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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华校生6万7856人，那是华校巅峰时

期，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

这些已消失的华校，是国家永远的资产，它们在过去100年为新加坡培养

了众多杰出人才，创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昌盛。即便这些学校已从新

加坡的教育景观消失，他们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我们不能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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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感谢的话

经
过一年紧锣密鼓的筹备，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举办“2014年

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展览会已经正式开锣。为了向

过去百年为新加坡培育人才的华校致敬，我们陈列了这些

已经完成使命，走进历史的华校的文物和历史，展示当时的教育工作者

如何在店屋、仓库、戏台、树下，没有电灯、电扇的困顿环境里，坚持

教导学生艰苦学习并勤恳待人。我们希望通过回顾那段历史，借鉴先辈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办学精神，从而更加珍惜现在。

在展会开幕前夕，我们要感谢数百位社会人士的热烈支持。没有他

们的关怀和慷慨，我们无法收集到超过1000件珍贵的文物，以及超过

12万字的精彩口述及笔记历史，无法举办如此内容丰富、启人深思的展

览会。

a 我们感谢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女士在最忙碌的星期

天来为我们主持开幕。

      我们感谢裕群学校校友陈立发先生作为已消失华校的校友代表在开

幕礼上发言。

a  我们感谢总理公署通讯司副司长杨永欣先生协助促成本刊准时完成。

a 我们感谢新加坡ACC关怀中心会长庄燕华女士协助邀请来自非洲马拉

威圆通学校四位青年：阿岫、阿丰、阿霆和阿标来为展会闭幕礼演出。

a 我们感谢新加坡的传媒：《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 

报》、《海峡时报》、新传媒中文新闻与时事组、电台95.8、电台

100.3协助展会宣传。

a 我们感谢下列好朋友慷慨捐款，让我们勇往直前，无后顾之忧。我们明

白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所以特别感谢他们：

• 蔡龙海先生

• 王如明先生

• 翁俊民先生

• 吴学光先生

• 张松声先生

• 何侨生先生

• 道南校友会、爱同校友会、崇福校友会、南侨校友会、光华学校校友会

• 端蒙校友会

• 黄埔中学“情缘永续”筹办校友

• 明新学校1967年六甲班同学

• 南华小学校友会

• 三山校友会

• 新加坡培风校友会

• 杨厝港培华校友会

• 养正校友会

• 华中校友会

• 中华校友会、南华中学校友会、立化中学校友会

• 茶阳（大埔）会馆

潘国驹

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 

筹委会主席 

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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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集团有限公司

• 虎豹企业有限公司

• 华贸有限公司

• 科艺中医学院

• 李氏基金

• 松与菊（新）有限公司

• 吴裕兴私人有限公司

a  我们感谢云树苍笼、蕴藏灵秀之气的华侨中学提供场地作为展场。华

中是孕育人杰的灵地，展会能在巍峨峙立的华岗举行，更加增色生辉。

a  我们感谢下列好朋友，热心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保存了数十年的少

年时代宝贝，送来丰富展会的内容。他们是：

     白聪明先生     白兴发先生     白宗德先生     蔡金田先生     蔡丽娜女士     

蔡荣安先生     蔡　萱先生     蔡玉霞女士     曹锦发先生     陈宝玉女士           

陈波生先生     陈家新先生     陈进荣先生     陈昆宁先生     陈坤禧先生 

陈丽芳女士     陈丽萱女士     陈美华女士     陈其新先生     陈全钧先生 

陈如玉女士     陈森源先生     陈素娥女士     陈为君女士     陈修坤先生 

陈雅俐女士     陈有良先生     陈煜才先生     陈育成先生     陈御音女士 

陈志坚先生     程远达先生     方亚牛先生     冯棣林先生     符国莲女士 

符史东先生     郭景强先生     郭均明先生     郭添进先生     郭应宽先生     

韩义畴先生     何朗宗先生     何彦超先生     何子训先生     洪美南女士 

洪南宽先生      洪玉华女士     胡春河先生     胡玉欢女士     胡志龙先生     

黄炳连先生     黄定南先生     黄鸿月先生     黄敬俰先生     黄俊娇女士 

黄来成先生     黄群英女士     黄素卿女士     黄文连先生     黄文兴先生     

黄训俭先生     黄亚弟先生     黄志光先生     黄志胜先生     揭业贵先生     

赖月清女士     李贵合先生     李锦藩先生     李乐生先生     李汶杰先生      

李泳潮先生     李玉兰女士     梁安民先生     梁炳章先生     梁昆包先生 

梁励明先生     梁丽珍女士     梁荣春先生     林宝荣先生     林宝珠女士 

林春兴先生     林大荃先生     林共和先生     林洪生先生     林金拉先生 

林俊玉女士     林利国女士     林瑞年先生     林婉贞女士     林文明先生 

林兴利先生     刘春龙先生     刘馥荣先生     刘家明先生     刘妙婵女士 

刘木华先生     刘若珍女士     陆赛珠女士     卢绍美女士     陆永生先生 

陆裕德先生     罗美荔女士     潘怡民女士     佘宝                沈潮源先生 

宋伟生先生     宋裔烽先生     苏惠明先生     苏嶙彬女士     谭爱欢女士 

王淑华女士     王巍霖先生     王新民先生     温丽荷女士     温正成先生 

翁荣辉先生     翁诗矛先生     吴宏强先生     吴惠娟女士     吴女容女士 

吴荣贵先生     吴文邦先生     吴秀玉女士     吴友光先生     夏静华女士 

谢锡聪先生     徐富强先生     许永满先生     杨坤泉先生     杨锡耀先生     

杨有瑞先生     姚映通先生     张成殿先生     张惠卿女士     张亚笑女士 

张雅英女士     赵美珍女士     赵万兴先生     郑春茂先生     郑来发先生     

郑咪利先生     郑培辉先生     郑素梅女士     郑亚川先生     郑亚益先生 

周金兴先生     周其照先生     周全生先生     周震坤先生     卓启明先生 

邹贻光先生     

新加坡福建会馆    新加坡晋江会馆    周星衢基金     

端蒙校友会    冈州校友    三山校友会

代收文物的学生：戴广靖   范怡雯   何霖卿   王岳林   许梦雯   叶婉婷

日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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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感谢下列已消失华校的校友，或拨出时间来接受访问，为我

们口述发生在数十年前读书时候的趣闻轶事；或亲自动笔，详细描写童

年时代求学的苦和乐。通过他们的口述和笔述，让我们为遥远的华校，

拼凑出一个可喜、可敬，在朦胧中见清晰的画面。他们是：

n 受访人士

蔡金田先生      蔡　萱先生     陈立发先生     陈修坤先生      成汉通先生 

董明生先生      何朗宗先生     何振玉女士     洪南宽先生     胡春河先生           

黄定南先生      黄敬俰先生     黄亚弟先生     黄奕磊先生     纪翠容女士 

纪秀云女士      纪秀枝女士     揭业贵先生     孔庆光先生     梁昆包先生 

梁励明先生      林金珠女士     林瑞年先生     林秀玉女士     林宗驹先生 

刘馥荣先生      刘培芳女士     刘太格先生     陆裕德先生     潘慧民女士 

潘怡民女士      潘幼民先生     彭悠儿女士     宋裔烽先生     孙亚生先生 

唐丽真女士      王春兴先生     王梅凤女士     翁诗矛先生     吴惠娟女士      

吴锦俊先生      吴俊刚先生     吴女容女士     吴学光先生     谢锡聪先生 

姚映通先生      耶亚华先生     袁合忠先生     曾月丽女士     詹道存先生 

张勇城先生      赵美珍女士     周全生先生     庄日昆先生     卓南生先生     

n 投稿人士

毕人哲先生      蔡荣安先生     陈丽芳女士     陈其新先生     陈伟玉女士

陈修坤先生      何子训先生     黄来成先生     黄训俭先生     刘家明先生 

刘木华先生      刘若珍女士     区如柏女士     施   楷先生      夏静华女士 

潘星华女士      王新民先生     王永炳先生     辛   羽先生     许愫芬女士 

许永满先生      曾渊澄先生     周金兴先生     周全生先生       

公立明新学校1967年六甲班同学  
             

a  我们感谢下列好朋友和好校长为我们在展览会期间的两场座谈会，

回顾从前的华校和展望未来的特选学校。他们是：

赖兴祥先生      区如柏女士      王新民先生     王永炳先生     符传丰先生 

潘兆荣先生      彭俊豪先生      钟蔚芬女士   

   

a  我们感谢六所中学和初级学院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以及国立大学 

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生、本科生，协助我们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

作。他们是：

D 德明政府中学

n 校长   符传丰先生      

n 老师   谢盛原先生      杨振光先生      

n 学生   陈　静      李庚洧      卢　宁      于可昕      张芳敏      张汐莹 

D 华侨中学

n 校长   潘兆荣先生      

n 老师   陈慧珊女士      

n 学生   戴广靖      丁瑞达      耿梓轩      苏恺杰       

             张政霖      张镭耀      庄盛斌

D 立化中学

n 校长   李惠棣女士      

n 老师   杨承融先生      

n 学生   蔡枋芩      王妍华      袁嘉颖      章若琳      朱可莹

D 南洋女子中学校

n 校长   王梅凤女士      

n 老师   林婉贞女士      

n 学生   范怡雯      何霖卿      林佳莹      王岳林      许梦雯      叶婉婷

D 中正中学总校

n 校长   彭俊豪先生

n 老师   刘妙婵女士

n 学生   洪宇晴      廖婉琦      温佩怡      严孝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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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南洋初级学院

n 校长   郭毓川先生

n 老师   庄致彤先生

n 学生   陈银铃      欧觉心      申孟轩      石了伊      吴雨芳

D 南洋理工学院

n 学生   詹卓嘉

D 义安理工学院

n 学生   陈婉莹

D 南洋理工大学

n 学生   毕人哲      陈禹蒙      李　响      李逸飞      杨子荷      赵东昱

D 新加坡国立大学

n 学生   陈祥龙      贾　博      严　斌      袁　怡       

             曹轶群      姜泽良      施　楷      苏奕达

a  我们感谢海蝶音乐董事经理吴剑峰先生、音乐总监吴剑泓先生，

杨汶宁女士，刘国汉先生和郑先觉先生协助录制在展场里播出的悦耳

校歌。

a  我们感谢茶渊为展场里的圆缘园茶座，每天提供清热、消暑、解毒

的名茶。

a 我们感谢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生为展会做志工。他们是：

严斌、陈雪、高良、董婧、贾博、陈祥龙、王慧娟、毕人哲。

a  我们感谢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以友谊价印刷本特刊

a  我们感谢Aaron Wills & Co. Private Limited为展场做策划布置工作

a  我们感谢下列好朋友协助我们做联系、设计、排版、英文审稿和书

法题字的工作。

盛耿捷先生     张　伶女士     何　华先生     黄政全先生     程安妮女士     

刘素芬女士     潘国治先生     丘珞君先生     孙　晗女士     Ms Juliet Lee   

刘馨薇女士     鄞骏升先生      张有烁先生 

a  最后，我要感谢下列华校校友会联合会的同仁。没有大家同心协力

的推动，根本就没有这次展览会。

潘星华女士     李秉萱先生     骆锦地先生     苏奕达先生     施　楷先生 

杨桂莲女士     杨承融先生     罗美荔女士     林俊玉女士     陈其新先生 

郑来发先生     李丽玲女士     曾渊澄先生     梁英芳女士     吴兆开先生

a  挂一漏万。我们也许还漏了很多关心我们并为展会出过力的朋友，

以及在展会期间帮忙的朋友。在此一并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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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话

我们的感念

2
008年，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在华侨中学举办了新马24所华校校史

展，轰动一时。一晃五六年过去了，今年7月13日至20日，我们

继续在华侨中学举办2014年华校校史展。这次的主题是：“消失

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同时举办两场座谈会，一场是回顾已消失

的华校，另一场是转型后的华校展望未来。

筹备工作去年就开始了，当消息发布出去后，不少人对我说：你

们这次设定的主题（即“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会不会敏感

呀？我知道大家的意思，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

看的：过去的历史，已经不可挽回了，关键是我们今天应该坐下来，不

是痛心疾首、不是牢骚满腹，而是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探讨历史长河

的走势。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也没有假如。我们尊重历

史，并以史为鉴，走好下一步。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展览的初衷和用

意。

据统计：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华校生6万7856人，占

学生总人数11万7286人的57.9%，比英校3万9508人的33.7%多很多。

那是华校巅峰时期，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数

字，确实颇有触动。我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华校由繁荣到消失或合并的

过程，我是见证人。对于这个大势所趋，我们无可奈何、无力回天。历

史的发展，总是有得有失，“小我”在“大我”面前，只有让步。

这些已消失的华校，是国家永远的资产，它们在过去100年为新加

坡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创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昌盛。即便这些学校

已从新加坡的教育景观消失，他们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我们不能遗忘

的。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大家详细了解那段历史，也借此机

会感念已消失华校对新加坡所作的贡献。它不仅是一首挽歌，更是一首 

颂歌。

“消失的华校校史展”在“抢救文物”和“抢救历史”两方面的工

作，得到各界的热烈响应。抢救文物方面，收集了超过1000份珍贵文

物，其中包括已消失华校的照片、毕业证书、奖状、成绩册、特刊、校

徽等等。

抢救历史方面，我们的收获更加丰富。筹委会动员了50多名国

大、南大的学生及中学生，一起采访了母校已经消失的众多社会名人，

包括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人、教师等。这些“口述历史”为我们

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我们选择了部分照片，配合访谈文字，图文并茂出版成书，以资纪

念。

如今的新加坡，在教育方面，有令人钦佩的成果，无论是大学排

名，还是中学生的PISA成绩都可喜可贺，但有一点必须注意：我们的教

育体系对东方的传统价值观和品德操行重视程度不够，对历史的认识也

不够深入。这令我想到当年的华校，他们有着优良的传统：刻苦勤奋、

尊师重教、有礼貌、守纪律、负责任。这个传统不能消失，需要一代一

代传承。

明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我相信，各行各业都将举行回顾和庆

祝活动。我们在此提前向曾经为我国教育事业立下功劳的前辈们道一

声：谢谢！

 潘国驹

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 

筹委会主席 

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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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的话

华校校史：
珍贵的回忆、坚韧的精神

 沈   颖

新
加坡从开埠以来，便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

会。我们的先辈为了生活，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小岛。除了

解决温饱问题，先辈们也极力渴望通过教育，更好地培育

下一代。因此，早在国家独立、设立国家教育体系之前，新加坡的各

个社群已纷纷自动自发、筹集资源、设立学校，为下一代的教育辛勤 

耕耘。 

许多传统华校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传统华校普遍重视人才

的培育，也致力于道德价值的传承。华校的文化特色，为新加坡早年多

元化教育体系增添风采，在我国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为我国

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资产。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教育体系也经历了迅速的整合与发展。虽然

有不少的传统华校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们对于新加坡教育的贡献仍然

值得我们肯定和怀念。

明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社会各界正在踊跃筹备各项纪念活

动，通过“新忆工程（Singapore Memory Project）”等项目将先辈的

经历、智慧、记忆进行记录和整理，让国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建国之路

的点点滴滴。

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这次举办“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

校”展览会，恰逢其时。主办者动员了50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访问了55

位当年的华校生。听他们谈当日怎样在亚答叶顶的木板屋课室里，为了

躲避从屋顶滴下的雨水，不断移动座位，和风雨搏斗；怎样在只有一板

之隔的课室里，同时听两位老师讲课；怎样坐在藏满臭虫的长板凳上，

在被咬得奇痒难耐的情况下求学。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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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览会，相信可以让许多来自华校的长辈们重温求学时代的

珍贵记忆，也相信可以让前来观赏展览的年轻一代对先辈们对教育的付

出和执着有更深刻的体验。

在此，谨祝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举办“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

的华校”展览会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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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

明
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在这时候举

办“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通过陈列已消失华

校的文物和史实，邀请大家一起回顾那段历史，从而珍惜那

段历史值得后人借鉴之处，温故而知新，为迎战明天做好准备，是意义

深长的。

1965年建国，那年新加坡人均收入仅美元516元；2013年，新加

坡的人均收入是美元6万4584元，增加了超过125倍，在世界名列前

茅。新加坡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走进第一世界，从贫困落

后走向繁荣昌盛，期间，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学校分成四种不同语文源流：华

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其中华文学校人数最多。当时，新

加坡大部分的华族子女都进华校，接受华文教育，受华人价值观的熏

陶。他们在那个物资匮乏、艰难岁月中勤勤恳恳、不畏艰辛，为“新加

坡站立起来”，发挥了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坚韧不拔精神，是建国队

伍的忠坚分子。

为了丰富“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展览会的内容，我

们进行了大量口述历史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对超过半世纪前新加坡的教

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根据退休教师曾渊澄先生的研究，经过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新加

坡天日重见，华校迎接曙光，为了接受战时失学，战后待进学校的华人

子弟，除了战前开办的端蒙、养正、爱同、华中、中正等中小学，纷纷

复课；会馆、庙宇、社团等热心人士也出钱出力，广办学校。就连“快

潘星华

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 

筹委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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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世界”的舞女，也兴办“快乐义校”，热心教育贫寒子弟。一时，城

市乡村，华校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退休新闻工作者区如柏女士表示，牛车水是新加坡最早开发的市

