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秉承野创新尧开放冶的办学理念袁勇敢地走出
去袁与部分著名高校合作结对袁已成为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分院尧汕头大学尧广州中医药大学尧广东工业大
学尧广州大学等著名大学的优秀生源基地遥学校是华
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培养基地遥开设野桂

山大讲坛冶袁 定期聘请名牌大学著名教授来校讲座袁
聘请外教走进课堂遥实施开放办学袁成立了校尧级尧班
三级家长委员会袁让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遥把最前沿
的3D打印技术引进课堂袁 开发学生的创新动手能
力遥

外联内改 创新求变

学生在观察猿阅打印

天空蔚蓝袁琅环叠彩遥
绿树红墙袁鲜花盛开遥
这里是美丽桂山袁春风化雨袁桃李四海遥
九曲廊复道行空袁育贤楼高耸入云遥
体育馆龙腾虎跃袁图书馆包罗万象遥
这里是求学的圣地袁这里是成长的乐园遥
请到桂山中学来遥

悠久的历史袁丰富的人文袁
二百年底蕴袁薪火相传遥
这里名师荟萃袁这里人才济济遥
师有传承袁德馨学厚高雅文明袁
学无止境袁自强不息创新发展遥
这里是耕耘的沃土袁这里是创造的家园遥
请到桂山中学来遥

木棉挺拔袁桂花飘香袁
琴声悠扬袁书声琅琅遥
这里的奥秘等你探索袁这里有等你描绘的画卷遥
三年磨砺终成栋梁袁青春飞扬显风采遥
这里是展翅高飞的天空袁这里是龙腾虎跃的大海遥
来吧袁朋友袁带着你的激情袁带着你的梦想袁
请到桂山中学来遥

请到桂山中学来

揖招生计划铱
2016年招收高一新生20个教学班共计1000

人遥 录取原则与条件院
1援身体健康袁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遥
2援思想品德好袁德育考核良好或良好以上遥
3援具有中山学籍的初中毕业生渊含省内外户

籍符合招生要求的学生冤遥
4援 中考成绩达市招生部门划定的桂山中学

录取分数线遥
揖联系方式铱

学校地址院中山市三乡镇小琅环大道38号
联系电话院0760要86685105曰86329070

13925336351

联系人院张老师尧陈老师
学校主页院http://www.zsgszx.net
电子邮箱院zsgszx@126.com主管院广东省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主办院中山市桂山中学 准印证号院渊粤T冤Y016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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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院吴新华 副主编院段文山 执行主编院蔡福生

我们的学校
桂山中学源于乾隆丙子二十一年渊公元1756年冤创办的桂山书院袁几经变革袁由书院而小学尧

初中袁直到高中袁迄今260年遥 现在是中山市重点中学袁广东省一级学校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高中遥

百年名校 底蕴深厚

我校被李长春局长誉为中山市普高系统的一条
永不疲惫的鲶鱼遥近年来袁我校在高考人数基本不变甚
至略有减少的情况下袁高考本科以上上线率尧录取率年
年攀升遥高考综合评价处于中山市前列袁连年荣获中山

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一等奖和高考卓越贡献奖遥 每年
均有数十位学生分别被中山大学尧中南大学尧华南理工
大学尧北京体育大学尧中国音乐学院等全国重点名牌大
学录取袁被社会上誉为野低进高出冶的桂山现象遥

猛如鲶鱼，高考成绩名列前茅

近年高考情况
高雅大气 古朴现代

2014年迁到三乡镇风景优美
的小琅环公园东侧遥

新校园占地250亩袁 目前已投
资3.8亿元袁 建筑面积84000平方
米遥设计精妙袁布局合理遥外观高雅
大气袁古朴而现代袁与环境相协调袁
是中山乃至广东最美校园之一遥

桂山中学2016年招生简章

二维码

外教与学生交流

滋兰树蕙君之志 高山流水我之情 中山市桂山中学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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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老师

