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挽诗
作育英才浩气长存
为人正直毕生无愧

要要要李佐校长永垂不朽驾鹤归仙
孙杏佳尧阮国枢尧孙配乾尧孙沛璋 敬挽

坎坷浮沉随逝水
高风清誉遗世间

黄存宣 尧袁泳仪 敬挽

心存教育袁春风化雨袁桃李满天下
情系侨胞袁廉洁奉公袁名誉遍五洲

杨官汉尧刘北汉尧陈炜泉尧肖自力 敬挽

征途坎坷袁一生披荆斩棘终无悔
胸襟磊落袁且喜父慈女孝可傲天

何活伟 敬挽

惊闻佐兄仙去，噩耗传来，不胜哀思；君记否四十年
代曲江河畔同育童声唱战歌，君记否五十年代各奔前程
却同遭难，君记否七十年代荔湾桥侧无语相对惑难解，
君记否改革开放见新天，共庆令爱羊城乐坛获新奖，君
记否八十年代得君助，举国园丁聚岐江，呼唤美育春天
能来临。虽往矣，记犹新。

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
广东音协党组书记 谭林敬挽

致侨中李佐尧李耀武校长
七绝四首
一

旧时黄府旧时台袁犹剩十年劫后灰遥
仍是凄凄风雨夜袁先生迈步高歌回遥

二
黄金华发两飘萧袁六合雄心壮未消遥
莫道士林无是处袁鞍犹未备马萧萧遥

三
不为稻梁不为身袁从无险阻越君前遥
漫道庠园创业苦袁相弹重怀少年弦遥

四
侨中两老惜斯文袁一线可当十万军遥
携手天河齐跃进袁长征烽火育新人遥

周挺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 3时 27分，父亲因心肌
梗塞并发心律失常医治无效在中山市人民医院
逝世。他已永远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 84年的世
界，永远离开我们，留下的是我们对他无穷的思
念 !

我爸爸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的一
生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他一生兢兢业业，矢
志不渝，奋力为中山教育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
精力；他为侨中的复校奔走操劳，为国家培养了
无数的栋梁之才；他的事业已得到社会的肯定。
爸爸为人光明磊落，廉洁为公，豁达，开朗，乐
观，广交朋友。他不单是桃李满天下，更是相识
满天下！我们为有这样一个好爸爸而感到十分
骄傲和自豪。

我们的爸爸是一位既仁慈又严厉的好父亲，
他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爸
爸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抚养我们三姐妹，尽力
给我们提供最好的学习机会。

我的妹妹李园之所以能够以声乐作为她的
专业而取得成就，完全是拜父亲所赐。由于父亲
看到我妹妹在唱歌方面的天赋，以及她对音乐
的热爱，他便积极鼓励她在唱歌方面发展。在困
难时期，有多少个夜晚，他以仅有的音乐知识传
授给我妹妹，无非是希望能提高她的音乐水平，
给她多一分的机会。亦是父亲他亲自带同我妹
妹到处奔走，只希望能把她送进音乐团体，以完
成女儿的梦想。当年父亲右派身份未除，四处碰
壁，艰辛情景，天可怜见！但我爸爸从不气馁，我
妹亦无辜负他的期望，妹妹在音乐事业上的成
就亦可说还了我爸爸的一个心愿。

我和我的大姐李杏，都可谓生不逢时。父母
为我们的前途费煞思量。记得当年父亲下乡当
农民，家里生活非常拮据，小学毕业的我只能停

学做活帮补家计。但父母见我求
学心切，宁可自己再辛苦也要把
我送返校园，他们每天利用工余
时间在家为我补课，是父亲给了
我莫大勇气和信心，使我终能重
返校园。打倒四人帮后，进而考上
大学。今天我能当上医生，我姐亦
在濠江中学工作，实在是有赖父
母亲的远见和功劳！我们对父亲
充满感激！

