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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右二）接见蔡继有董事长（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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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总理（左三）接见蔡氏父子。

蔡继有董事长（左四）到夏威夷为建设侨中筹款，在机场
受到侨胞欢迎。

蔡继有先生生平简介

2007 年 12 月 20 日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王龙

年 月
日，蔡继有董事长（左）与中山县领导
陈振光（右）一起为扩建华侨中学奠基。

追思蔡公继有先生
杨敏琪

蔡继有董事长（前排中）与家人在香港理工大学蔡继有楼命
名典礼上合影。

怀念蔡继有先生
陈广球渊清华大学在读校友冤

一
蔡继有先生祖籍广东省中山市袁 出生于 1928
年袁是香港新华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遥
蔡继有少时家贫袁父亲蔡朝勋早年去世袁由母亲
郑二独立抚养八名子女遥 蔡继有排行第七袁是最小的
儿子袁只在乡间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便辍学遥 后来移居
澳门袁在澳门发展海产生意遥 由于他精明能干袁刻苦
耐劳袁遂于 1957 年在香港创办了新华集团袁经营生
产及出入口急冻海产袁远销世界各地袁到七十年代袁
新华集团已在内地多个沿海城市及东南亚多个国家
设有船队尧厂房和冷库袁发展成为具有规模的企业遥
到八十年代袁更在海外院美国尧加拿大尧澳洲等设立分
公司袁把海产国际化袁蔡继有亦因此被称誉为野海产
大王冶遥
1976 年袁蔡继有涉足房地产市场袁在澳门成立新
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袁 成功收购地皮及投得政府公
开拍卖的土地袁兴建了逾百万平方尺的楼宇袁成为澳
门主要房地产商之一遥
蔡继有自奉甚俭袁衣著朴实袁从不浪费分毫遥 更
往往教诲子女对于一粥一饭袁当思来处不易袁要求自
小养成节俭美德遥 但对栽培下一代袁蔡继有却毫不吝
啬袁不但对子女供书教学袁对孙儿也非常照顾袁不时
馈赠奖励袁供读至取得博士学位遥 对亲人和朋友也十
分慷慨袁即使在他经济环境不是那么富裕时袁也对有
需要的亲友提供食宿袁以至供他们的子女读书袁抚养
他们直至成人遥 蔡继有扶掖后进袁 对下属从不摆架
子袁卻谆谆善诱袁栽培不少人材袁其中有才能和忠心
者袁早已晋身董事之列袁与蔡继有先生共享企业的成
果遥
对社会袁蔡继有先生深信野科教兴国冶袁故此多年
来与其家族为家乡中山尧港澳地区以至祖国的教育尧
科研事业袁作出慷慨的支持遥
1979 年冬袁蔡继有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袁有感家
乡的落后袁华侨中学的残破袁遂联同好友袁到美国尧加
拿大尧澳洲尧日本等地袁呼吁中山乡亲支持复校袁获得
乡亲热烈呼应袁捐款支持遥 华侨中学复校后袁蔡继有
二十多年来出钱出力袁设立野中山市华侨中学教育基
金会冶袁增加学校设施袁提高教育素质袁帮助清贫学
生袁奖励优秀师生袁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心血遥 在他
的努力下袁 华侨中学成为中山市第一间有外籍教师
的学校袁并晋身为广东省重点中学袁每年都有学生被
重点大学取录袁其中不乏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遥
1981 年袁蔡继有在家乡中山张溪捐建郑二小学袁郑二小学教育基
金楼及蔡继有科技楼袁郑二小学被中山市评为野四优冶达标学校遥 1990
年袁他捐资兴建位于中山市的中山科学馆遥 1991 年袁蔡继有为东北大学
建立教育基金会袁支持发展高等教育遥 2000 年间袁他在张溪乡捐办一所
设备先进的蔡继有幼稚园袁成为中山市最现代化的幼稚园之一遥 2001
年袁他又在张溪乡捐建了蔡继有基金楼袁并将其收益全部用作支持家

乡教育福利事业遥
蔡继有于 1989 年袁创办澳门蔡氏教育文化基金会袁赞助中尧葡尧
澳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袁并在澳门捐建新华学校和新华夜中学遥于 2006
年袁在澳门大学捐赠蔡继有楼袁主要用作教学及科研等用途遥 另外袁蔡
继有又设立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奖学金袁颁授给每年十位考取北京大
学尧清华大学澳门学生遥

