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从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传来喜

讯， 我校刘川钰同同学荣获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可

喜可贺！

据悉，为鼓励先进、树立榜样，引导

广大学生组织和青年学子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磅礴青春力量，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表彰了一批优秀学生

集体和优秀个人， 我校刘川钰同学经推

荐申报， 最终获评

2018-2019

年度广东

省优秀学生干部。

刘川钰同学现就读于我校高中部，

担任校学生会主席，高二（

10

）班班长。性

格开朗、积极乐观、充满正能量、热情善

良、乐于助人、逻辑缜密、领导力强。业余

爱好阅读、写字、钢琴（七级）等。曾获“常

识百搭”科学探究活动一等奖，中山市食

品安全知识竞赛第四名、 市直属中学一

等奖，中山市物理竞赛二等奖，中山市气

象知识竞赛三等奖；成绩优异，曾获中考

奖学金及吴桂显教育基金奖， 多次获得

成绩优秀奖，单科成绩优异奖；积极参与

各种志愿活动，曾获“最美青年志愿者”

称号。曾两次获评“十佳女生”称号、多次

获评优秀班干部、优秀舍长、三好学生等

称号。

希望广大侨中学子以刘川钰同学为

榜样，勤奋学习，立德修身，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实

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学习、不懈奋斗。

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 刘川钰

我校刘川钰同学荣获 2018-2019年度

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散作满天星，聚似一团火。

4

月

20

日下午，我校

89

级校友穿着统一的

服装回母校相聚，受到了我校副校长郑玉良、何嘉莹的热情接待。 近百名校

友深情追忆往昔、感慨母校巨变，共叙师生情谊、共话事业发展。

再次回到阔别了三十年的母校，见到曾经的同窗好友及恩师，每位校友

都难掩激动，一幕幕昔日影像重现，同窗师长们的亲切笑颜犹在昨日。 在学

校领导的陪同下，校友们参观了美丽的小侨校园。 行走在校园中，追寻昔日

学习、生活的印迹。 校友们深情地回忆了当年艰苦但快乐的求学岁月，言谈

中透露出对老师、同学和母校的眷念与牵挂。

随后，校友们在学校饭堂聚会。大厅播放着

89

级校友们当年学习、生活

的照片，引得在场校友们兴奋地讨论着、回忆着照片背后的故事，还以同样

的姿势与照片合影。 互动交流过后，郑玉良代表学校，对校友们的归来表示

最热烈的欢迎。 他表示，三十年来，大家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无

怨无悔地奉献了青春和智慧，在各行各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学校的发展

离不开校友们的无私奉献和鼎立支持，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

和发展。 校友代表为学校领导、教师献花，并送上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活动

最后，校友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准备的节目。 歌声回荡，寄予希望，勾画出

母校和校友们更加辉煌的未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惜别之际，校友们感慨万

千，为学校的发展和变化感到欣慰，为学校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们纷纷

表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怀母校的培育恩情，不会忘记曾经的师生情

谊，会不断关注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为母校的发展腾飞添砖加瓦，祝福学校

的明天更美好。

校友会上的欢歌还在耳边回荡，恩师的教诲还在心间反复领悟，不能忘

记母校的石板小路留下的足迹，不能忘记与母校相伴走过人生最美好的华

年。 纵情相约，来年我们再相聚！

相识相知三十载

———我校

89

级校友回母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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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我校郭芷滢同学获评

全国“最美中学生”

★5

月

16

日讯，广东名校羽毛球巡演活动走进我校初中部。 羽坛名将、

世青赛男单冠军王睁茗给师生们带来精彩的球技表演。 我校校长高毅，副

校长何嘉莹等校领导、师生参加了活动。

★5

月

22

讯，我校肖伟文、曾昱宁、龙韵恩、李佳恒、罗云帆、夏语笛、沈

亮辰等

7

位同学获评

2019

年中山市新时代好少年。

★5

月

31

日讯，我校国际部学子在“耶鲁世界青年经济论坛”华南区商

业模拟赛中荣获“团队铜奖”，并成功晋级上海总决赛。

★6

月

3

日讯，我校足球队在

2018-2019

赛季中山市“市长杯”校园足

球联赛（高职组）中喜获一等奖，刘勇、郭德胜二位老师荣获“优秀教练员”

