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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热烈祝贺中山市华侨中学
建校 65周年暨复校 40周年

绎10月 18日袁澳门新华学校一行 21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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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绎11月 3日袁在野亲近中华经典传承中华美德冶要要要中山市第二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大赛中袁我校初中部学子以全市第一名的佳绩袁荣获中学
组一等奖遥 郑智慧尧陈文华尧侯贤凤等三位老师获评野优秀辅导教师冶遥
绎11月 3日袁在 2019年中山市高渊职冤中篮球锦标赛中袁我校高中部男

篮尧女篮分别在邓应学尧杨辉东两位教练的带领下袁双双夺冠遥女篮实现了三
连冠袁并再次荣获野体育道德风尚奖冶遥
绎11月 20日讯袁在第十七届野叶圣陶杯冶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上袁唐

秋月老师指导的高三渊10冤班谭茵锶同学荣获全国二等奖遥
绎12月 12日讯袁 我校杨敏琪老师在第十七届最具人气诗人全国网络

大赛中袁荣获一等奖渊全国第 3名冤遥这是杨敏琪继去年获得中国闽南原创文
学大赛现代诗歌特等奖后获得的又一全国大赛殊荣遥

绎12月 13日讯袁 在 2019年中山市第六届中学生写史大赛征文比赛
中袁我校初中部学子在肖昶旭尧杨小江等老师的指导荣获三个一等奖袁两个
二等奖袁一个三等奖遥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65th Founding An鄄
niversary and 40th Restoring Anniversary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12月 15日上午袁中山市华侨中学建
校 65周年暨复校 40周年庆祝大会在初
中部举行遥全体来宾尧来自各地的校董尧校
友和师生员工齐聚一堂袁 共贺侨中 65周
年华诞袁共计 1200余人参加活动遥

上午十点袁与会领导尧嘉宾为蔡继有
纪念馆尧侨中校史馆揭幕袁并参观了纪念
馆和校史馆遥 纪念馆和校史馆中袁一张张
感人的照片资料袁为学校师生和广大校友
再现了蔡继有先生兴学助教尧造福桑梓的
生平事迹袁 以及学校建校 65年的沧桑历
程和历史积淀遥
上午 11点袁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

开序幕遥蔡冠深博士高度评价了侨中建校

65年来的办学成就以及在教育国际化发
展所取得的成果袁回顾了侨中建校及复校
过程中广大海内外华侨兴学助教的感人
事迹遥 苏继滔表示袁教育基金会将继续支
持侨中发展袁成就侨中更加美好的未来遥

野尽管我们离开母校已有多年袁 但我
们对母校情怀永远不会改变遥 侨中是我们
永远的精神家园遥不论走到哪里袁我们都铭
记着恩师的教诲与期望袁牵挂着母校的建
设与发展遥 与祖国共奋进尧同发展袁我们唯
有以一流的业绩回报社会袁造福家乡袁才无
愧于母校的关怀和培养遥冶中山市天龙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尧84届校友潘伟清女士作
为校友代表向母校送上了生日的祝福遥

高毅校长代表学校向参加校庆活动
的各位领导尧嘉宾尧校董尧校友尧家长表示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袁向全校师生致
以节日的问候遥 他在致辞中回顾了 65年
来侨中建校尧复校的发展历程袁感谢市委尧
市政府尧 社会各界对侨中的大力支持袁感
谢广大校董校友为学校发展野出钱尧出力尧
出心尧 出时间冶遥 高校长表示袁65年砥砺
奋进袁 侨中在各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院 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首批一级学校尧
广东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尧广东
省侨办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单位尧国务院侨
办华文教育基地单位曰培养了许多优秀学
子袁 近十年来袁 已有 45位同学被北京大

学尧 清华大学录取曰54位同学被哈佛尧剑
桥尧牛津等世界排名前 50名的大学录取曰
还有一大批优秀教师在省尧市各项教学比
赛中屡获殊荣遥展望未来袁高毅校长坚信袁
在全校师生的戮力同心尧 努力拼搏下袁侨
中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袁建设野全国一
流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的美好愿景一
定能够顺利实现遥