琅环福地建百年名校袁桂山名师育千秋英才遥桂山教师
植根于中山沃土袁吐纳着时代气息袁以高度的敬业精神袁满
腔的教育热忱袁谱写着教育事业的华美篇章遥

吴新华校长以李镇西老师的话野做最好的老师冶来勉励
全体老师袁要求桂山的老师应该成为最好的老师袁做最好的
自己遥

我校现有教职员工220人 渊不包括今年招聘还未上岗
的冤袁其中特级教师1人袁中学高级教师50人袁中学一级教师
89 袁硕士研究生46人袁南粤优秀教师4人袁南粤教坛新秀1
人袁中山市道德模范2人遥 近五年在教学质量评价中荣获中
山市先进教师25人遥有一批人已成为省市教学骨干教师遥就
是他们创造了野低进高出冶的桂山现象袁连续十几年的高考
成绩评价名列前茅遥

今年招聘教职工53人袁其中专任教师全部为硕士研究生遥
他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尧中山大学尧东北师范大学尧华中师
范大学尧华南师范大学尧华南理工大学尧哈尔滨师范大学尧哈尔
滨工业大学等全国著名院校遥 其中一位音乐教师本科毕业于
星海音乐学院袁研究生留学于香港浸会大学曰一名心理学教师
本科尧硕士均毕业于世界排名30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遥

桂山的老师近两年在市教体局组织的各项比赛中常常
荣获第一名或一等奖遥

近两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奖渊部分冤

吴新华袁特级教师袁中山市桂山中学校长尧广东省名师尧广东
省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尧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兼职教师尧华南师范大
学数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尧 广州大学数学教育方向硕士研究
生导师尧广东省特级教师协会副会长尧广东省初等数学研究会副
会长遥从教三十年袁所教的学生有数十位考入清华尧北大遥撰写的
数十篇教育教学论文发表在叶数学通报曳叶广东教育曳等数十种核
心期刊上遥 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遥

严小坚袁 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袁教
育名师尧学科带头人遥 现任副校长兼
教务处主任遥 先后被评为中山市高三
学科优秀教师尧 优秀教育工作者尧市
优秀教师尧市先进工作者尧市优秀党
员袁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遥

高宏袁中学数学高级教师袁学校
数学学科带头人袁副校长遥 曾多次获
中山市优秀教师尧市高中学科优秀教
师尧镇优秀党员尧优秀德育工作者等
称号遥

段文山袁 中学数学高级教师袁
副校长袁 多次被评为市先进教师尧
先进工作者尧优秀党员尧优秀班主
任遥

孙磊袁 中学
地理高级教师袁
教育部 野国培计
划冶成员袁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课程培训专家袁广
东省优秀地理教师袁中山市学科带头人袁中学高
级教师遥 野高中地理教学实践基础建设与利用研
究冶尧野镇域单元乡土地理教材开发研究冶等多个
项目获得国家级尧省级尧市级表彰奖励遥

胡春凤袁中学英语高级教师遥 广东省级英语
骨干教师遥 曾被选送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州大学进
修遥 多次评为野中山市优秀教师冶或野中山市优秀
高三教师冶等遥 英语学科带头人遥

黄彩容袁中大教育硕士袁政治学科带头人袁中
山市青年骨干教师袁兼任高二政治备课组长尧学校
心理辅导员遥先后多次评为校学科带头人尧镇骨干
教师尧市先进教师和中山市优秀教师遥

李巧凤袁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袁学校语文学科
带头人遥曾被评为三乡镇德育先进个人尧中山市
优秀教师尧高中学科先进教师遥

