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4日上午袁桂山中学体育馆举行了别开生面
的中美文化交流会议袁 来自美国卡罗尔顿学校董事
会主席王柯衡女士尧 名誉校长约瑟夫窑肯尼迪先生袁
北京义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孟涛老师尧 行政总监
AMY与桂山中学师生尧家长们共同探讨中美教育的
理念与差别袁搭建中美文化沟通合作的桥梁遥

桂山中学段文山副校长认为袁此次活动增进了中
美文化的交流袁扩大了桂山同学的视野袁激发了广大同
学学习的热情袁 使更多的桂山同学了解大洋彼岸美国
高中生的生活尧学习尧升学尧就业等情况遥段副校长代表
学校袁欢迎美国卡罗尔顿学校尧北京义原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一行人的到来遥 北京义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孟涛
老师根据自己多年的中外教育经验袁告诉同学们袁中国
学生在美国的数理化考试中袁具有天然的优势袁部分学
生在国内不能进入一流的大学就读袁 却可以通过常青
藤大学的申请袁希望同学们根据自身条件做出选择遥

野你们将会改变世界遥 冶肯尼迪校长讲述了自身的
一个小故事袁告诉同学们袁你们永远不知道你们遇到的
是谁袁你们将会成为谁袁因为你们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遥

他强调中西方教育的交流和融合最利于发挥学生的潜
能袁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袁他相信桂山学子将会成为
改变世界的力量袁 希望两校能够实现教育教学的深层
沟通与合作袁共创学生美好的未来遥 随后袁学子们与肯
尼迪校长热情互动袁 切身感受到来自大洋东岸的异国
文化情调和纯真友谊遥

会后袁高宏副校长与肯尼迪校长尧孟涛老师互赠
礼物袁希望以此次活动搭建中西合作平台袁和谐共建
教育的美好蓝图遥 撰稿人院陈丽

2017年3月9日袁大众公益讲座野香山讲坛冶
在中山市桂山中学八角楼隆重举行遥 来自中山
大学中文系的郭冰茹教授为桂山中学高一学生
讲述叶中国当代小说的野前世冶与野今生冶曳袁带领
同学们追溯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遥

讲座伊始袁郭冰茹教授分析了冰心尧赵树
理尧王朔尧莫言等作家袁围绕作家的语言尧表现
手法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三个角度为听
众梳理了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遥 她认
为袁中国当代小说在野西方冶的影响下催生袁小
说观念尧技巧和问题风格都是比较西化的袁但
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小
说的发展遥在讲座之中袁郭老师与同学们深入
探讨文学研究中的野西方冶影响袁以及如何向
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汲取营养袁 如何在全球
化的语境中定位中国现当代文学遥

野郭老师袁感谢您带来的精彩讲座袁我想
问您当代小说作为当下的产物袁 它的当代性
与独特性在哪里呢钥 冶桂山一个男同学询问袁
并且许多同学踊跃发言袁 询问自己对于当代
文学的困惑遥 郭冰茹教授详细延展性的回答
了桂山学子的问题袁 并惊讶于桂山中学学子
竟然能够提出如此多大学生水准的题目遥 野希
望把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自己作文之中遥 冶高
一年级吴心怡同学说袁郭老师的讲座袁机会难
得袁让她对现当代文学重燃兴趣尧重建认知遥

郭教授也谈到此次讲座的最大意义在于袁
让更多的学生在讲座之后袁能够去翻翻尧看看这

些作家的作品袁 那这次讲座也算取得了完美的
成功遥 据了解袁此次野香山讲坛冶是由中山市图书
馆主办袁桂山中学尧三乡图书馆协办的大众公益
讲座袁从2006年开办以来袁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
名专家学者袁吸纳八方思想精华袁搭建了专家学
者与普通公众之间学习交流与沟通的平台遥

野聆听师者之道袁开启智慧之门遥 冶此次
野香山讲坛之现代小说的前世与今生冶以鲜明
的思想特色尧高雅的文化品位袁深厚的人文底
蕴袁成为启迪桂山学子心智的文化场所袁引导
着桂山学子先进思想尧人文精神尧思辨思维的
建构遥 撰稿人院陈丽

