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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我校举办系列活动

Our School Hel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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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ing Tribute to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Following Their Road
要要要Activities Were Held in Our School with the Theme of 野Studying the Party爷s History, Being Grateful to the Party and Following the Party's Lead冶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袁 讴歌中华
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袁 颂扬中国共产党
的丰功伟绩袁 激发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4
月下旬以来袁我校党委围绕野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
走冶主题袁组织各支部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袁赴
南朗镇中山革命烈士陵园悼念革命先烈袁 参观中
山革命史迹陈列馆尧中共左步支部活动旧址袁组织
党员追寻野红色印记冶袁引导广大党员深入了解党尧
热爱党尧拥护党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校党委
委员尧全校党员教师尧退休支部老党员教师参加了
活动遥

5月 15日上午袁在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的带
领下袁110位党员教师来到南朗镇中山革命烈士陵
园袁祭奠革命先烈遥校党委委员尧校纪委书记尧党办
主任彭海泉主持祭奠仪式遥

仪式上袁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袁校党委副书
记尧 副校长林子孚代表全体党员向革命烈士纪念

碑敬献花圈袁全体党员默哀一分钟袁寄托对革命先
烈的无限哀思遥 随后袁在高毅同志的带领下袁全体
党员一起高举右手袁面对鲜红的党旗袁再次庄严宣
誓院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噎噎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袁永不叛党遥 冶铿锵誓词袁震撼着在场
的每一位党员袁一字一句袁庄严而豪迈袁铮铮誓言袁
体现了党员同志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遥 仪
式最后袁全体党员绕行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周袁缅怀
革命先烈遥
祭奠仪式后袁 全体党员参观了位于中山革命

烈士陵园内的广东省党史教育基地要要要中山革命
史迹陈列馆遥大家通过观看图片尧档案尧文物袁重温
革命史袁 深入学习中山革命先辈为中华民族的解
放事业前赴后继尧英勇奋斗的事迹袁感受了革命先
辈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袁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史
教育和思想洗礼袁 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汲取
前行的力量袁砥砺奋进遥

接下来袁全体党员教师乘车前往左步村袁参观
左步人文历史展馆尧中共左步支部活动旧址遥炎热
的天气袁毫不影响党员们的热情遥党员们深入了解
左步村的历史文化袁 仁人志士投身革命尧 爱国救
国尧建设祖国的光辉事迹袁并参观了中山敌后战场
领军人尧革命家欧初同志的故居遥
领略深厚的人文气息尧 追寻革命先辈们的红

色足迹尧 重温一段段令人难忘的革命岁月噎噎让
广大党员深受鼓舞遥这是对革命过往的回望袁也是
对未来的遥望遥大家纷纷表示袁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坚定理想信念袁不忘初心袁牢记誓言袁扎实工作袁立
德树人袁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遥
此前渊4月 29日冤袁我校退休党支部的老党员

教师也参加了该项活动遥根据校党委活动的安排袁
5月 26 日我校组织第三批党员教师参加此项活
动遥

缅怀革命先烈 追寻红色足迹
要要要我校展开野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冶主题党日活动

胸怀千秋伟业袁恰是百年风华遥 为热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2021年 4月
30日,中山市华侨中学在初中部及高中部分
别举行第十二届中国文化节系列活动袁全校
师生及部分家长共 7000人参加此次活动遥
一尧聚焦主题袁尽显百年荣光遥本届文化

节初中部主题为 野奋斗百年路袁 启航新征
程冶袁高中部主题为野璀璨百年路袁犇涌振中
华冶袁紧紧围绕庆祝建党 100周年袁通过环保
时装秀尧文化创意市集尧文艺展演尧文化长
廊尧党史知识问答等系列活动展示百年大党
的光辉历程遥
二尧环保时装袁展现伟大成就遥用废旧物

品制作成的环保服装袁展示各民族或红色革
命根据地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尧脱贫攻坚地
区等地方的服饰特色遥
三尧创意市集袁礼赞辉煌之路遥以每班一

个摊位连接袁组成野100冶形状的文化创意市

集袁 展示党的历届重要会议或中国精神袁宣
传革命圣地尧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脱贫发展
典型地区遥
四尧文艺展演袁传承红色基因遥以多种艺

