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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环福地建百年名校袁桂山名师育千秋
英才遥 2014年桂山搬入新校后袁特别是吴新
华校长主政我校后袁 提出我校的发展理念
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袁吴校长认为
我校老师必须有开阔的视野袁不能只囿于中
山的小圈子袁要大胆请进来尧走出去遥两年来

我校请进来讲课的专家教授约一百人次袁走
出去学习的老师达两百人次遥广东省高考命
题专家悉数来校讲座与指导袁市教研室的专
家与兄弟学校的专家都是我校的座上宾遥我
校还是汕头大学尧北京理工大学尧华南农业
大学等名校的优质生源基地遥 与美国尧澳大

利亚尧香港尧澳门等国家或地区的高中结成
友好学校袁经常组织师生与他们联欢遥 未来
我们将与他们互派学生进行游学活动袁增长
彼此的见识遥 桂山将是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尧
国际视野尧责任担当的最好学生的中山市的
最好中学遥

外联内改 共享办学

4月28日上午袁广东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处陈丽霞处长尧
中山市教体局德育科谭燕燕副科长一行莅临桂山中学召开中
山市家委会建设工作调研会议遥

陈丽霞处长向各个学校传达了广东省家庭教育精神和工
作情况袁希望各个学校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袁挖掘自身优势袁打造
家庭尧学校尧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遥 野如果缺失家庭教育袁孩
子的人格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袁无论将来的成就多大袁在社会
上也很难幸福袁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遥 冶陈丽霞处长说袁家
对孩子而言非常重要袁守护好家庭尧学校的教育至关重要袁所以
家庭教育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着力点遥

谭燕燕副科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袁态度决定成败尧思想决
定未来袁中山家委会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工作袁希望各个学校根
据陈处长指示袁做出自己的特色袁使中山家委工作冲出中山尧冲
出广州遥 希望中山家委凝聚生生不竭的力量袁为桂山家庭教育
做出不朽的功绩遥

撰稿人院陈丽

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陈丽霞一行
莅临桂山召开学校家委会调研工作会议

4月19日上午袁 中山市教育和体
育局李嘉颖局长尧 容彤副调研员袁三
乡镇党委郑伟强委员一行深入桂山
中学袁开展视察工作袁全面了解桂山
中学整体布局和发展规划状况遥 吴新
华校长尧严小坚副校长尧高宏副校长尧
段文山副校长对学校的工作做了简
要的介绍袁并陪同李局长等领导进行
视察遥

野桂山宿舍是全市最好的宿舍袁
校园规划合理尧 布局清晰尧 风景宜
人遥 冶李嘉颖局长说袁野这是我自2003

年后袁第二次参观桂山中学袁变化非常
大遥 冶美丽的校园环境尧气势恢宏的体
育馆尧科学精细化管理的星级宿舍尧高
标准化的名厨亮灶食堂等都给李局长
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桂山中学吴
新华校长与李局长畅谈了桂山中学近
来的改革创新袁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遥
李局长肯定了桂山的骄人成绩袁 希望
桂山充分发挥市直属学校的优势袁满
足中小学扩班需求袁继续做好培养人尧
影响人的教书育人工作遥

撰稿人院陈丽

中山市教体局李嘉颖局长
深入桂山视察指导

4月20日袁 老革命前辈朱德元帅外孙女
刘丽女士尧 北京数学特级教师明知白教研
员尧北京教师进修学院英语学科何国贵教研
员等一行莅临桂山中学袁 访桂山如画美景袁
领悟灵动尧厚重的桂山文化遥 桂山中学吴新
华校长尧严小坚副校长等热情的接待了刘丽
女士一行袁并陪同参观校园遥

沿途袁吴新华校长带领各位来宾参观了
桂山中学优美的校园环境袁接着实地考察了
桂山宿舍尧医务室尧母婴室以及A级示范性
食堂袁 最后领略了桂山校园文化建设情况遥
吴校长分享了野贵善仁冶野书香校园冶野男生儒
雅尧女生优雅尧校园高雅冶等教育教学理念袁

与各位来宾一同探讨现阶段的素质教育发
展模式与发展方向问题遥

野我是初次来桂山中学袁 真的非常不
错遥冶刘丽女士介绍说袁她工作的前十年在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袁对校园尧教育都挺
有感情的袁桂山中学校园环境尧空气质量尧规
划布局尧德育建设都挺不错的遥 明知白教研
员尧 何国贵教研员羡慕桂山怡人的工作环
境袁并向桂山数学尧英语教师了解了桂山教
育教学的基本情况袁桂山教师也积极求教两
位专家对于数学尧英语学科的教学经验及教
学方法遥