尊敬的各位领导袁老师袁亲爱的同学们院
大家早上好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袁我作

为教师代表和各位同学说说心里话袁甚感荣幸遥
时间飞逝袁回想走入高三的第一天袁我站

在这里代表2016届考入清华大学的蓝浚雯同
学和大家分享学习经验遥 现如今袁距离2017年
高考仅剩100天遥

如果说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是一次长跑袁
那么同学们袁你们现在已经跑过最后一个弯道袁
距离终点仅有百米之遥遥这个时候袁一定有很多
同学们想问袁老师袁究竟这100天袁我到底到底能
够提高多少分钥 我依旧报以谜一样的微笑遥

周末测试题袁模拟考试题袁一张张试卷袁
一个个分数铺天盖地而来遥有的同学觉得野我
都这么努力了成绩怎么还不行冶袁于是几次打
击之后失去了信心袁整日愁眉不展遥

有的同学觉得野我都这么努力了也没用袁
看来也就这样了冶袁于是打算把自己当成破罐
子袁准备一路破摔下去遥

有的同学觉得野我都这么努力了袁考不好
也可以无怨无悔了冶 于是心安理得地保持原
来的步子遥

遇到这样的同学袁我常常说袁先别着急伤
心袁也别着急放弃袁更别着急让自己维持现状袁
还悲观的告诉自己袁已经定局了遥 我问你一句袁
请你告诉我袁你确定你足够努力吗钥 那么你所

说的这么努力了到底是怎么样努力了钥
你完成了多少试题钥够吗钥背了多少知识

点钥 够吗钥
你上课听课专心度是多少钥够吗钥你课余

的时间用起来多少钥 够吗钥
在你确信自己不擅长的题目上袁 你求证

了多少遍钥 够吗钥
你以为你一定背不过的那篇课文袁 你背

诵了多少遍钥 够吗钥
最最重要的袁你为你的目标坚持了多久钥

够吗钥
当然袁这所有的追问都不是责备袁都只是

想提醒你袁你真的可以做得更好遥
对于很多同学野我已经这么努力了冶的想

法袁它仅仅是一份态度袁是一份脑子里的紧张袁
是一份心里对于好成绩的重视袁而并不没有把
这些野虚的野变成实实在在条理高效的行动遥

你要明白袁 落后往往不是因为你没做事
情袁而是因为你没把事情做到极致遥

很多时候袁汗水流不到一定程度袁汗水就
白流遥 坚持不到一定程度袁坚持就白坚持遥

很多人认为高中的知识点太多了袁 掌握了
100个袁 考试居然考的是第101个袁 实在令人懊
恼遥渊oh no冤可是我想说的是袁掌握了100个就有
100次的机会袁有机会赢和注定输是不一样的遥
此刻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学遥 都有自己的

酸甜苦辣袁 高三生活中的那些所谓的难处并没
有那么特殊袁不要觉得的自己的学习多么苦尧多
么委屈尧多么悲壮尧多么值得被可怜被同情照顾
被呵护遥 你的生活也远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难浴

话说到这里袁不知道你是否明白钥你提高
多少分袁不是取决于我袁而是取决于你遥

100天袁你应该知道要要要我们都不是神的
孩子袁我们的每一次进步都和别人一样艰辛袁
我们每一次失败和别人一样的不是 野天灾冶袁
而是野人祸冶遥 这个野人冶往往是自己遥

100天袁 你该知道要要要野理想冶 不是用来
野想冶的袁而是用来野理冶的袁用心血和汗水来
野管理冶袁用智慧和坚持去野护理冶袁去像守护一
朵花一样袁去呵护它慢慢长大浴

同学们袁为了高考这一个相同的目标袁我
们这群人聚在了一起袁 我们心无旁骛乃至与

世隔绝袁高三不是一个人的奋战袁而是一群人
的疯狂浴 这一路上袁你们并不孤独袁高三全体
老师会与你们一道并肩作战院

让我们一起挥洒汗水袁斗志昂扬袁奋战百
天遥 让我们一起倾注热情袁决战高考袁创造辉
煌!

