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礼赞中华盛世，桃李芬芳再谱华章。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9

月

30

日清晨，我校初、高中部隆重举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升国旗仪式。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高毅等

8000

余名

领导、师生参加了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祖国母亲献上最美好的生日祝福。

英姿飒爽的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行进至升旗台。当嘹

亮的国歌声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现场师生齐唱国歌，

心潮澎湃，面向国旗行注目礼，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高毅、何嘉莹分别在高、初中部仪式上讲话，回顾了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砥砺前行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并“希

望同学们能勇担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勤奋学习，奋发图强，为国家昌盛、为

民族复兴而努力读书，迎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愿景，用奋

斗诠释最美丽的青春。 ”

活动现场，全体师生以整齐的队列动作，良好的精神风貌，创意展示了

“祖国好”、“祖国万岁”、“

70

”等造型，全体师生挥舞手中的国旗，整个运动场

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活动场面壮观，震撼人心。 师生们饱含深情，共同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以此表达爱国奋斗正当时，建功立业新时代的

决心，用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唱出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学校的热爱。 活动最

后，在主持人带领下，全体师生共同欢呼：祖国万岁

!

此次活动，展现了我校师生热爱祖国、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砥砺前行的精

神风貌，激发了全体师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也必将激励全校师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我校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升旗仪式

高中部活动现场

初中部活动现场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初心使命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充分发挥先进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进

一步加强典型教育，

9

月

20

日下午，我校在初、高中部报告厅，分别组织全

体党员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校党委书记、校长高

毅等校党委委员及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高毅同志分别在初、高中部党员会上发表讲话，详细解读了《中共中山市华

侨中学委员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阐明了开展此次

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并就如何落实相关工作措施进行了安排部署。

接下来，全体党员教师观看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

报告会电视录像片。 片中，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中国科学院

院士卢永根的代讲人———华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党林夕，先后讲述了在港

珠澳大桥建设、水稻遗传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先进事迹。 两位党员以不同身

份、从不同视角，用鲜活、感人的故事和深情的语言，描述了在为人民服务

中实现价值，在为祖国奋斗中追求梦想的先进事迹。

此前，校党委、各党支部分别召开会议就认真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进行

了研讨安排，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成立了主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

对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明确了开展此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和目标任务，为主题教育开局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校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校党委书记、校长高毅在主题教育部署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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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王世勋老师

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7

月

1

日上午，我校党委书记、校长高毅带领校党委班子、工会领导

一行走访慰问我校老党员教师李镜澄、郭懋泉，并送去慰问金，表达校党委

问候和祝福。

★7

月

5

日讯，由市教研室举办的

2019

年全市普通高中通用技术教师

课堂教学大赛结果揭晓，我校杨正老师荣获一等奖。

★7

月下旬，市教体局公布了

2019

中山市优秀中小学理科实验论文评

选结果，我校教师荣获一、二、三等奖各两项，共

6

个奖项。 其中，林晓霞、宋

子红两位老师论文荣获一等奖。

★9

月

25

日下午， 高毅校长一行走访慰问了我校

93

岁高龄的离休老

教师何江，并为他送去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10

月

12

日，在

2019

年中山市中学生羽毛球高中组比赛中，我校冯

炜琳、魏嘉言同学荣获女双项目冠军。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山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唐颖在市教体

局副局长唐杰伟、 市教育工委副书记廖

诚、 市教体局社体科科长陈威等的陪同

下，两次莅临市侨中，分别走访慰问了初、

高中部教师，向教师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良好的祝愿。

在高毅校长的陪同下，唐颖一行参观

了初、高中部校园，走进各年级教师办公

室，与老师们亲切交谈：

“市委市政府委派我看望各位老师。

你们辛苦了！ ”

“感谢你们为中山教育事业作出的贡

献！ ”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

……

每到一处，唐颖常务副主任都与老师

们一一握手，嘘寒问暖，详细询问大家家

庭、工作和生活等情况，感谢老师们为教

育事业付出的辛劳和汗水，令老师们倍感

亲切与鼓舞。

在教师座谈会上， 高毅校长向市、局

领导汇报了过去一学年我校在党建、教师

队伍建设、高考中考等方面开展的主要工

作及取得的优异成绩。唐颖常务副主任认

真听取了高校长及教师代表们的汇报，对

我校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并为我校

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

唐颖常务副主任指出，教育质量决定

了一个城市发展的质量。中山市委市政府

长期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市领导深入

学校调研已是常态。随着全国教师大会的

召开，教师地位不断提高，身为侨中教师

应当感到自豪。 作为一所侨校，侨中不但

要让市民满意，还要让海外乡亲满意。 学

校要从生活、思想、学习上关注每一个学

生，让每一个学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国

家需要优秀学生，更需要普通劳动者。 希

望高毅校长带领全校教师，深入学习和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和教师的重要

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满侨校

情怀，坚持特色发展，重视队伍建设，立德

树人，以更好的成绩回报社会。

高校长表示，感谢中山市委、市政府

和市教体局对侨中的关怀与厚爱，侨中一

定不负厚望，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办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侨中，真正做