术形式袁展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
程遥
五尧文化长廊袁回首百年征程遥将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会议按照时
间线索制作成巨幅海报袁构建文化长廊遥
六尧寓教于乐袁重温党史知识遥 设野跟党

走 践我行冶 知识问答尧野和历史说声 耶嗨爷冶
NPC渊非玩家角色冤互动问答游戏袁让学生在
探秘解答中重温党史知识遥

此次活动袁 进一步激发了全校师生爱
党尧爱国的热情袁增强了师生的历史使命感尧
责任感遥赤心向党旗袁壮志写春秋袁侨中师生
将以如磐初心踏浪前行袁以高远志向踏实作
风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浴

赤心向党旗，壮志写春秋
要要要中山市华侨中学中国文化节献礼建党百年

文化节

近日袁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发布了叶关于
表彰 2020-2021年度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渊标
兵冤尧五四红旗团支部渊标兵冤尧优秀共青团员尧
优秀共青团干部的表彰决定曳渊团粤发也2021页8
号冤袁我校高二渊25冤班黄斌华同学获评 2020-
2021年度野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冶袁在此向黄斌
华同学表示祝贺遥

黄斌华袁男袁17岁袁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
校团委学生会副主席及高二渊25冤班班长遥 他品
学兼优尧爱好广泛尧热爱朗诵和主持袁从小学开
始就在学校各大活动中担任主持人遥 高中以
来袁曾主持并参与组织策划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宣讲活动等多场大型活动遥 课余时间袁他还
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袁 去探望孤寡老人尧五

保户尧身患癌症等重大疾病的人袁身体力行地
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遥 曾获评 2021年中
山市野新时代好少年标兵冶要要要美德好少年尧中
山市第六届野最美南粤少年冶要要要活力好少年尧
2020年度中山市野优秀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者冶尧
2020年度中山市华侨中学野活力好少年冶遥

我校黄斌华同学获评 2020-2021年度
“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

黄斌华同学

参加活动的部分党员教师合影

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袁 进一步激发学
生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袁 弘扬
革命精神袁传承红色基因袁将爱党爱国教育
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袁引导学生学党史尧知
党情尧感党恩尧跟党走袁近日袁我校初尧高中
部分别举办野党旗飘飘冶主题班会课比赛袁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袁 紧紧把握课堂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袁培根铸魂尧启智润
心遥 校党委书记尧校长高毅等校党委成员尧
校行政尧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了听课遥

各位参赛班主任紧扣 野党旗飘飘冶主
题袁以野弘扬革命精神袁书写时代华章冶为主
线袁 从不同角度和学生们一起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袁 深入探讨了新时
代中学生如何传承红色基因袁 做担当民族
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遥 班主任老师设计巧
妙袁构思独特袁或从优秀共产党员和英雄人
物的先进事迹出发袁通过李大钊尧方志敏等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袁 引导学生体会到今
天和平的来之不易袁 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
想信念袁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尧忠
实实践者袁 坚定不移为国家富强尧 民族振
兴尧人民幸福而奋斗曰或紧扣现实袁将时代

精神与中山青年野四最冶精神结合起来袁带
领同学们回顾了中山青年突击队与 野四
最冶按语袁号召同学们不忘初心袁勇担使命袁
做野最积极尧最有生气尧最肯学习尧最少保守
思想冶的优秀中山青年袁为党为祖国为人民
贡献青春力量遥

本次野党旗飘飘冶主题班会课比赛袁是
我校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袁旨
在培养青少年的爱党之心尧爱国之情袁引导
他们明党史尧颂党恩尧跟党走遥 全体师生在
共同学习探讨中袁 感悟了中国革命的伟大
精神动力袁坚定了理想信念袁涵养了家国情
怀袁强化了责任担当遥
通过本次班会课的学习袁 许多授课老

师表示袁此次备课备赛袁让自己对党史的了
解更加深入袁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尧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认识更加深
刻袁对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袁赛课的过程
就是成长和学习的过程袁 一定要把此次比
赛的收获与感悟转化为今后学习工作中的
前进动力袁夯实专业基础袁加强师德修养袁
争做野四有冶好老师袁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学生纷纷表示袁野党旗飘飘冶 主题班会

课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
仰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袁 明白了学习党史的
重要性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史是党尧国家
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袁 爱国主义始