区，也是贫民区，1829年就有广东人开设私塾。日据时期，家长不愿孩

子到学校学日文，宁愿送到私塾学习华文。她说，当时“牛车水几乎每

条街都有私塾”。正式的学校，牛车水在1905年就有广东人创办的养正

学堂，战后更是广帮社团学校的集中地，有数十所之多。

战后，华校涌现，无论市区或乡间，课室在店屋、仓库、戏台、树

下，都听到学生琅琅读书声。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华校生

6万7856人，占学生总人数11万7286人的57.9%，比英校3万9508人的

33.7%多很多。那是华校巅峰时期。

这些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华校，尽量录取上门来的每个华人子弟。

无论超龄多少，都准许入学。我们可以这么说，1965年为新加坡独立

打拼的那一代建国英雄，是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队伍。他们也许没有技

术，甚至识字不多，但在学校教师的严格指导或在家里父母以身作则，

耳濡目染下，具备了一套勤奋认真、肯负责任、敢于坚持、不轻言败，

忠君爱国，孝顺父母，对人有情有义，对事有条有理的华族传统美德。

他们在国家有难时，都二话不说，全力以赴。

兴亚学校校友洪南宽先生受访时对我们说：“那时的华校教育奠

定了新加坡后来成功的基础。以前华校生也许不是出类拔萃，却尽职尽

责，默默地为社会付出心血，促进国家的发展。现在新加坡许多成功人

士身后，都有作为华校生的父母与长辈的督促，华校生可说是新加坡

的‘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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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兴盛时期

1. 公众设立华校，不少是因陋就简

然而，尽管是巅峰期，这些都由民办，是“公立”——由公众设立

的华校，都是因陋就简。

何振玉女士曾主掌的公立励德学校，是1947年由材启村商人向村

民发动募款兴办的。开始只筹到能建三间课室的钱，励德学校就办起来

了，第一批学生60人。1950年，董事再次发动筹款，邀请陈赛凤戏班

演出，筹到的钱，又建了五间课室。

这种“办学”情况，当时很普遍。

新加坡的华校，就在一群有热情却没有教育专业知识人士的支持

下，因陋就简地搭建起来。幸好教育的素质不一定跟设备的先进挂钩，

有时候学校的条件越艰巨，学生的情绪益发高涨，益发如饥似渴地学

习。

端蒙学校校友姚映通先生就说：“华校最注重的是品德教育，那

时的华校主要由会馆创办，兴学不易，这更加令华校子弟萌生了勤奋向

上，以后要出人头地的心志。即使生活如何贫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

艰苦学习、勤恳待人的意志力。正因为他们这种难得可贵的处事态度，

才造就了今天新加坡的繁荣与昌盛。”

公立化蒙学校校友陈修坤先生就为我们仔细描述了他的学校：

“记得学校的课室就在神庙的两侧，亚答叶屋顶的木板屋，最怕刮

风下雨。刮大风时，屋顶被风吹得上下起伏，年幼的我们，很怕屋顶塌

下来；下大雨时则雨水从屋顶滴下，我们要不断移动座位避雨。虽然麻

烦，却觉得有趣；如果风雨大作，雨水从屋檐吹进课室，我们也几乎变

成了落汤鸡，虽然满身不舒服，但也觉得好玩。

“课室的桌子是长形的，两个学生共用。所谓椅子，其实是一条

摇摇摆摆的长板凳，有的藏满臭虫，我们常常被咬到奇痒难耐。由于课

室之间只是一板之隔，可以清楚地听见隔壁课室的一言一语，有时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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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睛盯着老师讲课，耳朵却听着隔壁的老师讲故事，心不在焉。或者

两间课室同时朗读课文，声浪此起彼落，成了朗读二重奏，实在妙不可

言。

“在那个时代，课室里当然没有电灯和电风扇，如果是乌云满天的

天气，课室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每逢艳阳高照时，学生

们个个满头大汗，老师也汗如雨下，苦不堪言。与今日设备齐全，明亮

清洁的课室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农民公学校友王永炳老师说：“学校是把日本宪兵部队留下的仓

库，因陋就简地办起来的。它坐落在漫山遍野橡树椰林中，四周都是鸟

语花香的农舍，鸡犬之声相闻，所见是一片纯朴的农村景象，环境好

不清幽。林中荡漾着琅琅的读书声，不禁使人想起那与世隔绝的世外

桃源。有时，我们把桌椅搬到橡胶树下上课，听老师讲解，听鸟鸣，偶

然吹来一阵大风，树叶橡子纷纷落下，打在桌上、身上，有些在脚下爆

裂，辟剥连声，但是学生见怪不怪，安之若素，不会起哄胡闹。理由之

一是校长非常威严认真，学生无不敬畏，而且家长完全站在学校这边。

“当时，华校没有政府辅助金津贴，全靠热心小商人与乡民出钱出

力维持，凡事节俭，学校杂物事，都得由老师与学生分担。譬如在校园

里捡枯叶、扫地、洗厕所、处理课室卫生，都是学生的工作，大家都做

得理所当然。”

课室不够用，乡间的戏台当然要物尽其用。与庙宇共用操场的化

蒙学校，每逢神庙演酬神戏的那几天，学校必须放假。陈修坤先生说： 

“因为要演戏，戏台不能上课，操场都让村民从家里搬来大大小小的板

凳占据了，必须停课。除了正规的学校假期，每年阴历正月元宵节三

天、七月中元节三天、十月十五日神诞三天，学校都额外停课，那是大

家最开心的日子。”

校舍简陋，学生却如潮涌至，学校虽分上午班、下午班与夜学，将

一所学校化为三所，也收不完学生。

战时没读书的学生要入学，战后适龄的儿童又纷纷追了上来，以致

大家挤在一起。王永炳老师就读的农民公学一年级学生从8岁到18岁都

有；张勇城先生就读的公立启志学校，小一学生从5岁到15岁；吴锦俊

先生是10岁上学，15岁毕业。他说自己绝非超龄生，因为就读的民众学

校有22岁的人还在读小二。

超龄生处处，是个让人啧啧称奇的时代。华校的宽容，照顾了很多

被政府学校拒收的学生。

星洲幼稚园附小的校友周全生先生，原本在战前，父亲已替他报进

珍珠山小学，因为战争，学校停课。战后他们家从吉里汶岛避难回来，

想再回珍珠山小学复学，却遭校方以超龄为借口拒收。他父亲一怒之

下，就让他们兄弟姐妹到民众义务小学去上课。半年后，他才转到星洲

幼稚园附属小学读五年级。

1950年的华校生占学生总人数57.9%比英校生33.7%，人数多很

多。那是华校巅峰时期。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于1979年3月10日回复《吴庆瑞报告书》委员

会的信上说：“今天有许多人不知道在1955年时，华文学校是不受政

府控制的。他们的存在完全靠自己，他们有自己的课程大纲、教师和校

长，学校董事会是创办学校的省乡宗族团体的领袖，各校颁发各自的毕

业证书。”

2. 华校有优秀师资

即便华校的校舍简陋，薪金微薄，却为四五十年代逃难到新加坡来

的中国优秀师资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避难所。这个特殊形势，为当时

的华校生制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绝无仅有的上等学习环境。

华侨中学当时有刘抗先生、陈人浩先生、陈宗瑞先生、钟泗滨先生

等美术大师云集，就连中国知名作家老舍先生早年从英国大学回中国途

中，在新加坡逗留的五个月期间，也受聘到华中给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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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学校校友刘太格先生说，那个时候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从中

国来的劳工，一穷二白，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孩子在家里，无法给他们

适当的家庭教育。幸好就在此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逃难到

新加坡。为了谋生，他们“屈就”到中小学当教师，让那个时代的华校

生，深受其益，也弥补了当时家庭教育的不足。

他说：“我的父亲刘抗先生和舅舅陈人浩先生原是上海美术学院的

学生，后来留学法国。留法后回母校当教授，过不久逃难南来，在当时

几所知名中学如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教书。你说中学生在接受了这些美

术大师的指导，会有什么样的水平？

“以我当时在中正中学接受的教育来说，就收获很大。有一位教英

文很好的周辨明老师，是伦敦大学的语言教授。我的标准英语发音，是

他教的。我的英文写得流畅，则是刘强博士教的。刘强博士是美国留学

生，是我舅舅陈人浩先生的岳父。我能有今天，原因其一是因为我有着

良好的家庭教育，其二是因为当时的华校有着非常强大的师资，让我自

小就接受高水平的、有思维深度的教育。”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校友庄日昆先生感激老校长林则杨先生。他

说：“林校长终身未娶，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使得南洋工商补习学校

有着独特的教育特色。首先，林校长具有先进教育思维，以流动课堂的

方式，来解决课室不够用的窘状。他让学生离开课室去不同的地方上音

乐课、美术课、劳作课。这样既能把一些教室腾出来上课，又能让学生

经常走动，不容易打瞌睡。这个模式是今天先进学府也尝试推行的。还

有，劳作课上老师带领学生在校园种植番薯、粮食，等“作业”成熟

后，让学生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带回家。这也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先进

概念。当年工商补习学校的教育特色，到今天还是值得教育工作者学习

和借鉴的。”

黄埔中学创校校长林宪杰先生也是一位让黄埔师生永远不能忘怀

的好校长。黄埔中学教师王永炳先生说：“林校长出身中国黄埔军校，

是抗日英雄，曾在前线身负重伤，伤愈后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三处

作战参谋处长。这位出生入死的老校长是个非常优秀军官，掌校的几年

间，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把黄埔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学生不仅严守

纪律，而且尊师重道。”

黄埔中学校友黄定南先生则记得训导主任陈忠明老师严格监考的情

景。

“考试时，陈老师会利用自己的数学专业能力，挑选一个最好的

角落，能看到全班同学的一举一动，然后对我们说：‘我只要在这里一

站，转个头，你们全部的动静看到完，休想作弊。’他是数学老师嘛，

很聪明，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的眼睛。所以我们黄埔学生是从不作弊

的，大家对陈老师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增志学校校友黄训俭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张长灼校长。他从张校长教

的科学课程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动物与植物、温度的测试等科学知识。

他感慨地说，在这所简陋乡村学校所学的科学知识，竟然让他后来在化

学工程领域，派上用场。

他特别感激张校长与老师乐于献身教育的精神。他认为当年要在穷

乡僻壤执教，实在不容易。学生经常交不起学费与杂费，教师必须亲身

前往学生的家庭探访，有时还得自掏腰包，为学生付费。“校长老师们

为造就下一代，宁愿自我牺牲，为教育穷困学生，竭尽所能，是让我永

志不忘的。”

对早期华校的优质教师，李光耀先生曾把他们和英校教师比较。他

在给《吴庆瑞报告书》委员会的信上说：

“我对华校教育，一向抱有好感，否则不会把自己三个孩子都送去

华校。我认为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英校是有深谋远虑的考量。殖民

地政府需要的只是书记文员、仓库管理员、教员和少数医生，都是非政

治性的助手，他们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充当下级职员。可以这么说，早

期受英文教育的教师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英校教育是削弱了群体

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



主
编
的
话

23

“相反的，华校教师则是1911年打倒满清的辛亥革命产物。新加

坡早期华校教师连同课本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从中国输入。华校教师是

一个被践踏的民族决心摆脱落后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的重要分子。华校课

本讲述各种故事以激起爱国心，恢复自信心，并激发民族自尊，以便能

赶上西方。他们组织的各种团体活动，从合唱团到集体游戏，都为了培

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因为殖民地政府很少照顾他们的福

利，华校教师指导学生为了集体的生存，大家必须互相帮助，并且有共

同效忠的对象。”

黄埔中学校友接受访问时，多位谈到了学校在群育方面对他们的培

养，可说间接回应李先生说华校教师“培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

精神”的感言。

吴学光先生说：“黄埔的校风严谨，测验考试，从来没有人敢作

弊，我自己当然从不作弊，也没有同学作弊的记忆，一个没有学生作弊

的学校是很难想象的。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很严格，考试的时候是死盯

不放的。严谨的校风也让黄埔学生很纯真，很团结，同学相处，没有排

挤，没有弄虚作假，没有勾心斗角。我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演讲比赛，竟

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群人的事情，有很多同学帮忙我准备资

料，当我的陪讲。”

黄奕磊先生说：“在我们黄埔教育里，‘群’育是很重要的。我们

同学都很团结，经常合作，比如数学作业20道题，我们会一人做五道，

这是为了省下更多时间来打球、玩游戏、读课外书。重要的是，我们不

是简单的分工抄袭，而是合作把课题弄懂。尽管平日我们经常这样合

作，但是到考试，是绝对诚实无欺不作弊的。在发扬‘群’育的精神

中，我获益匪浅。直到现在，我们的校友会依然很团结，Facebook上

面有我们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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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56年政府才开始设立华校

殖民地时代，政府只开办英校和马来学校，对华人子弟的教育，

一向任它自生自灭。直到1955年5月福利巴士公司工潮，政府强行关闭

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中正中学分校三校，首席部长马绍尔先生召

开“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研究华文教育，才兴起开办华

校，同时收容被停课学生的念头。

由新加坡政府开办的第一所华校是1956年1月开学的“新加坡政府

华文中学”，即后来订名为“立化政府华文中学”的立化中学。德明政

府华文中学和华义政府中学同年陆续开办。

1959年，新加坡只有四所政府华文小学，学生2508人；四所政府

华文中学，学生4056人。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到1965年，政府华文学

校已有60所，其中28所中学，32所小学。政府华校生人数大增，1965

年人数已达3万5000人，在六年内增加了540%。备受校友追惜的黄埔

中学，于1961年创办，正是新加坡自治政府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政策

中，大兴华校的其中一所。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于1959年5月19日的演讲，力劝受英文教育的

人士，学习华语及马来语。他说：“战前在政府部门大商行里的工作人

员，都是受英文教育人士，但是到战后，这种趋向，已慢慢跟着时潮而

转变，由英文而普遍地形成华、巫、英三种语文并重。”

他提醒受英文教育人士，要面对现实，不要再以英文为独尊的态

度，压制受其他语文教育人士。他强调，新加坡将是一个对各民族一视

同仁的国家，各种族人民享有共同权力，平等待遇；四大源流学校、教

师和学生都能获得平等对待。在殖民地时代，英文教育受到的特殊待

遇，将被废除。

华校面对巨变

然而这个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对待的“共同权力”，到了1965年8月

9日当新加坡被迫独立之时，就发生了让人民无法察觉，却让政府忧心

忡忡，必须面对的“巨变”。

这个“巨变”导致华校没落。就如黄埔中学校友吴学光先生说： 

“在那个大环境、大潮流，有一股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势力，没有办

法阻挡。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学校关门，这让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一种无可

奈何的麻木。”

原因到现在还有很多华校生不能理解。

1. 经济转型须以英文为重

新加坡“老常任秘书”严崇涛先生在他的著作《新加坡发展的经验

与教训》里提到六十年代新加坡200万人口有10%人失业，每年还有2万

5000人到3万人从学校毕业，进入劳动市场。

他说，新加坡首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每天下午1时或6时放学时

刻，驾车经过学校，看到成群结队放学的学生都感到烦心。因为“我们

要怎样给这些孩子在毕业时找工作呢？”

因此，怎样解决失业问题，怎样“活下去”，是新加坡独立后最尖

锐的课题。

1972年4月李光耀先生为新加坡马来教师公会25周年纪念特刊的献

辞写道：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我们对各项政策不得不加以不断的检讨

和修正。当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靠着自己，自谋

生活。对这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迅速工业化，鼓励先进

的工业国家，把它们的工厂、技艺、管理的专长和开拓市场的知识输出

到新加坡来，而不是把制成品输到新加坡再作转口输出。

“我们工业化政策的基本改变，是把工业化与世界输出市场连结，

而不像过去那样与受到保护的马来西亚市场连结，这基本转变就引起多

项演变。其中一顶就是对教育方面的冲击。这意味着教育方面当先着重

的，是在职业和技术的训练，以及加强工程和工商管理。此外这也意味

着英文更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是到这里投资的工业家使用的语文，不

管是美国、日本、德国、瑞士、法国或英国到此投资的工业家，他们都

同用这种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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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吃饭，新加坡人必须重点学英文，从经济方面着眼的需

要。华校生英语不灵光，找工作艰难，让李先生最头痛。

2. 英文不好没有出路

1967年1月，李光耀总理到新加坡大学去讲话时候说：“我们的问

题之一是受过高度训练的华校生没有出路。他们高中三毕业，程度绝对

不输给你们英校的高级学校文凭。但是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他

们到南大去，念中国文学、历史、经济、工商管理或数学，拿到一个学

士。然后又怎么样？教书。到了教师的职位额满，就是革命！这是确实

的情形。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去革命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李先生说是从1959年起，政府为华校优秀生打开

了很多门户。他要求当时的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对优秀的华校生，不论念

医科、理科、工科或法科，都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去。大学开一年大学先

修班，给这些华校生补习一年，“把英文弄得像样一点”。

他还让政府部门录取南洋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马来亚大学（新加坡

大学前身）的毕业生，提供奖学金给优秀华校生到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和

外国深造，给优秀南大毕业生奖学金到外国读研究院。因为他相信华校

生在智慧上是绝对不输英校生，差的只是英文。

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无奈地说：“华校生普遍英文不强，是谋

生最大问题。不把英文搞好，以后很难适应国家的需求，不容易找到工

作。华校面对的最严酷考验，就是要面对单是念华文，无法在东南亚谋

生的事实。”