在孙女郑丽丽的成长过程，我
的父亲可谓耗尽了心血。在我父
亲的影响下，她投身于教育事业，
继承外公的遗志，成为了濠江中
学的一名教师。父亲生前每周打
几次电话给丽丽，关心她的教学
情况，和她共同探讨有关教学的
问题，对她进行言传身教，鼓励她
当好一个好老师。丽丽非常感谢
外公对她的培育，爸爸，我们相信
丽丽一定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和爱戴
的好教师，我们姐妹三人无限感谢您对我们的养
育之恩和培育之恩，非常感谢您，我们的好爸爸。

我们三姐妹的母亲黄绍娟早于 员怨愿愿 年逝
世。父亲渡过了一段寂寞的生活之后，最近十年
得到黄笑梨老师的悉心照顾，得以安享晚年，亦
可说是他的福分。在这里，我们对黄老师致以衷
心的谢意！

千言万语亦难以表达我们对爸爸的深情厚
意。敬爱的爸爸，安息吧！敬爱的爸爸，您永远活
在我们心中！ 李 虹

永
远
的
怀
念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此隆重集会，悼

念中山市离休老干部、中山市华侨中学原校长 --
李佐同志。李佐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一
生，是不断为中山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
生。
李佐同志，中山人，生于 1922 年 7 月 30 日。

1946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9 年参
加革命工作。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
任石岐市政府文教科副科长、科长，石岐市教育
局局长，兼任过中山师范校长、中山一中校长，
1979 年 7 月至 1986 年 7 月任华侨中学校长兼支
部书记。 1954 年当选石岐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3 年、1987 年当选中山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三、第四届常委。李佐同志具有坚定的革命
理想和信念，为中山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尤其是
中山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教育界享有
很高的威望。

李佐同志忠于革命事业，具有高度的政治觉

悟。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认认真真，任劳任怨，
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对同志满腔热情，对工作极
端负责，对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
我们不会忘记，1954 年，是李佐校长的大力推

动，中山市华侨中学得以创办；我们不会忘记，
1979 年，是他的积极奔走，侨中得以复校；我们不
会忘记，又是他使侨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成为
中山市的重点中学。他一辈子心系侨中的建设和
发展，是侨中的开拓者，又是建设者、发展者，为侨
中的发展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侨中人将永远
铭记。
可以告慰李佐校长的是，经过几代侨中人的

努力，市侨中已经成为中山基础教育重型航母，成
为广东省内著名的一级学校。
今天我们在此缅怀李佐同志为中山教育事

业、尤其是中山侨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要化
悲痛为力量，团结进取，开拓创新，为把侨中建设
成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而努力奋斗！

在李佐遗体告别仪式上

林加良校长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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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切 悼 念 李 佐 校 长

夜已深了，我默默地翻看着老照片和旧记录，李佐校长
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多天来，我与李校长的生前友好一
样，沉痛地哀悼这位慈祥的长者，作为学生、下属以及终身的
挚友，我更是沉浸在深深的追忆之中。

还是在 1980 年初春，在阔别多年之后，我又与李佐校长
见面了。他还是那样清瘦，身穿灰白的中山装，一见面我们
便紧握双手，他大声地说着欢迎，语言中还夹杂着一些英语，
风趣、幽默的神态，使人一点也没从他脸上读出他人生的坎
坷与艰辛，而我们深知他那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以对信念的
执着与惊人的忍耐力走过了他的中年。这次我回到中山，而
且调到侨中工作，多亏多方的照顾，其中李校长也百般关照，
使我难以忘怀。

对于我们这帮人来说，八十年代是另一个火红的年代，
侨中小小的校园里，原来低矮平房在不断拆建，走进校园等
于进入工地，还有经常的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只见李校长非
常忙碌，东奔西走，联络港澳海外宾客，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促
进了侨资办学。我们在日后的交谈中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从风浪中走了过来，不仅目睹社会经济的迅速起
飞，而且目睹了象侨中这样的学校怎样改变旧模样，一切都

