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的我 何其快乐

海水与鱼腥的气味围绕着我

您 站在码头 皱起眉头

时常的叮咛与教诲 伴着成长的我

那夜 静谧的夜

您仍是那么坚强 那么理智

您清晰决定了您最后的方向

就像您指导了少年的我 造就了今天的我

在东京公干那夜 我彻夜未眠

手拿着电话 听着您的声音

内心呼唤着院爸 请等我 请等我

等我 回来

就像您当年等我从京都念书回来一样

请再拍一拍我的肩膊 再握一握我的手

请再给我您不厌其烦的叮咛 您的教诲

让我感受从您而来的温暖

请 再等等我

爸 您 走了 走得那么安详

您明白 我已做了您所想的

您不用再等 您可以安心走了

您 可明白 我不只完成了您的愿望

我更是您儿 渴望侍候在您身旁

您 没有遗憾

您 成就了我

您 常在我心

永远常在我心

三儿 冠深 敬輓
渊蔡冠深袁蔡继有先生之子尧全国政协委员尧香港新华集团总裁冤

那 夜

本报讯 渊记者 林燕英冤香港新华集团董事会主席袁中山市荣
誉市民袁市华侨中学尧张溪郑二小学校董会董事长蔡继有先生袁
10月 20日在香港病逝袁享年 83岁遥 昨天袁蔡继有先生追悼大会
在市侨中初中部朝勋堂举行袁1000多师生对蔡继有先生表示深
切哀悼遥 蔡继有的夫人和子女出席了追悼会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
李启红致悼词袁市委副书记彭建文袁副市长韩泽生以及侨务局尧
教育局相关人员也参加了追悼会遥

蔡继有先生祖籍中山市张溪乡袁他一生热心公益袁倾情家乡
及港澳科教事业袁尽心竭力袁贡献卓越遥 1979年袁为了复办侨中袁
蔡继有牵头成立侨中校董会遥 侨中恢复后袁 在他的倡导和带动
下袁又先后设立了侨中教育基金会尧侨中奖教基金会尧侨中艺术
基金会尧侨中绿化基金会等遥 28年来袁蔡继有先生共为市侨中捐
资 1186.72万元袁为侨中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遥生前袁他还计划
捐资建市华侨中学蔡继有科学馆遥

此外袁蔡继有先生还捐建了郑二小学尧郑二小学教育基金楼
以及蔡继有科教楼遥 1990年袁他捐资兴建了中山科学馆袁2000年
又捐办了蔡继有幼儿园遥

追悼会上袁 市侨中师生们无限悲恸遥 侨中师生代表林加良
说袁蔡继有先生的人格魅力袁倾情教育尧造福乡梓的爱心将永远
留在侨中师生的心里遥

野香山意长袁岐水情深遥 冶李启红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袁深切悼
念蔡继有先生遥她说袁蔡继有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袁为侨中发展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袁为侨中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李启红指出袁蔡先生在他 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袁每一个脚
步都与祖国尧家乡的利益紧密相连袁为中山教育尧为侨乡人民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袁赢得了中山人民的爱戴和尊敬遥蔡先生虽然离
开了我们袁但他艰苦创业尧坚韧不拔尧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袁他以
爱为本尧以善为荣尧爱国爱乡尧造福社会的赤子情怀袁他普世济
人尧无私奉献尧为人谦厚尧勤俭朴素的高尚情操袁都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和敬仰袁他的功德和事业将永垂不朽浴

蔡继有先生的儿子尧全国政协委员尧香港新华集团总裁蔡冠
深表示袁他将会继承父亲的遗愿袁继续热心公益事业袁继续支持
和办好家乡的教育事业遥

（转自《中山日报》2007年 11月 11日 A1版）

尊敬的蔡继有先生不幸辞世袁我作为与他有 28年交情的好友袁深感痛惜浴蔡先生
一生爱国爱乡袁情系桑梓袁兴教育才袁捐助慈善袁热情支持家乡建设袁作出了重大的贡
献袁为中山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遥

野文革冶后期袁国家处于拨乱反正尧百废待兴的时期袁且政治气候还未稳定袁他便毅
然在商务繁忙中抽出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袁回到生他长他的张溪袁关爱父老乡亲袁做了
大量的公益福利事业袁深得广大村民称颂遥