称号。

★6

月

4

日讯，在

2019

年中山市初中物理竞赛中，我校初中部学子

16

人获市一等奖，

9

人荣获二等奖，

1

人荣获三等奖。

★6

月

12

日讯， 在

2018

年中山市中学物理实验创新大赛和教学论文

评比活动中，我校教师共荣获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4

项。

★6

月

14

日讯，在中山市第一届中小学主题班会课教学大赛中山市第

一届中小学主题班会课教学大赛（高中组）中，我校于洋老师荣获一等奖。

★6

月

19

日讯，在中山市第二十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我校学子

共荣获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8

项，学校获评活动优秀组织单

位，陈晓燕、伍嘉颖、袁港、张封等老师获评优秀指导老师。

5

月

23

日，由广东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卫

生健康委、团省委、省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广

东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启动仪式在

我校高中部举行。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

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邢锋，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权益与社会工作部部长谭杰，省教育厅思想政

治工作与宣传处副处长倪熙，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控处副处长黄静、 省妇女联合会副调研员朱

佳、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与宣传处副调研员陈

丽霞，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科长魏昌

平，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员周尚谦，中山

市教体局局长李嘉颖等省市领导， 省内高校、各

地市教育局分管领导、专家和教师代表

400

余人

莅临我校，与我校校长高毅等领导师生共同参加

了活动。

启动仪式前，在高毅校长的陪同下，邢锋副

厅长等领导、专家依次观摩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坊、“珍爱生命，呵护心灵”主题大型心理团

辅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课，参观了广东省大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成果展（图片展、视频展、迷

宫活动），重点考察了我校心理辅导中心、卫生保

健中心。 在我校心理辅导中心，邢锋副厅长与我

校心理科组教师进行了座谈，亲切询问了我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了解了现阶段中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状况，并对我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在协同育心、生涯引领、学生发展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上午

10

点半， 启动仪式在蔡冠深大礼堂正

式开始。 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与宣传处副处长

倪熙主持仪式。

启动仪式上，李嘉颖局长致辞，她代表市教

育工委、市教体局向来自省市教育部门的领导和

专家莅临我市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介绍

了近年来中山市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就学生

人生幸福为目标，统筹规划，部门联动，在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绩。

邢锋副厅长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近年来我

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深入剖析新形势下这

项工作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

了部署动员，他指出，这是我省首次大中小学联

合举办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意义十分重大，凝

聚了社会各界对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的关心

关爱与共识，整合了各方智慧、资源，预示着新时

代我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全新的发展和美

好的未来。 为做好我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希望大家：一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二要强化工

作指标落实。 三要强化心理危机排查和干预。 四

要强化家校、社校、校校协同合作。 以本次活动为

新的起点，各部门各界通力协作，各尽其责，守护

广大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会议举行了第二批广东省高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区域中心授牌仪式和大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结对共建仪式。广东工业大学等

12

所高校代表接受了邢锋副厅长授予的“广东省高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区域中心” 牌匾，

并与属地中小学结成共建学校。

根据结对安排，我校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结成共建学校，高毅校长代表我校上台签署了

共建协议。

仪式最后，邢锋副厅长等领导上台，按下启

动灯柱， 标志着

2019

年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月正式开始。

近日，由团中央有关部门、全国学联

秘书处、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举办的“寻访

2018

年度 ‘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

活动结果正式揭晓。我校高三学子郭芷滢

名列其中，获评

2018

年度全国“最美中学

生”，这是她继获评广东省第三届“最美南

粤少年·美德好少年”后，再次斩获的重量

级全国大奖。

“寻访

2018

年度‘最美中学生’‘最美

中职生’”活动于

2018

年

6

月启动，面向

全国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寻访

在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科技创新、技术技

能、志愿服务、热心助人、见义勇为、诚信

友善、孝老爱亲、自强自立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最美中学生”和“最美中职生”。通过校