2005 年袁 蔡继有在香港理工大学袁 捐赠蔡继有楼遥
2001 年袁 蔡继有捐建香港第一间由政府批地兴建的一条
龙学校渊即小学和中学冤袁保良局蔡继有学校也是第一间
由保良局办的优质私校遥 为了让清贫子弟也可在这所学
校接受优质教育袁又为了奖励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袁以及促
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袁蔡继有捐赠香港蓝筹高息股票袁成立
野蔡继有奖助学金冶遥 及后袁由于学校需于建新校舍袁蔡继
有又再拨款成立野蔡继有学校发展基金冶袁资助新校舍建
筑费用袁并增加及改善校舍设施遥 为使该校能持续发展成
为最优秀的学校袁蔡继有在离世前已拨备捐款袁成立另一
个教育基金遥
蔡继有为人低调袁不爱应酬袁而且早眠早起袁所以自
八二年开始半退休后袁谢绝一切生意上的应酬袁社交活动
也只限于至亲和挚友相聚袁唯对于支持教育事业袁却依然
不遗余力遥 他经常回到家乡袁参加教师节等活动袁亲自对
优秀教师给予奖励遥 他实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工
作袁以至为学校亲自招聘外籍英语教师遥 华侨中学及郑二
小学的师生袁都亲切地称蔡老为野编外校长冶袁他也常到澳
门参加野澳门教育文化基金会冶的会议袁并出钱出力袁支持
每年的颁奖活动遥 去年冬季他患病在身袁仍参加保良局蔡
继有学校的筹款盆菜宴袁并捐助所有费用遥 今年年中袁他
撑着拐杖袁也坚持出席该校的音乐会袁直至感到不适才离
去遥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袁蔡继有后继有人遥 他与妻子杜佩
卿鳒鲽情深袁育有七名子女袁分别是冠钦尧绍霞尧冠深尧少
娟尧小蘭尧少萍和冠明遥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袁学有所成的蔡
氏子女秉承蔡继有艰苦奋斗尧爱国爱乡尧造福社会的优良
传统袁并把这种精神不断发扬光大遥 各人不但齐心协力袁
令新华集团蒸蒸日上袁成为业务多元尧根基稳固的跨国企
业曰 更秉承庭训袁 十多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及多所重点大
学袁包括东北大学尧上海大学尧复旦大学尧民族大学尧北京
电子学院尧南京大学等设立教育及科技基金袁并捐资创办
中山新华科技专修学院袁广东新华教育学院袁兴办了辽宁
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等遥 并赞助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及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两所优质教育研究中心袁 研发一套融
合中西教学精粹的优质教育模式袁 且于北京建立了三奕
国际学校袁进行试点教学遥
蔡继有先生的一生袁是爱国尧爱港尧爱澳尧爱家乡的一
生袁他热心公益袁不遗余力袁广受各界的认同袁获得国家领
导人朱镕基总理亲切接见袁也分别荣获我国中山市尧沈阳
市袁及加拿大温尼辟等地野荣誉市民冶的荣衔遥 广东省政府
也授予他野热爱儿童少年先进个人冶的称号遥 1989 年 6 月袁蔡继有获澳
门政府颁授野慈善公绩勋章冶遥2004 年初袁再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
授野2003 年度教育功绩勋章冶遥为表彰蔡继有先生对发展港尧澳和内地
教育尧公益和经济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袁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
蔡继有的名字袁命名该台国际编号五三八九号的小行星遥 从此袁蔡继
有的名字进入了宇宙星空袁与天地共存袁永载史册浴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蔡爷爷，
My grandfather taught me most life lessons through actions rather than
words. He was never a man of sweet words, but rather of loving action.
When younger, I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 lessons and
probably never digested what it meant. But as I grew older, I saw the
greatness that shined through all the rough words and grumpy behavior.

No artwork adorned the stark grey walls of Yeye's home in Cheung Kai ( 张
溪 ); no carpets warmed the cold title floors. Dust would billow in through
forbidding steel bars that encased the doorway and windows of the ground
level apartment. It seemed to me, a college student at the time of my first
visit, a curiously Spartan space for a man of Yeye's position.

Family always came first; as the patriarch of the family he exemplified this.
He took care of his own family, supporting them regardless of their mistakes
and loving them the best that he knew how. We all meant the world to
him. Everyone close to him噎my grandma, my father, aunts and uncles噎 all
followed his example in their own way. Even in my life mistakes, I always
found my way back to the right path because of his support. I am still in
awe of everything sacrificed and all the love that was and is given.