撰稿人院陈丽

朱德元帅外孙女刘丽女士一行
莅临桂山中学参观指导

4月26日晚袁南方人才市场业务部助理宁宁协同
中山大学商务英语讲师孟璐尧澳大利亚博士Mark等
莅临桂山中学袁与桂山学生分享中西方文化差异袁探
讨职业规划与人生追求遥

野南方人才市场致力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袁搭
建人才交流平台袁延伸教育培养遥 冶南方人才市场宁
宁女士说袁希望同学们利用此次机会袁与远道而来的
澳大利亚尧法国尧瑞士尧韩国的朋友们交流袁解决困扰
自己的迷思袁展示自我的魅力袁寻找人生的答案遥 来
自澳大利亚的博士Mark从自身的教师经验与学生
经验向同学们诠释什么是大学生活遥他认为袁海外的
学习充斥着课堂知识与课外知识的融合袁 因此最重
要的是寻找感兴趣的问题袁 在课堂外积累所需要知
识袁在课堂中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袁训练自己的批判
性思维遥

中山大学孟璐讲师提很多好建议院野你想很快学

会飞袁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遥 冶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袁同学们踊跃提出问题袁

野东西语言学习的差别钥 冶野到法国留学是否困难钥 冶
野中外学生思维有什么样的不同钥冶野怎么样才是最好
的人生旅程钥 冶外国友人依依亲切作答袁他们认为随
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袁 中外之间的学习互动将会
愈加频繁袁他们欢迎同学们来到自己的国度学习尧生
活遥 桂山中学冯海香副主任说袁低头学习之时袁不忘
抬头思考遥在选择自身职业之时袁同学们能够汲取多
方面信息袁结合自身兴趣袁制定人生的发展方向与追
求目标遥

给文化一份畅想袁给智慧一个平台遥此次文化交
流袁指导了学生人生规划袁开拓了学生的视野袁增加
了他们认知世界袁探索世界的好奇心遥

撰稿人院陈丽

4月9日下午袁 中山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林庆和会长尧澳
门辛亥?黄埔协会林园丁会长尧美亚友好协会澳门分会郑灼思副
会长等六人莅临桂山中学参观考察遥 桂山中学吴新华校长尧颜
新春主任等领导热情欢迎各位的到来遥受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
邀请袁桂山中学将成为中山市第一所参加海峡两岸野民族心尧中
华情冶青少年征文演讲比赛学校遥 学校将积极遴选数名学生代
表袁传达中山精神袁缔结海峡两岸的深厚情谊遥 撰稿人院陈丽

桂山将成为中山第一所
参加野民族心尧中华情冶
海峡两岸青少年征文演
讲比赛的学校

东西文化交流畅想会
在桂山举行

艳阳高照袁友朋到来遥 2017年4月21日下午袁来自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师生尧 国防训练基地的教官们等
共85人从五桂山国防基地出发袁 莅临桂山中学交流
访问遥中山市外事侨务局黄识航副局长袁桂山中学高

宏副校长尧团委陈建科书记尧团委严玉龙副书记及各
年级团总支书记尧老师等出席活动遥

撰稿人院刘付海俊

中港学子聚首 两地教育交流
———香港特别行政区师生莅临桂山中学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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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现有注册社团28个袁 学校每周
五下午第八九节课为社团活动课遥 主要
社团有院 公益类的满爱社袁 心理的海豚
社袁文艺类的文学社袁般若模联社袁联谊
社袁推理社袁Brain cup(大脑)社袁古风社袁
忻剧社袁棋艺社袁艺术类的有街舞社袁电
声乐队袁 阿卡贝拉社袁BOX社袁 拉丁舞
社袁C平方渊cosplay社冤袁科技类的航模社袁

机器人社袁微电影社曰体育类的篮球社袁
足球社袁羽毛球社袁乒乓球社袁武术社袁健
美操社等遥 还有未注册登记私下活动的
不少社团遥

社团活动不仅能适应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的需要袁 更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
力和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袁 其中一
些社团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的比赛都拿到

了优异的成绩袁 如健美操社拿过省中学
生健美操比赛第六名袁中山市第一名曰航
模社和机器人社拿到市里的第一名遥 篮
球尧羽毛球尧乒乓球等体育类都在市里取
得过不错的成绩遥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袁或者有兴趣袁你
就可以找到心仪的社团遥 桂山将因你而
精彩遥