校庆之际袁中山市新宝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尧85届杰出校友尧中山市华侨
中学校友会副会长尧 校董会副董事长尧朱
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会主席朱锡源
先生再次捐赠人民币 120万元袁注入中山
市华侨中学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袁
为我校班主任队伍建设发展再添助力遥高
毅校长代表学校接受了捐赠支票遥

大会随后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袁颁
发了中山市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
奖励金尧蔡冠深高考奖学金尧蔡冠深对外
交流基金奖学金尧 苏继滔高考奖学金尧教
育基金尧林树棠助学金尧艺术教育基金尧曾
玉桥奖学助学金尧 廖皓炜教师健康基金尧
刘锐谦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尧朱锡源班主任
专业发展基金尧焦嫣珊助学金尧退休教师
基金尧蔡子扬办学业绩奖励基金尧林俊烨
教育发展基金袁助力侨中发展遥

会上袁校管乐队管乐合奏大气恢弘的
叶蓝色山脉传奇曳袁65位教师饱含深情袁集
体朗诵由我校教师全亮和杨德洲创作的
诗歌 叶今天是你的生日袁 我的侨中曳院野美
哉浴我少年中国袁与天不老浴壮哉浴我青春
侨中袁与国无疆浴 冶共贺侨中建校 65周年
暨复校 40周年遥庆祝大会最后在校歌叶让
世界走进侨中曳中圆满结束遥

我校隆重举行建校 65周年
暨复校 40周年庆祝大会

与会领导尧校董尧校友尧嘉宾合影

近日袁由广东省总工会尧广东省教育
厅主办的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顺利落幕遥 我校青年教师
岳鹏尧王伟尧赵唱玉尧张封尧张晓莉代表中
山市参加比赛袁全部荣获一等奖袁获奖人
数全市第一浴 其中袁岳鹏老师荣获一等奖
第一名袁 即将参加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总决赛袁 角逐广东省五一劳动奖
章遥

据悉袁 广东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是两年一次的青年教师的盛大赛事遥
为提升我省中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
和教学能力袁广东省总工会尧广东省教育
厅联合举办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大赛渊以下简称大赛冤遥 大赛
分设学前教育尧小学教育尧初中教育尧普
通高中教育尧中等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 6
个组别袁共计 51个学科渊专业冤袁分初赛尧
决赛尧总决赛三个阶段遥

初赛由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与当地
总工会联合组织开展遥 我校教师岳鹏尧王
伟尧赵唱玉尧张封尧张晓莉在中山市教体
局组织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分别
参加了高中物理尧初中物理尧初中信息技
术尧 高中通用技术尧 高中化学科组的比
赛袁并全部荣获市一等奖第一名袁代表中

山市参加省决赛遥
省决赛由全省各地经过层层选拔的

学科精英参加袁竞争异常激烈袁要求参赛
老师不仅要有良好的课堂教学能力袁而
且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遥

赛前袁 五位老师在侨中各科组大力
支持下袁专心打磨课程袁日以继夜地磨砺
专业技能尧试讲磨课噎噎可谓殚精竭虑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决赛中袁五位老师最终
凭借过硬的专业功底尧出色的临场发挥尧
稳健的心理素质全部荣获省一等奖袁其
中岳鹏老师荣获高中物理科组一等奖第
一名袁 王伟老师荣获初中物理科组一等
奖第二名袁 赵唱玉老师荣获初中信息技
术科组一等奖第三名袁 张封老师荣获高
中通用技术科组一等奖第三名袁 张晓莉
老师荣获高中化学科组一等奖第四名遥

一耕耘一份收获浴 沉甸甸的荣誉承载
着参赛教师无数的心血与汗水袁 凝聚着侨
中各科组教师的集体智慧结晶袁 体现了侨
中人精诚团结尧协作奋进的团队精神袁彰显
了侨中全体教师乐教爱岗尧 精益求精的师
者匠心遥 广大侨中教师再次以实际行动袁完
美展示了侨中人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
精神风貌浴