令人耳目一新。我在想，像李校长那样一批前辈在受过不少
委屈后，却能迅速地忘掉过去的苦楚，积极投入到改革开放
的大潮中，这需要多么广阔的胸怀。

在李佐校长身边工作多年，亲眼见到很多感人的事。他
善于营造和谐的氛围，使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特别令人
感动的是他十分关心别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李校长还是千方百计为教师安排宿舍，直至退休后，他还为
一位老教师的儿子的工作问题操劳。

师生情谊是珍贵的，作为学生，我们一直尊重着李佐校
长，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师长的一节课，甚至是一番话，都
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记得在六十年代的一天，我们坐
在高一的课室内，期待着生平第一节英文课。铃声一响，走进
一位中年教师，个子不高，但很有神气。他的语言风趣，教法
灵活，不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我好奇地聆听着李佐老师
精彩的讲课，体味着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语言的时候，我没
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竟读上了这个专业。

夜色沉沉，勾起我无尽的思念，李校长的远去，带着我的
思绪缓缓地伸延。 汪雅子

校长在我心中，是个善于营造和谐氛围、
团结教师共同奋斗的好领导，是个襟怀坦
荡、道德近佛的君子，是个不谋私利、廉洁奉
公的仁者。他的言行，处处显示着人格的魅
力。

校长与我共事开始于 1979 年末，当时正
准备侨中复校，百变待举。在政府和有关部
门支持下，李佐校长四处奔忙，用振兴侨乡
教育事业的一片诚心，感动了不少海内外人
士慷慨捐资，为侨中复校打下基础。在建校
期间，李佐校长亲自审阅蓝图，经常到工地
巡视，竭力为建校省一点资金。他说："要把
每一分钱都用到好处，少花钱，多办事。 "当
时的校门、饭堂、宿舍等非主体工程都是交
由本校教师义务设计并自找建筑队施工的，
对比当时市价节省了廿多万元。此外，游泳
池的建造也采纳了本校教师的方案 --一半
建在地面上，一半建在地面下，对比全部在
地面上兴建节省了三十多万元。记得建学生
宿舍时，工程队要求学校支付 "赶工费 "，李佐
校长对他们说："华侨捐回来的钱也是他们用

豆大的汗珠换来的，他们捐建学校，还不是
为家乡的孩子？作为本地人难道就不能为自
己子女读书出点力？ "一席话，掷地有声，闻
者动容。

李佐校长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不喜欢
命令人，交待任务时他总是微笑着拍拍你的
肩膀："请你帮忙做······"记得一次学校要
赶凿校友楼、艺术楼、体育馆的石匾，李佐校
长就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到外面请人凿，
贵不说，也赶不来。迟些校董、校友要回来剪
彩，怎好交待？还是请你辛苦一次，捱几晚夜
吧。 "怎样地交待任务？谁能拒绝？

李佐校长悯老怜贫，一片挚诚，总是希望
别人好一点。他在任期间，曾破纪录用了几
位年近退休的教师。他曾对我说：" 人临老，
如果没有退休待遇，是很悲惨的事。这批人，
有一定的才能，让他们发挥几年，搏个退休
也好。 "这几个教师终于能安享晚年，有些还
分到房子。

李佐校长一生廉洁，生活俭朴。他曾说："
日食三餐，夜眠七尺，大富大贵，也不外为
此。"他的家居、饮食、衣着等，都是十分简朴
的，从不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一次他叫我替
他找人简单装修房子，我便请了当时在学校
施工的工程队帮忙。装修完后，工程队负责
人说由他们赞助，但李佐校长却坚持付款，

