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旱逢甘雨，给炎热的天气带来

一阵清爽。4月 28日下午，中山市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刘传沛带领教育

局、教研室有关领导来到中山侨中,
对正在精心备战高考的高三级老师

进行了亲切的慰问，让侨中老师们备

受感动。

在座谈会上，曾麟基副校长向局

领导汇报了我校高考备考进展情况，

提出"亮点很亮，困难挺大"，汤杰老
师代表老师们表示了对今年高考的

决心和信心。刘局长向我校高三老

师颁发了慰问金并送大家三句话，第

一句是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中
山侨中刚刚顺利通过国家级示范性

高中的评估验收，这源于侨中人"自
强不息、敢争第一"的精神。上级认
可、社会认可、家长认可，中山侨中这

艘"航母"动力十足，已经起锚；第二
句是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
可沽名学霸王"：要把全部的注意力、
精力放到备考上，交出精彩的答卷让

学生满意、让家长满意、让社会满意。

第三句话是蔡锷的" 各怀愚公之志，

即可移山；共存精卫之心，不难填

海"：面对存在的压力和困难，大家必
须拿出豪情和斗志、拿出勇气和智

慧，为完成"送万名中山子弟读大学"
的任务作贡献。讲话完毕，亲自走到

每位老师前，同大家逐个握手。

林加良校长在总结时说，感谢局

领导的信任和鼓励，没有压力就没有

动力，我们后面是岐江河前面是"阳
光花地"，我们没有退路，狭路相逢勇
者胜，只有背水一战，冲向"阳光花
地"。 王世勋

刘传沛局长慰问高三教师
———背水一战，冲向阳光花地

市高三研讨会举行
猿月 员远上午，中

山市高三复习教学

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会上对如何高效开

展高三复习教学工作进行了研讨。

市教育局周信副局长、市教研室黄

世勇主任、各科教研员及市内近 圆园
所中学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导

主任、高三年级组长等 员园园多人出
席了会议。周信副局长在会上作了

重要讲话。

我校徐艳波、马颖两位老师分

别为与会领导和老师上了一堂公开

课。市教研室徐山洪、段菁华教研员

分别对两位老师的课给予了非常有

建设性、指导性的精彩点评。

最后，周信副局长作了总结发

言，周副局长认为，这次研讨会开得

很成功，是一次颇有规划的尝试，以

后还要多作这样的研讨。他把自己

的讲话归纳为四句话：一、发出一个

信号：教育强市后促进教育内涵发

展需要“虚功实做”。二、提出一个问

题：在我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高考

竞争形势下，如何提高

复习教学的效率和效

益？三、布置一道作业：

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入研

讨，比较系统地回答复习及复习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四、表明一个

态度：科研教研是深化教育改革的

根本动力；是转变教育教学质量，提

高方式的根本措施；也是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的根本出路。

这次成功的研讨会对我市高三

复习教学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

义。 黄爱华

银4月 23日，学校高中部举行由学校德育处编写的校本教材《美丽青
春我作主》赠书仪式。

市中考语文备考会
议在我校举行
猿 月 圆愿 日，春风和煦、阳光

灿烂。中山市初三语文复习研讨示
范课暨 圆园园远 年中考语文复习备考
会议在我校科学馆阶梯室隆重举
行。本次大会在中山市教研室张宝
华老师的指导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经校语文科组老师团结协作，取
得了圆满成功！

本次会议吸引了全市初三语文
任课教师，到会人数达 猿园园多人。大
会分两个议程。首先：全体老师听取
了由我校黄翠瑶老师、小榄中学李
伟东老师、三鑫双语学校时鸿飞老
师上的《中考说明文阅读》、《中考专
题复习———古诗文默写》、《中考作
文讲评指导》三堂真实、实用、生动、
精彩的中考语文复习研讨示范课。
其次，由市教研室的张宝华老师对
示范课进行了点评，并给三位老师
颁发了荣誉证书。最后也是本次大
会的一个重要议程，由张老师对
“圆园园远 年中考语文复习备考工作”
从学校复习计划的制定、园缘年中考
语文试卷分析、复习方法、试题研究
等方面做了具体详尽的指导。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我市
初三语文的复习迎考具有一定指导
意义，为今年中考夺取优异的成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智慧