他还确信野要振兴家国袁就要培育人才冶这个道理遥当我们了解到蔡先生有在中山
兴学育才的想法袁于 1979年秋的那一天袁我们相约在石岐西郊华侨旅行社会面遥谈话
间蔡先生对我们说院野我小时候家里贫穷袁读书很少袁文化低袁现在感到困难很多袁为
此袁我千方百计让儿女多读些书袁我还想让家乡的青少年也能够多读书袁多出人才遥 冶
经过商谈袁又到了年久失修的旧侨中校址察看遥 蔡先生当即表态院野好浴 我回香港负责
牵头筹款复办侨中浴 冶从此袁他亲力亲为先带头捐资袁在得到亲人和好友的大力支持
后袁再向港澳乡亲广泛宣传发动袁很快筹得一笔可观的建校款遥 接着蔡先生个人出资
与得力助手陈泽尧邓骅三人放下商务袁奔走于美国尧加拿大尧日本尧澳洲尧东南亚等国
家尧地区遥他不顾旅途劳顿袁四处联络袁化解疑虑袁感动了乡亲袁大家争相表示支持复办
华侨中学遥

正如蔡先生所说院野把办好侨中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来做遥 冶 他为侨中出钱出
力袁出谋划策遥建校初期袁亲自主持规划布局袁关注建筑质量及进度曰新校舍落成后袁又
从长远考虑袁倡议设立野侨中教育基金冶添置校产袁在他的带领和推动下还先后建成了
图书馆尧艺术楼尧体育馆尧职业教育大楼等遥基建完成后袁又成立艺术教育基金尧奖教基
金尧扶贫助学噎噎28年来袁他经常回乡与有关人士策划和解决学校发展中的种种问
题遥 后期蔡先生即使重病在身袁也常常以各种形式关爱侨中的发展袁甚至他在香港医
院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久袁 元气还未很好恢复袁 就拄着拐杖回到学校了解教育情
况遥 总之袁他为了人才袁真是尽心竭智袁倾注了满腔热血袁实在令人太感动了遥

蔡先生倾情科教袁造福桑梓袁28年来专心致志袁从不放弃袁在侨中的复办尧建校和
办校以及兴办郑二小学尧以他名字命名的幼儿园尧捐资兴建科学馆大楼等等的历史进
程中袁作为老朋友的我见证了他的思想和行动袁我敬仰他的品格情操袁感染于他的人
格魅力袁他是我不可多得的挚友袁也是我生活中的精神向导遥我们的友情是深厚的袁以
至于在我退休后十多年来还是如此情深袁实在难能可贵遥

挚友虽逝袁精神永驻袁激励晚辈遥
秉承遗愿袁勤教勤学袁报效祖国遥
渊林藻袁原中山市政协主席袁现任市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袁校董会名誉董事长遥 冤

绎8 月 27 日袁 由林加良校长主持申报的教育成果
叶创建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实践研究曳喜获广东省
侨资学校办学优秀成果吴汉良奖一等奖 ,全省仅两名遥

绎9 月 6 日上午袁在第 23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中共
中山市委副书记彭建文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余锡盆尧市
教育局局长刘传沛尧 市科技局局长徐小莉等领导的陪
同下袁来到我校慰问广大教师遥彭建文寄语我校教师要
做好野三个表率冶院一是做好教育开拓创新的表率曰二是
做好 野三名工程冶渊名校尧名校长尧名师冤的表率曰三是做
好实施振兴初中计划的表率遥

绎9 月 8 日晚袁在侨中教育基金会的赞助下袁我校
在张溪新成海港酒楼隆重举行庆祝 2007 年教师节晚
宴袁市委副书记彭建文尧副市长唐颖袁市教育局局长刘
传沛等出席晚宴袁校董会副董事长苏继滔尧林树棠尧钟
明昆袁常务董事杨凯山尧特邀代表蔡冠明等共捐善款十
八万二千二百元用于晚会抽奖遥

绎我校黎振辉老师作为中山市唯一教师代表袁被
国家教育部授予野全国模范教师冶尧野全国教育系统巾帼
建功标兵冶称号袁仇钧老师获野南粤优秀教师冶称号遥

绎 9 月 10 日下
午袁爱兰基金会执行
长王策女士代表爱
兰基金会向我校助
学基金会赠送支票
并向受助学生发放
助学金 袁林校长代表
代我校回赠了锦旗袁受资助的的 18 名学生回赠了感谢
信与心意卡遥

绎9 月 27 日袁 我校在中山市 2006-2007 学年教学
质量评价中袁再获市政府颁发的野高考卓越贡献奖冶曰连
续四年获得中山市初中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校一等
奖袁 初中九个学科均获得中山市教学质量评价先进科
组一等奖袁其中六个学科排名全市第一袁三个学科排名
全市第二袁初中共有十三位老师获野中山市教学质量评
价先进教师冶称号袁获奖人数全市第一遥

绎9 月 27 日下午袁 珠海一中部分领到我校进行德
育交流袁 李茂兴副校长介绍了我校扎实而富有特色的
德育工作袁 特别就生命教育和女生工作经验与珠海一

中的领导交换了意
见遥

绎 9 月 27 日上
午袁我校组织学生参
加在兴中体育场举
行的野中山市中小学
阳光体育运动启动

仪式冶袁并勇夺定向越野比赛中学组团体总分第 2 名遥
绎10 月 7 日袁我校 65 届高中毕业老校友回母校聚

会袁林加良校长代表母校致欢迎词遥
绎10 月 31 日袁我校高分通过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

