁双方就彼此办学情况尧师资队伍
建设尧国际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袁并表示今
后将在师生互访尧异地视频授课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袁促进
双方的沟通和交流遥
近年来袁 我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尧 华文教育基

地尧中华文化传承基地袁野走出去袁引进来冶袁广泛结盟海内外
名校遥 与美国尧英国尧加拿大尧日本尧韩国尧新加坡尧越南等国家
以及香港尧澳门地区一批国内外名校保持友好往来袁开阔了
师生的国际视野袁加快了办学国际化的进程遥 此次日本博多
学园理事长八寻太郎一行的来访袁有效促进了中日双方的教
育交流袁更增进彼此友谊袁互助互学袁共同提升学校教育发展
的品质和内涵袁为今后双方的进一步全方面交流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遥

日本交流团莅临我校交流访问

高毅校长渊右二冤尧周红梅副校长渊右一冤与来宾合影

我校领导师生与访问团师生合影

3月 12日下午袁我校体育馆人声鼎沸袁一场别开生面的
中美高中生篮球友谊赛在美国休斯顿北地中学篮球队与侨中
高中部男子篮球队之间展开遥 美国休斯顿北地中学副校长
Danniel Woods 尧Andy Edgren袁市教体局副局长李良,我校校
长高毅,副校长杨树春尧周红梅等领导师生一起观摩了这场精
彩的比赛遥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袁双方队员立即展开激烈的角逐袁突

破尧上篮尧协防尧卡位尧夹击噎噎遥 双方队员你拼我抢袁势均力
敌袁比分始终咬的很紧遥 下半场时比赛双方易边再战袁场上的
竞争却愈演愈烈遥比赛进入胶着状态袁谁都无法将领先优势扩
大遥赛场外袁观看比赛的侨中师生加油声尧喝彩声此起彼伏遥随
着终场哨声响起袁东道主侨中男子篮球队凭借天时尧地利尧人
和袁以 77比 55的比分获胜遥 赛后袁双方领导尧队员尧师生合影
留念遥
比赛前袁 休斯顿北地中学领导师生在接待 2室观看了我

校宣传纪录片袁 周红梅副校长向来宾们简要介绍了学校基本
情况遥 休斯顿北地中学副校长 Danniel Woods 尧Andy Edgren
以 PPT形式向侨中师生介绍了美国休斯顿北地中学基本情
况袁 并对市教体局及我校在他们访华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表
示感谢遥 宾主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遥
交流活动结束后袁 休斯顿北地中学师生在我校领导师生

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遥侨中优美的育人环境以及师生们的野国
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给休斯顿北地中学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美国休斯顿北地中学篮球队莅校交流

两校领导师生合影

春光明媚袁草长莺飞遥 3月 27日尧28日袁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尧香港培侨中学尧
香港平安福音中学三校师生约 300人先后抵达美丽的市侨中袁与野大侨冶尧野小侨冶师生
共叙友谊袁交流发展遥

27日下午两点袁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尧香港培侨中学师生先后抵达侨中高中
部袁受到我校高毅校长尧周红梅副校长等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遥
下午第一节课尧第二节课在多媒体 1室和 2室袁文如付尧肖会玲两位老师分别为

香港师生上了一堂精彩的地理课袁唐玲老师则为同学们展示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现
场教学遥 课后袁培侨中学刘永梁同学即兴表演了精彩的 45秒花式跳绳袁引发了同学
们的热烈欢呼遥活动最后袁筲箕湾东官立中学 尧培侨中学同学们分别与我校学生进行
了篮球尧排球友谊赛遥 两地学生通过体育活动袁增进了友谊遥 赛后袁两地学生亲密合

影袁依依不舍遥
送走了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尧培侨中学师生袁28日上午袁香港新生命教育协会平安

福音中学一行 127人莅临我校初中部交流访问袁 受到我校何嘉莹副校长等领导师生
的热情接待遥
在交流会上袁何嘉莹副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辞袁希望两校能借着中尧港两地交流