信息技术整合公开课
获奖名单

信息技术整合课堂教学课例评比结果，在第七周举行的信
息技术整合课堂教学评比活动中，下列教师分别荣获一、二、三
等奖。
特别奖院 张梦夫（双语课）
一等奖院 陈茵茵 林秀芝
二等奖院 杨 雪 刘敏华 李远进 曾繁邦
三等奖院 周紫妍 肖昶旭 唐秋月 黄爱华

金 颖 李 涛 朱爱莲

猿月 圆源日上午我校林加良校长、曾麟基副校长及
何嘉莹主任随同市教育局程向红副局长、李良主任和
雷泽洪副科长一行组成的中山支教慰问团带着侨中师
生深挚情谊慰问了我校在汕头南澳县支教的陈湘祁老
师。
慰问团经历长达八小时的旅程，冒着滂沱大雨远

赴南澳中学。南澳县教育局柯文旭副局长、南澳中学林
映明校长为慰问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在随后的
接待会上，柯文旭副局长、林映明校长分别给慰问团一
行简单地介绍了南澳县的情况，对中山教育局及中山
市华侨中学对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帮助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同时对支教的陈湘祁老师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并且衷心希望能继续与中山保持友好的合作
关系。程向红副局长在接待会上发言，感谢南澳县教育
局对中山支教老师的关心及照顾。林加良校长也简单
地介绍了我校的办学情况，希望今后大家能加强交流
合作，携手共创优质教育，还热情地邀请南澳县的各位
同行到侨中访问。
会上陈湘祁老师对学校领导不辞辛苦到南澳看望

他而十分感动。 何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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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日前，广东省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对全
省“十五”期间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我市有 苑所
中小学和 愿名教师获得荣誉
称号，为我市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增光添彩。我校获
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先进单位称号。我校谭小飞
同志被评为广东省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优秀教师。

绎近日，我校收到华中农
业大学喜报：圆园园员级毕业生
李曼菁同学，自入华中农业
大学学习深造以后，凭着“敢
争第一，勤奋踏实”的侨中人
精神，在新征程路上取得可
喜的成绩，荣获华中农业大
学“圆园园源———圆园园缘 学年度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她优异的
学习成绩和良好表现得到华
中农业大学的肯定，同时也
为母校争了光。

绎近日，接教育局喜报，
我校体育课组再创佳绩。我
校初中部体育教师张蕾蕾，
在 圆园园缘年 员圆月，带着她的
“鹰狼团队”———初一（员猿）班
同学参加市教研室举办的
“中山市第二届中小学体育
教学课件评比”中荣获一等
奖，并成为市直属学校唯一
一所获此佳绩的学校。
这是继我校体育教师王

浩华在去年评比中获特等奖
后的又一佳绩。

绎圆月 圆源日，在中山开
发区举行的 圆园园缘 年中山市
课余训练总结表彰大会上，
我校获得市体育局和市教育
局联合颁发的优秀篮球传统
项目学校光荣称号，林加良
校长代表学校领奖。王世勋
老师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据悉，本次该项目有五所

学校获奖，我校是直属学校中
唯一获奖的一所学校。

银圆园园远年 猿月 员员日上午，惠阳中山中学参观访问团到我校参观交流

银猿月 圆员日，实验高中全体行政领导，在张海经校长带领下到我校交
流，两校就今后进一步加强沟通，相互提供办学信息等达成了共识。

刘传沛局长寄语市侨中
志存高远 奋发有为 同心协力 争创名校

中山市 圆园园缘 年度十杰市
民———耿海樱小姐，于 猿月 员怨
日晚 愿时，在侨中文化广场举行
“非常青春我作主”青春励志报
告会。

会上，耿海樱小姐非常坦诚
地与高一、高二女生分享了她的
青春成长经历，教学生要有着一
种认真、执著、积极、健康的心
态，在逆境中赢得自己，成为一
个心灵上自由而坚强的女孩；面
对走向社会后的人生选择与机
遇，让所有的学生相信“机会永
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通
过平凡的事例告诉了学生一个
朴素的道理：“人要对自己的选
择负责任，勤奋踏实、珍惜机会
就能有发光的一天。”