当时的华校生英文的确不够好。

星洲幼稚园附小校友周全生先生告诉我们在学校，他“发明”了用

华文注写英文的发音，如mother注写“妈的”，father注写“发的”， 

horse则为“好事”，很搞笑。

公立启志学校的刘馥荣先生说，小学毕业他去中正中学参加考试。

在考场一打开试卷，几个同学你看我，我看你。“因为卷子上的英文认

识我，我却不认识它，这卷子该怎么作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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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校的张勇城先生说：“我们当时是无论怎么用功学英语，也学不

会。我小学毕业，好像连英文字母I和L都还分不清呢！”

黄埔中学校友黄奕磊先生则笑说：“你懂那时候我们华校生，英

文都很弱，说的英语是‘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three four 

come’的水平，很搞笑。”不过他的英文很好，后来是新加坡大学土

木工程系的毕业生。

英文更好的还有。三山学校校友刘太格先生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之

前的先修班读书，就是全班仅有三名拿到英文优良成绩的学生之一。

那年，先修班100多人，有一半是澳洲人，一半是亚洲人。考试结果，

他是全班仅有三名拿到英文优良成绩的学生之一，可见他的英文水平不

赖。他表示，他的英文基础主要是周辨明老师和刘强老师打出来的，他

很幸运能碰到这些好老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学士毕业后，刘

先生到美国耶鲁大学读硕士。后来新南威尔斯大学以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他。

可惜的是，英文水平能像刘先生的华校生不够多，他们普遍要面对

英文不够好的困境。

华校生英文不好和华校很少优秀英文教师有关。如今已拥有博士学

位的王永炳老师就自曝其短，谈到在平民学校教学英文时曾发生的一桩

糗事。

“当时英文教师供不应求，尤其是乡村小学，英文‘水皮’的华文

教师有时得硬着头皮兼教英文，于今而言，简直无法想象。某天，我大

声念英文单句句型，学生跟着大声念。正在全神投入时刻，英文主任符

策林老师出现门边，示意我过去。在门后，他轻声告诉我句型念错了。

原来，英文问句句型是动词在主词前。我难为情地连声道谢，回到班上

重新教过。符老师是学校董事长的儿子，为人温文尔雅，乐于助人。此

后，我经常向他请教英文，受益良多。”

其实当时英校英文教师的水平也不够好。当家长把孩子全部送进英

校时，英校也面对困难。

1979年当《吴庆瑞报告书》决定了今后新加坡的学校将走向英文

第一语文、华文第二语文的统一源流时，吴庆瑞博士同时宣布了向英

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及美国聘请400名英文教师，以及新加坡大

学扩大英文系，英文教师再培训的计划。

他当时说：“太多华文及马来文源流学生转入英文源流，造成了一

个不幸的结果。新加坡学校里大多数教导英文与英国文学的教师，并没

有受过教导这些科目的特别训练。为了应付学生不断增加的压力，教育

部只好先解决量的问题，先提供足够的教师。2588名在中学教英文、英

国文学及理解与写作试卷的教师中，只有261名或大约10%拥有英文大

学普通学位。大多数英文教师没有大学资格。其中，550名非大学毕业

的教师正在英校教中学高年级及大学先修班学生。理想上，教导这些年

级的学生应该有英文或英国文学大学学位。在未来数年内，我们不可能

有足够的本地英文大学毕业生，所以我们要向外国聘请有大学英文系学

位或有丰富英文教学经验的专家到我们的中学执教。”

3. 在东南亚求存

除了吃饭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在战后冷战

高峰期的国际严峻形势底下，新加坡这个在马来人海洋的华人岛，为了

求存，也必须以英文为重点，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李光耀先生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第三章〈南

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写道：“1965年8月9日，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

情，带着200万人民，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建国之路。我的

使命是必须为这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责。不幸，新加坡却有了一

所全讲华语，为团结华人，大力宣扬华族文化的大学。这所大学还把东

南亚各国的华校生集中起来，这所华文大学的存在，正与新加坡的安

全、稳定和人民的生计有了抵触。”

1966年10月，他到南洋大学去为南大建校10周年，政府建赠的图

书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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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对南大生说：“我们都曾在过去10年，把我们对国事的各

自不同主张提到东南亚的现实中，去经受最严酷的考验。10年前的今

天，我相信人们不难看出什么样的主张才能符合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什

么样的主张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你我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和主人，今天在这里，你我都是华族的

后裔，我们都晓得，10年来东南亚许多地区，许多华侨受到了重重的逼

害，许多华裔受到了种种不同的歧视，有些华族人士甚至还面对死亡与

驱逐的威胁，只有新加坡的华裔保持了安全与自尊的地位。

“为什么10年来新加坡的华裔，能够在一个充满狂风暴雨和惊涛

骇浪的海域中仍旧保持安全稳定呢？

“我认为惟一的原因是，我们认识现实，对东南亚的现实曾经做过

一番非常准确的估计，否则今日新加坡的华裔（包括南大）不可能享受

目前的安宁。

“然而，今后我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我相信这是一个你我都非常关怀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既然你我都是华裔（虽然我们之间有受华文教育与受英文教育之分），

我们彼此的命运是无法分开的，如果华裔必须遭受痛苦与危险，你我都

一样难逃劫运。

“让我们冷静的以逻辑来思考，不要再运用过时的旧口号来讨论问

题。”

李先生指出居住在东南亚，要和邻国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环境

打交道，是不能单靠华文。华校生必须面对事实，必须改变自己来适应

环境。

新加坡的华校刚享受没有几年的平等待遇，当国家独立后，自己人

当家作主后，却必须面对华文让位，重点学习英文的际遇，这让他们非

常不解。

李先生说：“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是持久不

息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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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儿女能从小学到大

学，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儿女却必须学习

英文？他们不明白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没有办法

不承认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

会的语言。”

李先生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认为学习语文就为了讨生活，而不

是基于文化理由。到美国，要学英文；到德国得学德文；到俄罗斯学俄

语，情况就是这样。他说：“因此华校在新加坡没落是可以预期的。”

前面提到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生6万7856人,占学生总人数11

万7286人的57.9%，比英校3万9508人的33.7%多很多。那是华校巅峰

时期。这之后就逐年下降。1959年华校生只占全国新生人数45.9%，已

经不过半，到1978年只有11.2%。新加坡已经有接近90%的父母不把孩

子送进华校，这是李光耀先生决定整顿华校的时刻，这个整顿也配合了

无法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同等强度双语的现实，必须对华校的第一语文华

文，英校的第二语文华文，是否仍然需要保持这么高水平，做个了断。

4. 必须降低华文水平

1974年小六会考，7万1049名考生仅4万2152名及格，及格率是

59.3%。有超过40%的学生无法升读中学，这个耗损率太大了，是今天

新加坡人无法想象的（2013年小六离校考试97.5%学生能升读中学），

当年也让李光耀总理震惊。

1975年李先生在解决了国家比较迫切的问题后，到教育部去当了

四个月的教育部长。那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经营了几近20年，为了达到

他的政治理想，一向全力以赴并引以自豪的“双语教育”，其实大大失

败。他请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帮忙。

李先生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说：“1965年国

家独立，就决定以英文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在衡量必须付出太大的政治

代价，我们没有立即在学校推行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政策。”

然而要求学生普遍学好英文，又有那么急迫的需要，于是教育部只

好极端强调第二语文的重要性。要求华校学生要掌握高水平英文，英校

学生的第二语文成绩也要好。1973年起，小六会考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

的分数，甚至都占双重比重，同等重要。这种对英文和华文都要好的高

要求，让学生吃不消，结果两头不到岸。

经过研究，吴庆瑞博士告诉他，新加坡的学生根本掌握不了双语，

必须考虑让他们只学一种语文。“消化不了一碗饭的，先吃半碗。无法

应付两种语文的孩子，只学一种语文。”

吴庆瑞博士后来兼任教育部长。他在《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今后

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

稍有降低的制度。”

1979年国会辩论《吴庆瑞报告书》。《吴庆瑞报告书》提出要提

高学生英文水平，必须降低华文水准，成为第二语文水平。曾经一度是

教育部长的王邦文先生，以劳工部长身份，在国会表达异议。

他说：“随着家长纷纷把子女送到英校，传统的华巫印文学校势将

不再存在。今后的学校将是一种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而其他语文作为第

二语文的学校。虽然任何人对这种趋势都不会觉得惊奇，但对于一些曾

经和华文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来说，传统的华文学校在我国的消失，

就像一粒苦丸一样难以下肚，他们会有一种若有所失和十分遗憾的感

觉。他们甚至会担心，华人的语文和文化，是不是最终也将会随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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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学校的消失而消失掉。这也许是杞人忧天，但这是难以避免的人类

的感情。”

王先生这句“传统的华文学校在我国的消失，就像一粒苦丸一样难

以下肚，他们会有一种若有所失和十分遗憾的感觉。”说到很多华校生

的心里去。

李先生说《吴庆瑞报告书》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分水岭。事实上，

新加坡教育也正是统一源流后，确定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地位，解决

了两种语文轻重的困扰，才开始扬帆起航，在世界教育排名榜上挺进，

并且名列前茅；全国任何家庭的孩子也因此都能接受国家级的教育，德

士司机、卖冰水小贩的孩子，只要努力，都可以出人头地，名列总统奖

学金榜，到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接受顶级教育，回国做人上人。他们绝不

会因为英文不够灵光，没有生路。

1965年5月，李光耀先生未当总理的时候曾说：“我的责任是让人

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

从过去50年新加坡走过磕磕碰碰的路，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验

证这句话。抚今追昔，对华校陆续从新加坡教育景观消失，可以心平气

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

绝大多数的华校是在配合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城市的发展，

在1987年新加坡学校统一源流，全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作为第二语

文之前消失。

九所历史悠久的优秀华校，则在政府“特别辅助”下，1979年转

型成为英文和华文都是第一水平的特选中学，这九校是：华侨中学、南

洋女中、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圣尼各拉女校、公

教中学、圣公会中学、海星中学。2000年南华中学加入，2012年南侨

中学加入，特选中学共增至1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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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和华文都是第一水平的特选小学，自1984年陆续增加，现在

有15所：公教中学附小、海星中学附小、圣尼各拉女校附小、南洋小

学、爱同学校、培群学校、卍慈学校、菩提学校、南华小学、道南学

校、宏文学校、光华学校、培青学校、圣婴小学及培华小学。

这些“被特选”，英文和华文都是第一水平的华校，都是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政府为了保留华校而接受特别辅助计划的华校。

德明政府中学前任校长林乃燕先生于2007年曾对记者说：“当时

政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推出特别辅助计划，否则让华校自生自灭，

最后再也招不到学生。传统华校是在穷途末路，接受了政府的特别辅

助，才得以生存下去，这在当时是不能不走的路。”没有被选的华校，

大部分消失，小部分则转成英校，如华义中学、养正学校。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解释

要特别辅助华校的用意说：“我的孩子在华校读书，侄儿外甥在英校读

书，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堂表兄弟姐妹的特质，这加强

了我对华校和英校差异的认识。我担心新加坡学校完全转向英校后，我

们的教育系统会失去华校的特质，例如丧失了有礼貌、守纪律、负责任

等优良品质。我担心如果再不保留一些学校来维系华族传统行为准则，

这个价值会流失殆尽。我要我们的年轻人见到师长，会起立敬礼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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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早安’，而不是大声说‘嗨！’。在华校，学生很小就学习打扫厕

所，从很多生活细节塑造优良的品德，这是英校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

保留这些华校优良的传统，并且逐渐把它转移到英校去。”

1992年8月，李光耀先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占新加坡人

口77%的华人，都是在华人家庭里成长，由父母灌输给他们华人的传统

价值观。许多年来，一直到六十年代，大部分的华族子女都进华校，接

受华文教育，受华人价值观的熏陶。这些价值观强调家庭的力量，教导

子女做人必须谦虚、勤劳、节俭、孝顺、效忠和守法。他们的行为对其

他非华族同胞有一定的影响。”

是的，李先生没有错。马来同胞耶亚华先生就是在父亲的指示下，

到华校读书，为的是去了解“华人从中国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衣不蔽

体，却有办法在几年后，拥有自己的事业，如开杂货店、买地建楼，这

可能跟华人的书里面有什么秘诀有关。”

耶亚华先生对我们说：“我当年报读德光岛公立爱华学校的时候，

是身负重任的。我感激父亲，他是一位极不传统的渔夫，所走的路都

跟主流相反。例如，送我进当时已经没落的华校。我的亲戚都进英校，

他们走起路来抬头挺胸，不可一世。我这个在华校读书的人，则低头不

语。我告诉自己，我到华校是去学文化价值，不是去做共产党，不是去

学做左派。到最后，德光岛的同学能进大学的，仅我一人。我进南大

时，还成了新闻人物。英文报、华文报都来访问我，报道第一名马来人

进了南洋大学。后来朋友才说父亲当日的决定是明智的。”

结语

此次“消失的华校校史展”，就是要让新加坡的年轻人更能详细了

解那段历史，让他们能珍惜国家这一份永远的资产，并站在前辈的基础

上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薪火相传，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筹备期间，我们进行了“抢救文物”和“抢救历史”的工作，得到

各界的热烈响应。抢救文物方面，我们收集了超过1000份珍贵文物，其

中包括已消失华校的旧照片、毕业证书、奖状、成绩册、特刊、校徽。

抢救历史方面，我们连同超过50名新加坡大学生和中学生，一起采访了

近50位母校已经消失的社会人士，他们在受访中谈及求学时的趣闻轶

事，篇篇精彩。他们回忆当时学习的甜酸苦辣，并分享华校教育怎样教

导他们，以及所承传的中华文化如何造就他们。这份国家永远的资产，

我们希望年轻人从认识开始，到熟悉、珍惜、传送，世代相传。

正如农民公学校友王永炳先生说：“前人英明，要不是及时有了这

所学校（农民公学），方圆十里内又找不到可以求学的场所，肯定会造

成许多文盲，散失许多有用人才，思之令人惊心。我和同学们都庆幸在

启蒙时期便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这使我们成长后即使在人生

旅途上遭遇各种各样的难关，也不会轻言放弃，也不会怨天尤人地口出

粗言，丢人现眼。”

又如三山学校校友刘太格先生说：“能在那个时代当华校生是幸

运的。因为无论小学生或中学生，不少老师都是来自中国知名大学的毕

业生，有些甚至是大学教授，有博士学历。他们德才兼备，传承历史文

化，这让那个年代的华校生受益匪浅，华校教育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无

可置疑的。”

我们这本内容丰盛的特刊，通过超过50位母校已消失校友的口

述，重现了过去70年华校的面貌，我们冀望除了勾起更多美好回忆，还

能表达对已消失华校贡献国家的感念之情，也希望借此机会让年轻一代

感受父祖辈的求学乐趣，体会华校教育的秘辛与欢乐，为传承优秀的中

华文化贡献一分绵力。

已消失的华校，虽然不再存在，他们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昨天、今

天和明天，依然在为国家贡献力量。他们为国家的建立奠定繁荣昌盛的

基石，是国家永垂不朽的资产，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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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Soh Yi Da 

Editor’s Foreword
Chinese Schools: A Lasting Legacy

By Poon Sing Wah                                     

As we celebrate Singapore’s 50th year of Independence next 
year,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s 
has decided to organise a Heritage Exhibition titled “Chinese 

Schools: A Lasting Legacy”. By putting together the artifacts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Chinese Schools which has faded into history, 
the Federation hopes to invite 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reminisce 
our collective memory of our Chinese Schools. Through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our collective past, this meaningful Exhibition hopes 
to better prepare Singaporeans for the future. 

In the year when Singapore attained independence in 1965, the 
country’s per capita income was merely US$516. In 2013, that figure 
had multiplied more than 125 times to US$64,584 and Singapore enjoys 
one of the highest per capita income in the world. Within a short span of 
one generation, Singapore has transformed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Education was the primary game changer in this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to our present prosperity.

Before Singapore attained self-government in 1959, the education 
system comprised Chinese, English, Malay and Tamil Schools. Amongst 
them, Chinese schools were the largest in number. As the majority of the 
youth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d their education in these Chinese 
schools, they were well-inculc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In 
those difficult years, our pioneers who studied in Chinese Schools had 
exemplified unwavering fortitude and an indomitable pioneering spirit 
as they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

In preparing for the Heritage Exhibition,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had 
spent great efforts to piece togethe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s 

through oral interviews, artifact collection drives and in-depth research. 
Through this Heritage Exhibition, our Organising Committee hopes that 
the public would be enriched with a clearer idea of Singapore’s education 
history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According to retired teacher Mr Chan Yen Teng’s research, after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re was a 
proliferation and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Schools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Singapore. Apart from pre-War schools such as Tuan 
Mong, Yeung Ching, Ai Tong, Chinese High and Chung Cheng which 
resumed their classes,  the Clan Associations, temples, community 
groups and philanthropists also founded many new Chinese Schools to 
make up for the disruption in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Many of the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on wayang stages, in 
shophouses, in vacated warehouses and even the outdoors across the 
island. Furthermore, even the cabaret girls at “Happy World” contributed 
to the setting up of Happy Free School in Lorong 14 Geylang to provide 
children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within the vicinity with the valuabl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In an interview, retired journalist Mdm Au Yue Pak opined that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had already started operating a "sishu" (old-
style private school) in 1829 in Chinatown – one of Singapore’s early 
developed urban areas. Mdm Au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arents were reluctan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to learn Japanese. Instead, the parents rather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ishu  to learn Mandarin. Mdm Au further added that during that time, 
almost every street in Chinatown had a sishu. Besides sishu, 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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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became home to Yeung Ching School set up by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1905. After the War, Chinatown further evolved as the 
centre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et up by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with more than ten schools in the locality.