Yeye did nothing carelessly, however, and the true dignity of this small apart鄄
ment was shortly revealed to me. His humble residence was one unit in an
entire apartment building that he had donated to house the teachers of the
adjacent Tseng Yi elementary school (郑二小学), which was one of the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he had donated to the people of Zhongshan. That
apartment, so humble in its appointment, reflected the luxury of a truly noble
man. The bare floors echoed the musical laughter of the schoolchildren whose
education he had enable; the sole decoration, commemorative plaques, repre鄄
sente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countless people whose lives he had bettered. It
was during my trips with Yeye to those spare quarters, where life's usual trap鄄
pings were cast aside and the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lay bare, that I came to
profoundly respect, admire and love Yeye.

My grandfather also placed great importance on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鄄
nity; by providing food, clothing and education to those in need. I think it
may have been his greatest pleasure. Each time I would visit during my
holidays, the first thing he would proudly ask is, " do you want to return
to Zhong Shan to see the schools?" And it seemed as every time I would
return; there would be a new one to show me. It was amazing to see the
effects of his contributions on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years. His gen鄄
erosity was extraordinary.

Yeye, the lessons that you taught me through your example will remain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ou did not simply speak of integrity and self-r
reliance; your disciplined honor and endless generosity were proof positive of
these qualities. You showed me the brutal strength of honesty and the gentle
persuasiveness of sincerity. And my taste buds will never forget the fine train鄄
ing of the gourmet feasts that you lavished upon us!

Yeye, I will sorely miss you. My utmost appreciation for everything. Moving
back to Hong Kong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of my life; I am so
thankful and honored to have been able to spend together these past few
months with you.
永远怀念
With deepest respect and love, your granddaughter袁
蔡慧思
Choi Waisze

My deepest and warmest gratitude for everything袁Yeye. May you always rest
in peace.
Love, your granddaughter,
蔡颖思
Choi Wing-Sze

渊蔡慧思袁蔡继有董事长孙女袁香港注册上市公司发展部经理冤

渊蔡颖思袁蔡继有董事长孙女袁美国执业律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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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
造福桑梓多少载袁
情系莘莘袁武训真仁爱遥
复办侨中情似海袁
披肝沥胆慷而慨遥
伟业英名流就九派袁
敬老尊贤袁风骨堪人楷遥
归来去兮天暧暧袁
哀思不尽千秋代遥
二

虞美人
茫茫粤海凝无语袁
更连绵细雨遥
萧萧落木又悲凤袁
那堪岐江掬泪泣苍穹遥
心香一束沁天籁袁
碧血神州外遥
恩泽故里满园菲袁
且看香山百卉正葳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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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无声袁幻化世间滚滚红尘遥
大爱无垠袁化作天空熠熠星光遥
2007 年 10 月 20 日袁 一颗满怀赤诚之爱的心脏永远
停止了跳动袁那一刻袁我们多么希望沿着他往昔的足迹袁
去追悼他自强不息的一生袁无私奉献的一生遥
蔡继有老先生的一生是面对逆境勇于拼搏袁 锲而不
舍终至成功的传奇奋斗人生袁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
的典型写照遥 从小吃过不少苦的蔡继有经历了不少的艰
黄 辛袁终于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王国袁聚财有道袁但他并没有
孝 忘记家乡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孩子袁 于是他以自己的行
研
动告诉世人野用财亦有道冶的内涵遥
蔡老先生乐善好施尧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尧无私奉献袁
是服务社会的楷模遥 我根本无法从钱财上计算蔡老对国
家对家乡所作的贡献袁 但我却真真实实地被蔡老先生对
侨中的那份质朴的情感震撼遥 每当学校的发展需要面临
机遇与挑战的时候袁他总是四处奔走袁为侨中的腾飞劳心
劳力曰每当教师获得荣誉时袁他总是倍感欣慰地紧握老师
们的手袁 叮嘱一定要培养更多地英才曰 每当学生获得进
步袁 他总是满怀希望地勉励曰 每当学生遇到经济的困难
时袁 他总是心存怜惜地给予支持遥 他总是带着微笑将希望之火传承开
去遥
蔡老先生为人谦厚袁处事低调袁生活俭朴袁胸襟品格令人敬佩遥 每一位
见过他的人都会被他那慈祥的脸孔袁俭朴的衣着感染遥 野荣誉市民冶的荣
衔尧野热爱儿童少年先进个人冶 荣衔尧野慈善公绩勋章冶尧野二 00 三年教育功
绩勋章冶这一切的头衔与荣誉在他的脸上与举止中根本不著痕迹袁或许历
尽铅华归于平淡的人生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吧遥
以自强不息成就人生传奇袁用赤诚赢得生前身后名袁凭淡泊演绎人生
真谛遥
当我们沉痛地追忆他的一生袁惊喜地发现蔡老先生对教育尧对侨中热
切憧憬的声音已散播到神州的大地上袁而野蔡继有星冶也将永远闪烁于天
际袁照亮每一个侨中人的心遥