日益频繁的契机袁加强交流袁携手并进袁共同发展袁不断提升双方学校的软实力遥 香港
新生命教育协会平安福音中学训导处阮礼国主任对我校周到尧 热情的招待表示感
谢袁并希望通过此次交流活动能与侨中建立友好关系袁互通有无袁相互学习遥
交流活动期间袁我校领导力社团尧动漫社团尧管弦乐团尧吉他社社团师生与香港师

生就社团活动内容尧社团发展情况等进行了交流遥 课间操时间袁在音乐科组黄智虹老

师的指挥下袁初中部弦乐团为香港客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遥 活动最后袁两校师生
领导合影留念遥

近年来袁我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尧华文教育基地尧中华文化传承基地袁
野走出去袁引进来冶袁广泛结盟海内外名校袁与美国尧英国尧加拿大尧日本尧韩国尧新加坡尧
越南等国家以及香港尧澳门地区一批国内外名校保持友好往来遥 此次香港筲箕湾东
官立中学尧香港培侨中学尧香港平安福音中学师生的来访袁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我校与
香港学校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袁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我校的办学渠道和国际化办
学思路遥

同根同心 共促发展
香港三所中学师生赴我校交流访问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与我校师生一起上课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学生与我校学生一起上体育课香港新生命教育协会平安福音中学师生与我校师生合影

母校情难忘
香港中山侨中海外校友会
校友归宁野小侨冶

高毅校长渊前排右十冤尧何嘉莹副校长渊前排右九冤与全体校友合影
悠悠游子心,浓浓母校情遥 4月 17日上午袁香港中山侨中

海外校友会与澳洲中山侨中校友会一行 40人在黄雅仪会长
和吴国川会长的带领下归宁母校袁 受到了我校校长高毅尧副
校长何嘉莹的热情接待遥

校友们在高毅校长尧何嘉莹副校长的陪同下袁首先参观
了美丽的小侨校园遥 走在熟悉又陌生的校园里袁他们或感叹
于教学楼的典雅别致尧图书馆的宏伟大气尧田径场的春意盎
然曰或驻足在画桥边袁听着校长对校园建设情况的介绍袁追忆
往昔美好的读书时光曰或与三五同窗好友袁兴奋地畅聊往昔

峥嵘岁月袁不时拍照留念遥 母校情难忘袁尽管已离开母校数十
年袁再次归来袁他们依然保留着年少时的赤子之心遥 有的甚至
只睡几个小时便一大早从香港赶来袁 兴奋地说道院野激动啊袁
想想几十年前毕业离开学校时我还是个梳辫姑娘袁如今我和
同学们都巳两鬓斑白袁 虽然面貌已改袁 但校友情谊越来越
浓浴 冶

随后袁在苏华赞图书馆六楼会议室袁校领导与校友们亲
切座谈遥会上播放了叶甲子风华 侨通天下曳宣传片遥校友们对
近年来学校的发展情况有了直观全面的了解遥 高毅校长介绍
了学校日新月异的变化及近年来取得的骄人成绩袁并对海外
校友会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袁对校友们心系母校袁关心母校
发展感到欣慰袁希望校友们多回母校走一走袁为学校的发展
出谋划策遥
接着袁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会长黄雅仪介绍

了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尧澳洲中山市华侨中学校
友会的主要成员遥 她表示袁海外校友会将再接再厉袁全力联络
好尧服务好尧团结好尧发展好其他地方校友会袁努力为母校的
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遥
返校参观活动是短暂的袁但留在每一位校友心中的记忆

却是美好的遥 惜别之际袁校友们由衷赞叹母校取得的骄人成
绩袁并热切期望母校能与时俱进袁再创新辉煌遥 相信在各地校
友的关心及鼎力相助下袁我校定会朝着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
名的华侨中学冶目标走得更稳尧更快尧更好浴

We Are All in the Same Leagu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3 Hong Kong Schools Visited Our School