千言万语都道不尽我对大家的话袁 只好
用最直白最有力的一个词来结束袁加油浴

3月25日中午袁坦洲中学550名初一学生袁
330名家长尧 老师在杨志红副校长的带领下袁
莅临桂山中学游学参观遥

近千人体验桂山食堂
沿途袁 冯海香副主任向师生们介绍了桂

山中学的文化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教育教学理
念袁并带领各位饥肠辘辘的学生尧家长尧老师
前往桂山食堂三楼用餐遥

野桂山老校区袁我曾去过袁不想桂山搬入
新校区后变得那么漂亮遥 冶野饭菜很不错袁谢谢
桂山中学的热情招待袁 也很珍惜此次的亲子
游学活动遥 冶正在就餐的学生家长朱小花尧李
群英说遥 野桂山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的饭菜
是一样的味道遥 冶初一甘嘉怡尧郑娇蓉说袁野很
高兴能够和爸爸妈妈一同出来玩遥 冶

据了解袁此次游学活动袁乃是由坦洲中学

家委会组织的亲子活动袁 绝大部分家长参加
了此次活动袁参观了桂山校园袁了解了桂山的
宿舍袁领悟了桂山的文化与情怀遥
桂山人述说桂山的故事

冯海香副主任首先播放了学在桂山尧吃
在桂山尧 住在桂山尧 乐在桂山的具体场景视
频袁介绍了桂山中学优美的教学环境尧先进的
教学设施尧以及人文的桂山理念等遥 她说袁优
美的校园和优越的办学条件袁 丰富多彩的校
园生活袁低进高出尧高进优出的高考成绩袁完
善的奖学金尧助学金条件袁都让你们不悔自己
的选择遥

野桂山将以最好的面貌迎接最好的你

们遥 冶原坦洲中学杨家怡同学说袁桂山有美丽
的教学环境袁强大可爱的老师团队袁一定会让
你们找到自己的价值遥桂山将践行一以贯之袁
成就最好的自己的理念袁实现自己的突破遥

杨家怡师姐话毕袁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遥她的演讲袁让同学们对于桂山中学少了一
分陌生袁多了一分熟悉遥据了解袁此次活动袁桂
山中学热忱相迎尧精心准备袁提前布置了车辆
指挥的人员袁进行体育馆的清洁工作袁落实就
餐安排尧宿舍参观等工作遥

此次桂山之行袁坦洲中学的学生尧老师尧家
长带着美好的满足与期待离开了桂山中学遥

撰稿人院陈丽

野我用青春的名义宣誓袁不负父母
的期盼袁不负恩师的厚望袁不负青春的
理想噎噎奋斗一百天袁让飞翔的梦在六
月张开翅膀曰奋斗一百天袁让雄心与智
慧在六月闪光浴 冶2月27日清晨袁桂山中
学文化广场隆重举行高三百日誓师大
会遥 在距离高考整整一百天的日子里袁
桂山中学学校领导尧老师尧家长等以不
同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鼓励遥

高三学子誓师袁为自己加油浴
野我承诺袁不作懦弱的退缩尧不作无

益的彷徨袁我将带着从容的微笑袁去赢
得我志在必得的辉煌噎噎冶 主席台前袁
22个班的班长齐声大呼袁1000多名高三
学子怀揣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斗志袁紧
握右手拳头袁响亮喊出高考誓言遥 震天
的呐喊声袁坚毅的脸庞袁展现了高三学
子的英勇无畏尧奋发向上的风貌遥 1000
多人激昂高亢尧声嘶力竭的呐喊袁汇聚
成了同一种声音袁 不只感动了他们袁也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嘉宾遥

战鼓声声撼人心魄袁号角嘹亮催人
奋进遥 高三年级副主任周立军老师说袁
誓师活动是一个励志的教育活动袁它给
整个校园带来团结尧阳光尧积极和向上
的心理暗示袁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和文化
建设注入一股强劲而持久的动力遥 他祝
福所有的高三学子取得最好的成绩遥

各界桂山学子激情鼓励袁为高三加油打气浴
高一年级王悦彤同学代表高一年级同学承诺袁在最

后的一百天时间里袁尽全力提供备考的环境遥野即将奔赴
战场的勇士们袁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自己心心念念的那所
大学袁那座城市袁那份职业袁请一定拼劲全力遥 冶野很难说
什么是不可能的袁昨日的梦想就是今天的希望和明天的
现实遥 冶高二年级李昕玥代表高二学生发表叶踏实袁是学
有所成的根本曳的讲话遥 她认为袁她一直目睹的手不释
卷尧 废寝忘食的踏实努力袁 都将化成六月最好的回报遥
野度过了900个日日夜夜袁最后的一百天冲刺袁我们英勇尧
无惧遥 冶已通过航空大学体检和政审的高三学生熊舍同
同学袁号召大家撸起袖子袁好好干遥

