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半个世纪的风雨兼程，中山市华侨

中学凭着"自强不息，敢争第一"的精神，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拼
搏，侨中人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信任，没有辜负海外乡亲的热

望和期待，终于赢得了申报全国示范性普通高中的资格。

现在的侨中已是一所拥有完善的设施设备，高效优质的教

育教学，团结拼搏的教师队伍，3200人的办学规模，升学率达
95%的中山基础教育重型航母。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风格、
办学特色，其中侨中在以下五个方面可以起到示范辐射作用。

一尧 侨资办学
我校 1954年由旅美归侨陈茂垣先生创办，1979年海外乡

亲蔡继有先生承先启后，慷慨捐助，鼎力复校。校董会二十六年

如一日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如今，我校已经成为了广大爱

国华侨联系乡情的纽带、报效家乡的舞台、统战工作的平台，我

校也由此先后获得广东省侨资办学一等奖、广东省"发挥侨校
优势，办出学校特色"一等奖。去年，学校董事会董事长蔡继有
先生设立专门奖学金，对当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侨中学生每人奖

励 8万元，2006年苏继滔、蔡冠深各出一万元奖励这些学生，使
考入清华北大的侨中学子有 10万元奖金，成为侨中特色建设
的又一亮点。

二尧 科研兴校袁科研强校
1、德育科研、教学科研始终走在全省的最前列。德育工作

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

人的大问题。我校始终把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创新"的健康人

格作为育人总体目标，围绕育人总体目标，我们提出了培养学

生"自识、自省、自励、自律"良好行为的个体目标，以班级为基
元，建立了富有成效的互动机制。

我校德育互动机制的探索与建立，得到了中外专家的肯定

和赞誉。学校被选为全国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人口与可

持续发展 EPD教育项目实验学校，并在首届可持续发展教育
国际论坛作专题发言，《互动机制与主体德育发展模式》研究成

果在广东省汇报展示，论文《家校携手，共促发展》获中国教育

学会德育管理学术年会一等奖。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健康

教育课程，搞好心理咨询室建设，在本规划期内将心理教育建

设成侨中德育工作的一张名片。

教学科研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在教学科研上，侨中初步形

成注重校本研究，教育、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学校教科研体制；

以学校总课题，统领学校工作的研究与实施；建立一支思想新、

能力强，乐于奉献的科研骨干队伍，发挥"领头羊"作用；加大激
励力度，完善激励机制；通过教育科研实现教师"转型"。
我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全国语文学习科学实验学校"、"全国科研兴教示范基地"、"全国

教育科学 '十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科研课题实验基地"。目前，
学校共确立 2个国家级立项课题，3项省级立项课题，5项市级
立项课题。通过五年的努力，基本完成这些立项课题，使我校在

优质教学研究、课程教材与信息技术整合、体验德育研究等领

域，达到省或国家级水平，在省内产生一定的影响，进一步凸现

学校的教学和德育特色。

2、体育科研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学校严格按教学计划开
足体育课、健康教育课，每个运动队均配备了专门负责训练的

教练员，做到严格选材，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形成了一套科学

选材、科学训练和科学管理的方法，坚持长年训练从不间断，积

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94年被评为广东省体育先进单位，2003
年被评为中国体育学会学校体育发展研究试验学校，2005年又
获全国学校体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三尧 高水平推进素质教育形成的深加工能力
高中扩招，生源扩大，新生素质参差不齐，智能分化明显，

对学校的深加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05年高考群星璀璨，
全线飘红。总分超过 800分的 4个人，单科超 800分的 16个
人，优秀生比例全市第一。何汉清、陈广球两位同学同时被清华

大学录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得到各级领导、教育专

家的充分肯定，使得社会认同迅速提升，为侨中打造品牌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四尧 艺术教育袁是我校的一张名片
多年来学校艺术团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艺术团成员张

妙珊 05年在中山纪念堂成功举办的个人古筝音乐会，在社会
上影响非凡，黄敏婷同学的工笔画，在国际、全国各县大赛中成

绩斐然，此外艺术团还出访过澳洲、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均

获好评，为中山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尧 后勤卫生工作袁是中山市教育系统的样板
学校行政与后勤工作立足于为学生发展，教育教学提供优

质服务。学校高度重视食堂，宿舍的卫生防疫与防火安全工作，

确保无恶性事故发生。克服困难做好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建

立全方位的学校行政、后勤服务系统。积极营造脸好看、门易

进、话中听、事快办的服务作风，让以学生为中心、家长放心、服

务育人的理念贯彻在学校的一切工作之中，为学校的改革与发

展保驾护航。目前侨中的后勤管理经验在全市推广，并在省内

有广泛的影响。被评为中山首家 A级饭堂，现在已形成完善的
监督制度，和谐的宿舍文化。

在侨中的发展历史上，创建示范高中是中山侨中的第三次

创业，是难得的机遇。学校领导班子锐意创新，作为教育的核心

力量，我们将继续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好，力争达到省政府颁布

的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

黄佳

猿月 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
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
讲话中提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
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
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
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
奢淫逸为耻。”
胡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导

