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山教育，

也许不能给你百分百的幸福，

但一定可以给你一个璀璨的舞台，

让满怀教育之志的你，

策马扬鞭，驰骋万里。



为追逐教育梦，你志在四方！

美丽鹤山，宜居鹤山，奋进鹤山，

迎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的鹤山，

邀你共同绘画蓝图——

鹤山欢迎您！

初心不忘，心底涌动着澎湃的教育情怀，

理想丰满，引领无数贤才洒汗水竞风流。

鹤山教育魅力绽放，

鹤山教坛是你智慧的选择。

现实的问题——环境、待遇、成长空间，交给我们解决！

邀请你，走进鹤山，了解鹤山教育——



鹤山市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滨临西江，与

南海、顺德隔江相望。325 国道、佛开高速、江鹤高速、江

肇高速、江罗高速、广中江高速、江门大道，广珠铁路、广

佛江珠轻轨（规划中）纵横贯穿全市，水陆交通便利，是中

国 80 个小康县（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绿化百佳

县（市）、广东省卫生城市、广东省文明城市、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县市。鹤山是全国著名侨乡之一，华侨、华人分布于

世界 51 个国家和地区，人称“海内一个鹤山，海外一个鹤

山”。全市总面积 1082.73 平方公里，下辖 10 个镇（街），

户籍人口 37.9 万，常住人口 51.1 万。

鹤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不断加大投入，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教育

“硬环境”和“软实力”同步优化，教育已成为鹤山一张靓

丽的名片。近年，鹤山市先后荣获“广东省教育‘两基’先

进县”“广东省教育强市”“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市”“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

“国家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市”等称号。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鹤山教育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

区驱动”战略以及“珠西战略”，加快推进学校、幼儿园规

划建设，特别是扩大鹤山工业城区域（共和、鹤城、址山三

镇）教育资源规模，全面提升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水

平，助力我市建设珠西制造中心。近五年，我市共投入学校

建设资金达 41 亿元。2016—2020 年，新建、改扩建沙坪街

道第七小学、沙坪一小峻廷湾校区、新址山小学等 21 所学

校，新建或改扩建面积达 119314.36 平方米。

二、大幅提升教师待遇

鹤山市全市教师年均收入达 15.54 万元，实现中小学教

师工资待遇“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政策，建立教师工资福利

待遇与当地公务员福利待遇同步增长机制。教师职业成为令

人向往的职业，教师工作更有尊严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落实硕士研究生优惠政策



级别 项目 政府补助/享受福利 享受年限 具体条件

硕士

生活

补贴

1 万元/年 3 年

企事业单位从鹤山市外新引进签订 3 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在我市参加社会保

险的硕士研究生（双证）

0.5 万元/年 3 年

企事业单位从鹤山市外新引进签订 3 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在我市参加社会保

险的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单证）

在职

晋升

1 万元 一次性
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同时取得硕士学位

和硕士研究生（双证）。

0.5 万元 一次性
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取得硕士学位或硕

士研究生（单证）

四、加强教师能力培训

五年来，鹤山市通过实施教师“国培”“省培”计划和

学历提升等培训项目，累计培训教师 6.33 万人次；严把教

师入口关，采取直接进高校招聘等方式，5 年共招聘教师 490

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平台。

五、重视教师培养工作

鹤山市通过启动“名师工程”，与省第二师范学院合作

实施“名师工程培养”项目，培养出一大批名校长、名师、

省级骨干教师和江门教育专家、市管专家，近 500 位教师获

江门市高层次人才称号。2018 年上半年鹤山市制定《鹤山市

名师评选方案》，评选一批鹤山市名师，启动锻造鹤山市基

础教育领军人物工程。鹤山名师享受每月 1000 元人才特殊

津贴。

六、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鹤山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致力办好公平优质的教育，

高考成绩年年创新高，让万千学子圆大学梦。2010-2019 年，

高考入围率从 92.3%跃升到 100%，本科率由 52.1%跃升到



84.2%，重本率从 11.9%跃升到 26.7%。本科率和重本率比肩

广佛深。2017-2019 年鹤山市高考本科率分别高出全省

34.5 %、42.8%、46.9%，重本率分别高出全省 8.19%、12%、

12.16%。2020 年高考，普高类参考入围率达 100%，高分优

先投档入围率达 20%，本科率高达 78.78%。鹤山一中高分优

先投档率高居全省县域公办重点高中第一。培优培尖实效明

显，2 人考入清华、北大，2 人进入全省前 100 名，排名江

门第一、二名。多年来，中高考质量持续领航江门，排在省

内前列。2016-2019 年，我市连续四年荣获江门市高中阶段

教育质量管理和初中协同教育质量管理双项一等奖。4 所普

高学校录取分数线均高于江门其他市区同类学校。

沙鸥翔空，鹤鸣教坛

接下来，请一起

感受鹤山名校风采，体现鹤山教育魅力！



鹤山市第一中学创建于 1925 年，首任校长是毕业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的爱国华侨教育家李照衡先生，经过九十