2016届桂山理科状元高源同学特地从中山大学赶回
来袁为师弟师妹们加油打气遥 野最后100天你可以做成任何
你想做的事袁100天后袁你只需要放心去考袁因为你已经把
你的奋斗交在了这最后的100天袁100天后便是你见证他们
的成效之时遥 冶高源师兄告诉同学们袁桂山一届比一届强袁
你们一定要有信心袁你们一定会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遥 来
自中国政法大学的赵玮琪师姐从北京发回视频袁 为桂山
2017届桂山学子祝福遥她说袁无论有什么样的遗憾和漏洞袁
一百天都可以补回来遥 只待六月的东风到来袁就是你们功
成名就之时袁师兄师姐们都在各个名校等你遥

校长尧老师尧家长现场祝福袁为高三加油打气浴
张苧文老师代表高三老师告诉学生们如何实现自

己的逆袭遥 张老师阐述了许多同学的困惑袁许多人认为
自己努力了袁为什么还是没有进步呢钥野你确定自己足够
努力吗钥 冶张老师说袁你可以做的更好的袁落后不是你没
有做事情袁而是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袁有机会赢和注
定输是完全不同的遥 梦想需要自己的整理和护理袁你能
否逆袭袁关键取决于你遥

王颖芳女士代表高三家长发表朴实尧感人的演讲遥 一
句野孩子袁你们尽力就好冶让学生尧老师们感动不已遥 她说袁
在妈妈的心目中袁孩子尽力的样子才是最美的遥 无论什么
样的结果都是最好的结果袁一路尽力就好遥据悉袁以王颖芳
为代表的许多家长袁陪伴着孩子晚修尧监考孩子的考试尧精
心准备孩子的夜宵等袁与孩子们共同鏖战整个高三生涯遥

野人没有永远成功袁也没有永远失败袁却有永远进
取遥冶桂山中学吴新华校长寄语同学们完成100天的高考
冲刺尧攻关袁高质量尧高效率的挑战这场最后的战役遥野我
相信桂山人拥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尧 勤奋的进取精神尧坚
韧的恒心毅力尧战胜一切的英雄气概袁和永不言败的豪
情壮志遥 桂山袁加油浴 冶

高三的学子们袁你们是好样的浴一百天后袁必将是你
们迎接微笑和胜利的日子浴 撰稿人院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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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老师们尧同学们院
度过了烂漫如花的高一袁 经历了认真踏

实的高二袁奋战了高三的数个日月袁我们迎来
了最后一百天的战役遥再过一百天袁我们就要
整装上阵袁踏上神圣庄严的高考战场遥我们已
经没有任何退路袁只能像猛虎下山一样袁义无
返顾地向着终点狂奔袁 去夺取那沉甸甸的金
牌遥

青春不仅仅是一段易逝的年龄袁 更应是
一种永恒的心态遥人没有永远成功袁也没有永
远失败袁却有永远进取遥风袁从水面走过袁留下
粼粼波光曰阳光袁从云中穿过袁留下丝丝温暖曰
岁月从树木走过袁留下圈圈年轮遥 同学们袁我
们从高考的舞台上走过袁留下什么呢钥我想留
下的是同学们拼搏的倩影遥

同学们袁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钥农
历二月初二袁俗称龙抬头遥 野二月二袁龙抬头冶
这句谚语袁在古代表示春季来临袁万物复苏袁
预示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遥今天袁我的理
解是所有的活动即将开始袁农夫告别农闲袁工
人告别工闲袁教师告别教闲袁学生告别学闲袁
所有的人都像农民一样开始下地劳作遥 我想
桂山的高三学生在剩下的一百天里理应如
此袁全力以赴袁夺取最后的胜利遥

因此袁 我真诚希望同学们千万不要把有

限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一时的享乐之中袁请
记住院我们只有2400小时了袁时不待人遥 100天
的高考冲刺尧攻关袁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尧心无
旁骛袁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高考复习之中遥

100天袁除去平常的考试外袁每一科的复习不
足15天的时间袁需要我们高质量尧高效率的完
成这场最后的战役遥

有人说袁 中国人没有参加高考是一大遗

憾袁我想是对的遥 高考是一个万花筒袁他会让
你的人生如诗如歌袁会让你的梦想绚丽如虹曰
会让你拥有更大的施展拳脚的舞台袁 会让你
登上一座座风景美好的山峰遥 然而这一切的
实现袁都需要我们从今天的百日冲刺做起遥要
获得高考成功袁 就需要掌握制胜的武器和找
到有效的途径遥我是教数学的袁在这最后一百
天里袁送给大家两个不等式袁勤奋固然重要袁
但方法>勤奋袁心态>方法袁这其中的含义我
想每一个学生都是非常熟悉的遥