深切怀念蔡继有董事长
陈建新
照片上的您袁脸带微笑袁依然是那么的慈祥袁那么的和蔼可亲遥 可是现
在袁您却离开了我们袁离开了热爱您的每一个侨中人遥 蔡爷爷袁您知道吗钥
我们在想您噎噎
是您袁看到一幢斜楼袁几间平房袁椅残桌破袁一片荒凉袁由归国华侨陈
茂垣老先生一手创办的华侨中学如此破坏不堪而格外心疼袁 从而萌生复
校的愿望遥
是您袁放下自己繁忙的商务袁不辞劳苦袁自带经费先后两次到加拿大尧
美国尧日本尧澳洲等多个国家袁拜会乡亲袁宣传办学义举袁为建校奔忙袁争取
各地华侨乡亲的热烈响应袁鼎力支持遥
是您袁主动捐资袁兴建大礼堂袁并联合其他校董尧侨胞和港澳同胞赞助
兴建教学大楼尧科学大楼尧艺术大楼尧职业教学大楼尧学生宿舍尧膳堂尧体育
馆尧运动场尧游泳池和图书馆等建筑项目袁并对各期工程从策划尧筹备尧募
捐到建设规划等许多方面都亲力亲为袁不遗余力遥
是您袁为了提高侨中的英语教学水平袁不惜重金从加拿大聘请了欧文
博士夫妇来侨中任教遥
是您袁重教奖学袁牵头成立了侨中基金会袁并亲自把一份份奖教奖学
金颁发给优秀教师和学生袁为侨中建立了良好的师资队伍袁营造出优越的
育人环境遥
就在去年四月袁 七十九岁高龄的您还亲临侨中创建全国示范性高中
现场噎噎
侨中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您深深的印迹袁 侨中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凝
聚着您的心血遥 可现在袁您却走了袁让我们怎么舍得钥 又让我们何其心痛浴
仰望星空袁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您吧钥 蔡爷爷袁您在天之灵如
若有知袁请相信袁作为侨中人袁我们一定会以您为榜样袁学习您艰苦奋斗的
拼搏精神袁学习您倾情教育尧造福乡梓的高尚情操浴
蔡继有董事长袁您安息吧浴

年 月
日，蔡继有董事长（前排中）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与参加 蔡继有星 命名大会的中山祝贺团合照。

近日得知袁蔡继有董事长于 10 月 20 日因病于香
港逝世袁心中觉得十分震惊袁连忙上网查找相关的信
息以了解详情遥 对于蔡董事长的逝世袁我感到十分悲
痛遥 这样一位受人景仰的实业家袁一位热心于教育事
业的中山乡亲袁一位可敬可亲的慈祥老者就这样离开
了我们袁离开了他为之付出了晚年大部分心血的中山
侨中教育事业遥
在听到蔡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袁心中不断的浮想
起当年在华侨中学的时光袁尤其是在侨中学习时蔡老
先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我的六年中学时光都是在侨中度过的遥记得刚进
入侨中时袁印象最深的是那与当初来考试时截然不同
的斩新的教学楼袁后来才知道袁那是蔡继有先生及其他
校董们出资捐建的遥 入学后袁随着时间的增长袁随着对
侨中的了解不断深入袁 蔡继有老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
越来越深刻遥 最直观的印象便是侨中校园里那一幢幢
蔡老先生参与捐建的漂亮的教学设施袁 而后是他设立
的种类繁多的奖助学金袁 再后是他在全国各地的捐资
助学噎噎
蔡继有老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他那丰富的人生
经历尧创业历程袁以及不忘家乡尧捐资助学尧造福桑梓
的高尚情怀遥 蔡老先生早年家境贫困袁很早就出来社
会谋生袁从中山移居香港后袁由于吃苦耐劳袁诚实守
信袁因此经过一番打拼后袁成为了名震港澳的野海产大
王冶遥事业有成的他并没有忘记家乡中山袁乃至祖国的
建设遥 由于其自身的经历袁 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袁因
此袁在繁忙的商务之余袁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