终是中国青年应该扛起的一面旗帜袁 作为
新时代中学生袁 应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
远大理想袁好好学习袁努力奋斗袁做合格的
共产主义接班人遥

感悟磅礴伟力 传承红色基因
要要要我校举行 野党旗飘飘冶主题班会课比赛

班会课现场

Showing Our Sincere Hearts under the Party Flag, Writing Our Own Stories with Strong Aspiration
要要要Chinese Cultural Festival Was Held in Our School to Pay Tribute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ang Binhua, Student of Our School, Was Awarded 野Excellent League Member in Guangdong Province冶 of 2020-2021

Feeling the Mighty Force of Our Party through Passing on the Traditions of Revolution
要要要Our School Held the Class Meet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Theme of 野Waving the Party Flag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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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招生途径
被我校学科类自主招生录取的同学袁入学时安排在我校冠深部学习袁选科

分班后根据选科情况进行调整袁招生条件详见校园网公告栏遥
2.中考途径
中考成绩优异者袁按中考成绩择优编入遥
3.期末考试途径
高一选科分班时成绩优异者袁按综合成绩择优编入遥
若高一选科分班后未能进入冠深部学习的同学袁 只要今后学期末成绩优

异袁也可以申请进入冠深部袁届时学校将按综合成绩择优编入遥

深耕细作 冠盖华夏
自强不息 敢争第一

要要要记中山市华侨中学冠深部

为更好地因材施教袁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袁探索人才培养的创新方式袁在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的大力支持
下袁中山市华侨中学于 2020年 9月成立冠深部遥冠深部以全国政协常委尧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尧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
创会主席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本名野冠深冶二字来取名袁一则表达对蔡先生本人倾情教育尧
造福桑梓的敬意袁二则激励侨中学子人才辈出尧报效祖国遥
野冠冶字袁指学识才干超出众人尧位居第一遥
野深冶字袁指思想见解有深度尧深刻袁品性态度深厚尧有涵养遥
野冠冶野深冶二字所包含的内涵袁与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校训精神相通遥
冠深部全体教师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野浓厚的家国情怀袁健康的身体素质袁精进的思想品格袁优异的学业成绩冶的

新一代高素质人才遥
蔡冠深董事长

我校大力推进课堂教学改革袁深化生本课堂袁全面提高教学质量遥 在全体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袁我校已有 100多位学生被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以及哈佛尧
剑桥尧牛津等世界排名前 50名的大学录取袁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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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能力遥学校连续十四年获评市
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校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袁野冠深部冶学子将继续秉
承侨中人野自强不息 敢争第一冶的拼搏精神袁砥砺奋进袁勤学向上袁续写辉煌遥

学校 F栋是冠深部的专属楼袁配备独立的阅览室尧辅导室遥

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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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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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的时候袁我参加了侨中领导力社
团袁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比赛并荣获一等
奖遥 来到大侨后袁学长学姐的目标是特等
奖袁是享受在比赛时接受全国各地对手的
挑战袁并且傲视群雄遥比如袁诚信自助的诚
信小铺袁关心弱小的天线宝宝袁科技感十
足的茫茫前路袁立足环保的垃圾分类噎噎
怪不得在郑州袁当我们说到我们来自中山
市华侨中学的时候袁无数人投来羡慕的目
光袁我不由得也感觉到肩上的那份责任遥

一尧传承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侨中精神

历届考入北大清华世界名校学生代表

二尧一流的硬件保障

冠深部环境

三尧优秀的教师团队

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袁小班化教学袁导师制培养遥

绎部分教师风采展
姻谭子虎
中山市华侨中学教务处副主任袁冠深部主任遥高中
物理正高级教师袁广东省特级教师遥粤教版高中物
理教材配套光盘主讲教师袁广东省新一轮野百千万
人才培养工程冶名教师袁中山市紧缺适用高层次人
才袁中山市青年领军人才培养实践导师袁中山市高
中物理学科市级中心教研组组长遥 曾代表广东在
北京参加野第二届全国中学物理名师赛冶获全国二
等奖遥 发表论文多篇遥