级、县级、市级和省级寻访，活动共计产生

千余名“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获奖

学生不仅品学兼优，而且多才多艺。

郭芷滢同学热爱志愿活动，

6

岁起便

和父母一起成为中山市东升镇第一批亲

子义工家庭，至今

10

年有余，多次参与由

中山市东升镇志愿者协会举行的云浮山

区助学活动， 为山区的孩子们送去物资，

每逢春节、中秋节等节日，积极参加东升

镇同茂小学举行的慰问孤寡老人献爱心

活动，以及义卖志愿服务活动，在

2010

年

获评中山市

2010

年度优秀亲子义工家

庭，

2010

、

2012

年获评东升镇优秀亲子义

工家庭。 郭芷滢同学在华侨中学学期期

间，加入校团委青年志愿者部，并成为青

志部部长，积极组织、参加校内外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如每周六东明社区长者手机

培训班、中山市教师资格证考试、成人高

考、自学考试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及高三

加油、 高三旧书回收等校内志愿服务活

动。

10

多年来坚持参加点滴志愿服务，让

郭芷滢同学不断成长，认识到作为青年的

自己应该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为建设和

谐美满的社会贡献力量。

此次郭芷滢同学获评

2018

年度全国

“最美中学生”，可谓实至名归。 这不仅是

她的个人荣誉， 也是全体侨中人的骄傲。

她也是继杨靖同学之后，我校第二位获评

全国“最美中学生”的优秀学子。侨中学子

当以郭芷滢、 杨靖等优秀学子为榜样，时

刻牢记“自强不息 敢争第一”的校训，努

力把自己培养成“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

健进取、和谐创新、国际视野、世界胸怀”

的世界侨中人。

5

月

16

日至

17

日，在我校对外交流

处副主任李建国、教务处副主任朱志锋的

带领下， 我校

26

位师生赴香港姐妹学校

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进行学习交流。

16

日上午，我校师生抵达香港，受到

筲东师生的热情欢迎。欢迎仪式由筲箕湾

东官立中学训导处主任蔡振邦主持。仪式

上，筲箕湾东官立中学校长赖炳辉为我校

师生介绍了筲东的校史及办学情况。筲箕

湾东官立中学创立于

1963

年， 尤以工科

见长，经过多年发展，课程几经改革，目前

已成为科目均衡完善，文理工商资讯科技

一应俱全的学校。 交流期间，我校师生分

成两组，分别参与了筲东的《通识教育》、

《设计与科技》、《旅游与款待》等课堂体验

活动。 侨中同学与香港同学一起上课，体

验不同的教学方式， 同学们积极踊跃发

言，快速融入香港的课堂教学。 老师们全

程参与听课、评课过程，与姐妹学校师生

一起探讨中港两地教学的发展及有效教

学和电子学习的相关教研内容。

17

日上午，体验课程结束后，我校师

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筲东校园，与

20

位筲东学生代表前往香港仔与海洋公

园进行考察体验活动。 在香港仔，习习海

风带我校与筲东师生领略了筲箕湾独特

的渔港文化；在海洋公园，声声笑语陪伴

着每个人的旅程。

在此次交流活动中，我校师生深入香

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课堂，体验了香港电

子化课堂教学模式，感受到了香港开放多

样的教学理念，其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理念为我校师生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两天的交流活动中，两校师生

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也结下了更加深厚的

友谊。

广东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我校郭芷滢同学获评全国“最美中学生”

我校师生赴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交流访问

我校领导与

89

级校友合影

高毅校长（右六）与邢锋副厅长（中）、李嘉颖局长（左六）等省市领导合影

全国“最美中学生”郭芷滢

我校师生与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领导老师合影

Warmly Congratulate Guo Zhiying, Student of Our School, on Being Rated as

“

The Most Beautiful Middle School Student

”

of China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al Activity Month for Schoo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s Held in Our School