五位青年教师参加广东省中小学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全部荣获一等奖

获奖老师合影

近日袁从广东省教育厅传来喜讯袁我校学子罗云
帆荣获 2019年度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遥 可喜可贺浴

罗云帆同学在学习上能务实奋进袁 锐意进取袁成
绩名列前茅袁多次获得年级第一遥 在学校学生会担任
副主席一职袁待人有礼尧尊敬师长尧团结同学尧关心学
校及班级事务袁积极参与党尧团组织的活动以及各项
志愿服务活动袁曾获野中山市美德好少年冶尧野中山市最
美志愿者冶称号袁曾多次获得我校野学生标兵冶尧野十佳
男生冶等荣誉称号遥 罗云帆同学兴趣爱好广泛袁曾获

野广东省足球机器人比赛二等奖冶袁并多次在市级机器
人比赛中获得优异名次遥

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由省宋庆龄基金会于 2009
年与省教育厅共同设立袁旨在激励普通高中学生勤奋
学习尧努力进取袁在德尧智尧体尧美等方面实现全面发展遥
每年按全省在校高二级学生人数的千分之一确定名
额遥 此次罗云帆同学的获奖袁不仅是个人荣誉袁而且为
学校赢得了荣誉袁再次彰显了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
侨中学子风采遥

热烈祝贺我校罗云帆同学荣获
2019年度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

近日袁在广东教育学会和广东演讲学会联合举办的广东省首届野南粤
铸魂杯冶教师演讲比赛决赛中袁我校樊博老师荣获省一等奖袁可喜可贺浴

大赛历时六个多月袁广东全省共有四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袁几十所含
有师范生的高校报名参加遥 樊博老师从近三百名复赛晋级选手中脱颖而
出袁挺进决赛遥 在决赛中袁樊博老师的演讲题目是叶让伟大落到实处曳袁她讲
述了自己从我校张晓伟老师爱生如子的感人故事中学习到的为师之道及
初为人师的感悟袁她精彩的表现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袁广东演讲学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宏彪评价道院野声音好袁稿子好袁表现从容淡定浴 冶最终袁
荣获大赛一等奖遥

本次比赛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袁进一步提高广大教师语言表
达能力和授课水平袁以优异成绩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遥

樊博老师荣获广东省首届“南粤
铸魂杯”教师演讲比赛一等奖

罗云帆同学

樊博老师

校党委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要要要A Criticism and Self -criticism Meeting Was Held by the School
Party Committee

12月 13日上午袁按照市委尧市教育工委的统一部署袁我校党委在高中
部会议 1室召开了 2019年度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专题民主生活会遥 中山
市教育工委委员尧市教体局副局长黎国喜同志出席会议并进行了点评遥 中
共中山市委第六轮巡察第七巡察组副组长刘养来同志列席会议遥 我校党委
书记高毅同志主持会议袁校党委成员郑玉良尧杨树春尧何嘉莹尧陈海鸥尧周红
梅尧朱爱东同志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高毅同志通报了本次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遥 他表示袁校党委坚
持政治理论学习袁读原著尧学原文尧悟原理袁联系实际学尧带着问题学尧及时
跟进学袁进一步深化认识尧统一思想袁打牢了开好民主生活会的思想基础遥
同时袁党委委员分头深入各支部收集师生意见和建议袁党委成员之间开展
谈心谈话袁梳理检视问题袁撰写发言材料遥

高毅同志就上一个年度的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汇报袁并代
表学校党委班子作对照检查报告遥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野四个对照冶野四
个找一找冶的要求袁就理论学习尧思想政治尧干事创业尧为民服务尧清正廉洁
等方面存在问题进行了自查对照袁 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遥
针对查摆的问题袁高毅同志提出五点整改措施院一是强化理想信念袁铸好思
想之魂遥 二是强化政治引领袁夯实行动之基遥 三是强化责任担当袁解决实际
问题遥 四是要强化宗旨意识袁践行为民之本遥 五是要强化廉洁自律袁凝聚清
正之气遥