多年的建设发展，现已是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全

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语文教改示范校、广东省绿色学校、

广东省先进集体，被誉为“江门市乃至广东省基础教育的一

面旗帜”。

享有鹤山名胜“南山毓秀”之称的一中校园，林木葱茏，

花繁草茂，蝉鸣鸟唱，风清气爽，校园占地面积 13 多万平方

米，学校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组

团分布，数十座功能各别的教学楼馆，坐落于坡麓丘顶之上，

隐现于碧涛绿浪之中，是一方难觅的满盈墨彩、泛溢书香的

求学福地。



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2881 人，53 个教学班，专任教师 230

人，其中特级教师 1 人、江门市学科带头人 2 人、鹤山市名

教师、名班主任及学科带头人 45 人、高级教师及硕士研究生

共 89 人，学历达标率 100%。

学校坚持以“劳心劳力，达己达人”为办学理念，形成

“尊师爱生、勤教苦学、艰苦朴素、守纪爱国”的优良校风。

学校与时俱进，教学质量不断攀升，高考成绩连续 20 多

年在江门名列前茅。2020 年 996 人参加高考，505 人超过高

分优先投档线，上线率 50.7%；其中进入清华大学 1 人，北

京大学 1 人，两人进入全省前 100 名，照衡班平均分 622.3，

分层教学效果显著！

学校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学实效的管

理机制，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一是精细化管理，筑就严

谨校风。二是科学高效的课堂，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充满活

力的校园活动，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学校有两项特色活动：生涯规划教育和科技创新教育。



学校开展全新的“育人课题”——开展“生涯规划”活

动。主要包括五大组成部分：一是生涯大讲堂，二是生涯发

现之旅，三是生涯集市，四是生涯课堂，五是生涯社团。每

年举办主题鲜明的 “科技节”、“科技周”、“脑力运动会”

等活动，推动学校特色教育的开展。

鹤华中学创办于 1987 年,直属鹤山市教育局管理的公办

高级中学，是广东省一级学校、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省

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108 亩，环境幽雅，

布局合理，被美誉为“花园式”校园。近年来学校获得一百

多个国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

学校现有 48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2418 人，专任教师 195

人。教师学历达标率为 100%。学校为社会和高校培养并输送

了 10800 多名优秀毕业生，学校还培养出方小燕（国家女足）、

黄钜华、易晓波等优秀的国家级、省级运动员。



（艺术教学）

（艺术廊一角）

（多功能演播录播室）



近年来鹤华中学办学实绩令人瞩目，高考连年上新台阶，

2020 年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达 743 人，本科入围率高达 85.2%，

创历史新高，高考成绩稳居江门市同类学校之首。“体艺见

长”是鹤华中学的办学特色，近几年，先后有黄河山、陈乃

睿同学考上清华大学，还有一大批优秀学子考上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美术学院等中国八大美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国传媒等高等

学府，“体艺见长”特色充分彰显。有李正达、廖文兴等 9

位同学先后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航空大学等飞行院校，“飞行员摇篮”的品牌充分突显。



鹤山市纪元中学是为了纪念鹤山结束 261 年县制历史，

开创设市新纪元而集资兴建的一所市属公办高级中学。学校

南倚大雁山，西临鹤山公园，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鹤山主城

新区。多年来，纪元中学坚持依法治校，规范办学，办学成

绩突出，先后获得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

平评估优秀学校、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广东省绿色学校、

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广东省校本培训示范学校、广东省

食品卫生 A 级饭堂、广东省健康促进示范学校、江门市文明

单位等荣誉称号。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坚持“让每个学生

都得到发展，让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办学理念，秉持“读

书明理，奋发有为”的校训，形成了“严格、朴实、拼搏、

文明”的校风。教师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学生勤奋好学，

文明有礼。



学校现有教学班 36 个，学生人数 1905 人，教职工 149

人，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黄焱同志是广东省特级教师。另

外学校有中学高级教师以及研究生 53 人，14 人获得 “南粤

优秀教师”“江门市名师培养对象”等地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44 人被认定为江门市高层次人才。