到让“政府满意、社会认可、家长放心、学

生喜欢”，继续为中山教育事业增光添彩！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唐颖

莅临我校慰问教师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唐颖（右）慰问我校教师

7

月

26

日，第十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

在青岛市第三十九中学隆重开幕，来自全国

20

多

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

多所学校

1000

多名师生参

加了开幕式。

由宋宇翔、 樊瑞凯两位老师带领的我校代表

队在

5

天比赛中，精诚团结，自强不息，通过现场

解说、

PPT

演示、视频播放、接受现场质询等方式

充分展示了侨中人的风采，获得了优绩：

一、集体奖（

5

项）

1

、学校集体荣获“中学生公益实践特别奖”；

2

、学校集体荣获“中学生社会责任担当奖”；

3

、项目“青春作伴”荣获“特等奖” ；

4

、项目“造梦者”荣获“一等奖” ；

5

、项目“爱无障碍”荣获“一等奖”。

二、个人奖（

8

项）

1

、李星羿同学获“

2019

年度中学生领袖提名

奖”；

2

、黄李星羿同学获“最佳改进公共政策项目

方案策划奖”；

3

、黄锦璇同学获“最佳文化遗产最佳项目方

案策划奖”；

4

、江思慧同学获“最佳文化遗产项目方案策

划奖”；

5

、刘旭宸同学获“最佳文化遗产项目方案策

划奖”；

6

、宋宇翔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7

、樊瑞凯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8

、陈盼盼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此外，潘耀祖同学受大会组委会邀请，在领导

力展示会

10

周年开幕式上代表中山市华侨中学

领导力协会进行了演讲。

比赛期间，学校代表队全体师生铭记校训，身

体力行，虚心向全国各地学校师生学习，体现了关

注社会民生，参与社会实践，改进公共政策的高度

责任感。 值得一提的是，我校代表队组织全体参赛

队员践行绿色环保的理念给全国师生留下了深刻

印象，受到了大赛组委会的特别表扬。

我校代表队在第十届全国中学生

领导力展示会中创佳绩

参赛师生合影

9

月

14

日至

21

日，我校骨干教师一行

10

人组成的蔡冠深对

外交流基金考察团在郑玉良副校长的带领下，赴沈阳、北京、天津

考察交流，受到了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

集团主席、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香港新华集团中国区行政

总监余正生先生等人的热情接待。

考察学习期间，老师们应邀先后参加了沈阳新华斯特林科技

有限公司揭幕仪式以及首届地月空间经济高峰论坛等系列活动，

近距离感受了高端能源技术产业化的魅力，倾听了专家学者畅想

人类新边疆、纵论世界新经济的精辟见解，也被蔡冠深博士在高

新科技领域、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积极谋篇布局的大智慧所深深

折服。

教师们还有幸参观了东北大学蔡冠深文化中心、辽宁大学校

史馆、北京法国国际学校、北京

3E

国际幼儿园、北京电影学院蔡

冠深影视创新中心，参加了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十五周年院

庆活动，深深地感受到蔡冠深先生重教兴学回馈桑梓、合作办学

引领潮流的深厚家国情怀。

此次考察活动， 让老师们对新华集团中外合作办学的理念、

对蔡氏家族三代人为科教文化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有了更深的

理解，纷纷表示要传承这份大爱情怀，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自觉

为国家担当，对社会尽责，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

多为国家培育英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考察团

赴北京沈阳天津考察学习

蔡冠深董事长（前排左五）与我校教师合影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Mr. Wang Shixun, Teacher

of Our School's Being Appraised as a National Excellent

Teacher

Tang Ying,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Visited Teachers in Our School

Delegation of Jonathan KS Choi Foreign Exchange Foundation Went to Beijing, Shenyang and Tianjin to Study

Our School's Representative Team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10th National Leadership Exhibi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aise the New China, Striving for a New Era

———

A Celebration Was Held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National Flag Raising

Ceremony in Our School

An Educational Activity Was Held on the Theme of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 in Our School