随后袁高毅同志紧扣主题袁带头开展自我批评袁班子其他成员逐一发
言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袁达到了洗礼思想尧砥砺品格尧提升境界尧锤炼作风
的目的遥

市教育工委黎国喜同志对本次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遥 他表示市侨中
党委班子这次民主生活会准备充分袁开得认真袁能直面问题袁勇于自揭短
处袁敢于相互批评袁辣味很足遥 达到了野团结要批评要团结冶的目的遥 希望侨
中党委提高政治站位袁全面履职担当袁做到各项工作的零偏差遥 市委第七巡
察组刘养来副组长也对民主生活会提出了检视问题和问题原因剖析等有
待改进的建议遥

会议现场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Celebrated Its 65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40th Restoring Anniversary

Fiv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Competi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Luo Yunfan, a Student of Our School, Won 2019 Song Qingling Scholarship in Guangdong Province

Ms. Fan Bo, Teacher of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Speech
Contest of Moulding Teachers' Soul Cup in Guangdong Province



创客展示区

高中部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要要要我校成功举行第 65届运动会

初中部

模拟招聘会

我校成功举办“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第四届创客节
暨“职面人生 侨通未来”第三届职业模拟招聘会

为落实野双创冶渊大众创新尧万众创业冤精神袁培养侨中学子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袁引导同学们尽早定位袁确定自我职业
生涯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职业素养袁为职业生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袁11月 30日上午袁野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冶第四届创客节
暨野职面人生 侨通未来冶第三届职业模拟招聘会在我校高中部
文化广场隆重举行遥我校副校长郑玉良等领导尧师生尧家长参加
了活动遥

当日上午 8点 30分袁郑玉良在开幕式上致辞袁回顾了近年
来侨中学子在创客教育的指导下在国际尧 国内发明创造大赛尧

省市科技创新活动中取得的优异成绩遥希望大家今天在野创造尧
快乐尧协作尧分享冶的氛围中袁相互交流袁相互提高袁把创新和实
践精神植根灵魂深处袁让创新和实践的种子结出累累硕果遥

接下来袁在精彩的开幕式演出后袁本届创客节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遥 本次创客节活动主题为野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冶袁主要
通过侨中创客作品展示尧手工创意体验尧学生创意作品展示等
活动形式袁展示我校创客教育成果遥 活动现场设立激光切割模
型现场拼装尧无人机尧3D打印尧机器人尧VR体验尧开源硬件体
验等内容遥此外袁绿益环保公司尧中学生领导力等学生社团参加

了展示活动袁向师生家长展示我校精彩纷呈的社团文化遥
与此同时袁在运动场袁野 职面人生 侨通未来冶我校第三届

职业模拟招聘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遥 学校邀请我校教师尧家
长参与此次模拟招聘会袁并提前对担任面试官的教师尧家长进
行了培训遥本届招聘会共有 84个招聘单位袁涵盖教育尧司法尧传
媒尧电子技术尧机械制造尧医疗卫生尧餐饮服务尧科技创新尧金融尧
交通运输等多种企事业单位类型遥

在模拟招聘会现场袁每位同学携带自己的模拟大学录取通
知书与个人简历参加了应聘遥面试官为参与者提供意见尧建议袁

传授应聘技巧和需要掌握的知识袁并根据职业要求和应聘者表
现袁授予同学们野职场新人冶尧野职场达人冶等不同等级徽章遥同学
们通过参与模拟招聘会袁感受未来职场的实况情景袁增强对未
来就业形势和压力的认知袁更好地为今后在高考中选报学校和
专业做出准确尧全面的定位遥

上午 10点半袁 我校第四届创客节暨第三届职业模拟招聘
会圆满落幕遥 郑玉良为此次担任模拟招聘会面试官的教师尧家
长颁发了野职业导师冶聘书遥

11月 21日至 22日袁我校高尧初中部隆重举行第 65届运
动会遥 校长高毅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遥

21日上午 7点 50分袁伴随激昂嘹亮的叶运动员进行曲曳袁
国旗护卫队身着统一制服袁高举鲜艳的五星红旗袁迈着矫健而
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袁 向观众展示了他们英姿飒爽的风采遥
紧随其后的是气势如虹的校运会会徽方阵尧 校红十字会方阵尧
礼仪队方阵遥

