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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5月 23日上午袁校董会蔡冠深董事
长一行访问暨南大学袁受到暨南大学胡军校长的
热情接待遥

蔡冠深董事长听取了胡军校长的介绍之后
表示袁 暨南大学是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学府袁
办学具有野国际性冶尧野外向型冶的特点袁当中的许
多做法值得中山市华侨中学借鉴遥作为暨南大学
和华侨中学的校董袁蔡冠深董事长很愿意看到两
校的交流往来袁并期待两校能够合作成功袁实现
双赢浴

一同出访的市教育局刘传沛局长向暨南大
学赠送了纪念品袁邀请暨南大学领导到中山参观
指导袁 把暨南大学的优秀教育资源输送到中山袁
提升中山教育层次袁促进中山教育新发展遥 暨南
大学领导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遥

随同出访的林加良校长感谢蔡冠深董事长
的牵线搭桥袁表示将以野侨冶架野桥冶袁以野侨冶促校袁
学习全国一流华侨大学的办学经验袁把侨中办成
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浴

校董会蔡冠深董事长一行访问暨南大学

6月 12日袁中山市华侨中学与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签署了合作交
流协议遥中山市华侨中学校长林加良尧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潘民生
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遥 中国驻日使馆许泽友参赞应邀出席并讲
话遥

许参赞代表中国大使馆对中山市华侨中学对外友好交流团的到
访表示欢迎袁 同时赞扬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来为侨社和日本社会培养
出了众多的华语优秀人才遥许参赞期望两校今后密切合作袁弘扬中华
文化袁把中山横滨两地的华文教育推向新的发展水平遥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山市华侨中学校董会蔡冠深董事长发表致
辞遥 蔡冠深在致辞中非常感谢横滨侨胞对华侨中学复办所做出的重
要贡献袁表示将继往开来袁发扬光大袁不断引进国外优质资源袁把侨中
办得更好遥

据了解袁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由孙中山先生首倡尧横滨华侨
创办的一所百年侨校袁其前身叫野横滨大同学校冶袁是世界上第一所近
代华侨学校遥

本次活动袁 得到了中山市华侨中学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的大
力支持遥横滨当地侨领以及中山市教育局尧中山市外事侨务局有关领
导一同出席了签字仪式遥

当天袁中山市华侨中学对外友好交流团袁在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
先生带领下袁还与日本横滨华侨举行了联谊活动遥 中山市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李良代表交流团致辞遥 李良说袁中山的发展凝聚着广大海外乡
亲的心血袁吴桂显先生尧蔡继有先生就是倾情家乡教育的杰出代表袁相
信有广大侨胞的支持袁中山教育会越办越好浴

中山市华侨中学对外友好交流团向出席会议的吴柳东成女士尧
日本广东同乡会代表尧横滨华侨总会代表赠送了纪念品遥出席联谊活
动的华侨乡亲对交流团到访横滨感到非常高兴袁 纷纷表示要多回家
乡看看袁多到侨中走走浴

我校与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签署合作交流协议

为了进一步彰显侨校特色袁学习外地侨校的办学经验袁在校董会
的联系安排下袁4月 25日袁 林加良校长一行到福建华侨大学华文学
院和厦门集美中学等侨校进行教育考察袁 受到了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党委书记赵明光尧集美中学刘卫平校长的欢迎遥

福建是侨务大省袁华侨众多袁侨校甚多袁华侨大学与集美中学的
办学特色尤为典型遥 据了解袁 华侨大学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袁于
1960年创办的国立综合性大学遥 学校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袁
是中国政府重点建设大学和教育部首批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
的大学袁 是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的主要基地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遥 集美中学则系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1918年创办
的袁素有野侨生摇篮冶之美誉遥

在交流过程中袁宾主双方都强烈感觉到袁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袁让
侨校更具野侨资尧侨色尧侨味冶 袁是每一所侨校需要深层次思考的问
题遥 福建侨校的办学经验与办学特色袁 将进一步拓展我校的办学思
路袁进一步丰富我校的办学内涵遥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袁坚持不懈袁博采
众长袁创新发展袁我们的侨校之路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快尧越走越宽浴