In 1950, Singapore had a total of 349 Chinese Schools with a total 
enrolment of 67,856 students. This was the time when Chinese Schools 
were at their peak, as their students accounted for 57.9% of the total 
enrolment. That figure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39,508 students 
enrolled in English Schools which comprised only 33.7% of the total 
enrollment.

Across the island, the approach of the Chinese Schools was to welcome 
as many students as they could accommodat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were over-age. This generation of nation-building pioneers back in 
1965 could be said to have gone through a precious education. Although 
they might not exactly be highly-skilled and literate, but under the strict 
guidance of their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se students grew up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virtues of hard work, responsibility, 
resilience, loyalty, patriotism and filial piety. When the country wa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and in need, this generation of pioneers 
would always readily be there to do their part.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Heng A School alumnus Mr Ang Lum Khuang, 
he shared that,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ingapore’s future success. The graduates from Chinese Schools 
might not be the most exemplary academically, but they were certainly 
steadfast, responsible and dutiful, quietly contributing to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 In fact, many successful Singaporeans today have also 
been brought up by parents and elders who were formerly students from 
Chinese Schools. Hence, the students who graduated from Chinese 
Schools could be described as Singapore’s ‘Founding Fathers’.”

A Glimpse into Chinese Schools At Their Peak

1.Community Efforts to Set Up Chinese Schools Started from Humble 
Beginnings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began from humble roots under the 
stewardship and support of a group of passionate yet uneducated 
individuals. Fortunately, the overall quality of education did not 
necessarily commensurate with the quality of facilities. Instead, the 
more challenging the schools’ physical conditions were, the more the 
students were inspired and conscientious in their pursuit of knowledge.

For example, Lee Teck Public School led by principal Mdm Ho Chin 
Geok was established by businessman Mr Lin Qi Chun who galvanised 
the villagers in a community effort to raise funds to support education. 

At the start, they could only raise sufficient donations to build three 
classrooms. Hence, Lee Teck Public School began with humble roots 
and commenced classes with 60 students. 

In 1950, the school’s Board of Directors once again mooted a fundraising 
drive, inviting the Heng Sai Hong troupe to perform. The money raised at 
the fundraising performance contributed to building five more classrooms 
and the school expanded. This phenomenon of ground-up initiatives 
by the community in support of education was commonplace back at 
that time. 

Tuan Mong School’s alumnus, Mr Yeo Yang Thong opined, “The Chinese 
Schools placed the greatest emphasis on moral and values education. 
During the early days, Chinese Schools were primarily founded by Clan 
Associations. The challenging process of setting up these schools 
spurred the students from Chinese Schools on with greater diligence 
and imbued in them a greater hunger to desire for future success. Even 
though life was tough, nothing could stop the students from their studious 
pursuit of knowledge with their tough resilience in facing hardship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ir fortitude in life that had shaped Singapore’s 
current prosperity and success.”

Wah Mong Chinese School’s alumnus Mr Tan Tew Hoon also gave 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his school.  According to Mr Tan, “I recalled that 
the school’s classroom was at both sides of the temple with an attap 
housing with wooden roof. Our greatest fears were the howling winds 
and rain. When the winds blew, the rooftop would be blown up and down. 
Still young, we were extremely afraid that the roof would collapse on us. 
When it rained, the raindrops would drip from the roof and we had to 
consistently shift our seats to avoid the rain. Although it was troublesome, 
we found it fun. During occasions of heavy rain, rainwater would be blown 
into the classroom and we would be completely drenched. Although we 
might feel uncomfortable, we still found it very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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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Tan added, “The long tables in the classrooms were shared by two 
students each. The so-called ‘chairs’ were actually shaky bench stools. 
Some were infested with bugs and we were often bitten and found 
scratching ourselves. As the classrooms were only separated by wooden 
walls, we could clearly hear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the neighbouring 
classrooms. Sometimes, we might appear to be paying attention to our 
teacher’s lesson but in fact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reciting a 
story in the next class. In other instances, two classes would be reciting 
the assigned text. The reverberating voices made our recitation beyond 
comprehension.

During those early days, undoubtedly, the classrooms were neither 
equipped with lights nor electric fans. During cloudy days, the classroom 
would be almost pitch dark and the writings on the blackboard would not 
be legible. During sunny day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would have 
to endure the heat and often they find themselves perspiring profusely. 
These conditions were certainly far from comparable to the sparkling 
clean classrooms with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today.

Nong Min Public School’s alumnus Mr Ong Yong Peng said, “The school 
used the site of the old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warehouse. Situated 
around the rubber and coconut plantations, the school was set in a 
tranquil and peaceful village environment. The voices of students’ textual 
recitations would remind one of a secluded paradise. Sometimes, we 
would shift our tables and chairs under the rubber trees to have our 
lessons. As we listened to our teachers’ explanations, we would hear 
the birds chirping, the occasional howling winds, and the shuffling of 
the rubber tree leaves falling, landing on the table and our bodies. But 
the students were not surprised and did not create any commotion. 
This was because the school’s principal was a strict disciplinarian well 
respected by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who were fully supportive of the 
school’s administration.”

Mr Ong added, “During that time, the Chinese Schools did not enjoy  the 
government’s funding or subsidies. They purely survived on the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by passionate and good-hearted businessmen and villages 
who donated generously to support the school. The schools were also 
thrifty in their spending and the duty to maintain the schools’ facilities 
was shared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example, picking up the 
fallen leaves, sweeping the floors, washing the toilets, and maintaining 
the classrooms’ cleanliness were all duties undertaken by the students 
ourselves.”

When there were insufficient classrooms, the village’s raised platform 
stage for theatre performances was also used for lessons. Sharing the 
compound within the temple, Wah Mong Chinese  School would have 
to declare school holidays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temple had shows 
going on. Mr Tan Tew Hoon said, “Because of the shows, the stage 
could not be used for lessons. The compound square would also be 
utilized by for temple ceremonies, hence lessons had to be stopped. 
Apart from the stipulated holidays, everyone would also be delighted at 
the additional school holidays during occasions such as the first three 
days of the Lunar New Year and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Because of the lack of facilities in the school, the students had to not just 
split into morning and afternoon sessions, but night session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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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after the school started operating three sessions, the enrolment 
was still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huge demand by students.

Those who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of the War 
as well as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ost-war baby boom had to compete 
for opportunities to go to school. The Nong Min Public School attended 
by former teacher Mr Ong Yong Peng had pupils between ages 8 and 
18 attending Primary One. The Kai Chi Public School attended by Mr 
Teo Yong Suah had pupils between ages 5 and 15 attending Primary 
One. Mr Goh Kim Chun was 10 when he began primary school and only 
completed when he was 15. Mr Goh claimed he was not an over-aged 
student because at Min Chong School where he studied, there was even 
a 22 year-old studying in Primary Two.

The amazing  phenomenon of accommodating so many over-
aged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underscored the generosity and 
graciousness of Chinese Schools in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 denied by the Government. 

In an interview, Singapore Chinese Kindergarten (Primary Section)’s 
alumnus Mr Chew Chuan Seng shared that his father originally applied 
for him to enter Pearl’s Hill Primary School but the school had to stop 
classes because of the war. After the war, their family returned from 
Karimun Island, Indonesia and they hoped for him to re-enter Pearl’s 
Hill Primary School to resume studies. However, Mr Chew was rejected 
by the school as the administration cited his age as a reason. Under his 
father’s impulse, both Mr Chew and his siblings were enrolled in Min 
Chong Public School. Half a year later, Mr Chew then transferred again 
to Singapore Chinese Kindergarten (Primary Section) to study Primary 5. 

In the 1950s,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comprised 57.0% of the 
total enrollment outnumbering the students in English Schools which 
comprised 33.7% significantly. That was considered the prime era of 
Chinese Schools.

The humble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Schools were best epitomised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s response to the Goh Keng S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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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10 March 1979. In Mr Lee’s response, he noted, “Today, many 
people did not know that in 1955, the Chinese Schools were not under the 
government’s jurisdiction. Their existence and survival purely depended 
on themselves. They had their own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who founded the schools typically comprised 
clan leaders. Each school also awarded its own graduation certificates.”

2. Being Taught by Excellent & Inspiring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Although school facilities were modest and remuneration was low for 
Chinese teachers who fled to Singapore during the 1940s and 1950s 
to escape the challenging conditions in China, these schools were 
considered a reasonable place of refuge to settle dow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had the fortune 
to pursue learning in an environment under the tutelage of superior 
teachers.

The famous artists who taught in the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included 
Mr Liu Kang, Mr Chen Jen Hao, Mr Chen Chong Swee and Mr Cheong 
Soo Pieng. In addition, even the famous Chinese writer Mr Lao She 
had a teaching stint in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for five months when 
he stopped over in Singapore on his way back to China after spending 
time in a British university. 

In an interview, San Shan School alumnus Mr Liu Thai-Ker shared 
that back then most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ere the poor and 
uneducated labourers who came from China to make a living. They 
were unable to afford and to provide their children with an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  Fortunately, at that time,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fled to Singapore.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they 
resorted to bec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ence,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the wise 
teachings and tutelage of great academics. 

He said, "My father, Mr Liu Kang and uncle Mr Chen Jen Hao were 
both students of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who also went on to 
study in France. Upon graduation, they returned to their alma mater as 
professors. After some time they fled to Singapore and taught in several 
prominent secondary schools such as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Could you imagine the standards of the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tutelage of such 
great master artists?”

Mr Liu added, "I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my schooling days at the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I recalled having a fantastic English teacher 
Mr Chiu Bien-Ming who was a professo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My accurate English pronunciation was taught by him. In addition, the 

coherence and clarity in my English writing was due to the guidance of 
Dr Liu Chiang. Dr Liu had studied abroad in America and was the father-
in-law of my uncle Mr Chen Jen Hao. I owed my success today to my 
nurturing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 excellent guidance and tutelage 
of the wise teacher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which were all factors that 
collectively sharpened my intellectual cultivation since young. ”

Mr. Ch'ng Jit Koon, an alumnus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ntinuation School had veteran principal, Mr. Lin Zeyang to thank. 
Mr Ch’ng opined, “Principal Lin devoted and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education and he helped to shape the unique learning culture at the 
Chinese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ntinuation School.  Principal Lin 
had excellent foresight in education by adopting the roving classroom 
model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shortage of classrooms. He enabled 
students to leave the classrooms to different places to have their music, 
art and crafts lessons. This way, students were able to stay energized 
instead of falling asleep in the classrooms.”

This model persists even till now and is still being used by moder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day. Furthermore, during gardening classes, 
the teachers got the students to plant sweet potatoes and other fruits in 
the school garden, allowing the students to bring home their fruits once 
they were ripe. Such a learning process ingrained in the students the 
key message of “you reap what you sow”. These unique features and 
education approaches implemented at Chinese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ntinuation School would certainly remain relevant and worthy of the 
consideration by today’s educators.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founding principal Mr. Ling 
Hiong Kiat was also an unforgettable and admirable principal amongst 
the Whampoa alumni. One of the school teachers, Mr Ong Yong Peng 
said, "Principal Ling graduated from China’s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and had been an anti-Japanese army hero. Principal Ling had been 
seriously wounded at the frontline: after recovering from the injury, 
he was promoted up the ranks in the military hierarchy. Not only was 
Principal Ling a proficient military leader, he was also an impressive 
school leader. During the years when Principal Ling was at the helm,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was reputable for their values-
driven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d studentry.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alumnus, Mr Ng Tiah Nam fondly 
remembered his Discipline Master Mr Tan Tong Meng’s professionalism 
and strict demeanour especially during invigilation at exams. Mr 
Ng recounted, “During the exam, Mr Tan would use his expertise in 
mathematical geometry to pick the position with the best viewing angle 
in the class so that he could effectively monitor every movement by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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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Mr Tan would then announce to the class saying, “By standing 
here and turning my head, I am able to look at your every moment, 
do not ever think of cheating!' In front of such a brilliant mathematics 
teacher, no one could escape from his sharp eyes. Hence, we students 
at Whampoa would never dare attempt to cheat. Our respect for Mr Tan 
was also unparalleled.”

Cheng Chi School Principal Zhang Chang Zhuo left the deepest 
impression on alumnus Mr Lucas Ng. Mr Ng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the science classes by Principal Zhang, which taught him important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widened his horizon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He was most thankful for the fact that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aught at his humble village school would eventually be useful and 
relevant when he joined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Mr Lucas Ng was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Principal Zhang 
and his teachers’ selfless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He believed that 
teaching in the early years in those humble settings was pretty 
challenging. Students often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for school fee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fees. Teachers had to personally go on visits to the 
students’ homes to assess the students’ needs. Sometimes, the teachers 
even took money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in order to pay for students 
who truly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for school. Mr Ng remarked, “Both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spirit of selfless 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would 
remain deeply etched in my mind!”

In Mr Lee Kuan Yew’s response to the Committee who had put up the 
Goh Keng Swee Report, he reportedly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and those in English Schools. Mr Lee 
commented, “I have always had a good impres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or else I would not have sent my three children to study in Chinese 
Schools. Looking back at the colonial era, I would think that the setting 
up of English Schools by the British was certainly a decision with deep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quired educated 
clerks, managers, teachers and doctors. These jobs and roles were non-
political in nature. It was also obvious that the teachers in English Schools 
were purposely depoliticised. As a matter of fact, education in English 
Schools deliberately omitted the inculcation of political awareness, sense 
of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need for self-determination.”

Mr Lee added, “On the contrary, the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were 
the ‘products’ of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in Singapore, 
the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as well as textbooks both originated from 
China. Teacher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were important changemakers 
spearheading the movement to steer China out of backwardness. The 
textbooks used in the Chinese Schools told of narratives that focused 

on arousing patriotism, restoring confidence and national pride as well 
as catching up with the West. The teachers organised various group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choral singing practices to teambuilding games in 
order to build teamwork and camaraderie amongst the students. As the 
Colonial Governor often neglected the welfar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the 
teacher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also taught the students the need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order to stri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interviews with several alumni of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many of them spoke in common about the school’s emphasis 
on nurturing a communitarian ethos and the teachers’ focus on 
inculca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pride.

Mr Wu Hsioh Kwang recounted,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had a very disciplined school culture. No one would ever cheat during 
tests or examinations. I had never cheated before, neither do I have any 
recollections of my peers cheating. It would really be hard to imagine a 
school with anyone attempting to cheat. The strict and disciplined culture 
in the school also left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very pure, genuine and 
united. They would not engage in politicking. When I represented the 
school to compete in speech competitions, it was not my individual affair, 
but something that involved my peers around me. They had helped me 
with my research and rehearsals.”

Mr David Wong further recollected, "During our schooling days in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the educational emphasis on 
‘community’ was very important. As students, we were all very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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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operative. For example, if we had 20 mathematical questions for 
homework, each of us would solve five questions so that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play ball games and read books beyond the curriculum. 
More importantly for us, it was not simply to divide the work to have an 
easier time, but it was about cooperating togeth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esson material. Notwithstanding our daily cooperative spirit, when it 
came to examinations, there would absolutely be no cases of cheating. I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this educational emphasis on ‘community’ 
spirit. Even till today, our alumni remain very united and we even have 
a Facebook page to stay connected.”

3. 1956: The Year the Government Started Founding Chinese Schools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e Government only founded and supported 
English and Malay schools. They had always neglected and left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their own accord.  After the 
Hock Lee Bus Riots in 1955, the government forcefully closed down the 
three Chinese schools: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and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Branch). David Marshall, 
the Chief Minister convened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l-Party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 to review Chinese education. Only from then did 
the Government started supporting Chinese schools and change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closing down the school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was the first Chinese 
School to be set up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started classes in 

January 1956. The school was subsequently renamed as River Valley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Both Kallang West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now known as 
Dunman High School) and Hua Yi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now known as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were also subsequently 
founded in the same year. 

In 1959, Singapore had only four Government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with a total enrolment of 2508 pupils and four governm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with a total enrolment of 4056 students. From the 
time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formed the Government right till 1965, 
Chinese Schools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numbered 60 in total. There 
were 28 schools at secondary level and 32 schools at primary level.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increased tremendously. In 1965, the total enrolment reached 35,000. 
Within six years, the number had grown by 540%. The popular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was set up in 1961 at a time during which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reated all four language streams with 
equality.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s address on 19 May 1959, he 
strongly encouraged those who had an English education to also learn 
Chinese  and Malay. He said that before the war, majority of the civil 
servants and employees of large corporations were English-educated. 
However, after the war, this associated pre-eminence of the English-
educated would be gradually diminished as society would place equal 
emphasis on those who had undergone Chinese, Malay and English 
education. 

He reminded English-educated educators to face the changing reality 
and not view the others who were educated in other languages with a 
condescending attitude. He emphasised that Singapore would be a 
multi-cultural nation that treats all races with equal respect.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all four language streams would be equally treated. 
The privileges accorded with English education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would disappear with time.

Chinese Schools Facing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equal treatment enjoyed by the four streams ended 
when Singapore gained independence on 9 August 1965. This ‘great 
transformation’ was one that left the Government deeply troubled and 
the citizens greatly puzzled. 