在“成功教育”的理念引领下，学校激发学生潜能，探

索办学特色，办学成绩稳步提升。2020 年 576 人参加高考，

专科以上入围率 100%，本科上线率 51.2%。其中，音乐类本

科入围率高达 85.7 %，体育类本科入围率 75 %；美术类本科

入围率 71.4%。美术类赖嘉豪、吕宇轩以专业成绩 259、252

分位列鹤山第一、第二名。

学校大力推进体艺特色教育，将第二课堂和社团活动列

入校本课程，开展歌唱节、体育节、科技节等活动，通过丰

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学校《岭南歌》

节目在 2018-2019 年度南粤校园中华经典诵读文化艺术节决

赛中荣获广东省一等奖。



鹤山实验中学成立于 2013 年 9 月，是鹤山市办学规模最

大的市直初级学校。学校位于鹤山市中心城区，紧邻南海顺

德，三个高速公路出口到学校车程不足十分钟，到广州市区

车程六十分钟，到江门市区车程二十分钟，交通十分便利。

校园占地面积约 200 亩，总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校园建

筑气势恢宏，环境清幽。现有 55 个教学班共 2772 名学生，

在编教师 197 人。



立校以来，鹤山实验中学在传承中寻发展，坚持以“自

强不息，立已达人”为校训；在发展中求创新，确立“文化

引领，多元发展”办学思路；在创新中树特色，“社团文化，

国际交流”相辉相映。学校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广东省优秀学生社团学校”“广东省国门生物

安全宣传教育示范学校”“广东省依法治校标准学校”“广

东省艺术特色学校”“江门市劳动教育示范学校”“鹤山市

文明单位”“江门市文明单位”“江门市文明校园”等荣誉

称号。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一直位居全市最前列，荣获“江门

市初中阶段协同教育质量先进学校一等奖”。

鹤山实验中学以“打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奠基幸福人

生”为办学理念，着力于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提升学校的

文化品位和办学地位。实中名师汇聚，全方位着力培养青年

教师快速成长，引领全体实中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鹤山市沙坪中学创办于 1980 年，2013 年 9 月整体搬迁至

新校，是广东省一级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141 亩，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现有 56 个教学班，学生 2806 人，在编教职员