春天来了袁 桂山校园开
满了鲜花浴

我素来喜欢那种不卑微
也不张扬的花袁 而桂山的花
便是这样的遥

野不卑微冶是指不隐匿于
草叶之间亭亭绽放曰 不张扬
是指不像牡丹芍药那样争奇
斗艳开得艳俗张扬遥 桂山的
花便介于这二者之间遥

虽说桂山的校花是木棉
花袁但我更倾向于桂花遥从教
学楼到宿舍一路上都种着桂
花树袁 每每经过总会飘过一
缕清香袁让人神清气爽遥桂花
是一种难以捉摸的花袁 它愿
意隐匿于草木之间不易被人
发现袁 但它散发出的淡雅的
花香引人探寻遥 它似一位隐
士袁隐于尘世间袁但又想留名
于世袁不至于被人们遗忘袁是
一种矛盾的花遥但往深里想袁
它又是充满着大智慧的花袁
知晓野花无百日红袁唯有余香
留冶的道理袁不在春天里争奇
斗艳袁 反以一抹清香隐匿于
尘世喧嚣之中遥 愿隐匿于平
凡之下袁草木之间遥 做着超凡的事袁传香千
里袁永留人间遥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花袁象征着
我们桂山的莘莘学子呢钥 似若平凡袁却又做
着不同寻常的事袁以不同常人的努力与勤奋
在大千世界里静默的散发着清香遥 我曾在5:
30起床袁6:00而出袁 在高处看到了在黑暗中
行走的桂山学子袁在黑暗中发出光芒欲点亮
天地的桂山精神袁鼻翼间仿佛嗅到了一抹清
香袁淡淡地袁平凡地遥

桂山的木棉总是两棵两棵地相互对望遥
我常常仰望着开在顶端的木棉花袁 让我有种
孤傲的英雄感袁不畏风雨与艰难袁依然要盛开
在顶端之上袁俯视桂山遥 我一直很好奇袁以那
样的高度袁俯瞰桂山袁是怎样的一种豪气呢钥
桂山又是怎样的绮丽呢钥木棉花傲然的开着袁
开在高处袁 也开在了我们每一位桂山人的心
尖袁让我们能凝视着它朝着巅峰不断前行遥木
棉花是桂山的英雄花袁 更是我们每一位桂山
人袁它召示我们应站在巅峰俯瞰山河遥

洋紫荆是我喜好的一个意外袁更是我们
桂山花园中的一个奇葩遥 粉得傲然艳丽袁白
得清冷自信袁开在了通往高三楼的路上遥 它
无疑是不卑微的袁但它又不是张扬的袁而是
自信的袁是经过时间沉淀后绽放的自信的洋
紫荆遥 就像给高三的师兄师姐们一样袁经过
了三年岁月的沉淀袁终将傲然自信的盛开在
高考的土地上遥 白的粉的簇拥一团袁远处望
去便是仙境袁乐土袁更有一种簇拥团结的美遥
桂山的另一种精神便藏于其中叫做自信袁团
结的桂山人遥

花草本无情袁但因人有情袁所以有了情袁
开得更美袁更入人心遥

春天来了袁花开了袁桂山你好袁桂山的我
们要要要你们好浴

桂山的学生公寓是桂山最亮丽的名片袁吸引着省内外各
地前来考察与学习的师生遥 几乎每周都要接待一两个前来参
观的学校遥 我们的宿舍设备齐全高端院每人一个定制带滑轮
的储物柜尧置于床底尧方便实用易收纳曰统一管理的鞋柜尧保
证每人一个独立的放鞋空间曰免费通话的全球通电话曰免费
定时供应的热水曰统一安装的中央空调系统曰宿舍楼下提供
洗衣尧干衣服务曰女生宿舍楼下提供免费吹风机曰宿舍一楼有

设施齐全24小时值班的医疗卫生中心提供服务遥
宿舍管理自主化尧信息化遥 学生考勤管理采用一卡通信

息化管理袁学生进出宿舍都有信息反馈给家长袁实时保持家
校联系遥 反向考勤即保证考勤的准确性又提高宿管人员工作
效率遥 文明星级评比系统保证宿舍管理竞争而又和谐袁干净
而又清静遥 由宿生代表组成的宿管部参与日常管理袁保证管
理的实效又提升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遥

4 责任编辑院邓秀平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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