水平评估袁并顺利通过国家级示范性高中验收确认遥
绎在 2007 年中山市野中山一中窑三星装饰杯冶中学

生乒乓球锦标赛中袁我校高中组获得女子团体第一名袁
男子团体第二名曰初中组获男尧女团体第二名袁女子单
打第一遥

绎我校邹茜茜同学参加中山市野安全记我心冶中小
学生演讲比赛获特等奖第一名袁 代表中山市参加广东
省中小学生演讲比赛袁获中学组第二名渊中学组中山市

唯一获奖者冤袁熊春雅老师获野优秀指导老师冶奖遥
绎11 月 6 日袁我校女排获 2007 年中山市野体育彩

票杯冶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袁至此袁我校女排已获得
六连冠遥
绎11月 10日晚袁87届校友齐聚母校袁在初中部操场举

办题为野浓情廿载袁师恩难忘冶的大型晚宴袁筵开 70席宴请
全校教职员工及离退休教师遥林加良校长在致词中提到袁校
友是学校发展的特殊资源和最可靠的支撑力量袁 我们要办
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袁需要各位校友的关心与支持遥

绎11月 13日至 14日袁韩国京畿道教育访问团一行访
问我校遥

绎11 月 24 日上午袁我校在初中部召开校董会临时
常董会议遥 中共中山市委副书记彭建文袁市教育局局长
刘传沛袁原中山市政协主席林藻袁校董会副董事长尧常
务董事及学校行政一共 22 人出席了会议遥 与会者以举
手表决方式一致同意推举蔡冠深先生为中山市华侨中
学校董会董事长遥

（本版责任编辑：张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唁电

蔡继有先生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并转蔡先生家属院
惊悉蔡继有先生不幸逝世袁本人十分悲痛遥 谨向蔡

继有先生表示沉痛哀悼袁向蔡先生家属表示亲切慰问遥
蔡继有先生是港澳杰出的侨界领袖和著名的慈善

家遥 他一生爱国爱港爱乡袁特别关心内地及港澳的教育
和科技事业遥 近三十年来袁不仅大力支持内地的改革开
放事业袁而且一直在内地及港澳捐资助教袁为野科教兴
国冶战略的实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遥
蔡继有先生千古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部长 周济

二 OO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姻 历届校长缅怀蔡继有先生渊见第 8版冤
姻 蔡继有先生生平简介渊见第 2原7版冤
姻 师生追思蔡继有先生渊见第 2原7版冤

情倾桑梓德永在香山岐水寄哀思
香港新华集团董事会主席尧中山市荣誉市民蔡继有先生追悼大会昨在市侨中初中部朝勋堂举行

深切缅怀 秉承遗愿
林藻

校 园 简 讯

蔡继有董事长渊1928原200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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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先生院
惊悉蔡继有先生溘然长逝袁不胜震悼遥
先生忠心爱港爱国袁人所共仰遥
遽捐馆舍袁实乃香江尧国家重大损失遥
诚祈家属节哀顺变袁 新华同仁秉承先生遗志袁

继续辉煌袁以慰仙灵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

冠深贤弟院
令尊和我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遥他十分关心港澳地

区的教育与科技发展袁曾多方面协助与捐赠遥 他对社
会的这种奉献精神是我十分敬佩的遥
即頌

近好
杨振宁

2007年 10月 25日

中国科学院
唁电

蔡冠深先生台鉴院
痛悉令尊继有先生不幸仙逝之噩耗袁曷禁潸然遥重

阳才去袁风雨萧瑟袁宿草易滋袁悲绪难遏遥
令尊虽出身贫寒袁然心志高远遥 箪路蓝缕袁勤奋卓

绝袁终将卓而淩群袁光宗隆家遥 令尊德茂远量袁宅心仁
厚遥 长期助教扶学袁慷慨解裹袁遐迩粤港袁惠及桑梓遥 拳
拳之心袁爱国之情袁殷期后起袁激励来者遥
如此专付袁遥寄哀思袁尚望节痛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路甬祥
敬书

丁亥十月二十五日

以色列总领事馆
29 October 2007

Dr.Jonathan k.s.Choi
President of Sun Wah Group
16/fl Bank of America Tower
12 Harbourt Rd CENtral
Hong Kong
Fax No.3188-1808

Dear Dr.Choi,
We,at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Israel,are

saddened to learm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beloved father,the late Mr.Choi Kai Yau.

Please accept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and
our heartfelt support.we hope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find strength in this sad moment and that time
will ease the pain.

Sincerely yours,

Dan Ben-Eliezer

Consul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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