教育事业出钱出力袁尤其是对于中山市华侨中学遥 对
于先生为侨中所做的一切袁作为一个侨中人袁我是永
远铭记在心的遥 早在七十年代袁在侨中仍然停办的时
候袁他就为侨中的复校四处奔波袁不但自己捐出巨资袁
还积极号召袁联系世界各地的华侨袁发动家人等身边
一切可发动的力量袁成立侨中教育基金会等袁为中山
侨中的复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复校后袁他更是
对侨中关怀备至袁作为侨中校董会的董事长袁为了侨
中教学质量的提高袁多次捐出巨资袁修建体育馆袁科学
楼袁游泳池等教学设施袁让侨中的师生能在一个设施
完善的校园里教学尧学习遥非但如此袁他还不顾繁忙的
商务袁每年多次从香港回来侨中袁以亲身了解侨中的
发展遥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亲眼见到蔡老先生
的情景遥 那一天是我上初三时的校庆日袁我作为学生
标兵上台接受颁奖袁当时领完奖学金后袁我转身见到
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蔡老先生袁 老先生坐在座位上袁笑
意盈盈地凝视着我们几位获奖的学生袁他那笑容充满
着慈祥与满足袁犹如是自己在获奖一般袁或者说是比
自己获奖还高兴遥 当时的我被感动了袁感动于一位老
者对教育尧对家乡尧对后辈的无私的关怀遥 从那时起袁
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院蔡老先生对侨中尧对家乡教
育事业的捐助是无私的袁是不求回报的袁是完全出自
于自己的那一份对家乡的热爱袁对教育的重视袁对祖
国未来的关心遥 蔡先生为教育事业所付出的每一分
钱袁所出的每一份力袁都是出自于真心的袁比自己挣到
同样的钱更加快乐袁更加满足袁野施比受更有福冶袁我想

梦萦故乡
高三渊7冤班 苏丽婷

野故乡冶是萦绕蔡继有老先生一生的一个词袁
为了这个词袁老先生倾尽了毕生的心血遥 老先生
一生中的五十多载都在港澳度过袁但他的心始终
牵挂着比邻的故乡要要
要中山袁尤其是哺育他成长
的小乡村张溪遥 老先生在他漫长而艰辛的创业生
涯中积攒了万贯家财袁但他却从不吝惜地用它们
来扶危救难袁兴校办学遥 他在故乡中山兴办了多
所学校袁设立了多个基金会袁每出一笔钱他都从
不犹豫袁甚至是高兴得手舞足蹈袁他以能为家乡
的建设发展献出野绵薄之力冶而感到自豪袁可是他
口中的野绵薄之力冶却总是能够将家乡的教育事
业推向另一个高峰袁它的绵薄之力堪称神力浴
蔡老先生作为一个侨胞对故乡的深情挂念

令人感动袁 却又觉得在情理之
中袁 老先生本人也是这样认为遥
老先生把为家乡的建设看作是
与赡养父母一样天经地义的事
情袁 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袁
这样高尚的情操实在难能可贵遥
2007 年 10 月 20 日袁噩耗传
来要要
要蔡 继 有老 先 生 于 香 港 病
逝浴 闻此噩耗袁受蔡老先生捐助
的各所学校学子们无不伤心哀
痛袁老先生堪称传奇却又合情合
理的一生在他 83 岁这一年画上
句点遥 他的从商经历尧他的乐善
好施尧他的情系桑梓袁仿佛依然
浮现在眼前遥 昔人已去袁可他崇高的精神却得到
永存袁 就像那一颗以老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野5389冶
号小行星袁永远的高悬于我们头顶袁光耀神州浴
许多人仍能清晰地记得老先生的音容笑貌袁
他红润的脸庞袁他矫健的身姿袁他雷厉风行的做
人做事风格袁他如父辈尧祖辈般的殷切关怀噎噎
瞻仰着报纸上他的遗容袁 有的人不禁流下眼泪袁
受人景仰的蔡老先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亲人般
的美好印象袁他的离开袁令我们扼腕长叹袁犹如亲
人一般为他祈祷袁为他悼念遥
我们将永远的怀念蔡继有老先生并继承老
先生的遗愿袁为中山的发展做出贡献遥