林加良校长率队考察福建侨校

2009年 6月 12日袁 对中山市华侨中学来说是个特别
值得纪念的日子遥 这一天袁学校与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袁拉开了开展华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序幕遥
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由孙中山先生首倡尧横滨华

侨创办的一所百年侨校袁其前身叫野横滨大同学校冶袁是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侨学校遥 两所渊源深厚尧肩负共
同使命的知名侨校能够顺利在东瀛结好袁这其中凝聚了香
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中山市华侨中学
董事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 30年的兴学助教情遥

达则兼济科教
蔡冠深袁是中山市华侨中学董事长尧全国政协委员尧香

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袁资产逾 100亿港
元遥他热心公益事业袁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星章袁被
委任为野太平绅士冶遥

蔡冠深执掌的香港新华集团袁 经营范围已由 20世纪
50年代的海产品扩大到现在涉及海产食品尧地产建筑尧金
融财务尧基础建设尧高新科技尧传媒文化六大领域遥 正是这
些庞大的资产和一颗回赠社会的善心袁使一向信奉野达则
兼济天下冶 儒家思想的蔡冠深 30年来为祖国的科教事业
倾力捐资袁为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冶的古训赋予了新的时
代诠释遥

成功实业家的背后袁是一颗回报国家和社会的拳拳赤
子心遥 父亲蔡继有先生的言传身教袁让野取之社会袁用之社
会冶的训导在年轻的蔡冠深心中落地生根遥 随着人生阅历
的丰富和自身修养的不断提高袁回馈桑梓尧助教兴学已经
升华为蔡冠深的一种人生理念遥
在蔡冠深的眼里袁企业发展和公益事业是他长期致力

的两大事业袁两项事业同样重要袁缺一不可遥他说院野公益事
业几乎占了我日常工作的三分之一时间袁我个人的抱负是
在经商之外袁我要回报社会袁特别在科教方面多出一点力袁
因为科教的发展对国家民族会产生深远影响遥 冶

2008年 3月袁蔡冠深先生捐资港币 100万元袁发起成

立了中山市华侨中学对外交流基金
会遥 蔡冠深表示袁 设立对外交流基金
会袁旨在贯彻实施野引进来冶和野走出
去冶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袁丰富侨中对外
交流渠道袁拓宽侨中师生的国际视野袁
积极引进优秀教育资源袁 使学校发展
迈向国际化尧现代化尧多样化遥 中山市
华侨中学这次能够野走出去冶袁与横滨
山手中华学校顺利签订合作协议袁就
是得益于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的大
力资助遥

出钱出力出心出时间办教育
蔡冠深关注教育最早要追溯到

1975年遥 那一年袁 蔡冠深第一次回广
东中山探亲遥 家乡的贫困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袁野拜访一些乡亲袁 送了很
多礼物袁看到家乡条件比较差袁路也没
有袁桥也没有袁教育也不行遥 冶1979 年

秋袁在父亲蔡继有先生的影响下袁蔡冠深回乡资助复办华
侨中学袁开始了在内地捐资助教的 30年历程遥

蔡冠深坦言院野我的家族出身贫寒袁父辈以上是广东中
山的渔民或农民遥 我们小的时候袁唯一能受的教育是到义
学念书遥 所以袁富裕以后袁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袁不能忘记我
们曾经获得的帮助袁要回报社会袁为下一代人的教育提供
助益和支持遥最初袁这是一种质朴的想法袁只是一种简单的
报恩愿望遥 冶