曹永明袁语文学科带头人袁中学高级教师遥 连
续三年被评为野中山市优秀教师冶遥曾被评为野广东
省南粤优秀教师冶遥 桂山中学文化建设小组组长遥

刘萃玉袁语文学科带头人遥曾被评为三乡镇
德育先进个人尧中山市优秀教师遥

吴水梅袁中学一级教师袁学校数学学科带头
人遥曾先后获三乡镇优秀党员尧三乡镇德育先进
工作者尧中山市优秀班主任等奖励遥

周宗棋袁中学数学一级教师袁学校数学学科
带头人遥曾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袁中山市学科
先进教师遥

罗诚袁中学语文一级教师袁中山市优秀班主
任尧优秀教师尧教学质量先进教师袁中山市第四届
班主任技能大赛高中组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袁三
乡镇德育先进个人袁桂山中学首届名班主任遥

邓秀平袁华
南师范大学在
读教育硕士袁学
校心理健康教
育专职教师袁亲
子沟通培训师袁
家庭教育指导师袁中山市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遥
2007年参加工作至今袁教育教学竞赛成绩突出袁
有文章在全国核心期刊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曳
发表袁 辅导学生拍摄心理微电影与心理情景剧
获市一等奖尧全国铜奖遥

方延平袁 广东
省骨干教师曰 中山
市优秀教师尧市先进教师曰三乡镇骨干教师尧德
育先进个人尧 优秀班主任曰 校英语学科带头人
等曰多篇论文及微课发表或获奖遥三乡镇新闻电
视台曾以野三乡最牛高考班冶作过专题报道袁众
多学生考上中大尧华工等重点名牌院校遥

丘警通袁广东
省骨干教师袁中山
市第三届骨干教
师袁中山市高中语文中心组成员袁中山市教师进
修学院客座教师袁中山市高中语文教学比赛一等
奖获得者袁两度荣获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
奖袁多次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袁多次为全市高
中语文老师开设专题讲座或上观摩示范课遥

殷赵飞袁广
东省首批优秀青
年历史骨干教
师袁 中山市优秀
教师遥 中山市历
史教学比赛获得
一等奖第一名曰参编市
委组织部主编的叶中山党史人物100名曳等多本书
籍袁 参与研究的课题获广东省创新成果二等奖袁
多篇文章在国家核心期刊及省级期刊发表袁教研
论文先后获得省尧市一等奖曰是桂山中学历史上
第一个中山市特色班集体的班主任遥

邱志权袁中
学高级教师袁数
学学科带头人袁
广东省首届骨
干教师袁中山市
第三批骨干教师袁 中山市中级职称评审专家组
成员袁 现任学校德育处主任遥 课堂教学深入浅
出袁通俗易懂袁深受学生欢迎袁工作业绩突出袁先
后多次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和先进教师袁
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遥

卢洁贞袁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袁教育名师遥 语
文学科带头人遥被评为野南粤教坛新秀冶袁中山市
优秀班主任袁 多次被评为中山市高中学科优秀
教师遥

周立军 中学物理高级教师袁物理学科带头
人袁 广东省骨干教师遥 多次荣获中山市优秀教
师遥 学识渊博袁教学效果好遥

张文映 教务处副主任袁 中学数学一级教
师遥多次荣获中山市优秀教师称号遥擅长Excel数
据统计分析袁热爱长跑运动遥

吴彬袁中学政治一级教师袁教务处副主任袁
中山市优秀教师尧中山市学科优秀教师遥课堂教
学幽默风趣袁教学效果好袁深受学生欢迎遥

叶春益 中学化学一级教师袁化学学科带头
人遥 多次获得中山市优秀教师和教学质量先进
教师遥 学生竞赛优秀辅导老师遥

刘浩 中学生物一级教师袁 生物学科带头
人袁中山市优秀教师遥 学校野红棉奖冶一等奖袁教
学成绩优异袁深受学生欢迎遥

冯海香 德育处副主任袁 中学生物一级教
师袁生物学科带头人遥 中山市优秀教师尧骨干教
师遥 曾获野中山市高考学科教学成绩显著奖冶遥

王海燕 中学英语高级教师袁中山市优秀教
师尧先进德育工作者袁英语学科带头人遥 教育教
学效果好袁深受学生欢迎遥

钟怀军袁德育处副主任袁广东省优秀中学地
理教师袁中山市骨干教师尧中山市优秀教师尧中
山市学科先进教师遥

陈洁茹 中学政治高级教师袁 党政办副主
任遥政治学科带头人遥多次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
师尧先进教师和中山市先进生产工作者遥三乡镇
优秀党员尧三乡镇德育先进个人遥