The Japanese Exchange Group Paid a Visit to Our School

Canad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Group Came to Our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The Basketball Team from North Ground High School, Houston, United States, Came for Communication

Long Live the Memories of Alma Mater
The HongKong Overseas Alumni Association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Was back to School for a Visit

比赛现场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参加学雷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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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丰富我校的野女生教育冶内涵袁
展现侨中学子的精神风貌袁 提升广大女生自
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内涵袁 帮助女生健康成
长袁打响女生节系列活动品牌袁我校德育处尧
团委在初中尧 高中部举行了第九届女生节系
列活动遥

3月 6日下午,学校在高中部文化广场举
行了野不忘初心 青春向党冶创意剪纸活动遥 在
初中部文化广场举办野花之美袁传统美冶插花
比赛遥 3月 17日上午,我校 20余名同学在校
团委副书记李聪的带领下前往紫马岭公园开
展野携手共筑生态文明冶环保志愿服务活动遥3

月上旬袁我校举行了野十佳女生冶尧野十佳男生冶
的评选活动遥
本次女生节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我校

野ECE冶渊刚健尧关爱尧优雅冤女生的培养袁充分
发挥了女生的主体性袁 为女生营造了轻松温
馨尧健康向上的氛围袁体现出关爱女生尧尊重

女生的校园风尚遥同时相关活动的开展袁也为
女生增长了见识袁提供了学习和锻炼的平台袁
促进了综合素质的提升袁 展现出侨中学子的
青春风貌和时代风采遥

为了加强优秀毕业生与母校的联系袁给他们一个重温那些年在母
校的点点滴滴的机会袁并让在校学生清楚了解全国各大高校的具体情
况袁准确地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袁1月 30日上午袁我校联合中山侨邦在
高中部举办了第三届野筑梦成侨冶毕业生母校回访暨大学宣传活动遥 本
次活动分为宣讲尧摊位咨询和高校宣传片播放三个环节遥

首先袁由各高校的侨中毕业生讲述各高校的具体情况袁虽然天气
寒冷袁但宣讲人的热情依旧高涨遥 校友们用精美的 PPT和华丽的语言
介绍着各自的学校袁而同学们也兴致勃勃袁热情澎湃袁聚精会神地听着
讲师的每一句话袁生怕错过些什么遥 接着袁大家来到第一饭堂二楼开始
摆摊询问环节袁全场的热情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遥 参与活动的同学
穿梭于各个摊位袁既本着自己心仪的省内高校去咨询袁又接触了一些
自己未听说过的省外优秀高校袁到场的家长也积极地了解各个高校的
详细情况袁提前谋划孩子的未来道路遥 侨中校友们也尽其所能袁详细耐
心地为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同学解答一切疑惑遥
室外的 5益丝毫没有减弱同学们的热情遥时间嘀嗒嘀嗒过去袁第三

届野筑梦成侨冶毕业生母校回访暨大学宣传活动圆满结束遥 通过这次活
动袁我校在校学生了解自己向往的高校和专业袁相信他们必定能在日
后的努力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袁考上他们自己心仪大学梦浴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的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
制度化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尧规则意识尧奉

献意识袁更好地推动我校志愿服务组织的
发展袁加强我校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尧规范
化尧常态化袁3月 15日下午 17:00袁野蔚然成

耶锋爷 志愿向党冶 学雷锋活动暨 2020届班
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在我校高中
部蔡冠深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我校副校长郑
玉良尧教务处副主任兼高一年级主任周光
荣尧德育处副主任潘焯华尧校团委副书记李
聪尧高一年级副主任景千瑞等出席了本次
活动遥