This huge transformation resulted in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Chinese 
Schools. As Mr Wu Hsioh Kwang, alumnus of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aptly commented, “Under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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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arger social forces, the strong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ducation landscape could not be overcome. One 
could only stare helplessly at the closure of the schools with a tinge of 
numbness.”

The reas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had continued to befuddle many 
alumni from the Chinese Schools till today.  

1.The Pre-eminent Role of English in Singapor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veteran Permanent Secretary Mr Ngiam Tong Dow’s seminal 
publication - Dynamics of the Singapore Success Story, he highlighted 
that in the 1960s, Singapore had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10% in a 
population of two million people. Every year, there would be between 
25,000 to 30,000 school leavers entering the workforce.”

Mr Ngiam recounted that every time Singapore’s first Finance Minister 
Dr Goh Keng Swee drove past the schools during 1pm or 6pm and saw 
the students leaving from school, he would feel a sense of worry and 
concern. In his mind, Dr Goh would be thinking what must be done to 
provide these children with jobs when they graduate?

Hence, the questions on how to resolve unemployment and how best 
could we enable Singaporeans to earn a livelihood were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s at that time.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s 
message in the Singapore Malay Teachers’ Union 25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Magazine in April 1972, Mr Lee wrote, “After 
independence in 1965, we need to constantly review every policy an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at that time was 
how do we survive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y relying on ourselves.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lies in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To do so, we 
need to encourage the industralised countries to set up their factories 
and offices here so that there could a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know-how to Singapore instead of using Singapore as a re-export hub.”

Mr Lee added,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n our industrial policy is to 
connect our industrialization drive with global markets instead of solely 
relying on a protected common market with Malaysia as we hoped for 
in the past. This change henceforth triggered numerous transformations 
on various policy dimensions. Education is one area which had been 
greatly impacted by this change. Education ha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in skills training and preparing citizens for 
employment. This also implies the proliferation in the use of English 
as it serves as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hether the investors or businessmen are from America, Japan,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or United Kingdom,  they all use English 
as a common language.”

To survive and to earn a living, Singaporeans hence had to learn 
English. As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and graduates had a less than 
ideal proficiency and fluenc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y had difficulty 
gaining employment. This problem greatly troubled Mr Lee Kuan Yew.

2. A Bleak Future Without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During a lecture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January 1967, Mr Lee 
Kuan Yew commented, “Our challenge lies in that students who had 
undergone a 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did not have a bright 
future. The standard of the Chinese School graduates who completed 
their Senior Third year were certainly comparable to those who earned 
their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from English Schools. However, the 
graduates from Chinese Schools were unable to find employment and 
did not have a bright future. They could go to Nanyang University to 



主
编
的
话
英
文
版

41

pursue a Bachelor’s degree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Economics, 
Business or Mathematics. However, what would happen thereafter? 
Pursue teaching? Once the vacancies for teaching positions are filled, 
revolution would be next. This is a real challenge on the ground. Let me 
tell you all the reasons why they did not pursue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Mr Lee, one of the reasons was because starting from 1959, 
the Government had opened many doors for outstanding graduates from 
Chinese schools. Mr Lee had requested the Vice Chancellor of the then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to allow outstanding graduates from 
Chinese Schools to pursu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either Medicine, 
Sciences, Engineering or Law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The University even started a preparatory class to help the Chinese 
School graduates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s in English. 

Mr Lee had also instructed the Civil Service to hire more graduates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as compar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the predecessor of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addition, 
scholarships were also provided for outstanding graduates from Chinese 
school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r in 
overseas universities. Talented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were also 
given scholarships and opportunities to pursue post-graduate research 
in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es. These initiatives came because of Mr Lee’s 
firm belief that graduates of Chinese Schools were no less intelligent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ho studied in English schools. He believed that 
their only weakness lies in their command of English. 

Nevertheless, Mr Lee acknowledged, “Students from Chinese Schools 
had a weak command of English, which explained why they had trouble 
making a living. If one did not improve one’s command of English, he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and remain 
unable to find a job. The greatest challenge confronting all Chinese 
Schools lies in the fact that by solely relying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make a living in Southeast Asia.”

In 1979, the Goh Keng Swee Report had made a shift for Singapore 
schools towards a common system where English would be the 
First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 (Chinese) would be the Second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Dr Goh Keng Swee announced the hiring 
of 400 English teacher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Canada, 
New Zealand and America to enlarge the pool of English educators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the pla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eachers.

Dr Goh opined, “When too many Chinese and Malay stream students 
entered the English stream, it resulted in an unfortunate consequence. 
Majority of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English or English Literature in 

schools had not had prior training before teaching these subject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cohort size and number of studen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d no choice bu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eachers. Only 261 out of 2,588 or approximately 10 perc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English,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rit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had studied in English universities. Majority of English teachers did not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deally the teachers teaching the students 
ought to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or English literature. Hence, 
this explained the need for Singapore to hire experienced English 
teachers or those with university qualifications from abroad to teach in 
the schools. ”

3.Surviving in Southeast Asia

Apart from the economic pragmatism behind the use of English, the 
geopolitical dynamics of Southeast Asia also provided the political 
impetus to use English as Singapore was an island with a significant 
Chinese population being surrounded by countries with Malay majorities.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Mr Lee Kuan Yew’s book entitled My Lifelong 
Challenge –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on Nanyang University’s 
Founding and Closure, he wrote, “On 9 August 1965, I felt uneasy as 
I brought along 2 million people on a journey towards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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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tionhood. My mission i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ecurity and 
livelihood of these 2 million countrymen. Unfortunately, Singapore had 
a university which is completely Chinese-speaking and propagating a 
pro-Chinese culture. The University was also a focal point assembling 
all the Chinese school graduates from across Southeast Asia.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this Chinese University poses a challenge to Singapore’s 
security, peace and stability.”

In October 1966, Mr Lee Kuan Yew graced the opening of the 
government-funded library in conjunction with Nanyang University’s 
10th Anniversary. At the occasion, Mr Lee told the students of Nanyang 
University, “Both you and I are citizens as well as owners of this country. 
Right here today, we are both descendants of the Chinese race. We are 
all cognisant of the fact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many parts of South 
East Asia,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d faced numerous forms of threats, 
discrimination and various challenges. On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maintained our security and dignity in society. Why woul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be able to enjoy that that in such 
a volatile region? I believed the answer lies in an accurate appreciation 
of geopolitical reality. We made pretty accurate strategic calculations 
or else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cluding Nanyang University)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enjoy the present peace and tranquility. But from 
now on, what would determine our fate?”

Mr Lee added, “I believe this question is one that concerns both you and 
I. That i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Since both you and I are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lthough between us, some have preferences for 
English and Chinese education), our lives and future are intertwined and 
inseparable. If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to endure hardship or danger, 
both you and I would have a difficult time escaping. Let us logically 
analyse and not use old slogan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Mr Lee pointed ou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rely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lone to engage ou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cros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Graduates and students from 
Chinese Schools must be cognisant of this reality and adapt themselves 
in order to suit the larger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Schools merely enjoyed a 
few years of relative equal treatment before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language was once again to be sidelined. Many were puzzled on the 
sudden shift in focus to English learning. 

Mr Lee Kuan Yew added, “The voices which were against adopting 
English as the common language in Singapore was vociferous. Many 
Chinese or dialect-speaking parents had deep feelings for their own 
culture, language and heritage. They were befuddled by the fact that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ir children could complete a Chinese 
educa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but yet their children had 
to learn English when they were now under a Government popularly 
elected by themselves. They we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in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ingapore, English would be the only 
language that would provide an equal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cross 
ethnicities. They were also unable to appreciate that by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Singapore would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As a pragmatic person, Mr Lee Kuan Yew felt that learning a language 
should primarily serv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earning a living and not 
for cultural reasons. Hence Mr Lee opined, “The eventual decline of the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was inevitable.”

At their peak in 1950, Chinese Schools accounted for 57.9% of the total 
enrollment with 67,856 students out of a total of 117,286. Subsequently, 
the number declined year after year. In 1959,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only accounted for 45.9% out of the total enrolment. By 1978, 
the percentage fell to a mere 11.2%. By then, almost 90% of parents 
had decided to stop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Chinese Schools. This 
was the critical juncture in which Mr Lee Kuan Yew decided to make key 
policy changes to the entire education landscape. The policy change 
incorporated and recognised the reality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require students to be equally proficient with two languages. Hence, 
the high standards of Chinese language previously required as a First 
language in Chinese Schools and Second Language in English schools 
would become a thing of the past.

4.The Need to Accept Lower Standards for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1974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s (PSLE), only 42,152 
out of 71,049 candidates managed to pass. The passing rat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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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ly 59.3%. Over 40% of those who took the PSLE did not qualify 
for secondary schools. Such a high failure rate would be unimaginable 
today and that astonished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After solving more cri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nation’s survival, 
Mr Lee Kuan Yew took over as Minister for Education for four months 
in 1975.  During that stint, Mr Lee was shocked to find that hi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that went on for almost 20 years and an initiative in 
which he derived tremendous pride was in fact a huge failure. He then 
invited Dr Goh Keng Swee to help address the problem.

In his book My Lifelong Challenge –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Mr 
Lee Kuan Yew recounted, “When Singapore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65, English was chosen as the common working language. But based 
on our calcul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price and sacrifice to be made, we 
decided not to make English as the First Language as an educational 
policy.” However,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to ensure the students 
had a good grasp of English. He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uld 
only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Ministry required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to acquire a high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nd students in English Schools to acquire a high 
proficiency in their Second Language. Starting from 1973, the results 
of both the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in PSLE were given 
double weightage and equal emphasis. This stringent requirement of 
requiring students to be pro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Mother Tongue 
(Chinese) left many students struggling. In the end, many were not 
proficient in either of the two languages.

Dr Goh shared with Mr Lee that based on research,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Singaporean students to have equally proficient in two languages. 
They had to consider just allowing the students to learn one language. 
Dr Goh remarked, “If one could not fully digest a full bowl of rice, one 

could first eat half a bowl. Hence, for those who could not pick up and 
cope with two languages, they should only learn one.”

Dr Goh was subsequently mad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In the Goh 
Keng Swee Report, he stated, “In the new education directive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from now on, English language would gain preeminent 
status while Mother Tongue standards would be gradually lowered.”

The Goh Keng Swee Report was debated in Parliament in 1979. The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in order to raise standards in English,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lower Mother Tongue (Chinese) standards to that of a 
Second Language. Former Minister for Education Mr Ong Pang Boon 
raised his objection in Parliament in his capacity as Minister for Labour.  

Mr Ong retorted, “As parents continu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English 
Schools, the old schools based on the vernacular streams in the past 
would cease to exist. Schools from now on would eventually have 
English as the First Language and the Mother Tongu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Although this transition might not be alarming to most people, 
but to those who were previously involved in Chinese education, the 
event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s was a ‘bitter 
pill to swallow down to the stomach’ accompanied with a depressing 
sense of loss. They might even worry whether the loss of the Chinese 
Schools might lead to the eventual demi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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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What I said might sound a bit far-fetched but are truly reflective 
of human emotions.”

Mr Ong’s analogy describing the loss of Chinese Schools as a “bitter pill 
to swallow down to the stomach” had deep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many students and graduates from Chinese Schools. 

Mr Lee Kuan Yew described the Goh Keng Swee Report as a watershed 
in Singapore’s education history. In reality, it was only after standardizing 
the school system and addressing the conundrum surrounding the 
bilingual emphasis, by adopting English as the First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that Singapore’s 
education system was truly able to flourish, topping international 
rankings. Every child would be able to have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curriculum of the same quali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is the child of a taxi driver or hawker, so long as one is willing to put 
in the hard work, he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to become 
a President’s Scholar, to go on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in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They would not be disadvantaged like the graduates of 
Chinese Schools in the past solely because they were not proficient 
in English. 

In May 1965, before Mr Lee Kuan Yew became Prime Minister of 
independent Singapore, he once remarked,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enable citizens to have a happy and enjoyable livelihood and not 
benefit from citizens’ hardship.” With Singapore’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almost 50-year journey of nationhood, we could 
now positively attest to the fact that Mr Lee stood by the remark he made 
almost half a century ago. Hence the gradual fading of the Chinese 
Schools away from Singapore’s education landscape could be accepted 
as a reasonable course in our history.  

Chinese Schools: Our Nation’s Lasting Legacy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Schools had faded into history alongside the 
greate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ingapore as 
the old vernacular school system was streamlined into a unified one 
with English as the First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in 1987. 

Nine prominent and outstanding Chinese Schools with a rich history 
were preserved under the government’s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 
scheme. Under the scheme in 1979, the nine schools evolved into SAP 
schools which offered both English and Mother Tongue (Chinese) as 
First Languages. These nine schools are: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Dunman High School,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Catholic High School, Anglican High School and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They were subsequently joined by Nan Hua High School in 
2000 and Nan Chiau High School in 2012. At present, there are a total 
of 11 SAP schools.

The number of SAP schools at the primary level which placed an equal 
emphasis o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lso increased tremendously. 
At present, there are 15 SAP Primary Schools – Catholic High School 
(Primary),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Primary),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Primary), Nanyang Primary School, Ai Tong School, Pei Chun Public 
School, Red Swastika School, Maha Bodhi School, Nan Hua Primary 
School, Tao Nan School, Hong Wen School, Kong Hwa School, Poi 
Ching School, Holy Innocents’ Primary School and Pei Hwa Presbyterian 
Primary School. 

These ‘specially selected’ schools which offered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s First Languages were mainly Chinese Schools which were 
preserved under the government’s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back in the 
late 1970s. 

Former Dunman High School Principal Mr Lim Nai Yan once shared with 
the reporters back in 2007, “The Government back then had no choice 
but to roll out the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If  the Chinese Schools 
were to be left alone,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ruit any students. In 
dire strai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s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survive if not for the Government’s assistance. This path taken was 
not one which the Chinese Schools could avoid taking. The majority of 
schools which were not ‘specially selected’ had since faded into history 
while a small portion had evolved into mainstream English schools such 
as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and Yangzheng Primary School.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s book My Lifelong Challenge 
–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he explained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for the Chinese Schools. Mr Lee noted, “My 
children were educated in Chinese Schools while my nephews studied 
in English Schools. I could see for myself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y children and their cousins. This only reaffirmed my recogn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and English Schools. 
I am worried that once all the schools in Singapore are transformed into 
English schools, we would lose our important values-driven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long with the loss of our Chinese Schools. 
For example, the important Chinese values of respect, discipl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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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I am afraid if we do not preserve some of the Chinese 
Schools to be a cultural ballast to preserve ou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important virtues would disappear with time.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our young Singaporeans would still bow and greet their teachers 
by saying 'Good Morning, Teacher' instead of loudly exclaiming 'Hi!'. 
Furthermore,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were taught from a young 
age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y for school and classroom chores. From 
these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undergo a fine process 
of character building which is absent in English Schools. Hence, we 
need to preserve the positive traits of the Chinese Schools and slowly 
transpose them over to the English Schools.”

In an interview with a journalist from Xin Hua News in August 1992, Mr 
Lee Kuan Yew shared, “The 77% of Singapore’s population who were 
of Chinese ethnicity grew u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ies where their 
parents would imbue in them sound Chinese values and cultural traits. 
For many decades until the 1960s, majority of the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entered Chinese Schools and had a values-driven Chinese 
education. These values centred on the strength of familial solidarity.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were taught to be humble, 
hardworking, thrifty, filial, patriotic and law-abiding. Their behaviour woul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the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Indeed, Mr Lee Kuan Yew was not wrong. Mr Jaffar Kassim was of 
Malay ethnicity, yet was sent to study in a Chinese School by his father. 
His father wanted him to learn how “the Chinese immigrants came from 
China empty-handed yet could start and own  businesses years later, 

opening provision shops and purchasing properties” .His father thought 
perhaps the secret lies in going through a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an interview, Mr Jaffar Kassim recounted his life story, “At that time 
when I was enrolled in Oi Wah School on Pulau Tekong, there were heavy 
responsibilities placed on my shoulders.  I was greatly thankful for my 
father who was not a conventional fisherman who followed mainstream 
opinion. For example, I chose to enroll in a Chinese School at a time 
when Chinese Schools were in decline while my relatives were enrolled 
in English Schools. They seemed to be endowed with a bright future 
while mine was uncertain. I told myself that I was sent to a Chinese 
School to learn about culture and values and not to be a Communist or 
a Leftist. In the end, I was the only one who made it to university from 
the whole island of Pulau Tekong. When I entered Nanyang University, 
I became a celebrity in the media. Bot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press 
interviewed me and reported that I was the first Malay student to enroll 
in Nanyang University. It was only from then on that our family friends 
said that my father’s decision back then was a wise one. ”

Conclusion

The “Chinese Schools: A Lasting Legacy” Heritage Exhibition serves 
to enable younger Singaporeans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 role of 
Chinese Schools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s early nation-building. 
This Heritage Exhibition acknowledges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s and hopes that younger Singaporeans will appreciate 
the tough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our pioneer generation.