赵双袁地理骨干教师袁地理科科组长袁多次
被评为先进备课组长袁 所带科组被评为中山市
品牌科组遥 学生满意度高袁管理效果好遥 在全国
地理科技大赛中获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袁 多次
被评为中山市优秀教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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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名称
桂苑文学社

海豚社渊心理冤
红十字会

机器人社
桂山航模

电声乐队
吉他社
AM社
摄影社
街舞社
武术社
足球社
法学社

B-BOX社
二次元社
V社渊微电影冤
古风社渊醉墨轩冤
般若模拟联合国

三国社
桂山创客
推理社

忻剧社

T-恤手绘社
中山日报小记者社

棋艺社
拉丁舞社

社团活动内容
悲观低落时你也需要文学曰孤寂无助时你更需要文学遥
多彩的生活需要文学曰意气风发时你需要文学遥 文学就是你的知心朋友遥
以善解人意的海豚为社徽的海豚社袁一直致力于为同学们提供心理上的帮助袁成绩斐然袁前途远大浴
秉承着爱心关怀尧助人人助的情怀袁胸怀救死扶伤的志向袁红十字会为同学们提供紧急包扎学习和生存训
练袁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带着一颗明朗的心袁风雨共舟袁成为闪闪发光的小太阳遥
发挥你的奇思妙想袁铸成机器人的灵魂浴 世界在改变袁跟上我们的机器时代浴
桂山航模由航海尧航空尧赛车尧拼装四个部门组成遥 用操控带来的速度与激情袁拼装所需的细致与耐心袁热
爱着我们的航模遥
让我们一起高歌袁一起欢唱遥
组织一起弹吉他袁一起享受吉他带来的乐趣遥
主要学习国画尧书法等知识
学习摄影知识袁组织摄影比赛活动袁拍出感人的瞬间浴
这是一个随音乐而激情澎湃的团队袁自由地舞蹈是他们的热爱也是他们的追求遥
武术作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一只奇葩袁武术社具有独特的魅力与风格袁在武术中结识新友遥
喜欢踢足球就可以遥 踢球最重要是开心袁其次要型浴
在这里袁你可以学到许多法律知识袁可以认识许多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遥一起用理性头脑剖析社会热点案
件袁做一个争议的使者遥
想提高节奏感袁除了可以学乐器袁还可以用口去模仿遥 BeatBox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声音的乐趣遥
这里是动漫尧游戏爱好者的聚集地袁我们在一起交流尧玩耍袁甚至创造自己的作品袁为二次元添一份色彩浴
一个很会玩的社团袁用相机记录校园日常遥
学习传统文化袁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模拟联合国袁顾名思义袁我们可以作为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舌战群雄袁我们可以作为各大通讯社报道事
实袁这一切皆等你来探索遥
历史为骨袁游戏为翼曰中华文明袁弘扬百世遥
野玩冶是一种状态曰野玩冶是一种实践曰野玩冶是一种分享曰野玩冶是一种境界遥 创e无限袁创行天下遥
桂山推理社袁全称野千机冶推理社遥一个不完全的事件总有千万种可能的结果袁如何推出最接近真相的那一
个袁才是推理的意义遥
野忻冶字袁有开心的意思遥 野忻剧冶是给人带去快乐的舞台剧遥 而野忻剧社冶就是表演给人快乐的舞台剧的社
团遥 在舞台上袁我们就是不一样的自己遥
在自己的衣服上袁手动绘画出我们的梦想吧浴
你想成为一名记者吗钥 你想近距离接触真正的记者吗钥 在这里你都能够实现遥 桂山中学与中山日报联合
主办的"中山日报小记者社"期待着你们的到来浴
开动我们的脑筋袁到棋盘上来进行博弈吧浴
舞动我们的青春袁拉丁舞社袁一个以拉丁舞教学为主要内容的社团遥