仪式在志愿服务的宣传片中拉开序
幕遥 首先袁郑玉良副校长为活动致辞袁他对
过去一年我校志愿服务工作进行了总结并
给予了高度肯定袁希望 2020届班级志愿者
服务队能够向我校退休教师野百岁志愿者冶
胡汉伟老人学习袁矢志不渝地坚持野奉献尧
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精神袁将志愿服务
和个人成长紧密结合在一起袁在活动中得
到锻炼袁努力提高综合素质袁塑造自身核心
素养袁认真学习尧贯彻十九大精神袁在志愿
服务活动中砥砺品格袁传播先进文化袁传承
侨中野崇德行善冶的文化理念遥
校团委青年志愿者部部长高二 渊2冤班

郭芷莹介绍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架构以及

2019届志愿服务星级班队评比细则袁志愿
者代表高一渊1冤班廖芳分享了自身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的经历和感悟遥 周光荣主任上
台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对志愿的理解袁并
对高一年级的志愿者们提出了殷切的期
望遥
随后袁郑玉良副校长为 2020届班级志

愿者服务队进行了授旗遥 志愿者代表高一
渊10冤班罗云帆接过队旗后带领现场所有志
愿者庄严宣誓袁并共同签署了叶青年志愿者
服务承诺书曳遥 仪式在代表们嘹亮的叶青年
志愿者之歌曳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遥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遥奉献精神是高尚的袁它也是志愿服务精
神的精髓遥未来袁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将不
断攻坚克难袁开拓进取袁带领一代又一代的
侨中人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行善立德袁 传播
先进文化袁传承侨中野崇德行善冶的文化理
念袁为创建和美侨中而努力袁为建设团结互
助尧平等友爱尧共同前进的美好社会而贡献
力量遥

我校举办第九届女生节系列活动

我校开展“蔚然成‘锋’志愿向党”学雷锋活动暨
2020届班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

我校举行第三届
“筑梦成侨”毕业生
母校回访暨大学
宣讲活动

第三届野筑梦成侨冶毕业生母校回访暨大学宣讲活动现场

The Campaign And Foundation Ceremony of Youth Volunteer Team of Will-be Graduates
in 2020 Launched in Name of Learning from Comrade Leifeng, Being Loyal to the Party.

Series of Activities Were Held in the 9th Girls爷 Day.

Our School Held the 3rd Dream-Pursuing Graduates爷 Returning
Visit to Alma Mater and University Introductory Session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尧 省市扶贫工作
的相关精神袁在我校对外交流处主任尧现挂
任云南省昭通市实验中学副校长的林国胜
主任的积极联系下袁 我校昭通教育教学培
训交流团在我校杨树春副校长的带领下于
2017年 12月 5日抵达云南昭通袁进行为期
3天的对口交流活动遥参加交流活动的有我
校教务处主任兼高二年级主任刘训强袁教
务处副主任兼初三年级主任梁文光袁 校团
委副书记魏敏崧袁省特级教师尧省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王世勋老师袁 2017年市理科高考
状元班主任尧市师德标兵马颖老师袁校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汤杰尧文如付尧闪建伟尧丁丽
君老师袁 校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金沂老
师等遥
交流团成员分别就初高中教学评价

体系建立尧学科教学思考尧名师名班主任
工作室建设尧科研型科组建设尧体育美术
特长生培养尧特色社团建设尧特色班级建
设等方面开设了专题培训袁 培训辐射了
昭通市实验中学尧永善县第一中学尧绥江
县第一中学尧 昭通市仁德中学等学校的
教学管理干部和老师近 230人遥 交流期
间袁 两地老师还进行了同课异构的教学
研讨活动遥
此次交流工作袁 交流团全体成员克

服天气和海拔的困难袁辗转千里袁积极工
作袁尽心尽力袁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山和昭
通的对口帮扶教育工作遥 交流活动为初
冬的秋城带来了来自于伟人故里尧 名城
中山的阵阵暖意袁 得到了昭通各与会学
校领导和师生的一致好评遥

我校昭通教育教学培训交流团走进昭通实验中学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raining Group of Our School Went to Zhaotong Experimental Secondary School for Its Teacher-Training Programme

交流团一行与昭通市实验中学领导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