最后还是按当时的市价付足了装修费。还有
一次一个学生家长亲自运了一套红木家具要
送给李佐校长，婉拒不得，李佐校长只好把
旧的一套红木家具交换并按市价补上差价。

李佐校长热爱侨中，但心系中山教育，
没有丝毫的单位思想。一次中山电大缺教
师，派员到校请李佐校长支持。李佐校长一
口答应了，并把任务派给了我。我当时怕别
人说 "捞外快 ""炒更 "等闲话，有点犹豫，李佐
校长即批评我说："你去上课能赚几个钱？他
们一班学生现在没人上课，你说，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哪个重要？ "

李佐校长是个谦虚的长者，他十分善于
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记得校长楼的的碑文
是李佐校长亲自撰写的。他把文稿交给我叫
我写和凿在石匾上，并说："你看看上面有什
么不通，若有，你替我改。 "我细读后给他提
了点意见，说："好象少了个开篇。 "他马上
说："你给我加上去。 "我就在文稿前加了 "办
学之旨，在于育人 " 八个字，他看后拍手叫
好，并嘱咐我一定要凿在碑上。他离休后几
天，便约我到他家谈话，坐下的第一句话就
问我："老田，你觉得我这几年来做错过什么
事？"当时我一下子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以
后，他对于一些他自己认为没有做好的事仍
多次提起，内疚自责不已。

大星殒地，星宇震动；魄飞九天，风骨犹
存。李佐校长离开我们了，与他相处的一幕
幕却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着，他那仁者的风
范，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永恒的巍峨丰碑。

田乐熙

仁者风骨
--痛忆李佐校长数事

从小，外祖父就叫
我称呼他爷爷，他的四
个外孙，唯一是我叫他
爷爷。

提起爷爷，我不禁
潸然泪下。爷爷对我的
关心和培育，可谓含辛
茹苦、呕心沥血，千言万
语都难以表达我对爷爷
的感激之情。现在我痛
失关心爱护我的爷爷，
内心无限地悲痛。爷爷留给我无限的追忆，儿时
与他一起生活的片段，一幕幕浮现于脑际……

我三岁从加拿大回中山跟随爷爷、婆婆生
活，当时婆婆身体不好，长期卧病在床，而爷爷忙
于中山华侨中学的校务工作，但他们为了让我妈
妈能安心在濠江中学工作，毅然担负起照顾我的
责任。

三岁的我很不懂事，给爷爷带来很大的麻
烦。他为了让我能够健康成长，给我选了石岐师
资设备最好的机关幼儿园读书。每天一早他就用
单车推着我，送我去上学，下午下班后又赶来幼
儿园接我回家。遇到风雨天，他总是将雨衣披在
我身上，宁可自己淋雨。一到家，他不是先理会自
己湿透的身子，而是马上用毛巾替我擦干被雨水
淋湿的脸孔。晚上他哄我睡着了，才伏案处理学
校的事务。邻房的婆婆有时咳得很厉害，他听到，
就立即进房去照顾婆婆，为婆婆搽药油和喂药。
当时的生活条件差，夏天房内没有空调，爷爷陪
我睡觉，我半夜醒来，他就为我擦汗扇扇子。而冬
天，他半夜总是多次起床，看我有没有盖好被子。
我伤风感冒，爷爷就会第一时间带我到医院诊治
……爷爷为了照顾我和婆婆，没有一晚能睡上一
个安稳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爷爷的苦况，
相信只有他自己才感受得到，但他从来都没有半
句怨言。因为他认为我不是给他带来麻烦，而是
给他们俩老增添了生活的情趣，给家庭带来了欢
乐。然而，当年幼小的我，又怎么能了解爷爷对我
深切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呢？

爷爷不单负起爷爷的责任，甚至兼负起父亲
的责任。他教我读书，请手风琴老师教我弹琴。每
逢我过生日，他在百忙中总带我出去玩。后来我
回了澳门读书，他每年都会赶来澳门为我庆祝生
日，从不间断。我能有这样一个慈祥、关心爱护我