3我们同学

九年寒窗终为桂山学子袁三年勤读必成国家栋梁遥不管你来自小榄还是坦洲袁来自
东区还是西区遥 只要到了桂山袁只要你能遵守桂山的纪律袁野三年勤读必成国家栋梁冶袁
这是我们所有老师的愿望遥我们以人为本袁以德立教袁以德树人遥 本着成才先成人的理
念袁首先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袁提倡生活德育袁全员德育遥 通过各种主题各种形式
的教育袁桂山学生都能成为讲文明尧懂礼貌尧守纪律尧爱清洁的好学生遥

我们学校有众多的学生社团袁每个学生都可以在你感兴趣的社团里找到学习与创
造的乐趣袁广交学习与生活的朋友袁扩大知识面袁提高自己动手与创造的能力遥

我们教育学生要五自院生活自理袁言行自律袁学习自主袁品德自砺袁人生自信遥 实行
学生自主管理袁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袁很多大型活动都由学生来组织和主持遥 比
如院风纪检查袁卫生检查袁礼仪颁奖袁宿舍管理袁广播通信袁勤工俭学袁校园巡查袁体育比
赛袁录相放影袁就餐管理等全部由学生会各部门自主进行管理遥 只要你愿意袁你总能找
到施展你才华的最佳平台遥
以人为本袁关爱学生袁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遥 我们设有多种助学方式院著名校友

雅居乐控股董事长陈卓林伉俪助学尧桂山中学学生勤工俭学补助尧国家助学金尧大学
通尧中山市上学易遥 每年资助200人左右袁资助金额大概30万元遥

我们有最勤奋的桂山同学袁但我们的课外活动异彩纷呈袁在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遥

我们的社团

我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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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家园

这里是我们的学校袁 是桂山
人的家园遥 校园里野桂山是我家袁
清洁靠大家冶野垃圾不落地袁 桂山
更美丽冶野宿舍是我家袁 友爱你我
他冶袁这些标语彰显了桂山人讲团
结尧爱清洁的主人公意识遥

我们的宿舍尧 教室全部有空
调袁宿舍干净整洁袁洗漱方便袁一
年四季热水供应遥 宿舍管理独具
特色袁首创一卡通管理系统袁学生
进出宿舍尧请假考勤尧通信消费一
卡搞定袁 全国各地很多学校来我
校参观学习遥

这里是我们学习的乐园袁交
友的公园袁施展才华的舞台遥这里
海阔凭鱼跃袁天高任鸟飞遥

我们的食堂由政府招标挑选
的最好的百顺公司管理遥 这家公
司创建于2005年袁 是一家集团膳
管理尧食材配送尧厨房设计尧健康

饮食资讯服务于一体的具有一定
实力的专业性饮食公司遥 公司听
取学生意见袁不但改进饭菜质量袁
野你的口味就是我的追求袁你的满
意是我最大的幸福冶遥学校成立专
门的食堂管理小组袁 引进家长委
员会和学生自主管理监督机制袁
每天进行监督检查遥

学校食堂具备完善的食品安
全卫生规章制度和明细的各项操
作规程遥始终如一的抓好采购尧储
存尧除尘尧加工尧配餐尧清洁等各工
作环节袁 确保学生每一餐吃的安
心袁吃的放心袁吃出健康遥

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细
管理下袁我校食堂在2016年5月通
过了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局食品
安全量化分级野A冶级评定的现场
核查袁不日将颁发证书遥

学校食堂 学生公寓

桂山校园航拍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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