向鲜明，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价值观，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忠信讲的是忠诚信义，意即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真诚

正义。荣辱观是对荣辱的根本看法。“荣”指光荣或荣誉。
“辱”指的是耻辱。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
族。从耻食周粟的佰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
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
……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在中华历史上演绎出无数可歌
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张扬着道德忠信的大旗，耸立着一
座座人格的丰碑。
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古人说：“民无德不

立，政无德不威”。有德，是爱祖国、爱人民，是崇尚科学、热
爱劳动，是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是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无
德，是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是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是损人
利已、见利忘义，是违法乱纪、骄奢淫逸。概言之，有德，是
修养、是文明、是正义；无德，是无信、是鄙贱、是自灭。我们

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讲求道德信义、秩
序规范的经济。我们现在最缺的资源，不是有形的物质，而
是无形的道德。当前，在树立荣辱观、加强道德建设方面，
我们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对信念与实惠，奉献与索
取，竞争与合作，社会责任与个人利益，党性原则与市场经
济原则等问题，许多人认识模糊，是非不清，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蔓延，有的人见义不为、见
死不救、为富不仁，有的人重金钱重实惠而轻名誉轻人格，
有的地方假冒伪劣商品和社会丑恶现象泛滥严重等。这些
问题的存在，最根本的就是荣辱观缺失，是非、善恶、美丑
不分。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冲
击，损害了社会风气，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树立新时期的道德观，必须让
“八荣八耻”走进我们的内心，体现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
侨中人素有“敢为天下先，铁肩担道义”的豪气、正气，有
“独善其身、服务祖国”的高尚情怀，有“责任存留心间，才
华贡献人类”的远大抱负。这种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已渗
透进新一代侨中人的血脉之中。这是我们每一位侨中师生
终其一生的财富，弥足珍贵。

最近，市教育局响应上级号召，倡导大力开展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学校德育处、团委应时而动，联合部署学习
活动方案，请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
起，加强自身修养，加强人格锤炼，为弘扬社会新风、促进
社会文明进步尽职尽力。

李茂兴

走出校门一步肩负忠信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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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誉满载 成绩斐然
———侨中办学五大突出成就

教育教研

编者按：在市委市政府和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袁侨中经
过几年的蜗行摸索袁 侨中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工程终于在 圆园园远
年 圆月中旬全面竣工袁这使侨中的教学硬件在原有的基础上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遥
进入 猿月以来袁 侨中教师积极开展网络课堂的探究学习袁

目前各课各年级教师基本完成了由传统教学模式向信息整合
教学模式的转变遥 现将部分教师尧学生对多媒体平台的使用感
受袁思考做一个汇编遥 供教师们学习交流遥

[学科组]
恰当使用多媒体平台提升课堂效率
我校新领导班子锐意进取，敢于创新，打造全国一流的多

媒体教学平台。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反思、调查，我觉得，对
于这个新事物应该深入研究，合理利用它的优势，根据教学效
果不断更新改进，才能更好的把握以后的方向。
优势：淤多媒体教学方便、快捷、高效。教师通过演示课件，

节省了板书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提高了教学的科技含量。
于多媒体课件讲授，使课程内容要点集中、详细、清楚，使

教学内容系统化。
盂教学容量大，教师可以将大量的信息带给学生，最大限

度地实现教师、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的交流。
榆利用多媒体展示目标，在课堂上不断创设情景，能引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自觉投入学习，激发进取心，可
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单调的教学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思
维，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
不足：
淤劣质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存在不但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反而由于表现形式单一，易使学生疲劳。
于教师把握教学过程的难度增加，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

节奏快，难免重点不突出，信息过多、过滥还会使学生无法跟上
进度，只能被动地接受授课内容，缺乏思维的过程。
盂过分依赖课件。无论授课内容是否适合或者有必要利用

多媒体课件讲授，过多依赖于多媒体课件，会使教师学生之间
失去互动性，难以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

建议：
对于这个新事物，我们应该恰当使用它，以便更好的为教

学服务。我个人认为各学科组近期必然要加强研究，努力扬长
避短，真正提高课堂效率；提出好的建议，把握以后的教学理
念、发展方向。
比如做课件方面，要加强集体备课，既分工合作，又要有一