Guo Zhiying, Student of Our School, Was Rated as

“

The Most Beautiful Middle School Student

”

of China

Liu Chuanyu, Student of Our School,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2018-2019 Excellent Student Lead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ent to Shau Kei Wan Ea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for An Exchange Visit

30 Years of Friendship and Deep Love

———

Alumni of the Year 89 Returned to Their Alma Mater for Gathering



近日，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下发《关于表彰

2018

—

2019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会、优秀学生

社团、 优秀学生干部的通知》（粤学发〔

2019

〕

2

号），我校学生社团

1954

邮局荣获

2018-2019

学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社团荣誉称号。

我校

1954

邮局成立于

2016

年

3

月，是一

个公益性的学生服务组织，日常运营中所产生

的利润全部用于学校贫困助学事业及支持其

他校内公益组织发展方面。 该社团秉承“念往

事，传温情”的理念，每年为超过

18000

人次提

供优质的志愿服务，努力让“志愿服务暖人心”

观念深入人心。

学生社团是学校“第二课堂”育人的主要

阵地，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多年来，

我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综合能力培

养，不断加强学生社团建设，为学生多元发展

提供广阔平台，学生社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喜人态势，培养了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学生

社团骨干，打造了一批如：中学生领导力、模拟

联合国、

1954

邮局、 英语辩论队等特色鲜明的

优秀社团，涵盖科技、体育、艺术、人文社科和

公益服务等各类。 多元创新发展，异彩纷呈的

侨中学生社团，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张闪亮名

片。

我校 1954邮局获评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社团

2018

年

11

月

16-19

日，由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主办的

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在深圳举行。 我校王茂清、

古启蒙两位老师在自制教具展示与评比中，凭借其作品《楞次定律创

新实验》荣获二等奖，可喜可贺。

据了解，全国中学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由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

学委员会组织举办，是全国中学物理教学领域最高级别的赛事，也是

中国物理学会在中学物理教学方面的一项全国性重要的教学交流活

动，受到中国科协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度关注。 我校王茂清、古启蒙

两位老师带着自制的实验教具作品《楞次定律创新实验》，经选拔推荐

代表中山市与来自全国各省市中学物理教师同台竞技，并最终荣获二

等奖，实属不易！ 两位教师在比赛中展示出了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较好

的创新实践能力，彰显了侨中青年教师的风采。

5

月

10

日至

12

日，第二十届广东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创客现场竞赛在东莞市松山湖第一小学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

中小学近

300

位学生参加了现场比赛。 我校

7

位同学在张封、

袁港等老师的指导下参加比赛， 最终荣获

3

个一等奖，

2

个二

等奖，

2

个三等奖，同时还有

2

位同学从初高中组脱颖而出，分

别入选国赛

4

人名单，将于

7

月底代表广东省出征全国决赛。

本次创客现场竞赛的主题为《我为社区添“神器”》，旨在针

对社区人与人交往、 公共服务与设施等方面创造智能化装置。

比赛采用学生随机混编组队与现场制作的方式， 现场公布命

题、全封闭式制作，并设置了演讲、答辩、提问等环节，不仅是对

学生多学科融合和实践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同学们团队合作和

表达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考查，同时也对选手们的体力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我校创客团队创意无限，发挥稳定，顶住了现场比赛

的重重压力和考验，围绕主题展开天马行空的创意，并凭借扎

实的基本功出色完成各个创意作品。

最终，我校黄海森、翁培洋和袁卓杰

3

位同学荣获一等奖，

陈峻宇、袁聿坤同学荣获二等奖，唐嘉杰、萧民瀚同学荣获三等

奖， 其中黄海森和袁卓杰

2

位同学还将代表广东省出征国赛。

这也是我校连续两届有多位同学入选省队参加国赛。 通过比

赛，同学们收获了友谊，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能力，分享了快乐，

这也正是创客精神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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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我校华侨文化特色， 帮助同学们在

“游遍”祖国大江南北、览尽建国七十年

发展历程与成果的同时，开阔视野，坚定

爱国、爱乡、爱校的决心和信念，进而深

化我校“文化育人，育文化人”的宗旨，

4

月

30

日下午，我校高中部隆重举行“创

新改变世界 筑梦成就未来”