在互动环节中，海樱小姐

“感受到侨中女生的单纯与灵
气”，并一一回答学生们的早恋、
选择、挫败等相关问题，她的回
答激起了学生们的共鸣，赢得阵
阵掌声。她鼓励女生，“人要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不能就要努
力向它靠拢。”

最后她与女生们分享了诗
朗诵《致橡树》和她的座右铭：
“我并不漂亮，但我可以用智慧
丰富我的心灵，我并不聪明，但
我可以用我的勤奋开创美好的
明天。”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
机会与这群有思想的孩子交流。
此次亲切、生动的面对面交

流，为德育处、校团委举办的“青
春女生”系列讲座拉开了序幕。

黄佳

源月 缘日下午，教育局刘传沛局长，周
信副局长到我校视察。在听取了林加良校

长及各线副校长就我校迎接省“创高”督导

验收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对迎检工作作出

了指导。刘局长还结合创高工作，以“志存

高远，奋发有为；同心协力，争创名校”为主

题，给学校领导和年级组长、科组长做了精

彩的专题报告。

刘局长指出，去年，陈市长殷殷寄语侨

中办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创名校，争一

流，成为全体侨中教师的共识，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这是侨中新的起点，新目标，促使

学校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举措。要成

为名校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培养强烈的名校使命感
名校与普通学校一样，有相同的教育