姻金沂
冠深部德育主任袁冠深部班主任袁高中语文高级教
师袁从教 20年袁担任两届中山市华侨中学名班主任
工作室主持人遥 所带班级被评为中山市野五四红旗
团支部冶遥被评为中山市优秀班主任尧普通高中教学
质量评价学科优秀教师尧中山市优秀教师遥

姻黄爱华
冠深部班主任袁 高中语文高级教师遥 教学成绩突
出袁培养出王艳卿尧肖瑶等北大清华学子袁获得过
中山市语文课堂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袁 多次被评
为市优秀教师遥带班优秀袁所带班级曾被评为中山
市直属学校野五四红旗团支部冶遥从教二十一年袁一
直都是学生心中的知心爱华姐遥

姻曹珍珍
冠深部班主任袁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袁高中语
文高级教师遥 任教至今袁多次被评为中山市优秀班
主任尧中山市优秀教师遥

姻王检萍
高中数学一级教师袁当年参加高考袁取得数学单科
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袁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袁
硕士研究生袁从教以来袁多次获得市级优秀教师尧
教学质量考核优秀等各种荣誉袁2019年获得中山
市高中数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遥 所带
班级成绩优异袁很多学生考入国内外名校袁深受学
生喜爱遥

姻饶小燕
高中语文高级教师袁中山市优秀共产党员袁多次获
得中山市优秀教师尧 市高中教学质量评价优秀教
师尧省优秀指导教师尧校教育科研先进教师等荣誉遥
培养出 2020年高考侨中语文单科第一名遥

姻何燕霞
高中英语高级教师遥任教期间培养了邓颖尧马畅及
中山市高考理科总分第一名张佳婧等一大批考入
北大尧清华及世界名校学生遥 竞赛成绩突出袁多次
获评为竞赛优秀指导老师遥 任教以来多次获评为
中山市优秀教师和中山市教学质量评价优秀教
师遥

姻姜艳萍
高中英语高级教师袁从教三十余年袁自进入侨中以
来袁一直担任特尖班的科任老师袁所带班级多名学
生考入清华尧北大尧香港中文大学等名牌大学袁先后
数次获得中山市优秀教师尧 中山市优秀班主任尧中
山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遥

姻杨月娥
高中英语一级教师袁 多次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和市
教学质量先进教师尧市优秀辅导教师; 2018年被评
为第十七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专家级辅导老师尧
多次荣获校年度最受欢迎教师称号; 2016届所带
的罗美玲同学高考英语成绩 149分袁 勇夺市英语
单科第一名袁培养了潘淑蓓尧朱婧尧林诗敏尧黄麒
冲尧宰英祺尧魏牧谦尧郑炜熹等一大批考入北大清
华的学生遥

姻黄正新
高中化学高级老师袁培养了刘曼尧宰英祺尧郑炜熹尧
魏牧谦等一大批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遥 在第 29届
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袁 吴元同学获省一等奖曰
在高中化学竞赛中袁辅导韩炜明尧陈文杰获得全国
二等奖袁省一等奖 8人袁撰写 20多篇论文在叶中学
化学教学参考曳叶化学教学曳叶实验教学与仪器曳等刊
物上发表遥

四尧丰富的实践活动

五尧冠深部学生感言

冠深部承载着侨中的雄心壮志曰而冠
深部的优势袁在于以更高密度的优秀资源
去强化侨中一批优秀学生袁 也就是更专
业尧更精准的深加工遥 冠深部必将在侨中
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进入冠深部后袁 令我感触
最深的就是学校及本部老师们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无微不至
的关爱遥 经过一个学期的培养袁
我们在上学期期末全市统考中
冲出了 4 名总分全市前十名浴
对每一个努力学习的同学来
说袁成绩进步就是最好的关爱袁
而这样的进步袁 正是老师们给
予我们无数关爱的最好证明遥
从本学期开始袁 我们实现了小
班化教学遥

与优秀的人并肩作战袁春
已来袁梅花悄绽曰学不止袁宝剑
出鞘遥 野深耕细作袁冠盖华夏冶这
是我们冠深部精神袁 我们在这
个温暖的大家庭中携手前行遥

娄宇阳同学

王江林同学

顾美桦同学

欢迎加入冠深部
让优秀的你更优秀

绎参加校运会开幕式

绎参加学校拔河比赛

绎参加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

点燃青春
扬帆梦想

中山市华侨中学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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