In the preparations leading up to the Exhibition, we had collected over 
1000 precious artifacts from Singapore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se 
include old photographs, graduation certificates, prize certifications, 
report books, magazines and school badges. Working alongside 50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we collectively interviewed 
nearly 50 alumni of the Chinese Schools which have faded into history. 
During the interviews, these alumni recounted their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stories of their schooling days. They also reminisced about the 
challeng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back then and how the schools had 
inculcated important Chinese virtues and values in them. We hope that 
young Singaporeans would not only have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this 
important piece of Singapore’s history but also cherish the lasting legacy 
left by both our Chinese Schools and our pioneers. 

							n The translator is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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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世纪中期消失的华小

                         周全生

读
了近日“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向139所已走进历史的华校征

求捐献或借出有关的文物和资料的广告，勾起了我许多回

忆与感触。这个校友联合会与我在1955年参与筹备和组织

的“星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总会”颇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功的巧合。这

是当时我以中正中学同学会代表联合约80所华文中小学校友会共同发起

和组织的，而且还被选为主席。可惜该总会的注册申请被林有福政府拒

绝而胎死腹中。

当时加入总会的校友会代表，他们的母校有许多都出现在这次的广

告名单上。其中就有星洲幼稚园附小，我的母校。至于这个刊登广告的

校友联合会的背景与详情，我并不了解，但令我兴奋的是它让我看到了

那被深埋在历史里的“星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总会”又重见天日。

说到那在广告名单上的139所已消失的华校，其中有好多是在上世

纪中后期关闭的。他们要么就是受教育政策的影响，或是因为收不到学

生而自动或被动地停止运作；要么就是转型为政府学校，再不然就是迁

址重建。但无论如何，这些受影响学校的善后，都是由教育部的几个相

关单位主管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与学校的董事代表及校长进行对话后，

达成协议做出的安排。一般上有以下三种方案：

一，彻底关闭，走进历史：这类学校多数是位于偏远的乡郊区，

但也有处于人烟较少的市区边缘地带，有些还是在市区内。这些学校因

家长们为了子女的出路，纷纷把子女送进条件较好的政府或教会主办的

英校，造成邻近华校学生来源几乎完全流失，无人问津，不得不鸣锣收

兵。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客观因素——市区重建计划。大量的乡郊区

及市区内的贫民窟的陋居简屋都被拆除，让路给政府组屋，结果那些借

用戏台、庙堂、会馆、店屋因陋就简的学校失去了学生来源，无法支撑

只好关门大吉。

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家长们选择把子女送进英校的趋势

下，就连由财力雄厚的福建会馆主办的几所学校也因学生来源枯竭而接

受教育部的建议，迁进人口密集的组屋区内重新发展。爱同迁入宏茂

桥，道南到马林百列，崇福则远到义顺新区求发展。这些几乎面临关门

噩运的学校，一进入组屋区就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加上在资深的老校长



如丁明正、陈毓灵等人的努力耕耘下，不但让学校起死回生，还发扬光

大，甚至获选为特选学校。其他同类学校还有卍慈、宏文、光华等等。

三，借体还魂，弃校留名：与那些不具备浴火重生条件的学校代

表对话时，他们明白大势已去，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同意让学校结束运

作，但要求把校名保留给政府学校为校名。教育部认为该要求并不过

分，便同意保留其中几所学校的校名为新建政府学校的校名，如工商学

校、三山学校、克明学校以及由介谷与全民合并后的介民学校，凤山学

校、侨南学校等。

现在，回想起当年与那些面临关门噩运学校的董事和校长安排善

后对话会上，遇到了不少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却在这种场合重

逢，心中的苦涩有如五味杂陈，尤其对那些别无选择必须关门的学校的

校长和老师员工们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所幸我们为他们所安排的出路一

般上都能被他们所接受：该退休的退休，愿意到其他辅助学校或政府学

校任教的也都一一如愿。总之，没有人被裁员而失业，总算没让他们失

望。

n 作者为教育部前任行政署助理署长

原刊于2014年3月4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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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华校
华校校史联合展(二)：

希望上述已消失华校的校友踊跃借出或捐赠旧照
片、证书、奖状、特刊、校徽、成绩单、校服等文物。
也请母校已消失，但不在名单上的
校友，提供相关资料。

为记录、整理消失华校的历史，也让新一代了解新加坡教育的过去，
继华校校史联合展(一)，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将于今年7月主办

第二次展览，以“消失的华校”为主题。

协办：主办：

崇本女校

端蒙中学

星洲幼稚园 
暨附属学校

广福学校

建华学校

应新学校

实用学校

崇文学校

南钟学校

导侨学校

冈州学校

三水学校

东安义学

启秀学校

云峰学校

同敬学校

陶蒙学校

宁阳学校

振群学校

育四学校

中国公学

翘锐学校

三山学校

合群学校

育群学校

育侨学校

华夏学校

晋江学校

番禺学校

南洋丹诏学校

兴亚学校

化南学校

广惠肇碧 
山亭学校

中星学校

快乐学校

中立学校

崇德学校

导群学校

农民公学

育文学校

南光学校

维新学校

华光学校

曙华学校

裕群学校

真光学校

全民学校

文选学校

益华学校

漳宜学校

鼎英学校

培德学校

育智学校

新正学校

培新学校

平民学校

道周学校

端人学校

南侨公学

民新学校

中华公学

华东学校

明新学校

朝阳学校

敏江学校

南顺学校

星华学校

一志学校

醒侨学校

启蒙学校

南安学校

育才学校

励志学校

华光学校

实理达学校

农村学校

培明学校

安祥学校

聚华学校

强华学校

端蒙中学分校

中南学校

中华民国学校

平民学校

武德学校

莘群学校

万礼学校

栋材学校

培民学校

平仪学校

益群学校

和星学校

民众学校

杏墩学校

励德学校

南同学校

辅民学校

保赤学校

美专学校

更生学校

华农学校

成志学校

华民学校

培基学校

华明学校

志成学校

化蒙学校

三江学校

真理学校

怀南学校

振南学校

励群学校

新华学校

植哲学校

实笼岗学校

民主学校

民生学校

钟南学校

英群学校

介榖学校

复兴学校

东陵学校

培材学校

华民学校

中玉学校

增志学校

农村学校

勿洛公立 
中华公学

农民公学

礼逊中学

黄埔中学 
（华文）

成保政府 
华文小学

河水山西政府
华文小学

蒙巴登政府 
华文小学

大华学校

和群学校

龙溪学校

三和学校

萃英书院

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S

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S

征集
资料文物

养正校友会 

文物收集：
日期 : 2014年2月8日至5月31日（逢星期六）

时间 : 上午10时至下午1时

地点 : 醉花林俱乐部接待处 （190 Keng Lee Road）

联系人 : 吴兆开（手机：9855 1886）
             李丽玲（手机：9863 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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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帆启航，背井离乡，华族先贤，远渡重洋，来到狮岛，开荒

垦地，创建新家园，多年胼手胝足，稳定生计，朝乾夕惕，

谋划事业。

来人渐增，族群集而共居，同乡聚而相处，社会扩大，彼此互相扶

持，凝聚力增强。有识之士，深恐子孙生活宽裕后，若精神颓废，疏远

华夏教化，前途堪忧。兴学办校之举，开展教化工作，乃成当时急务。

据一项记载，新加坡成为英殖民地后十年，即1829年，经有三所私塾出

现，教导学生识字读经。然有文献可查者，始于1849年，陈金声等殷商

创立崇文阁，随后复建萃英书院，以义学性质教导贫寒子弟，学生以方

言学习孔孟之道，可谓华文教育肇端。

1900年后，中国晚清维新派与革命派，先后南来宣传其政治意识，

并鼓励本地华族办校。先是1905年养正学堂（后改名崇正学校）与广肇

学堂（后改名养正学校）以新式学校出现，培育英才，造福子孙后代。

越年，应新、启发、端蒙、道南等相继建校，育英随后开学，一时桃李

争荣，人文蔚起。

1911年，民国成立，女子教育受重视，中华女子学校（1911年）、

崇福女校（1915年）、崇本女校（1917年）、南洋女校（1917年）、 

南华女校（1917年）先后繁荣狮岛女子教育。同时，爱同（1912年）、 

广福（1916年）、兴亚（1917年）、培青（1918年）、光洋（1919

年）、培英（1919年）等多所学校，相继创办，培英育才，传授新知

识，华文教育开始茁壮成长。

1919年，华社领袖陈嘉庚领导各方热心教育人士创办南洋华侨中

学，栽桃育李，树中学教育之先声，华文教育更上层楼。此后，中学教

育迅速扩展，公教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中等次第开办，除本地学

生，外地前来求学者众，华校中等教育于是确立，并依中国“三三”学

制而行。根据一项统计，1940年，华校有351间，学生人数约3万5000

名。由此可见，华校蓬勃发展，对本地教育作出贡献。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新加坡沦陷，华校全停

办，进入黑暗时期。

经过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新加坡天日重见，华校迎接曙光，受

战时失学影响，战后待进学校读书者，不乏其人。斯时战前开办的端

蒙、养正、爱同、华中、中正等中小学，纷纷复课，广收学生。此外，

会馆、庙宇、社团、热心人士，同声相应，同心同德，出钱出力，广办

学校。城市乡村，华校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收容失学孩童。尤可述

者，广福庙宇，戏台充当校舍，劳苦工人子弟，求知有门。“快乐世

界”舞女，兴办“快乐义校”，惠嘉贫寒子弟，仁爱慈善，传为佳话。

宗乡会馆，当仁不让，冈州、番禺、福州、温州、福建、晋江等，各办

学校，大量收生，失学孩童得以读书索理，接受教育。仁厚商团、爪哇

商务公局连办两校，提供免费教育，培英植秀。乡村地区，热心教育人

士，创办农民、凤山、育侨、端人、新民、华民、民正、启华、曙华、

大众等50多所学校，一时琅琅书声，响彻城乡各角落。无论城市或乡

村，校舍皆因陋就简，课室在店屋、或仓库、或戏台、或树下，皆为读

先贤热心教育   
兴学办校  造福后代

曾渊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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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好场所。据统计，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学生6万7856人，

诚华校鼎盛时期。

1950年后，华校继续发展，颇具规模中学，学生超过三千，华文

教育，欣欣向荣。

1954年，华校学生为向英总督寻求免役，发生“五一三事件”，

学校时而停课，华校问题引起关注。新加坡立法院由各政党派代表于

1955年就华校问题进行调查，发表《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建议新加

坡各源流学校应教授两种语文，并建议政府开设华文中小学。

1956年，政府开办德明、立化、华义、德新四所华文中学，招收

大量学生。同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华文教育由小学至大学，建立完

整教育体系。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教育自主，各源流学校学制开始趋向

统一。两种语文教育向前推行。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以英语为行政语，并作为

团结各民族共同语。随后为发展经济，进行国际贸易，英语受重视，进

入英校新生人数，开始超越华校。

七十年代后，城市重建，乡村地区人民搬迁，为数甚多华校因收生

人数锐减而停办。根据记录，1976年进入英校新生达83%，华校仅有

17%，华校趋向式微。

1979年，教育部保留九所著名华文中学为特选中学，学习两种第

一语文。同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国立大学，华校完整教育体

系终结。

1984年，报读华校小一新生仅23名，华校深受重击。

1987年，新加坡所有的学校皆以英文第一语文教学，母语为第二

语文。华校至此，黯然消失。

俱往矣，华校悄然走入历史。然华族先贤热心教育，兴学办校，造

福后代，功绩粲然。老师谆谆善诱，诲人不倦，奉献精神昭然，学校培

英植秀，振铎传薪，树人精神焕然。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主办“华校校史

展——消失的华校”旨在向先贤的无私、老师的奉献、学校的培育，表

示我们的敬重与感恩。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展出，激励年轻一代追

随先贤热心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培养饮水思源的美德。

n 作者为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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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涵儒家思想的华校校歌

壮
哉先贤，梯航南渡，定居狮城，安家落户，发展事业，兴

学办校，为子孙后代提供教育，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

早年的华校，无论中学或小学，都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道

德修养。每所学校的校歌歌词，都蕴涵华夏民族优良的价值观，儒家思

想尤浓，那是儒家思想中经得起考验的智慧，莘莘学子在课堂上接受了

伦理科的道德启迪，在集会时，长期唱校歌，再受到歌词要义的潜移默

化，培养了正确的人生观。今天，一些消失的华校，校友在聚会时，仍

不忘唱起校歌，重温歌词里激励人心的道德启迪。

最近一所建校超过80年，却面临校名遭弃的侨南小学，其校歌具

有深厚的德育意义，读起来犹如一篇优美的德育教材，相当感人。

让我们来看看侨南的校歌怎么写：

我校名侨南

矗立在狮岛

德智体群美

五育齐发展

侨南学生品行好

尊师重道有礼貌

一切新知力求取

才识双全明事理

这首校歌的歌词，文字简洁，容易明了，容易上口，长期歌咏，可

以达到感化的作用，对于德育的培养，有一定的效果。

注重运动强身体

恒心锻炼有毅力

相亲相爱相帮助

大家合作共进步

勤奋创造又创新

踏实做个好国民

勤奋创造又创新

踏实做个好国民

曾渊澄



德育是儒家教育的基础。侨南的校歌正是一篇很好的德育教材，教

导学生要有礼貌，品行要好，要才识双全，勉励学生成为一位德才兼具

的理想人才。而儒家理想中的人才，就是一位德才兼具的完美人才。

侨南校歌中的“相亲相爱相帮助，大家合作共进步”，说来就是

儒家群育的内容，这样的仁爱思想不正是我们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每位

公民所应该养成的品质吗？这样一首充满优良传统价值观的校歌，要是

随着侨南小学的消失而成了往后校友聚会时才能听到的校歌，是很可惜

的。

还有一所消失了的小学，它的校歌一样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那是

在1968年停办的冈州学校。它的校歌歌词，也具备了道德的感化作用。

歌词如下：

冈州学子

自强不息

敦品励学

正心诚意

明礼义

知廉耻

赶上世界文明

冈州学校设立在中华文化十分浓厚的冈州会馆内，是一所传统的华

校。一般华校除了传授知识，也负起教导学生做人处事的道理。冈州学

校校歌中的“正心诚意”正是儒家强调的修身道德基础，歌词中的“明

礼义，知廉耻”，是儒家认为我们都应该养成的做人处事的正确态度。

学生打下道德修养的基础，品格自然提升，加上学习获得的丰富知识，

再受到歌词中“自强不息”的激励，将来长大了，对国家社会必定能作

出不凡的贡献。曾在冈州学校受过教育的学生，相信不会忘记这首校歌。

再来看看一首没有料想到会消失却消失的端蒙中学校歌。端蒙中学

历史悠久，由战前的小学扩展到战后的中小学，鼎盛时期，小学还设有

分校，中学也办到高中，受惠的学生，人数可观，消失实在可惜。端蒙

学校的校歌，歌词不长，是这样写的：

赫赫兮端蒙

养正兮圣功

勤慎兮诚正

时雨兮春风

声教兮南暨

广被兮无穷

群奋起兮学子

扬校誉兮日隆

歌词中的勤慎诚正四个字也是端蒙学校的校训，这四个字也是儒家

对个人道德要求的修养。儒家认为一个能够勤的人，无论读书或做事，

都会有很大的收获。而讲话能够谨慎，少谈多做，培养实干的精神，才

会受到大众的尊敬。学生在这样的道德品质塑造下，将会是一位言行一

致的可敬人才。

在儒家的眼中，诚正是为人处事十分宝贵的品质，一位能以诚正立

身的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信赖与敬重。端蒙的学生，在“勤慎诚正”

的感化下，知识和品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离校后都大有作为。

光我中华

扬我校誉

此日值好初基

他年大展凌云翅

冈州学子

自强不息

蕴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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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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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校
歌

53



消
失
的
华
校

54

黄埔中学是另一所消失的华文中学，这是一所政府开办的华文中

学，建校于53年前，培养了不少精通华文的人才。在黄埔怀中成长的莘

莘学子，与母校的情缘深深深，多年来的“黄埔情缘”聚会，校友都不

忘在会上唱校歌，不忘母校培育之恩。黄埔中学的校歌是这样写的：

弘敷四育

德智体群

既陶甄乎万类

期百年而树人

猗欤黄埔

厥德日新

猗欤黄埔

厥德日新

黄埔中学校歌的歌词是该校老师黄载灵撰写的。黄老师是位书法

家，他写的歌词，就像他写的字，古朴幽深，笔力雄健，歌词字句虽不

易了解，“德智体群”四个字，却是大家明了的。这四字正是黄埔中学

的校训，这四字也是儒家的教育目标。一般人的印象，儒家注重德、

智、群三育，体育没那么重视，其实不然。儒家施教的内容，有礼、

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射、御正是体育活动。再说，礼、乐也

有体育的因素。孔子不是说过：“据于德，依以仁，游于艺”，这“游

于艺”就是从事各项体育活动，是孔子对体育的概括表述。黄埔中学以

德智体群为校训，在校歌校训的感召下，黄埔学生在文学领域或工商领

域，甚至体育领域，都培养了出类拔萃的人才。

华校已经消失超过30年，那些具有传统价值观的校歌，一些已成

了绝唱，一些只能在校友的聚会上听到，幸好一些成为特选中小学的校

歌，还保留了过去那一首蕴涵儒家思想的校歌歌词。最难得的是：几所

政府开办的华文中学，如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等，虽已转型，校歌

歌词没有更改，儒家的价值观依然可见。

乃兴四教

豫时逊摩

鹄大成以渐进

学于焉而盈科

皇矣黄埔

卓而不磨

皇矣黄埔

卓而不磨



我们来看一首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华文中学华侨中学的校歌吧！华侨

中学的校歌是由该校老师邵庆元撰写，歌词如下：

海天寥廓

云树苍笼

中有我华中

礼门义路

时雨春风

吾侪托 

猗与华中

南方之强

我中华之光

雄立狮岛

式是炎荒

万世其无疆

人生茫茫

学海洋洋

吾侪当自强

朝乾夕惕

日就月将

莫负好时光

歌词中的“礼门义路”明显是儒家思想意识。儒家认为习得礼义知

识，了解做人的道理，就能自强，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校歌随后

更向莘莘学子进言：“人生茫茫，学海洋洋，吾侪当自强；朝乾夕惕，

日就月将，莫负好时光。”今天，上课前的升旗礼上，我们还能听到华

中校歌在铜乐队伴奏声中由数千学子在云树苍笼中唱出来，也能在社会

上看到华中校友在各个领域中杰出的表现。

另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正中学，校歌由该校老师庄右铭撰写。庄老后

从商，担任学校董事数十年，与学校关系密切。庄老的歌词，引用了孔

子的话，对教导学生的品格，有一定的感染力。看看中正中学的校歌歌

词怎么写：

曰吾中正

至大至刚

矗立星洲

巍巍昂昂

华夏声教

广披炎荒

欧印文明

他山之长

歌词中的好学、力行、知耻、自强八个字也是中正的校训。这是取

自孔子说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做人基本道

德修养。要是能有这样的修养，便能拥有如孔子所说的“不惑、不忧、

不惧”的品格，做一个有学识、有爱心，勇于改过，明辨是非的知识分

子。中正这首校歌充满浓厚的儒家思想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华中及中正的校歌依然唱出充满儒家的思想意识外，其他如