2019

年中国

文化节，我校校长高毅、副校长郑玉良等领导、

高一高二年级师生、家长参加了精彩的文化节

活动。

今年的中国文化节主要围绕建国七十周年发

展史及成果展这一主题，设有“七十共济荣光盛，锦

衣风华梦落成”环保时装秀、“携手共进兴征程，脚踏实地奏

华章”文化创意市集、“文化传承百世，历史流传千古”趣味

历史体验活动、“砥砺奋进七十载，青春筑梦新时代”文化长

廊等活动。

下午两点，在蔡冠深报告厅举行的文化节开幕式上，高

毅校长致辞，回顾了近十年来侨中文化节取得的累累硕果，

勉励同学们用创新的思维点亮青春年华，让个性飞扬，让梦

想绽放，让侨中校园洋溢着文化的芬芳！

接下来，围绕“七十共济荣光盛，锦衣风华梦落成”这一

主题，环保时装秀在一场绚丽多彩的灯光秀中拉开了序幕。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各班师生一起登台，为观众们展示了一

套套极具地域城市特色和时代风貌的服装。 同学们结合我

国各省城市特色，充分利用身边的废弃材料，如旧报纸、塑

料垃圾袋、蚊帐、塑料花、铁丝、废旧光盘等，凭借别出心裁

的创意和灵巧精致的手工，制作出了一件件精美的服装。有

轻盈灵动的纱裙，高贵典雅的礼服，异域风情的少数民族服

装、明媚奢华的旗袍以及时尚性感的百搭服装等。师生模特

一起登台展示， 一个个精彩的服装走秀引来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大屏幕上还滚动播放着各个年代城市背景图片，

真实还原了该年代人们的着装风格和元素。 同学们用自己

的巧手，发挥无限创意，较好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与此同时，在校园的另一端，学生第二餐厅人声鼎沸。

今年的文化创意市集虽然受阴雨天气影响搬迁至室内，但

依然挡不住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热情。创意市集突出了“携手

共进兴征程，脚踏实地奏华章”这一主题，以各省份代表城

市命名的

58

个摊位依次排开。 摊位前琳琅满目的商品使人

目不暇接，同学们热情高涨，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吸引了

“消费者”的眼球。 校领导、老师和家长纷纷光顾摊位，出钱

出力，为同学们自己的“市场”增添人气。

除此之外，在摊位旁边，各班还设置了文化展示牌，用

来介绍各个省份、 城市的历史知识。 校团委还特别设置了

“文化传承百世 历史流传千古” 趣味历史体验活动、“砥砺

奋进七十载，青春筑梦新时代”文化长廊，引导同学们去探

索各地文化，在收获欢乐的同时，获得知识。

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

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创新则是校园文化发展

的持久动力。 校园有了文化，底蕴才会更加深厚；文化有了

创新，校园才会更加繁荣！ 一年一度的侨中文化节，为每位

同学创造条件，挖掘潜能，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向着梦想努

力，成就更加美好的未来。

创新改变世界 筑梦成就未来

———我校高中部隆重举行

2019

年中国文化节

扬帆起航 共建一带一路繁华

———我校初中部举办

2019

年国际文化节

我校教师在第十三届全国中学

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中喜获佳绩

我校创客团队荣获广东省中小学

电脑制作活动创客现场竞赛

三个一等奖

参赛师生合影

王茂清（左）、古启蒙两位老师合影

�

为响应国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号召，与“一带一路”

建设相对接，在帮助同学们深入了解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同时，深化我校“文化育人，以文化人”的