个比较统一的思路；既要重效率，也要有特色，互相借鉴，共同
提高。上课时要考虑到学生特点，对课件的使用避免千篇一律，
如果上课受到课件的束缚，达不到教学的目标，就要借助传统
教学手段及时弥补。

英语科组 郑支胜

多媒体教学袁好处多多
多媒体教学以它丰富的多媒体形式———声音、图片、动画、

音乐、视频等，最大程度的调动了学生的视听感官系统，充分的
展示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它能使我们的教学锦上添花。使用
多媒体教学后，我感触良多，它操作方便，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
形式，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多媒体教学的优越性。
（员）课堂教学内容容量大，节约了空间和时间，提高了课堂

效率。
（圆）创造情境，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的参

与到教学中来，弥补了传统语文教学的枯燥和乏味，给语文教
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猿）运用多媒体教学平台，更有利于突破教学中的难点。

当然，多媒体教学是传统教学形式所无法媲美的，但也要注意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的结合。 语文科组 汤杰

[教师]
杨敏琪：现代教育发展快辕侨中网络添平台辕欲上台阶须努

力辕春寒何奈百花开辕老少互研育人诀辕师生同迈德能阶辕龙吟凤鸣
芳菲处辕一支独秀笑沧海

徐 璇院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活动是认识的基础，智慧从
动作开始。教学要让学生义动义起来，实现眼、耳、口、手、脑的义全
频道义接受，义多功能义协调，义立体式义渗透。多媒体辅助教学能恰
到好处做到这一点。多媒体教学提供给学生多彩生动的画面，
学生乐意去思考、去研究、去征服。他们的自主探索能力和创新
精神也从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学校的多媒体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
媒介，课堂生动了、丰富了，课堂气氛活跃了。

夏建军院多媒体平台在每个课室内安家落户，使得课堂教
学更加生动活泼，教学内容含量更大，课堂上学生也更喜欢听
了；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加强管理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促
进科研水平、改善学习环境。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教师们集体备课的时间更多了，

为了突出信息技术下以义创新义为主的教学特色，优化课堂教学
新模式，教师们挑灯夜战已经不是很稀罕的事，为了敲定某一
个教学环节，教师们苦思冥想，几番争论，剑拔弩张的局面也时
有发生。我想这些苦涩的经历将会成为我们以后甜蜜的回忆。

[学生]
韦子琪院自从多媒体进入教室，课堂学习不再向旧的教学

方式那样局限。上课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各种图片、动画等使
所要学的知识负有更强的表现力，这种动态的表现形式是同学
们更加容易理解，对知识的掌握更清晰、更深入。老师们可以展
示更多的课文背景以及相关的资料，使同学们对知识的脉络，
对课文的认识理解更加深刻。

这种无粉笔教学，不仅改善了同学们的学习环境，更重要
的是对老师们、同学们的健康有利，并且，课堂效率提高了不
少，使同学们学习积极性更加高了，整个课堂的气氛也活跃了。

陈桂雅院 多媒体教学是比传统教学更进步的一种学习方
式，它可以更充分的利用课堂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互联
网的引入，扩展了同学们的学习领域，使以前枯燥，抽象的知识
变得实在而丰富起来，拓宽了同学们的思维、提高了我们学习
的主动性。现在我们的学习兴趣更浓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把所学的知识与社会现象，实际信息
来个参照、比较，不仅，老师所讲的知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有
一种与实际生活亲密接触的快感，这种学以致用的方式能不断
激发我们的学习热情。现在探索知识的欲望比以前更强了。

高兆伦院多媒体技术融入教学，在传统教学中加入了主体
化、动感化元素，让我们上课时能更专心听课，网络技术引进课
堂能让我们学习的知识更能融会贯通，提高学习效率，增强我

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这样的课，除了感受到科
技的力量，还能让我们的思维随之跳跃。

袁锦松院告别了枯燥无味的粉笔年代，多媒体教学系统为
我们的学习增色不少。
还记得《琵琶行》，《赠藻泽贼藻则凿葬赠 燥灶糟藻 皂燥则藻》的催人泪下吗？还

记得令人费解的立体几何吗？有了它，我们就可以轻松体会“嘈
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凄美，有了它，我们就可以
品味《赠藻泽贼藻则凿葬赠 燥灶糟藻 皂燥则藻》的动人，有了它，单调乏味，抽象难
懂的数学就轻松很多了。
在这新系统，新教学的扶助下，我们的学习一定能“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

网络技术是改进课堂教学设计的切入点。教师应该利用好
在网络环境下的教学资源，信息资源永远开放的；传播媒介多
向交流的；传递系统是多媒体的；知识是跨越时空限制的特点。
使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与全球化；学习过程的交互性；学习内容
选择的自主性和个性化；内容形式的多媒体化得以体现，激发
学生思维，倡导一种人本主义和素质教育的理念。

