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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市档案馆里，保留着一张1989年中山市“荣誉市民”芳名录，微微发黄的纸，带

着年代感，记录了我市“荣誉市民”的诞生。

中山是著名侨乡，在改革开放之初，广大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怀着爱国爱乡的热情，

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开工厂办实业 捐资兴办学校、医院等。为表彰造福桑梓人士，1989年，

中山首次授予10人“荣誉市民”称号，他们分别为霍英东先生、杨郭恩慈女士、郭得胜先生、

吴桂显先生、林余文姬女士、陈星海先生、麦克贞先生、李立先生、郑亮钧先生、方若愚先生。

○记者：当年你为什
么会回到中山投资？

●蔡国赞：我在香港
从事教育行业，上世纪 90
年代初到中山投资，当时
很多朋友回中山投资，做
工厂多。当时中山的投资
环境一般，城市里都是骑
楼、旧街道多，东区这边都
还没有开发，跨国企业也
没有，火炬开发区也是空
地多，感觉比较落后。当时
我到过苏州考察，苏州的
高楼大厦比中山多。但为
何还是选择在中山投资办
教育？一是感觉苏州离香
港太远，交通不方便，而更
重要的是中山市领导的热
情与真诚打动了我，就坚
定信心在中山办教育。尝
试在中山先办幼儿教育开
始。就这样，我开启了在中
山的教育投资事业。

○记者：你觉得你的
投资给中山带来了什么？

●蔡国赞：我们成立
第一间民办幼儿园，这有
个示范作用，之后中山民
办学校逐渐兴起，家长和
学生多了选择。更为重要
的是，民校的存在，也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办学
校的发展。现在公办学校
已经大有改进，学校会与
家长沟通，课程设计也以
人为本。我忠诚于教育行
业，没有别的投资。教育
行业是非常神圣的，能够
培养一代人成才，而这代
人也能够影响更多人，教
育是一项人类工程，做好
这个工程非常有意义。

○记者：谈谈你对获
得中山市“荣誉市民”称
号的感受。

●蔡国赞：这是一种
担当，是一种责任，会激
励我把教育事业做得更
好，做更多公益回报社
会。

■大事记

市政府首次提出
《关于对我市有重大
贡献的华侨、港澳同
胞授予中山市荣誉市
民称号的方案 。同
年，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该方案，霍英东、
杨郭恩慈、吴桂显等
10位中山乡亲成为我
市首批“荣誉市民”。

《中山市荣誉市
民规定》正式出台。规
定自发布起施行，并
废止原《关于给予“中
山市荣誉市民”享受
优惠待遇的决定》、

《关于修改补充中山
市荣誉市民条件的通
知》及《关于印发修订
后的中山市荣誉市民
享受优惠待遇条款的
通知》。

我市对授予荣誉
市民规定作出了修
订，出台了《中山市授
予荣誉市民规定》，新
规增加“非中山户籍
的国内杰出人士”为
授荣对象，并修改了
评选条件，进一步完
善工作机制。

授予新一批“荣
誉市民”，至此，中山
共评选 15 批 96 位荣
誉市民，他们为中山
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了特殊、
重要的贡献。

本报记者 黄廉捷

人 物 访 谈

蔡国赞博士，现为中山中港英文学校董事
长。他致力于中山教育事业，精心耕耘 20 余载，
相继设立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迄今为止共投
资超过8000万元。蔡国赞博士爱国爱港爱乡，依
法办学，热心公益，为中山经济社会建设，促进教
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11
月，蔡国赞荣获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日前，
他接受了记者采访。

“荣誉市民”称号
是一种责任

1989年

2010年

2013年

8月 23日，记者来到三乡镇
中山温泉宾馆不远处的“英东
亭”，位于广珠公路路边的“英东
亭”而今成了市民乘凉歇息的地
方，能远远望见罗三妹山。这是我
市为感谢霍英东先生在 1984年 9
月捐赠 2000 万港元扩建广珠公
路石岐至古鹤路段而建的纪念
亭，一块石牌写着“香港知名人士
霍英东先生一贯热心乡梓公益，
关心祖国建设……”

时任中山温泉宾馆副总经
理的吴励民当年经常接待过霍
英东先生，他告诉记者，“当时，
在霍英东先生等人的带动下，华
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到中山投资
的热情调动了起来，三乡“三来
一补”工厂也发展起来，中山的
经济也腾飞起来。”

在实行改革开放及全面落实
党的侨务政策后，华侨、华人和港
澳同胞支持家乡建设的积极性得
到了充分的释放。不仅回乡投资
兴办企业，同时还热心资助家乡
各项公益事业。

据《中山市志》等相关资料可
见，从1979年至1990年，中山旅居
海外及港澳的乡亲捐助市内教育
事业的资金，折合人民币有7700多
万元，兴建各级学校校舍及幼儿园
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如旅港乡亲
蔡继有支持华侨中学的复校兴建；
旅日乡亲吴桂显，1979年便向中山
华侨中学捐资建立吴桂显奖学基
金会；旅港乡亲方若愚从1983年起
便在沙溪龙山中学设立“方一谦先
生教育基金会……