的好爷爷，是我的福
气。

在 爷 爷 的 关 怀
下，我在澳门度过了
小学、中学、大学的岁
月。在这十多年的生
活中，无论是爷爷到
澳门看望我，或是我
回乡探望他，他总是
对我嘘寒问暖，语重
心长，关注我的学业。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扉。去
年我大学毕业了，而且成为濠江中学的一名教
师。我的成长，与爷爷一向对我的谆谆教诲和亲
切的关怀怎能分得开呢？我工作期间，爷爷虽然
疾病缠身，但仍然十分关注我的教学工作。他每
星期，总是给我几次电话，询问我的教学心得，询
问学生的学习情况，询问我是如何上好每一堂课
的……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的教学工作逐步走
上了正轨，与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我
工作忙，未能常回乡探望他，但爷爷万分体谅我，
总是嘱咐我要以工作为重，不能因私废公。爷爷
这种精神，怎不叫我深深感动呢？

二十余年的岁月如梦一般地消逝，浮现在我
泪光中的，是爷爷憔悴而又慈祥的容颜与严峻而
又坚毅的眼神。爷爷的一生曾受过不少委屈和挫
折，但他在逆境中，处变不惊，安之若素；顾全大
局，坚持原则，处处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爷爷的
一生是坎坷而又值得骄傲的一生，是战斗而又光
荣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他为了教育
事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赢得了
人们对他的崇敬。他仙逝后，极尽哀荣，九泉之
下，应含笑瞑目了。

尊敬的爷爷，如今您已离我而去，我已不能
再依偎在您的身旁，聆听您的教诲，为您搥搥那
酸痛的手膀；也不能再品尝您亲自下厨烹饪我最
爱吃的小菜，共享那天伦之乐了。爷爷，安息吧！
我一定会继承您的遗愿，在教育事业上竭尽所
能，贡献自己的力量。爷爷，我永远怀念您，永远
不会忘记您的培育之恩！

谨以此联袁告慰爷爷在天之灵院
经成败沉浮袁品行清高堪榜样曰
历苦甘荣辱袁襟怀洒落是楷模遥

郑丽丽

怀念我的外祖父─李佐

无
尽
的
思
念

我们 惊悉李佐先 生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因患心肌梗塞，不幸在中山市病逝，无限
哀痛。

李佐先生过去长期在中山从事教育工
作，曾任市第一中学教师，华侨中学校长等
职，他的学生及众乡亲都亲切地称为李校
长。

九十年代初期，李佐先生移居澳洲雪
梨，加入中山同乡会，历任理事、委员、中文

秘书等职，李佐先生热爱乡亲，勇于工作，
尽忠职守，积极负责，热心为乡亲服务，深
得全体同仁及众亲称颂，后期李佐先生返
中山故乡安居，仍时有联系。

李佐先生年逾八十有四，今安然去世，
应无挂虑。并对家属慰问，请节哀。

李佐先生安息吧！
澳洲中山同乡会同仁暨旅澳中山乡亲

2006 年 2 月 15 日

唁 电

启 事
为纪念李佐校长，经家属首肯，本报拟向李

校长生前友好、校友及社会人士征集图片、文章
及相关资料，以结集出版，切望得到支持，来件
务于 5 月 1 日前寄达。所有资料用后即还。

本报编辑部

1 月 25 日袁李佐校长去世后袁汤炳权常务副省长袁彭建文常务副市长先后致电慰问家属遥 2 月 15 日在中山
市殡仪馆举行了李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遥中山市原政协主席林藻袁中山市教育局刘传沛局长尧黄定光副局长及
教育局部分领导袁林加良校长及部分校领导袁来自澳大利亚中山同乡会尧澳门濠江中学的领导以及其他海外同
乡会的代表袁李佐校长生前好友尧同事尧学生及家人袁200 多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遥

李佐校长去世后袁他的亲友尧同事写了大量的追思文章遥 我们精选其中部分在此刊登袁以寄托我们对李佐
校长的悼念遥

编者按院

悼念李佐先生

爷爷和我在一起

复校之初的李佐先生

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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