把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引入课堂
是现代教育的突破口，是勇立教育潮头一次新尝试，是教育信
息化时代的需要。

希望侨中教育同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只有不断奋进，
努力进取，才能跟上时代潮流，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腾飞作出应
有的贡献。 黄佳

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创建全国示范性普通高中过程中，我校

得到了中山市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广大爱国华侨及社会各界

人士的大力支持，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工作高效，带领全体

教师，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积极推进办学体制创新、管理体制创

新，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依法治校、

科学管理的局面已经形成，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稳步提高。

一、国家级省级教育成果奖（只计一等奖）
员、员怨怨猿年获广东省“发挥侨校优势，办出学校特色”一等奖
圆、员怨怨远年获广东省侨资办学一等奖
猿、员怨怨苑年获广东省第一届普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源、圆园园猿年获广东省第四届普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缘、圆园园缘年获广东省校本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远、圆园园缘年获全国学校体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二、国家级省级先进称号
员、广东省一级学校
圆、广东省科技教育先进单位
猿、广东省绿化先进单位
源、广东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缘、广东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远、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
苑、全国“双合格”优秀（示范）家长学校
愿、全国语文学习科学实验学校
怨、中国体育学会学校体育发展研究实验学校
员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员员、联合国 耘孕阅教育实验学校
12、全国信息技术道德教育实验学校
三、高考成绩全线飘红全面进步
以 圆园园缘年高考为例，高考总分 愿园园分以上高分，我校 源人，

按优秀生比例列全市第一，考入重点大学、本科大学、省大专总

人数 员园圆园人，占全市 员辕苑，真正实现了低进高出，为全市高考进
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学科竞赛异军突起硕果累累
圆园园圆年以来，我校共有 员园园多人次获全国五大学科联赛一

等奖。其中，梁耀坚同学获全国“华罗庚金杯”数学竞赛金牌；杜

君裕同学获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科联赛一等奖（广东省第一名）。

圆园园缘年我校获学生学科联赛一等奖的就有 员园人，列全省一等
奖总人数第六名，超过了很多省级重点中学。

五、办学规模不断壮大设施完备
我校现有 远员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猿圆苑苑人。校园占地 员苑远

亩，生均占地面积 猿苑援远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源援愿愿万平方米，正
筹建 员援缘万平方米校舍，生均将达 圆园多平方米，学生宿舍面积
员缘园园园平方米，生均住宿面积 源援愿 平方米，学校绿化面积为
苑园员园园平方米，生均绿化面积 圆圆援苑平方米。
科技楼功能齐备，按示范学校标准装备了理、化实验室各 源

个，生物实验室 圆个。实验室设计标准化、规范化，耐用性、防腐
性能高，可进行特殊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研究。电脑教室 源
个，学生电脑 远苑缘台，多媒体教室 源间，多媒体教学设备 远远套，
语音室、舞蹈室各 员个，美术室 圆个。仪器设备达到国家《中学理
科教学仪器配备目录》玉类要求，完全满足教学需要，学生有充
分的场地和设备进行实验活动和科技活动。图书室 圆间，师生阅
览室各 源间，采用电脑系统管理和借阅图书。学校藏书 远万多
册，另有电子图书 员园万多册。

教学楼 源 栋共有 苑愿 个教室。 办公楼设有大小会议室 源
间，电视监控室 员个，各处室、各教研组分室办公备课，基本实现
每个教师都有一台办公电脑。

卫生室 员个，按标准配备各种医药、器械，专职校医 缘名。
体育器材室 圆个，源园园米标准运动场 员个，足球场 员个，篮

球场 员圆个，羽毛球场 远个，户外健身器械 员园园套，排球场 圆个
室内乒乓球台 源园张，各种体育设备器材齐全。
学生食堂 圆个，可容纳 猿园园园多人就餐，学生公寓楼 猿栋，可

容纳 猿园园园人住宿，厕所达标，符合安全、卫生、文明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我校以信息化推动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信

息技术。目前，学校校园网已经有万兆带宽，各个教学点和办公

室通过校园网实现资源共享，并经教育城域网接入英特网，满足

了无纸化办公。源台高性能服务器能提供 灾悦阅、阅韵阅等服务
实现网上备课、教学办公等功能。全校各个教室、功能室均已安

装了教学平台，配备有高性能投影机和展示台，并提供网络接

口，视频和音频接口，能方便地进行信息技术整合学科教学。如

此先进的、高规格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与设备，为学校培养出

大批合格的高素质人才，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唐剑虹 黄爱华

特色办学 侨校典范

我校近年考入本科大学人数统计

年份

131

651

157 183

301

401

圆园园6年 4月 30日 中山侨中责任编辑院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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