教学任务，但必须有起示范带头可以发挥

辐射作用的东西。自觉承担起社会、民族、

国家赋予的历史责任，应成为每位教师的

最大天职。教师要有一种自我冲动、自我准

备，将自觉意识转化为历史的使命感。其关

键在于校长、教师对国家、时代走向、民族

发展要求的敏锐把握，在这种使命感的影

响、感召下勤奋工作，不懈努力。

他说，这种使命感不是天生的，不是自

然而然就可以出现的，它是一个过程，要靠

我们有意、着力培养。因此，要反复宣传，大

力培养，实现文化回归和灵魂铸造。惟有如

此，教师才能“养浩然之气”，才不会迷失前

进的方向。在班子建设方面要以靠得住，有

本事，过得硬，干得好为标准，树立学校良

好的“政风”、“官德”。要以胡书记的八荣八

耻为本，强化师德建设内容，给未成年人做

好示范。要结合教育局提出的五种精神，解

决好学校工作的力度、精度、密度、高度、效

度问题。

二、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
展
特色就是把办学者认为正确的重要东

西坚持做下去，长期、持久、有效、细致地落

实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独特，独

到，独有的显性风格，其实质就是对个性化

的倡导，办学者意志力的体现。学校树立、

强化特色意识。要有自己的风格、理念、人

才培养目标等特色，在管理上要倡导个性

化，避免出现“千校一貌，万生一面”的趋同

性。

他说，环境有特色，才产生吸引力；校

长有特色，才产生感召力；教师有特色，才

产生影响力；学生有特色，才产生竞争力。

发挥群体特色是学校形成特色的保证。有

特长的老师各有特色。学校要采取措施，提

高素质，总结提升教师的经验，以培养教师

的成长带动学校的成长，以教师的发展来

带动学校的发展。

三、精细化管理是制胜之道
细节决定成败，放弃细致的管理等于

全部放弃，只有过程细节的完美，才有结果

的完美。精细化管理就是要落实管理责任，

将管理责任明确化、具体化，做到人人参与

管理、处处有管理，事事善管理。学校管理

的灵魂就在于细节，学校之间的差距就在

于细节的差距。学校管理无小事，尤其要注

意小节、细节。这就要求学校行政、师生们

共同努力，把小事做细，细事做精。

要实现精细化管理，必须加强理论学

习，将理论渗透到实践中，通过引导、疏导、

督导等方式将工作精细化。做到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每项工作都要有明确

的要求、具体的安排、切实的计划。责任到

人，一跟到底。注意工作各环节的联系，作

到环环相扣，检查督促有力。

四、倾力打造名校的竞争力
校长必须有大局感和敏锐的洞察力。

既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要把握好学

校前进的方向。开展工作既要用心，又要精

心，更需要匠心。要把学校变成花园，学园、

乐园。要大胆改革，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要

善于营造良性的竞争氛围。

有竞争才有发展，有竞争才有机遇，有

竞争才有活力。思想文化建设是提高竞争

力的关键，硬件更硬是增强竞争力的物质

基础，能够为学校发展增光添彩，使学校如

虎添翼。软件不软是增强竞争力的根本，要

抓住教学质量这条生命线，提高学校的核

心竞争力；要抓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校竞

争力的资本投入。学校要培养全体师生的

竞争意识，使全体师生都动起来，动起来才

能生存，才能发展，动起来才能有跑的意识

和本领，才有领跑的能力。

刘局长最后指出：创建全国示范高中

是侨中非常重要难得的机遇，全体教师要

把握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把创高工作

当作是全校工作的第一要务，实现数代侨

中人多年的愿望。为实现这一目标，侨中全

体师生要共同努力，使创高成为全体师生

的共同目标，转化为侨中师生的共同行动。

侨中创高，不单是要顺利通过的问题，而且

要高分通过。创建就是参加大考，就是对学

校的整个工作的一次大考，侨中全体领导

和师生要全力 以赴，作足作实，作细作精

这项工作。教育局将全力支持侨中创建工

作。

最后，林校长代表全体侨中人感谢教

育局领导，特别是刘局长对侨中创建工作

的指导和支持。他表示，侨中人会以“彰显

侨校特色，铸一流品牌”，创全国一流的侨

校为目标，在教育局的支持下，将创高工作

与促进学校各项工作上一个新台阶相结

合，以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精神，做好创高工

作，力争高分通过，向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

的答卷。

黄佳

喜 报
成功女性与侨中女生分享青春

中山市华侨中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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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

荫网址院澡贼贼责押 辕 辕 憎憎憎援扎泽择扎援糟燥皂 荫月月杂师生论坛院澡贼贼责押 辕 辕 扎泽择扎援糟燥皂 辕 月月杂

主编院林加良 副主编院何嘉莹 王永林 统筹院胡万鸣

银圆园园远 年 猿 月员源 日，“中山市华侨中学青年党校第八期学习班”开
班，学员 员远缘人参加了开班典礼。

短讯

我校首获市模范集体殊荣

4月 29日袁陈根楷市长亲自为林加良校长颁发市模范集体荣誉牌匾遥

银4月 29日，由市教研室举办的高中地理新课程培训班在我校高中
部开班。来自全市各普通中学的 100多名地理教师参加。

省督导室陈健主任到我校讲学
4月 29日上午，省人民政府督导室主任陈健先生百

忙中到我校，就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作专题报告。

林加良校长主持报告会。部分行政、教师聆听报告。

首先，陈健主任祝贺我校顺利通过省国家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初期督导验收。

陈健主任的报告结合建构主义教学原则、现代课堂

教学评价观、反思性教学、校本研究等，就教师追求专业

化成长的意义、标志、途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教师

们深受启发。特别是他结合我校互动发展教育模式和广

东仲元中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的研究和操作，谈教

师的专业成长，可操作性强，赢得了阵阵掌声。

报告会使教师们开阔了眼界，对我校教师的专业化

成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学校品牌具有重

要意义。

胡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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