7

月

17

日至

21

日， 第二十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

作活动在山东寿光举行，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近

2500

名选手汇聚一堂，参加比赛。 我校黄海

森、袁卓杰两位同学在张封、袁港两位老师的指导下

代表广东省参加创客竞赛项目角逐，分别荣获创客竞

赛高中组全国一等奖和初中组全国二等奖。

创客竞赛项目采用现场出题、 选手抽签组合后全

封闭现场制作并答辩的方式进行， 参赛选手在三天的

时间内要完成从创意构思到作品制作及答辩等完整流

程。 围绕“我为妈妈做用具”的主题，我校高中部黄海森

同学凭借作品“基于

arduino

的智能衣架帮手”夺得全

国一等奖，初中部袁卓杰同学凭借作品“智能分类垃圾

桶”夺得全国二等奖。 两位同学的作品创意无限，制作

精美，设计巧妙，贴近生活，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

据悉，“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早期由教育部

发起并主办，后发展为在教育部指导下，由中央电教馆

和中国移动联合主办， 是一项旨在促进中国基础教育

信息化建设、 展示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实践成果的全国

性展示交流活动， 也是全国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领

域最有影响力和权威的赛事之一， 至今已连续举办二

十届。

我校两位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省、市层层选

拔，凭借出色的创意、创新的想法、扎实的技术功底、突

出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团队精神，一路过关斩将，最终

夺得全国一等奖和二等奖， 为我校以及中山的创客教

育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此，向获奖师生表示热烈祝

贺。

参赛师生合影

7

月

13

日至

16

日，中山市华侨中学造梦者“晞”望行动支教项目组赴肇庆德清县高良镇云利

小学开展为期

4

天的暑期支教社会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育践行公

益理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丰富的课堂形式帮助山区孩子放飞梦想、自信向前。 在学校德

育处、日睎公益团队的支持下，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引起良好社会反响。

7

月

13

日，启动仪式在学校高中部会议一室举行，我校副校长郑玉良、德育处主任徐璇、团委

副书记李聪、带队老师黄泓、校医蔡晓练、日睎团队负责人及

16

名支教小老师参与本次会议。 郑玉

良首先代表学校向热情参与本次支教行动的师生表示感谢，对支教活动寄予殷切期望。 徐璇为本

次支教行动顺利开展提出要求，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活动学有所获，传递青春正能量。 学生代表陈

君翔在发言中表达了队员们爱心护航，绽放志愿精彩的决心。

梦想，美好而伟大。 助力圆梦，侨中一直在路上。 中山市华侨中学造梦者项目于

2013

年启动，

本次参加支教的

16

名学生均来自高一年级。 为筹集本次支教实践的善款，改善当地山区学生的学

习条件，刚一放假，全体支教队员通过网络、现场义卖等形式进行募捐，最终为支教活动筹集善款

3000

多元，全部用于购置学习用品及教具。 支教队刚刚抵达德庆云利小学，同学们就很快进入角

色，积极投入活动中。 生活中，他们是亲切的大哥哥大姐姐，悉心照顾山区小朋友。 课堂上，他们是

认真的小老师，耐心授课，细心辅导，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启发学生发现梦想。 游戏中，他们是活泼可

爱的孩子王，带领孩子们体验快乐。 舞台上，他们是才华横溢的表演者，与山区小朋友共同发现、寻

找梦想的阳光。 孩子们认真专注的神情，绽放的纯真笑脸、精心制作的作品、为梦想奔跑的喜悦、一

封封爱的表白信是梦想最初的模样，也是对支教行动最好的反馈。

围绕“以爱造梦”主题，从当地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本次支教活动策划了系列课程，包括编织中

国结、制作风筝、超级梦想秀、戏剧表演、音乐课、健康课等，尝试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梦想主题相契

合，科学课程与文艺课程相结合，兼顾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要求，引导学生在体验中树立自我

梦想，在活动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助力共筑中国梦。 本次活动还策划了系列活动，如升旗礼、航拍

《我和我的祖国》、趣味运动会、破冰游戏、爱的分享、文艺汇演等，帮助孩子们熟悉彼此，培养团队

精神，寻找实现梦想的同行人。

本次造梦者支教活动收获满满，硕果累累。 云利小学陈校长既担任校长又兼任全科老师，一个

人撑起一所学校孩子的梦想天空，教育情怀感人至深。 为表达对造梦行动的感谢，赋诗赠予侨中师

生：“华侨中学名校颂，师生才华系出众，云利支教百样通，才艺展示人称颂。 爱心助学尽奉献，青春

之梦潇洒现。 祖国幼苗其培养，他日成才是栋梁。 ”支教队员表示，通过支教走进贫困山区孩子生

活，体验当老师的快乐，感悟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支教是人生的一大尝试，虽然支教行程已经结

束，但公益精神将引领造梦人不断前进。 日睎团队对侨中学子予以高度评价，造梦者团队的勇敢、

坚持、用心、团结、努力、无畏、创新，为山区孩子留下一串串美丽的梦想印迹。

“以爱造梦”的步伐永不停止，梦想的阳光之下，热心公益的青春侨中人整装待发！

郑玉良副校长为支教队伍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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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下午，历时五天的我校