同学们用丰富的想象力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青春和活力袁

表达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及侨中建校 65周年暨复校 40周
年的美好祝福遥 有的方队身着统一的班服袁步履铿锵袁气势如
虹曰有的方队融入武术尧扇舞尧古筝尧汉服秀等元素袁充分展现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曰还有的方队亮出鲜明的主题标语
或主题形象袁高喊野爱我中国袁护我中国冶尧 野祝祖国繁荣昌盛袁
祝侨中蒸蒸日上冶等口号袁表达了侨中学子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
的奕奕风采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港澳台侨生班的方队高举野心连
心袁爱祖国冶标语袁手持国旗尧区旗袁深情演唱叶我的中国心曳袁赤

诚之心令人动容遥一支支方队整齐的步伐袁激扬的口号袁饱满的
激情袁充分体现了全校师生共创举尧齐奋进的精神风貌浴

高毅校长尧何嘉莹副校长分别在开幕式致辞遥 他们回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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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取的突出成绩袁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袁大力
弘扬野更高尧更快尧更强冶的奥林匹克精神袁以奋斗者的姿态袁抢
抓机遇尧团结拼搏袁主动树一流尧积极争一流尧努力创一流袁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迎接我校 65周年校庆浴

本届校运会赛程紧凑袁比赛项目丰富多彩遥运动场上袁选手
们竭尽全力投入比赛曰赛场边上袁为运动员加油助威的呐喊声
此起彼伏遥

11月 22日下午袁历时两天的校运会在全校师生的热情参
与和共同努力下胜利闭幕遥 闭幕式上袁颁发了本届校运会各项
集体奖项遥 侨中健儿本着野友谊第一袁比赛第二冶的宗旨参加了
各项赛事袁实现了体育成绩和体育道德风尚的双丰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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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新时代 同心铸就新辉煌
要要要中山市华侨中学迎新年文艺晚会精彩上演

欢歌辞旧岁,起舞迎新年遥12月下旬袁我校高初中部先后举
办三场迎新年文艺晚会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校领导班子
成员与全校师生欢聚一堂袁喜迎新年的到来遥

晚会开始前袁高毅校长致新年贺词袁他对全体教职员工在
过去一年的默默耕耘尧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袁对过去一年侨

中学子所取得的可喜成绩表示祝贺袁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体师
生不忘初心尧砥砺前行袁以团结之心尧实干之力尧拼搏之劲袁谱写
侨中更加美好幸福的新篇章浴

今年的文艺演出以野砥砺奋进新时代 同心铸就新辉煌冶为
主题袁侨中师生用动听的歌声尧优美的舞姿尧深情的诗歌袁歌颂

侨中育人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袁迎接 2020年的到来遥节目内容
精彩纷呈袁既有合唱节目叶歌唱祖国曳尧话剧叶横空出世曳袁讴歌了
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袁抒发侨中人对伟大祖
国的深深挚爱与祝福曰也有侨中教师原创诗朗诵叶侨中袁我心中
永远的念想曳袁表达对侨中大家庭最深的眷恋曰还有校舞蹈队尧

管弦乐团尧语言与艺术社尧街舞社尧汉服社尧器乐社尧爵士乐队尧
合唱团尧武术社等各个学生社团的精彩节目展示遥 所有节目都
是侨中师生利用工作尧课余时间排练而成遥晚会高潮不断袁笑声
不断袁既活跃了师生的校园生活袁令大家感受了侨中大家庭的
幸福袁也充分展示了侨中师生的多才多艺与精彩创意遥

Striving for a New Era and Forging New Brilliance Together要要要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Had a Grand New Year爷s Party

Praise New China, Striving for a New Era
要要要Our School Successfully Held the 65th Sports Meeting

Our School Successfully Held the 4th 野Innovation Leading, Wisdom Building the Future冶Makers爷 Festival and the 3rd Career Simulation Job Fair with the Name of 野Facing the Life, Reaching the Future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