政府开办的德明政府中学，其校歌中的“教诚信、诲勇忠”；立化中学

的“立德立功，化愚化顽”，都具有儒家的德育思想，保存了华校的传

统作风，继承了华夏的优秀文化。可惜的是，已消失了的华校，其校歌

再难听到。

n 作者为退休教师

猗与华中

南方之强

我中华之光

雄立狮岛

式是炎荒

万世其无疆

迨予庶士

笃实辉光

斐然已成章

膂力方刚

经营四方

前途浩且长

猗与华中

南方之强

我中华之光

雄立狮岛

式是炎荒

万世其无疆

好学力行

知耻是倡

日新月异

不息自强

止于至善

万国同光

大哉中正

悠久无疆 蕴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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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的琅琅读书声

从
新加坡河以南到广东民路，在建国一代人的脑海里，这一

片土地称为“牛车水”。它是新加坡最早开发的市区，是

华人聚居的地方，曾是商业区，也是贫民区。在繁华热闹

的气氛中曾飘扬着琅琅不缀的读书声，这里曾有过成绩卓越的名校，会

馆主办的学校以及有“㩧㩧斋”之称的私塾。

养正学校

1905年广东帮领导人何乐如、陆寅杰、朱子佩等发起创办养正，

得到粤语方言群的广东同乡合捐了3万余元，购置柏路（Park  Road）的 

11幢店屋改建为校舍，于1907年农历正月廿二日开学。后来惠州人

加入，因而命名为广惠肇养正学堂，聘请陆敦癸为首任校长，学生百 

余人。

1918年，第四任校长林耀翔上任，他是任期最久，对养正贡献

最大的校长。当时柏路的校舍不敷使用，董事部购置了乞纳街（Club 

Street，又称翠兰岗）67号，兴建校舍。1919年在新校舍上课。大约在

1923年养正增设中学和师范，接着设立工读制度及夜学班，让家庭贫困

的孩子也能上学。1926年增设女子部，不久女子部转移到1927年开办

的静方女校。1932年因为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中学部停办。

上世纪50年代走向全盛

1942年2月15日日军侵占新加坡后，日军政府命令养正继续上课，

教导日文，1945年9月英军回返新加坡，10月养正复办日校及夜学部，

学生900余人，第二年学生超过1000人，到了1954年日校学生2000余

人，夜学部900余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养正的鼎盛时期，无论是

学业成绩或课外活动都很出色，体育表现更加突出。

在1950年举行的华校联合运动会上，养正荣获了全场9项冠军。其

他如书法比赛、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球类比赛等也都名列前茅。

可惜，到了80年代，随着华校的式微，养正的学生人数锐减，不

得不搬迁到实龙岗3道发展。当时从旧校址搬迁到新校址，董事部必

须承担建筑费的一半（大约数百万元），养正董事部无法筹措这笔巨

款，只好放弃了辅助学校的地位，把管理权交还教育部，养正改为政府 

学校。

养正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各个领域放出光芒，其中尤以中国人

民音乐家冼星海与新加坡讲古大师李大傻最为人乐道。

区如柏



会馆办学校

从新加坡河以南至武吉巴梳路，广帮会馆主办的学校计有南顺义

学、宁阳学校（夜学）、三水义学、番禺学校、东安义学、冈州学校

和晋江学校。会馆学校，是向学生收取少许学费，不敷的经费由会馆承

担。至于义学，则是不收学费，学校的经费全由会馆承担。

这几所会馆学校，冈州学校的规模比较大。1929年领导新会同

乡等建新桥路321号新会所的罗承德医生倡议兴办义学，称为“冈州

义学”，由他出任董事长，聘请李亦民为校长，学生80人。1942年至

1945年日据时期，学校充作世界红卍字会第六支所，施医赠药兼施粥。

1946年初学校复课，易名为“冈州学校”，先后有梁保安、周佩

庄任校长，黄逢美任代校长。1949年郭锦鸿任校长，1947年至1959年

是该校的鼎盛时期，上下午班共9班，学生约500人，并开设夜学班，有

学生百余人。1952年会馆曾计划扩建学校，未付诸实现，到了1968年

学生锐减，郭锦鸿校长又到了退休年龄，会馆只好让学校停办。

南顺义学

南顺义学是牛车水最早的会馆义学，光绪年间（1875－1908），

南顺会馆在北干拿路42号的会馆内聘请教师，以旧式教学课程教导学

生，没有校名。1931年才正式命名为“南顺学塾”，后来称南顺义学，

会馆以一层楼作为课室，上下午班共四班，从小一至小四，由梁志生 

（笔名梁山，诗人兼作家）任校长兼教师，该义学于1968年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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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学校（夜学）

从前宁阳会馆坐落在桥南路与福建街交界处，是一幢祠堂式的建

筑，1906年黄福基（又名黄亚福）等先贤倡议开办夜学，供在职的年青

人在工余求学。日治时期停办，1946年初复课，增办日学，兼收男女学

生，日学上下班共八班，学生400余人，夜学四班学生百余人，到了上

世纪50年代末，该校因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的条件而停办。

三水、东安义学

坐落在牛车水海山街（克罗士街上段）的三水会馆。1929年将会

所的二楼和三楼辟为两间课室，分上下午班上课，共四班，小一至小

四，三水义学于1961年停办。

二战之前，新桥路285号的东安会馆在会所开设东安义学。光复后

复办东安学校至1964年或1965年停办。

番禺学校

新桥路281号的番禺会馆于1948年开办番禺学校，学校发起人谭肇

庄为首任校长，有四间课室，上下午班共八班，学生大约200余人，从

一年级至六年级，该校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停办。

晋江学校

和上述学校或义学都是广帮人士开办的不同，位于牛车水武吉巴梳

路27号的晋江学校，是由福建帮的晋江会馆开办。1948年会馆领导人

为缓和战后超龄生与适龄生入学的需求，在会馆开办学校，大约到了上

世纪70年代中因学生锐减而停办。

牛车水外围的学校

越过了牛车水往丹戎巴葛的方向有三所消失了的华校，那就是道拉

实街的星洲幼稚园附小、尼路的静方女校和柏城街的民众义务学校。

1921年由基督教会创办的星洲幼稚园，简称“星幼”。第二年，

它增办小学部，方便幼稚园的学生升入小学。此后，星幼兼办小学与幼

稚园，小学部称为星洲幼稚园附小，简称“星幼附小”。其实，小学的

规模比幼稚园大。

星幼除了在道拉实街的总校之外，在欧南路禧年堂内设有分

校。1949年，星幼总校上下午班学生1600多人，连同分校学生共2000

余人。厦语讲古大王王道（原名王笃恭）曾在星幼附小执教，且当了七

年校长，后来因教育部规定不能一身兼二职，他只好辞去星幼附小校长

的职务，专心讲古。

到了1978年，因小学部学生不足只好停办，幼稚园继续办下去。

到了1991年星幼总校停办，学生集中到分校，目前星幼仍在欧南路禧年

堂继续开办以华文华语为重点的学前教育。

静方女校

校址在尼路的静方女校是养正女子部的延续。

1926年养正增设女子部，次年因经济拮据，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

不能接受男女同校，养正女子部只好停办。当时，养正的第六任校长何

剑吴自捐巨款，租下尼路的一幢房子，于1927年创办静方女校，接着他

又组织了广帮领袖梁元浩等成立董事部。



静方前后由陈如葆、骆逸芳任校长，1935年杨瑞初任校长，她带

了朱丽等几个女教师从广州南来执教。静方除了办小学，兼办师范班，

成立女童军及女子铜乐队，它的体育与舞蹈都非常出色。1942年初，静

方被日军战机投弹炸去了一角，光复后，养正开放门户，兼收女生，静

方于是结束了为养正培养女生的15年女子教育任务。

民众义学、应新学堂

1935年，柏城街20号的南洋客属总会开办民众义学，设有上下午

班和夜学班，经费由胡文虎承担。

牛车水外围的另一个邻区是直落亚逸区，该区也是华校的发源

地。1849年福建人在直落亚逸街168号兴建崇文阁（天福宫的隔邻），

作为学塾。1854年福建人又在厦门街131号开办萃英书院，这两所最早

的华校早已经消失。

直落亚逸街98号的应和会馆于1905年开办应新学堂，它是新加坡

最早创设的新式学堂，接着养正、启发、端蒙、道南和崇正等学堂才相

继诞生。它们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从私塾和学塾推向新式学堂，后来这

几所学堂都易名为学校。

到了1923年，应新学堂董事部还将荷兰路双龙山五属义祠辟为分

校。上世纪50年代应新校务蒸蒸日上，学生的学业成绩长足进步，学生

代表学校参加各项比赛也表现优异。到了60年代应新学生锐减，学校于

1969年停办。

在直落亚逸一带还有爱同、崇福、兴亚和启蒙学校等。兴亚与启蒙

停办后，教育部将大巴窑二巷397号的一幢新校舍取名为“兴亚启蒙学

校”，后来，该校因学生人数不足而停办。1997年3月，新加坡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迁入这所空置的学校作为会所。

爱同与崇福在财力雄厚的福建会馆庇护之下，搬迁后一直保持辅助

学校的地位，且成为家长向往的名校。

牛车水的私塾

根据汤申牧师的记载，1829年之前已有两所广东人开设的私塾，

之后，应该还有不少私塾为学童提供教育，尤其是在日据时期，许多家

长不愿意送孩子到学校念日文，宁可送孩子到私塾学习华文及练写书

法。

当时，牛车水几乎每条街都有私塾，老师以粤语授课，其中最著名

的是书法家谭恒甫在长泰街（福建街上段）开设的有恒学校。在牛车水

中心的私塾更多，在戏院街（士敏街）有维德学校、通志学校和冠英学

校。通志学校还在沙莪巷开设通志分校，丁加奴街有再勤学校，水车街

东壁书局楼上也是私塾的所在地。二战之前，梅云衢曾借用宁阳学校的

课室开办培根女校（私塾）。

光复后，私塾逐渐走入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之后，牛车水及其邻

区的琅琅读书声也消失了。

n 作者为退休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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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安祥母校

二
战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下来，婴儿潮涌现。乡亲父老为了教

育后代子孙，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中了俗称安祥

山的文德路。把大伯公庙前的戏台，建成两间课室的安祥

学校终于在大家期盼下开学了！因为学生人数不多，学校里一间课室同

时容纳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

五六十年代，报名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扩充教室刻不容缓。连接

戏台的第三间教室迅速建成，仍是不敷应用。在董事部四处奔波大力筹

款后，另外三间课室也告竣工。每逢庆祝大伯公诞辰，学生不必上课，

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搬椅子霸位观戏去也。

学校分成上下午班，一共12班，顶峰时期学生人数高达600人。犹

记得有个男生，每次报班级号码点名时，总把44念成“zizizi”，可见

当时一班人数最少也有44人。学校从创立到土地被征用，都由郭校长

亲自掌舵。郭校长见到学生，脸上总是堆满笑容，一一打招呼，呼啸而

过，似乎忙得不可开交！

当年我营养不良，胃口不佳，休息时间必须到办公室喝一杯牛奶

调养身体。对于校门口挑档来贩卖的小贩，印象则不大深刻，好像有卖

叻沙、粥之类的东西。还有两兄弟在卖冰淇淋，其中一个和我是同班同

学。校门口右边有间杂货店，我最爱去那儿买糖果。幸运的话，糖果

里面包着5分钱币，这会让我乐上好几天。还有那握在掌心冷飕飕的冰

团，也常按捏不住偷买来吃！

  陈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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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李光耀总理下乡访问，那天暮色降临，学生们齐聚戏台前

的空地，大家手握一支小旗晃来晃去。那年我读小二，好奇地看着大人

兴奋地在学生后面推来挤去，高喊：“嘭、叭、马地卡！”突然一阵骚

动，还搞不清楚哪个人是总理，一大群人已一窝蜂渐行渐远。

新加坡独立前一年，母校让位发展大巴窑市镇，学校因此走进历

史。那时，学校里的桌椅任由乡民搬回家使用。我家的第一张书桌，第

一张双人长凳，都从学校搬回来。甚至后来搬家居住的板屋，材料也是

爸爸从学校标来建造的。爸爸还把 “公立安祥学校”的横匾，高高挂在

新家的篱笆门口上。

安祥母校关闭后，我和弟妹转到博理政府混合学校就读，之后再也

没机会齐声合唱：“我爱安祥母校，生长在山村间，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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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赤学校
Po Chiak School

创 办 年：1889年

创校校址：马可新路15号保赤宫

创 办 者：陈依德

停 办 年：1962年

创办经过：

1889年，保赤宫陈氏宗亲依德先生，本着发展民族教育，乃借用

保赤宫左右两旁的护厝，作为开办私塾之用，设立“毓兰书室”，教导

附近族人子弟，阅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旧时代

的启蒙读本，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和待人处世的道理。由于学生只限陈

氏宗亲，人数不多，也较少受人注意。

学校简史：

“毓兰书室”开办后，因收生限于陈氏宗亲，求学者又多家境贫

困，流动性颇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1898年，中国厉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教育普及，废除

腐败思想，传播新知识，南洋一带的教育深受影响。“毓兰书室”顺应

时势，除教导经史词章，还增加算术和国术两科，希望学生注重科学，

锻炼体格，做新时代的好青年。

数年后，校长陈依德去世，由其哲嗣长万先生接任掌管书室，施教

内容照旧，学生则略有增加，到40人左右，一时保赤宫内书声琅琅，是

读书乐园。

1911年后，书室校务因经济短绌，且校舍简陋，发展困难，不少

学生纷纷转移到其他新式学校上课。“毓兰书室”为求生存，改为补习

学校，招收在职青年，教导国文（华文）、尺牍两科，学习实用性的科

目。这项调整，甚得在职青年欢迎。“毓兰书室”同时也为小学毕业者

开办补习课程，协助他们进入中学。过去“毓兰书室”只收陈氏族人子

弟，这时也推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不分姓氏，任何人都可参加补习

班。从此，“毓兰书室”学生逐日增加，甚至开办夜学班，以容纳更多

急欲求知的青少年。

1942年，日军南侵，“毓兰书室”停办。

1945年，新加坡天日重见。由于受到战时失学影响，战后欲进入

学校，受教育者众多，有适龄的，有超龄的，因此许多热心教育人士、

会馆、商团纷纷开办学校，收容失学孩童。“毓兰书室”复课，吸引

了不少附近的居民，把子女送来学校接受教育。当时报名者多达150

人。“毓兰书室”得宗祠的协助，利用两旁的厢房，辟成四间课室，以

容纳四个班级的学生。这时“毓兰书室”以全新的课程来教导学生，脱

离了旧式的私塾模式。

当年秋季，陈长万校长过世，“毓兰书室”由保赤宫接办，改称 

“保赤学校”，以应时代要求，并聘陈玉玺为校长，以新式学校模式出

现。宗祠拨款修葺校舍，扩充设备，增添教具，发展校务，采用新式学

校的课程，包括国语（华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还

有英文、图工、音乐、体育等科目，一切依照教育部当时规定的课程 

准则。

由于校舍的空间有限及经济短缺，学校缺乏图书馆，但教师鼓励各

年级学生自行组织图书处，由学校提供书橱，学生出钱买书，或把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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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图书带来，充实班上的图书处，供同学阅读。学校在这样惨淡经

营下，经校长老师的努力，学生的好学，校务进展，令人满意。

1955年，保赤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计有八班，分上下午

班上课，并推行复班教学，由一位老师同时在一个课室上两个年级的功

课。老师虽然辛苦，但学生秩序好，学习情绪佳，并没有妨碍到教学的

进展。

1957年，学校接受政府的津贴，经济没有那么紧迫，比较可以发

展，扩充教学设备。可惜，随着市区重建计划所带来的影响，附近居民

搬迁者渐多，学生的来源受到冲击，人数日益减少，不得已在1962年 

停办。

学校成绩：

保赤学校从“毓兰书室”时代到战后的“保赤学校”，学生多来自

附近收入不高的家庭，家长多为劳动工人，没时间督促子女学业。幸好

在保赤学校教师的良好教导下，学生都懂得自爱自律，用心学习，发挥

自己的潜能。保赤学校的老师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常常为学生进行课

外补习，直到晚上。许多学生在毕业后，无论升学或就业，都能秉承在

校求学时的精神，发奋图强，争取最高的成就。学成之后的校友，在社

会服务，都取得优越的表现，不负学校的栽培。

历任董事长：

（战后）

陈文确

历任校长：

陈依德（毓兰书室）

陈长万（毓兰书室）

陈玉玺（保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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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成保学校 