宗旨，开阔同学们视野，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4

月

30

日上午，我校初中部隆重举办

2019

年国际文化节。 我校副校长郑玉良、何嘉莹，等校行政，全

体初一初二年级师生及家长代表相聚，共同体验多姿多彩的国

际文化风情。

本届国际文化节紧扣时代主题， 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

神，开展“丝路相连，心路相通”环保时装秀、文艺节目展演以及

“丝路通古今 湾区连世界”创意集市活动。

在环保时装秀上，同学们用废旧的床单、蚊帐、彩纸、黑色

塑胶袋等身边各种环保材料进行服装设计， 以服装为载体，凸

显国际文化特色，手工制作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服

饰。色彩艳丽的俄罗斯民族服饰、神秘优雅的中东风情、轻盈飘

逸的东南亚岛屿特色……各班学生模特逐一登台展示，以饱满

的精神、自信的笑容、稳重的台风，极具创意

地诠释了各国的文化特色和独特内涵。 活动

一次次被推向高潮， 选手们精彩的表现赢得

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喝彩。

上午

8

：

30

分，“扬帆起航，共建一带

一路繁华”国际文化节开幕式文艺节目展演正式拉开帷幕。 演

出节目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融歌曲、舞蹈、小品、演奏等多种表

演于一体。啦啦操表演《

Panama

》青春飞扬，魅力四射；展示东方

神韵的歌伴舞《清明上河图》、《寄明月》、《书简舞》曲调优美

,

舞

姿翩迁

,

引发现场观众共鸣；乐队演唱《

new divide

》，演奏者娴

熟自信，给观众带来了音乐艺术的熏陶和美的享受；小品歌舞

表演《我穿越这片沙漠》，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蓝本，融入现代元

素，让观众在欢笑中感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

本届文化节的最大特色当属以“丝路通古今 湾区连世界”

为主题的创意集市活动。为庆祝我校

65

周年校庆，本次摊位设

置成“

65

”字样。 各摊位根据所代表国家的特点设计，通过文化

展示、游戏互动、义卖等形式，展示该国家的人文特点、服饰文

化、音乐歌舞文化、饮食文化等。 同学们热情高涨，叫卖声一浪

高过一浪。 学校行政、老师和家长纷纷光顾摊位，出钱出力，在

留下特色商品的同时，也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内涵。

这是一个缤纷的万花筒，透过神奇的窗口，我们

了解世界。音乐、舞蹈、服装、美食，让理解和包容弥漫

在同学们心间。 历史、文化、地理、语言，让和谐世

界的魅力荡漾在侨中师生心中。 让我们期待明年

再聚！

近日， 从市教体局传来喜讯， 在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8

年广东省中学化学和生物教师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竞赛

中，我校化学科组徐佳老师作为中山市高中组的代表，在全

省化学老师的竞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既展现了自身

优秀的实验教学水平， 又体现了学校和科组对青年教师的

悉心培养。

据悉， 为了进一步培养我省中学化学和生物实验教师

（实验管理员）的实验操作技能和动手能力，激发实验教师

（实验管理员）的创新思维，提升实验教学水平，推动实验改

革与创新，省教育厅举办了

2018

年广东省中学化学和生物

教师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竞赛。 经过校、县

(

区

)

、市层层选

拔，共有

222

名选手参加本次竞赛。 我校徐佳老师凭借娴熟

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创新改进高中化学选修

5

教材中的实验

室制乙炔实验，得到评委专家的一致认可，荣获广东省一等

奖。

成功没有捷径。 荣誉的背后是徐佳老师一次又一次绞

尽脑汁的试验、辛勤付出的结果，也是侨中教师团队智慧的

结晶。 希望全体教师以获奖老师为榜样，加强科学探索、追

求突破创新，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做智慧型教师。

徐佳老师荣获 2018年广东省中学化学

和生物教师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竞赛

一等奖

Xu Jia, Teacher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2018 Guangdong Province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and

Biology Teachers'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Skills Competition

The 1954 Post Office of Our School Was Awarded The 2018-2019 Excellent Student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Team of Makers of Our School Won Three First Prizes in The On-site Competition

of Computer Creative Activit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13th National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ers' Teaching Contest

Set Sail to Build A Prosperous Area

———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f 2019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estival Was Held in Junior High of Our School

Innovation Changes the World and Dream Builds the Future

———

2019 Chinese Cultural Festival Was Held in Senior High of Our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