对一个时间比金钱还重要的企业家来说袁蔡冠深坚持
在捐资助学上践行野四出冶院出钱尧出力尧出心尧出时间遥 野出
钱尧出力是肯定的了袁关键是出心尧出时间遥 冶蔡冠深说袁凡
是自己捐助的基金发奖袁他总要亲自前往袁这已经成为他
的习惯袁野有的人可能是捐了钱袁获个名袁但我事必躬亲袁希
望让钱用到位袁真心真意地帮助学校发展遥 冶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袁6月 12日袁 尽管商务羁身袁蔡
冠深还是专程由东京赶到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袁与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许泽友尧横滨侨团侨领一道见证了
两校的合作签约袁并参加了交流团所设的答谢宴会袁与当
地中山乡亲欢聚一堂遥

在答谢宴会上袁蔡冠深深情地说袁30年前袁父亲蔡继
有先生三度自费奔走海外袁呼吁华侨乡亲筹资集款支持华
侨中学复办袁得到横滨侨胞积极响应和鼎力支持遥 30年后
的今天袁寻根还愿袁沿着父辈的足迹来到横滨袁喜见两所知
名侨校牵手袁共同推进华文教育袁感到非常高兴浴

实际上袁 科教事业已经成为蔡冠深先生的第二事业遥
30多年来袁蔡冠深的捐助遍及幼儿园尧小学尧中学尧大学尧
科研院所袁设立的教育和科技基金有 20多项袁先后捐出的
资金已超过 3亿港元遥蔡冠深和他的新华集团为奖励广大
科技教育工作者与莘莘学子而设立的基金会已经有了一
长串名单院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基金会尧中国科协新华青
年科技奖励基金尧中央民族大学蔡冠深教育基金尧北京电
子科技学院蔡冠深教育基金尧 复旦大学蔡冠深教育基金尧
上海大学蔡冠深教育奖励基金尧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蔡冠深

行星科学奖励基金噎噎
办教育的心永远是快乐的

对于教育袁 蔡冠深有更深远的理想遥
2004年初袁由蔡冠深的新华教育基金会赞
助的 APEC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袁会
议探讨亚太地区及中国教育改革袁 对蔡冠
深触动颇大袁野我认识到袁 中国的教育改革
应该从基础教育开始遥 冶

不久袁 蔡冠深就捐资在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成立了 野新华优质教育研究中心冶袁
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基础教育袁 推动最佳办
学模式的研究项目的开展遥 后来他又找到
北京师范大学袁在北师大建立野中美先进教
育研究中心冶遥两个中心一起研究中国的基
础教育袁包括全新的课程设计尧教师培训尧
双语教学等诸多方面遥

野理论有了一大套袁 那到底有没有用
呢钥 冶务实的蔡冠深决定创办一个学校袁试
一试这些用最新的教育理念研发出来的教
育方法遥于是袁他在北京创办了三弈国际学
校袁融合中西教育方法遥 20多个国家的学
生在同一个学校读书袁用的是同样的教材袁
任教的是同样的老师袁 中外学生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袁相互学习袁彼此认同遥如今袁这一
套教育理念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袁 在美
国也已经有好几所学校开始用这样的模式
办学遥 对此袁 很多教育专家这样评价蔡冠
深院 蔡冠深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物质支
持袁 还在于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促生了一大
批新型教育模式的拥护者与推进者遥

野办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袁办教育
的效益就是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遥 办教
育的人一定要有办教育的心袁 没有办教育
的心袁你还是不要办了遥冶蔡冠深忙碌着袁思
考着袁快乐着袁野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内心
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满足感袁 这种感觉是很
实在的袁也很快乐遥如果说无私捐助的行为
可称善举的话袁那么袁在行善的过程中袁我
已经体验到了奉献的愉悦袁而这实际上已经是对我的最高
回报了遥 冶

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参观过程中袁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蔡冠深对教育尧对孩子由衷的关爱院从一年级到初三年级袁
从语数课堂到音乐教室袁他都用心观摩袁从教材尧师资尧课
程设置等全方位细心了解袁 不时亲切慈爱地与学生们交
谈袁听到入学刚两个月的孩子用稚嫩的童音招呼野您好冶袁
听到音乐课上学生们和着优美旋律唱出校歌袁蔡冠深的脸
上写满了欢欣遥