2019

级高一、初一军训

工作圆满结束，

2000

余名新生用辛勤汗水交上了（初）高中生

活第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武警中山支队中队长王世化、副中

队长安清宁，我校副校长郑玉良、何嘉莹等领导出席了军训总

结大会。

下午

2

点

30

分，会操比赛在初、高中部篮球场准时开始。

各个班级方队学生身着校服，带着军帽，精神饱满、步伐铿锵有

力、口号响亮、动作整齐划一地依次走向主席台，接受领导检

阅。先后表演了立正、稍息、对齐、停止间转法、齐步走、正步走、

跑步走等基本动作。他们用威武的军姿展现了当代青少年朝气

蓬勃的昂扬精神，用训练场上的“高负荷”换来了阅兵场上的

“高颜值”，不仅充分体现了侨中学子严守纪律、不怕吃苦、努力

拼搏、敢争第一的精神风貌，也向与会的领导、老师、教官充分

展示了几天短暂而又有效的训练成果。

会操结束后，武警中山支队教官对此次军训工作取得圆满

成功表示热烈祝贺！他们高度评价了我校学子在此次军训中所

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希望全体新生能够将在此次军训成果

尽快转化为努力学习、刻苦专研的强大精神动力，进一步提升

思想素质，培育意志品质，增强身体素质，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

名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够真正有作为的优秀人才。

高一年级主任刘训强、 初一年级主任彭海泉分别在高、初

中部军训总结大会上作总结讲话， 对武警中山支队的全体官

兵、参与军训的班主任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一批在军训中表

现出克服困难、乐于助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品质的

模范学生点赞，并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树立国防

安全意识，爱国爱校，团结拼搏、积极进取，永不言败，成就更好

的自己。

随后，郑玉良、何嘉莹代表学校向武警中山支队赠送锦旗，

感谢部队官兵多年来对学校军训工作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

紧接着，各班学生代表向尊敬的教官献上自己的心意，并祝愿

教官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最后，大会对在会操表演中表现突

出的班集体，军训期间宿舍内务先进班集体、文明风纪班和军

训积极分子进行了表彰和颁奖。

军训期间，学校还开展了模拟法庭、应急疏散演练、优秀校

友经验分享会、新生入学教育等活动，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

生活，融入侨中这个大家庭。

为期五天的军训，短暂而充实，辛苦而难忘。同学们在军训

中感受到军人坚毅果敢的风采，磨练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形成

了良好的纪律观念，强化了国防意识，增强了爱国热情。愿新生

们能在即将开始的初中学习和生活中，勇往直前，砥砺品格！

我校新生军训工作圆满结束

以爱造梦，青春飞扬

———我校造梦者项目组赴肇庆云利小学支教

6

月

12

日至

22

日，

2019

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女子高中组比

赛在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举行。 包括我校女篮在内的广东省各地市学校

的

19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 我校女篮，与东道主深圳第二实验学校、广雅中

学、惠州市惠阳一中实验学校分在同一个小组。

小组赛第一场，队员们一鼓作气，以

66:22

大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场面

对强大的东道主深圳第二实验学校，惜败对手；第三场面对同样一胜一负

的惠州市惠阳一中实验学校，队员们再次以

104:18

战胜了对手，以小组二

名的成绩进入八强

.

淘汰赛上，我校女篮对阵深圳劲旅深圳平冈中学。 由

于赛前根据对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布置战术，我校女篮从开局一直压制

对手进攻，最后以

64

：

48

战胜对手，首次杀入半决赛。 在四进二的比赛中，

面对强大的广州番禺中学，队员们从比赛开始就进入被动状态，前三节以

28:42

落后对手的情况下，最后实现了大逆转，最终以

59:50

战胜对手，昂

首挺近决赛。 在冠亚军决赛中， 面对实力更胜一筹的深圳市第二实验学

校，我校女篮没能再次创造奇迹，最终屈居本次女子组高中篮球锦标赛的

亚军。

我校女篮一直以“小、快、准”为技术特点，在身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作风顽强硬朗，队员们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对手

的尊重， 也赢得了组委会的充分肯定。 我校女篮将在以后的训练和比赛

中，再接再厉，继续创造侨中篮球的辉煌。

我校女篮喜获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女子高中组第二名

获奖师生合影

初中部 高中部

我校创客团队荣获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等奖

Military Training for Freshmen in Our School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eam of Maker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omputer Production Activities

Achieve Dreams with Love, Fly with Youth

———

Our Dreamer Project Team Went to Yunli Primary School for Educational Support

TheWomen's Basketball Team of Our School Won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Women's High School Group of Guangdong High School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