工 173 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其中，中学高级教师 49 人，

中学一级教师 89 人，鹤山市学科带头人 12 人。

学校设施设备先进，每个教室均配备了具有教学互动功

能的先进电子白板教学平台和空调设备；高标准配置了计算



机室 5 间、理化生实验室各 6 间，配有阅览室、音乐室、舞

蹈室、美术室、书法室、心理辅导室及其它多功能教室共 60

多个。学生住宿条件优越，每个宿舍均设独立的冲凉房、洗

手间，装配了先进的热水系统和空调设备。师生食堂宽敞明

亮，是“广东省学校示范性食堂”。400 米塑胶跑道运动场、

体育馆、图书馆、50 米游泳池等配套设施均以国家标准规范

建设。

学校以“让学生进步、让老师成功、让家长满意”为办

学理念，以“崇德广业，循道以教”为校训，形成了“校风

优良，彰显个性，体艺双馨”的办学特色。2019 年被命名为

第三批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和鹤山市乒乓球、男

女子篮球、男女子足球、田径项目的体育网点学校。学生参

加各类比赛成绩优异，足球队荣获江门市 2019 年青少年校园

足球四级联赛冠军和 2019 年鹤山市初中（男子）11 人足球赛

获第一名；乒乓球队荣获 2019 年江门市中小学生乒乓比赛初

中组男子团体第二名、女子团体第三名，2019 年鹤山市中小

学生乒乓球团体对抗赛初中组男子第一名、女子组第三名；



篮球队荣获江门市2019年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初中组女子第三

名。

学校教研教学成绩优秀，物理科组是“广东省初中物理

示范教研组”，语文、数学、英语科组是“江门市优秀教研

组”。学校荣获江门市 2019 年初中阶段协同教育质量先进学

校一等奖。

鹤山市雅瑶中学是一所创办于 1957 年的乡镇初级中学，

学校所在地雅瑶镇是“中国油画之父”“东方画坛第一巨擘”、

民主革命家李铁夫的故乡，区内建有铁夫画阁，为鹤山八景

之一。校园占地面积 55.5 亩。校园分为教学区、宿舍区、运

动区、生活区，布局合理。学校现有 24 个教学班，学生 1100

人。教职员工 100 人，专任教师 68 人，本科率达 92%，市

以上学科带头人 8 人，高级教师共 19 人。

学校建有图书馆、音乐室、舞蹈室、电脑室、理化生实



验室、仪器室、心语室、卫生室、体育器材室等专用教室。

教育教学成绩斐然。近三年中考重点高中入围率达 60%以上，

普高率达 98%。

近年来，鹤山市雅瑶中学以“铁夫文化”为引领，以油

画进校园为载体，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激发创新精神，

提高实践能力，2020 年学校被评为“江门市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

学校以“雅言雅行，精彩精进”为办学理念，以“厚德、

博学、敏行、致远”为校训；形成“惜时、善思、博学、争

先”的学风和“敬业、爱生、诲人不倦；为师、为范、甘于



奉献”的教风。校内走廊墙壁上到处悬挂了学生的油画作品、

名师格言、诗词名句以及本地乡土文化特色作品，展示了学

校素质教育的成果。

近几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

“国家心理教育示范学校”“十二五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工

程基地校”“江门市文明学校”“江门市初级中学教学水平

优秀学校”“鹤山市文明单位”“鹤山市积极推进素质教育

示范学校”“鹤山市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学校”“江门市法治

校园”“江门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

古劳镇，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古劳中学坐落其中，

如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它是一所享誉五邑的农村初级

中学，以“向善、求真”为校训。创办于 1957 年，占地面积

54200 平方米，现有学生 1288 人，专任教师 75 人, 市名师 2



人，市学科带头人 10 人,高级教师 22 人，学校设施完备，环

境优美，是广东省“绿色学校”、广东省一级学校。

2016 年 3 月，开启了古中生本教育新纪元。2019 年 5 月，

被鹤山市人民政府定为“生本教育集团化办学龙头学校”。

学校以探索“生本教育”理念为抓手，构建“生生课堂”教

学模式，逐步形成以“合心、合力、合拍”为办学主线的“善、

合”文化。深入开展“咏春扬威”“古中腾龙”“足球健体”

“醒狮精彩”等特色运动项目，先后成为江门市武术特色学

校、江门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鹤山市咏春拳传承基地。蜚

声国际的咏春文化，在古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学校咏春拳登

上全国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活

动 2020 国庆节特别节目。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有力助推学校教育综合实力的提升。

古劳中学中考成绩连续 21 年居鹤山市同类学校第一，先后获

得“江门市初中阶段协同教育先进学校一等奖”“鹤山市文

明校园”“江门市侨乡武术操大赛一等奖”“鹤山市首届诗

词大赛初中组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在“鹰击长空，鱼翔千里”的新时代，古劳中学一如既

往，秉承古劳人“上善若水”——求真、求变的特质，迈出

矫健的步伐，在聚合与吞吐之间，古中的个性魅力持续彰显；

在发奋与昂扬之间，古中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我们正以一往

无前的气度和开拓进取的精气神，铸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如果你是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

如果你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

如果你有志于为鹤山教育添砖加瓦

本次进校园招聘在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大学城校区）和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三所学

校进行，应聘者只可选择一场报名参加，招聘实行额满

即止，即同一岗位招满后，将不再在下一场招聘。

网上报名、初审→资格审核（现场确认）

→初试（面谈）→复试（模拟课堂教学）→入围后现场

签约

（详情请查阅《广东省鹤山市教育系统 2020 年下

半年进校园招聘公告》）



岗位名称 招聘单位及人数

高中语文教师
鹤山市鹤华中学 3人

鹤山市纪元中学 2人

高中数学教师

鹤山市第一中学 4人

鹤山市鹤华中学 2人

鹤山市纪元中学 2人

高中英语教师 鹤山市第一中学 1人

高中思政教师 鹤山市第一中学 1人

高中历史教师
鹤山市鹤华中学 1人

鹤山市纪元中学 2人

高中地理教师

鹤山市第一中学 1人

鹤山市鹤华中学 1人

鹤山市纪元中学 2人

高中物理教师

鹤山市第一中学 2人

鹤山市鹤华中学 2人

鹤山市纪元中学 2人

高中生物教师 鹤山市第一中学 1人

高中计算机教师 鹤山市鹤华中学 1人

初中语文教师

鹤山实验中学 1人

鹤山市沙坪中学 1人

鹤山市雅瑶中学 2人

初中数学教师
鹤山实验中学 1人

鹤山市雅瑶中学 1人

初中英语教师
鹤山市沙坪中学 1人

鹤山市古劳中学 1人

初中地理教师 鹤山实验中学 1人

初中心理教师 鹤山市沙坪中学 1人

（具体招聘要求请查阅《广东省鹤山市教育系统

2020 年下半年进校园招聘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