高三的学子们袁拥有舍我其谁的自信袁敢
于向更好的目标迈进曰 拥有实现目标的勇气
与意志袁没有等来的辉煌袁只有自我实现的美
丽曰珍惜时间袁每一分钟都会有每一分钟的收
获袁与时间赛跑袁让生命闪光曰感恩父母尧恩
师尧朋友袁以至诚之心尧至诚之行实现自己的
梦想袁回报至亲好友的恩情遥

我相信桂山人拥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尧勤奋
的进取精神尧坚韧的恒心毅力尧战胜一切的英
雄气概和永不言败的豪情壮志遥 只要桂山人大
步往前走袁没有趟不过的河袁踏不平的路遥 生命
如虹袁青春无悔曰百日拼搏袁志在必得遥

最后我以毛泽东的两句诗来结束我的发
言院自信人生二百年袁会当击水三千里遥 祝同
学们高考成功袁金榜题名遥

百日誓词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在2017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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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浴 我能做到吗钥
高三教师代表 张苧文

坦洲中学近千人游学参观 桂山精心准备热情以待

聆听师者之道 开启智慧之门

举办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搭建中西沟通合作桥梁

我用青春的名义宣誓
不负父母的期盼
不负恩师的厚望
不负天赐的智慧
不负青春的理想
我承诺
不作懦弱的退缩
不作无益的彷徨
我将带着从容的微笑

去赢得我志在必得的辉煌
百日拼搏尧一朝圆梦
捷报飞传尧名题金榜
奋斗一百天
让飞翔的梦在六月张开翅膀
奋斗一百天
让雄心与智慧在六月闪光

宣誓人院
2017年2月27日

美国卡罗尔顿学校名誉校长约瑟夫窑肯尼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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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亮点 责任编辑院蔡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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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盘点 责任编辑院李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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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编辑院邓秀平亮点

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有内涵
朵朵奇葩向太阳
一班同学胜欲强

2班2班袁非同一般曰
金榜夺魁袁舍我其谁浴2班口号院1班口号院

千锤百炼袁只为浴火重生曰
枕戈待旦袁只为过关斩将曰
焚膏继晷袁只为金榜题名遥

群雄逐鹿 谁主沉浮
笑傲桂山 唯我缘班

三班三班袁团结如山遥
齐心协力袁勇夺桂冠浴

让未来的你
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7班之星袁逐梦之星袁
奋勇拼搏袁我地最醒遥

师生齐心
齐力断金

拼一个高三袁
十班无悔浴

让过程变得美丽袁
让结果变得灿烂遥

二一二一袁自强不息袁
团结无比袁所向披靡浴

奋战高考让青春无悔
决胜高考为人生增辉

十九争锋袁遮天避空袁
为梦而冲袁永不放松遥

高三十八袁青春焕发袁
全力做好袁大捷高考遥

十七袁十七袁永争第一遥
十七袁十七袁永不放弃浴

石榴开花 璀璨迸发
勇猛敢闯 势不可挡

十五十五袁激情飞舞曰
开拓进取袁风雨无阻遥

十四十四袁胸怀大志曰
斗志昂扬袁拼搏最强遥

十三十三袁高峰勇攀袁
决战高考袁决胜未来遥

立志高远袁脚踏实地曰
刻苦钻研袁勤学苦思曰
稳定心态袁不馁不弃曰
全力以赴袁夺取胜利!

十一十一袁
激流勇进袁
人人争一

Nothing can beat us袁
because we are the golden sunshine

猿班口号院 源班口号院

远班口号院缘班口号院

苑班口号院 愿班口号院 怨班口号院 员园班口号院

员源班口号院员猿班口号院员圆班口号院员员班口号院

员缘班口号院 员远班口号院 员苑班口号院 员愿班口号院

2圆班口号院2员班口号院圆园班口号院员怨班口号院

数载寒窗多少风雨多少汗水喜看今朝结硕果曰
几度春秋无限憧憬无限希冀期盼明天成大器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ë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