纵横商海 30年袁热心教育 30年遥作为一个企业家袁蔡
冠深不仅守业袁最重要的是能够开拓事业袁多元发展袁不断
地让企业攀登高峰遥 作为一个社会教育家袁蔡冠深不仅热
心捐资助教育袁更可贵的是拥有自己的一套先进的教育理

念袁切实践行袁不断地促进学校培养出新一代人才遥 30年
过去了袁蔡冠深对科教事业的热切关注袁从来没有消退过曰
30年过去了袁蔡冠深对科教事业的倾力付出袁从来没有停
留过遥

野三十功名尘与土袁八千里路云和月遥 冶2009年 6月 12
日袁蔡冠深先生在出席中山市华侨中学与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签字协议时说院野进入 21世纪以来袁 教育国际化已经成
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袁教育领导者需要以更
广阔的胸怀袁放眼世界教育袁博采众长袁兼容并蓄袁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综合性人才遥 冶蔡冠深表示将秉承父志袁发扬
光大袁不断引进国外优质资源袁把中山市华侨中学办成全
国一流的华侨中学遥

渊转载自 7月 3日叶人民日报曳海外版冤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要要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的教育情怀

暨大校长胡军渊右三冤与蔡冠深董事长渊左三冤尧刘传沛局长渊右二冤合影

音 4月 26日讯袁经广东省教育厅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袁中山市华侨中学被评为首批广东
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校本培训示范学校遥

音 4月 30日袁林加良校长率我校青年骨
干教师工作室和研究生工作室部分成员共 14
人袁赴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回访交流遥

音 5月 3日下午袁 汕头市南澳中学林映

明校长率领 14位学校领导和高三教师到访我
校袁受到林加良校长的盛情接待遥

音 5月 6日袁为了让野千校扶千校冶行动
计划更具针对性袁林加良校长一行前往受援学
校清新县浸潭镇第一初级中学调研遥

音 5月 6日下午袁在我校高中部袁中山市
红十字会尧中山市科协尧中山市教育局联合举

办了野中山市全民救护知识传播启动仪式要要要
纪念 5窑8世界红十字日暨 5窑12国家防灾减灾
日冶 活动遥

音 5月 16日袁我校全体班主任在李茂兴
副校长的带领下袁赴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参观
学习遥

音 5月 19日上午袁杨树春副校长率教学
线全体领导及各学科科组长齐聚 E301 会议
室袁就有效教学进行了专题研讨遥

音 5月 20日下午袁我校党委班子在高中
部会议一室召开了野切实转变作风袁推动科学
发展冶的民主生活会袁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

良莅临指导遥
音 5月 25日下午袁高考作文专家华南师

大陈妙云教授来到我校袁 作了一场题为野2009
高考作文备考指引冶的专题讲座袁受到广大师
生欢迎遥

音 5月 25日和 26日袁 中山市侨中英才
学校顺利通过市一级民办学校督导评估遥

音 5月 27日袁林加良校长带领我校部分
学科带头人袁赴澳门濠江中学尧新华学校参观
交流袁受到两校领导的热烈欢迎遥

音 6月 26日袁由著名心理学教授王玲女
士领衔的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

校复评评估团莅临我校袁指导评估我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遥

音 6月 30日下午袁在中山市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 88周年表彰会议上袁 我校党委被中
共中山市委评为 野中山市 2007要2008年度先
进党委冶遥据了解袁我校是中山市教育系统受表
彰的三家单位之一袁 这是学校自 2004年成立
党委以来首次获得此项荣誉遥

音 7月 2日下午袁从市教育局传来喜讯袁
我校被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尧省教育厅尧省公
安厅授予野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冶的光荣称号遥

2009年 6月 12日袁蔡冠深先生受赠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叶春暖侨校曳画册

2009年 6月 12日袁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潘民生渊中冤与林加
良校长渊右冤签署交流合作协议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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