也就是如此了吧钥
后来袁我又多次在侨中校园里见到蔡先生袁每次
都是那同样的慈祥的笑容袁尽管前呼后拥袁但丝毫没
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袁仿佛只是一位普通的老者遥 他总
是专心地观察着校园里的一切袁看着正在接受着良好
的教育尧健康地成长着的学生袁这对于他老人家来说袁
应该是最大的快乐了吧钥
正如他自己所说院野兴学育才,是我的最大心愿遥 冶
蔡老先生的博爱之心并不局限于中山袁而是遍布于祖
国各地袁不遗余力袁总捐资逾亿元遥无论是对国内许多
大学的捐建袁 还是在各地出资创建幼儿园尧 小学尧中
学袁祖国处处都留下了他捐资助学的身影遥
蔡先生对于教育的支持袁让无数学生受益匪浅袁无
论是侨中的学生袁还是其他的受蔡先生惠及的地方的学
生袁我就是其中一个遥在侨中的六年中袁我得以在设施完
善的校园里袁在很好的老师的教育下学习袁让我在中学
这一段人生宝贵的时光里总是充满了学习的动力与乐
趣袁让我学会了做人袁学到了知识袁以至于使我获得了进
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袁这与蔡先生对侨中的建设
与发展所作的贡献尧投入袁对侨中学子的关怀是分不开
的遥 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袁蔡老先生考虑得无
微不至袁从校园的绿化到出资聘请高水平的外教袁再到
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学生遥我有幸成为蔡先生设立的
清华北大奖学金的第一批获得者袁一直十分感谢蔡老先
生的慷慨遥 奖金的数目不在多少袁重要的是能让我们感
受到蔡先生那一份为教育付出的心袁让我们在以后的学
习里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袁 力求让自己不断完善袁不
断进步袁成为一个有用之才遥在大学的学习中袁我也正是
这样做的遥
由于目前身在北京袁不能回到侨中参加蔡老先生
的追悼会袁不能与老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袁我感到深深
的惋惜遥虽然如此袁但我仍能感受到袁那笼罩在侨中校
园里的浓重的悲伤与思念袁我仍能感受到袁参加追悼
会的侨中师生尧各界人士的沉痛与哀愁遥
各位侨中学弟学妹们袁 相信你们也和我一样袁在
侨中的校园里学习尧生活时袁会时时感受到蔡继有先
生对侨中的贡献袁对教育的投入袁以及对大家的关怀遥
你们能获得在侨中学习的机会袁是不容易的袁希望大
家能够刻苦勤奋地学习袁努力地完善自己袁使自己成
为合格的人才袁将对蔡老先生的感激与怀念化作不断
前进的动力袁这也正是蔡先生的最大的愿望袁是我们
能告慰远去的他的最好方法遥
毛主席说过院野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遥 冶蔡继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做好事
的人袁一位为教育乐此不疲地付出袁终生不渝的人遥他那
热爱祖国袁热爱家乡袁热心公益尧教育袁造福桑梓的高尚
情怀袁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一幢幢美丽的教学楼尧一个个
教育基金曰更为重要的是袁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袁一笔让侨中人尧中山人袁甚至是所有人受益终身
的财富遥 虽然老先生已经离去袁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
们心中遥
永远怀念蔡继有先生浴

叶落，疲倦了……
文学社 李桂清
生命里袁有个不悔的主题袁那是奉献遥
岁月中袁有种不朽的记忆袁那是怀念遥
一双历尽创伤的手袁
为教育事业奉献了多少心血袁
一个祥和温暖的笑容袁
为莘莘学子们燃点了多少希望钥
轻轻地唤您一声袁蔡董事长浴
您的音容笑貌袁
永存于我们心中遥
如今袁你卸下了所有的桎梏
像那疲倦的落叶袁告别枝头袁
飘向了生命的归程遥
此刻袁我们的阴霾袁
厚重了灰暗的场景袁
我们眼里的空荡袁
蓄存了延绵的雨季浴
但你还是安静地飘飞着袁
你是一片疲倦的落叶袁
化作了护根的泥土遥
如同那瑰丽的琥珀袁
无论岁月如何冲刷将永远地晶莹在学子们的心中浴
轻轻地袁就这样安详地启程吧浴
缓缓地遥
就这样极尽辉煌地超升吧浴
历经万紫千红的旅行袁
成就桃李满天下的航程噎噎
就这样静静地到达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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