除了支持教育，旅外乡亲也
支持重大城市设施的建设。位于
城区石岐仁山公园内的孙中山纪
念堂，是由中山籍香港同胞郭得
胜捐资千万港元兴建，该堂于
1982年 2月动土，次年 4月落成，
同年11月12日正式开幕，整座建
筑富有民族风格，气势磅礴。至今
仍是中山一个标志性建筑，“中山
十景”之一。每到我市”两会“期
间，它都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地点。

旅外乡亲大力发扬“为善最乐”
精神，赞助社会公益，捐建医院、敬

老院及举行节日敬老活动等。
为表彰他们的历史功绩，表

达中山人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1989年 6月 15日，中山市人民政
府提出了《关于对我市有重大贡
献的华侨、港澳同胞授予中山市
荣誉市民称号的方案》。同年，经
中山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方案通过。

1989年 9月 17日的《羊城晚
报》刊登的一篇报道——《中山昨
盛会表彰造福桑梓人士，市长给十
位荣誉市民赠金锁匙》。文章写道：

“一批积极支持中山建设的海外侨
胞、港澳同胞，在此间受到当地政
府和人民的表彰，霍英东等10人被
授予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时任中山市市长的汤炳权
代表中山人民向关心中山建设
的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致谢。他
表示，竭诚欢迎旅外同胞到中山
探亲旅游、投资设厂，并保证予
以充分合作。此后，“荣誉市民”
这份荣誉为中山的发展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荣誉市民：乡音或有别 乡情却如一
1989年中山首次授予10人“荣誉市民”称号，至今已有15批96人获此殊荣

春天故事在继续，投资脚步
不断，旅外乡亲造福桑梓歌谣继
续传唱。

1989年，中山首次授予霍英
东等 10 人“荣誉市民”称号后，
1991年 5月至 10月，市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三次、五次会议通过关
于授予港澳同胞蔡继有、张锦、邓
棣新、李俊驹等 4人中山市“荣誉
市民”称号决定；1992年 10月至
12月，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十
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予港澳同胞
卢伟硕、林中翅、陈耀星等 3人中
山市“荣誉市民”称号决定；1994
年 5月至 10月，市人大常委会第
二、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予港澳
同胞苏计成、苏继滔、刘俊文、王
立文、郑观聪、谢硕文、李文彬、梁
林等 8人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决定……2016年，作为纪念孙中
山诞辰 150周年活动之一，授予
林永健、孙穗瑛、孙穗华、吴柳东
成、夏瑜、萧孝权、徐铭添、周洪、
蔡国赞、程龙基、吴连助、蔡国强、
何树滋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这 13位新当选的荣誉市民，共为

中山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3500 万
元，在中山实际投资超过 13 亿
元。

我市从 1989 年开始评选中
山市荣誉市民，到 2016年那届荣
誉市民在内，共评选15批96位荣
誉市民，他们在中山的投资总额
累计超过 113亿元，捐资赠物超
过5.3亿元。

一幕幕造福桑梓的故事生动
感人，他们的慈举洒向五桂岐水。

旅港乡亲蔡冠深博士是在
2013年荣获中山“荣誉市民”的，
他当时代表发言表示，虽然生活
在香港，也奔波于世界各地，但自
己的根在中山，无论自己身在何
方，都以孙中山先生为骄傲，都以
身为中山人自豪。他说，荣誉市民
评选更加注重精神上引领和模范
作用，这项改革得到了包括荣誉
市民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价，是中山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
标志，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山的软
实力。

夏瑜是在 2016 年荣获中山
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她是中山

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创始
人、董事长。她称，“如今的中山
更是经济兴旺、民生幸福。过去勤
劳、务实的中山人打造了博爱、宜
居的城市名片，如今越来越多像
康方人这样的新中山人塑造创
新、活力的中山新形象。”

杨凯山在2006年3月荣获中
山市“荣誉市民”称号，他积极支
持家乡经济建设，热心公益事业，
2006年荣获“中山市慈善之星”称
号，多年来，他支持中山市慈善万
人行活动，支持石岐区及三角镇
教育基金会，市益智托托养院和
三角镇老人福利等公益事业，深
受家乡人民好评。

日前，杨凯山先生在市政协
接受采访时表示，得到中山市“荣
誉市民”称号很荣幸，也是一种担
当，多年来，他一直关心中山经济
社会发展，虽然比较早到了香港，
便自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都很熟悉，对家乡建设尽心
尽力，有爱国爱乡的热忱前辈的
引领，他认为自己会花更多的时
间关心家乡各项公益事业发展。

投资捐赠造福桑梓“荣誉市民”不断添新

首批“荣誉市民”诞生 市长赠送金锁匙

2016年

孙中山纪念堂由中山籍乡亲郭得胜捐资千万兴孙中山纪念堂由中山籍乡亲郭得胜捐资千万兴
建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文智诚摄文智诚摄

2011年，部分中山市荣誉市民与市领导座谈。（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荣誉市民蔡国赞。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20122012年年44月月，，市外事侨务局在南朗镇紫荆园种下市外事侨务局在南朗镇紫荆园种下““中山荣誉市民林中山荣誉市民林””（（资料图资料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学民赵学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