我
的小学成保小学，介于文忠路（Boon Tiong Rd）、中峇鲁

路（Tiong Bahru Rd）与锡安路（Zion Rd）之间，组屋大

牌1座及3座后面的那一块地。

还记得母校的校歌是这样的：

“我校成保地处狮城，校舍巍峨、环境清新，发扬文化、作育精

英，传道授业，智勇并臻。师长善诱，学子辛勤，笃志研求，笔耘墨

耕，此日默默，他日争荣，万载千秋常为校名。

我爱成保造就英才；师生融洽；邦国有赖，我愿成保继往开来，师

生一心；校誉永在。”

我们女生的校服，是一件白色裙，反小樽领，上身浅蓝V型贴边；

上体育课时穿深色或浅蓝色运动短裤，发型是短发或把长发扎成马尾或

辫子。男生的校服比较简单，是白恤衫白短裤。

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在70年代小六的时候拍的，同学们在草场上

集合，左边的老师是教音乐歌唱的陈肇兰老师。我们的校舍只是三层楼

的一排建筑，附带一个小食堂。校舍前面还有砖砌的升旗台，同学在一

块洋灰地上排队举行升旗礼。老师一般会在周会演讲，内容多是教导

德、智、体、群、美、礼、爱、仁等价值观。

   许愫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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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草场背后的建筑是河水山联络所，右边是组屋区，那里曾经有

好几座，每座约40间面对面的一房式组屋，中间隔着一条不太透光暗暗

的走廊。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大火后，许多同学搬到这种临时租赁组

屋，公用的厕所就在组屋中间靠楼梯处。

母校草场的左边，隔着锡安路就是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在欧南山

麓，有一座坟墓面对着我们的操场，隔着篱笆还可以看见，那里据说是

属于陈笃生的。我的学校在上世纪80年代关闭了，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搬

到淡滨尼，校名改为工商小学，仍然保留“工商”两字。至今该校的墓

冢还在，驾车转到欧南路时就会看见。

中峇鲁路据说以前就是因为有坟场而取名，Bahru是马来语 

“新”，中就是福建话“墓冢”的意思。至于为什么我的小学会称为

成保小学？我想这与中峇鲁路附近的成保路有关，它是以商人陈成宝 

的名字命名。

19世纪的新加坡，流传着一句“陈天，蔡地，佘皇帝”的谚语。

话说当时新加坡陈姓商人众多，人多势大，富甲一方。前有陈送，

其传奇生涯，为人所津津乐道。后有陈成宝，其父陈亚汉为霹雳甲必

丹，是新加坡侨领佘有进的岳父。陈成宝于1875年连任市政委员主席三

届，续委为太平局绅、名誉推事，为人所推崇。陈旭年，亦为侨领，他

与柔佛苏丹称兄道弟，在柔佛开港，影响力之大，普通人难以想象。再

加上陈笃生、陈金声等人，陈姓之人高高在上，似乎拥有了整个天空，

故有“陈天”之说。“有进街”以佘有进为名，而“佘皇帝”指的就是

佘有进和佘连城父子。

成保小学的同学多是贫民区的小孩，来自河水山大火后重建的组

屋，在中峇鲁路、金殿路或惹兰孟比那这一带的组屋。不过，这一区是

风水宝地，中峇鲁路与文忠路的四层楼，以前的住户都是有钱人。现在

一个五房式组屋，售价可以高达98万元。中峇鲁路四层楼的日据战前屋

子，也因为怀旧风的兴起而成了另一个饶有韵味的社区。要是有空，不

管老少，都可以一种见证历史的心情去换一个下午的闲适，难得的摄影

取景最不可错过的是老房子后面的旋转太平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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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蒙学校
Tuan Mong School

创 校 年：1906年

创 办 人：陈云秋、廖正兴、杨赞文等28位

创校校址：禧街52号／登路

停 办 年：1994年

创校经过：

1906年，潮侨陈云秋、廖正兴、杨赞文等28人有感于潮人子弟在

新加坡的人数激增，有志创办一所潮人公立学校，供潮籍子弟就读。几

经磋商，乃暂租禧街52号为校舍，创办端蒙学堂，并推蔡子庸为总理，

陈云秋为义务校长，于10月1日正式成立。开学时仅有教师两位，学生

68名，以潮语教学。

学校简史：

1906年开学后，学生逐渐增加，租用的校址无法应付，乃寻找新

校址。

1913年，迁到甲纳基门牌13号，容纳了更多师生，校务渐入佳

境。

1918年，迁入登路新校舍，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盛况空前。

1919年，确立“勤慎诚正”为校训。

1920年，得到万世顺公司赞助经费，学校设备有了改善。

1926年，在张永福等人竭力筹款下，端蒙在民多路增设分校。这

时，学生人数增加不少，总分校的发展成绩可观。

1933年，总校向土地局租借校舍对面火车站旧址旷地为运动场，

全力发展体育活动。

1942，日本南侵，学校停办。

1945年，和平后，总分校迅速复办，学生人数激增。

1946年后，学校全面发展，无论学业或课外活动，在师生的 

“教”与“学”下，成绩斐然。

1955年，学校增设中学部，改称端蒙中学，并扩建新校舍。

1958年，端蒙中学开办高中班级，校舍也一再扩建，配合学校的

发展。

1962年，设备齐全的总校校舍落成，师生阵容强大，为一所具有

华校特质的知名学校，校务蒸蒸日上。

1967年，创办43年的端蒙分校，因校址被政府收回另作发展，校

长教职员调任他校，学生部分转入总校，其余分配到其他学校，端蒙分

校正式停办。总校则继续负起培育英才的神圣任务。

1972年后，由于受到市区重建计划影响，附近居民迁往新镇组

屋，端蒙中小学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

1983年，端蒙小学因为学生人数不足而停办，中学仍然继续上

课。

1994年，端蒙中学也因为学生人数逐年锐减，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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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端蒙学校是一所注重学生品学兼优的知名华校。在60年代，学校

推行一种表扬学生操行优良的制度，激励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

端蒙也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在五六十年代，端蒙学生在运动

会上，大出风头，篮球运动得了不少奖牌，就是足球运动，也令人 

瞩目。

端蒙有几位校长和教师如祝业殷、陈景昭、杨伟群、曾广纬等都是

书法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端蒙学生学习书法成为一种风气，学校每年

举行书法比赛。所以端蒙出身的学生，书法都写得不错，有好多还是当

今的书法家。

端蒙也为新加坡培养了不少建国人才，他们服务于政界、文教界、

商界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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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精神：任劳任怨
端蒙精神：勤慎诚正

在
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在国会附近的咖啡座与宏茂桥集选

区议员成汉通先生进行了一段关于他在端蒙中学求学的对

话。

端蒙中学的前身是端蒙学堂，在1906年10月1日正式创立。端蒙

的校门在1994年停办时，挂在大门上的校训，88年来天天提醒学生要 

“勤慎诚正”。

汉通先生五岁时报读端蒙小学，在端蒙完成了12年中小学教育。

端蒙是义安公司开办的潮州人学校，许多住在大坡一带的潮州人，都把

孩子送入端蒙。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学生是潮州人的环境里，学生们在休

息和下课时自然而然都说潮州话。汉通先生说，老师们在授课时虽然讲

的是华语，但潮州腔很重，就像在讲潮州话。

说起功课，汉通先生回忆起自己当年对数学特别感兴趣，一放学回

家，还没放下书包，就急速把数学作业做完。不过，他对华文、美术和

音乐也很感兴趣。当时的分流是根据学生的数理化成绩，因此他被编入

理科班，也被选为理科班的班长。

他说：“在端蒙的学习是没有压力的。校园内充满文化气息，几乎

人人都对书法有一手。当时全国书法比赛，无论是小学组、中学组，前

几名得奖人都是端蒙学生。这些骄人的成绩与当时端蒙学生勤练书法是

分不开的。我们每星期都要交大小楷作业。” 

端蒙学生就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十人有九人练就了一手好书法。

汉通先生打趣说，他是那个书法不好的第十人，因为他把更多时间花在

看电影和读报纸。

端蒙的许多校友，后来都投身于文化表演艺术工作，有些校友也加

入新闻界，汉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和当时端蒙的校风以及周围的环

境密不可分。他说，当时端蒙学校附近有国家剧场和丽的呼声。越过皇

家山就是国家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同学们放了学，不是到丽的呼声参

加节目就是到国家剧场俱乐部活动。他们也到国家图书馆借书和参观展

览会。国家博物院同学们比较少去，因为谣传说里边闹鬼。

求学时期，汉通先生喜欢阅读书报，他也对地方戏曲、电影有浓厚

兴趣。他说：“当时虽然零用钱不多，我还是尽可能多看电影。那时候

有两套电影合映，只收5毛钱，非常合算。看完后，我还收集相关的电

影册子和传单，并把看过的每一部电影记录下来。”

汉通先生说，他从电影学到很多叙事的表现手法，后来都用到生活

中来。比如要能承前启后，才能引起共鸣。因此，在处理事情时也一定

要做到前后呼应。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观众了解所想要表达的故

事情节和讯息，他担任议员后也把这表达方式用在解释政府政策上，并

注意到要言简意赅地向民众解释政策的内容。

“我很喜欢阅读，读到报纸或杂志上的好文章，或者重大事件，我

会剪下来，贴起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剪报的习惯，虽然有很多资

料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找到。剪报已经成为我的嗜好。”

他对新闻的热爱，是深受舅舅吴令茂先生影响。

他说，“舅舅当年喜欢和他的同学及朋友议论时事，我当时是小学

生，坐在他们旁边，似懂非懂，但好像听久就懂。就因为他们边看报边

访问端蒙中小学校友成汉通先生

               杨子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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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他们走后，我会再拿起报纸来读，不知不觉地造成我对时事的关

注，这也影响了我后来选择走上新闻记者的道路。”

端蒙中学在1994年停办。两年后，即1996年初，一群端蒙校友本

着饮水思源、热爱母校的精神，着手筹组校友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

校友会在5月28日成立。在成立庆典的晚宴上，阔别多年的老师和同学

们齐声唱起庄重严肃的校歌：“赫赫兮端蒙，养正兮圣功……。”

在被问到用哪几个词语能形容当时的华校，汉通先生沉默一下，他

选择了“安分守己”和“任劳任怨”。

他说：“华校生的特点，第一是安分守己，大家都默默耕耘。当

时大家没有追求名牌的概念，其实也没有名牌可追，或者没有能力追名

牌。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也没有炫耀家庭背景。那是一个非常纯朴的

时代。

“第二是任劳任怨。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知道自己的局限在

哪里，常常互相激励，勤奋向上。我们不会怨天怨地。看到别人成功，

我们羡慕，不会嫉妒。我们知道，成功靠自己。

“‘安分守己’、‘刻苦耐劳’这样的精神素质，对现在的学校，

仍然是不可多得。端蒙虽已逝去，但精神永存。经常回头看看这段记

忆，能让自己在万千世界里保持一双清亮的眼睛。”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

华校精神：任劳任怨
端蒙精神：勤慎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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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俱没”
  留下不朽的精神

访问敏江学校、端蒙中学校友吴俊刚先生

谈
起“消失的华校”，吴俊刚先生的经历或许是最辛酸的，

他的小学中学大学三所母校，均在“消失的华校”之列。

俊刚先生家住芽笼19巷，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一个弟弟、

三个妹妹。五岁时，父亲经人介绍到乌敏岛的采石场工作，一家人于是

搬进乌敏岛定居。

当时采石业兴盛，乌敏岛居民众多，约有3000人左右。岛上只有

一所民办学校——公立敏江学校（Bin Kiang School），岛上几乎所有

的小孩都在那儿上学，俊刚先生兄弟姐妹五人也不例外。

对于敏江学校的校园，俊刚先生仍然记忆犹新。“学校就是一排五

六间课室，最角落的一端是办公室，其余都是课室。学生多时，课室不

够用，学校就去向街上的店家租用课室，甚至还在戏台上课。”

翻山越岭上学去

乌敏岛中部是采石场，敏江学校坐落于小岛东部，俊刚先生住小岛

西部黄梨山一带。学校离家有两英里远，在那没有脚踏车的年代，上学

就得翻过荒山野岭。幸好那一带有一名开摩托船的罗姓年轻人，平日能

载一群学生早上乘船上学去。可是下午放学，这群学生还是要翻山越岭

步行回家。俊刚先生是到了三四年级，家里买了一辆脚踏车，才能骑车

上学。

俊刚先生在家说潮州话，敏江学校的老师上课说的是华语，他只记

得初到学校，什么也听不懂，如“鸡同鸭讲”。作业拿回家也不知道该

 盛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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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他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还是抓着他的手，拿着笔，照着作业

本上的字样一笔一画“画”出来，把功课做完。

那时，同学间的沟通，多用方言。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都有，

就是不说华语。懵懵懂懂地上了二三年级，才开始听懂华语，同学间才

开始用华语交谈。他的学业成绩也有了起色，四五年级后，一直名列 

前茅。

来到六年级，他却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大打击。小六会考，他竟然意

外落马，以不及格的成绩，引起全岛震动。这件事令他印象深刻：

“我平日是个好学生，会考竟然不及格，大家纷纷来关心我。记得

一位我根本不相识的、住在另一个山头的敏江毕业生，写信来鼓励我，

有些还亲自过来安慰我、鼓励我。有位叔叔还把自己特别订阅的《海光

杂志》拿来给我看，让我增进知识。还有一名学长，带来以前老师鼓励

他的信，来鼓励我。”

俊刚先生后来重读一年，总算顺利过了小六会考关了。

两位特别的老师

忆起小学时光，他想起两位特别的老师——李电子老师和张道昉 

老师。

“李电子老师个子小小，剪一头很酷的头发。那时候流行金庸小

说，人们都叫他西毒欧阳锋。不过他人很好，对我特别好。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打架，打赢了。他却不服气，趁我骑脚

踏车回家时，半路突击我，还用小刀刺伤了我，流了很多血。回家后，

父母很紧张，要我向老师报告。李老师看过我的‘伤势’后，说‘没

事。’接着问我说，‘俊刚，你要当我的弟弟吗？’我当即愣住了，没

有答应他，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说起李电子老师的故事，俊刚先生滔滔不绝，仿佛有说不完的故

事。对于这么一个乡村学生，李老师还帮他报名书法比赛，带他到本岛

参赛，最后还得奖。

“回家后，我的父母亲高兴得不得了，三更半夜，我还听到他们

说，‘比中马票还高兴。’我听了，心里很爽。”

还有一次，李老师带他和弟弟到本岛去看电影——《宾虚传》，令

他们大开眼界，非常难忘。

另一位老师张道昉先生是新加坡当代知名作家，笔名李向，也曾在

敏江学校任教，教华文和其他科目。

俊刚先生回忆道：“张道昉老师说话有点口吃，同学们都在下面

笑，他气得满脸通红，会把粉笔扔过来，非常的准。”

 盛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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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后，张道昉老师离开了乌敏岛，到《南洋商报》工作。“六

年级时，他回来探望我们，还送了两本书给我，上面写着‘送给吴俊刚

同学——张道昉’的字样，我都好好珍藏着。”

就是有了这两位老师的照顾和熏陶，再加上父亲的影响，俊刚先生

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如逆水行舟”

当时乌敏岛上没有中学，去本岛读书交通极不方便，因此小岛上的

孩子大多只念完小学，就去采石场工作了。俊刚先生很幸运，并没有像

他们一样，他选择继续升学。

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寄宿在牛车水登婆街堂伯父的瓷器店里。白天

从牛车水步行到在登路的端蒙中学上学，下午放学，回瓷器店，帮堂伯

父的忙。他念的是文科班，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器重，中一

起就被任命为班长，直到毕业，之间还曾当过总班长。

说起中学经历，他直言就是一个“苦”字。“周末和假期我都会

回家。由于没有摩托船服务，从家里回来时，父亲会和我一起划船到榜

鹅。到了榜鹅，父亲划船回去，我自己则乘巴士回到牛车水。虽然很辛

苦，但‘学如逆水行舟’，我常以此鼓励自己。”

端蒙中学的文艺气息非常浓郁，时任校长的陈景昭先生就是有名的

书法家，学生每周都要写大楷、小楷。俊刚先生因此练了一手好字，他

常代表学校参加书法比赛和作文比赛。

他最为怀念的，就是端蒙中学的60周年庆典。那时的庆典非常热

闹，有表演，也有展览。因为人手不足，他还帮忙女同学化妆。当时学

生演了一出潮州戏，男主角就是后来电视台的知名艺人——陈澍承先

生。俊刚先生也在展览中展出了几幅书法作品。然而，这样一所历史悠

久文化气息浓郁的知名好学校，竟然在1994年关闭，这令他至今还唏嘘

不已。

愿望达成：既当记者，也当特警

俊刚先生家境不好，家里还有都在念书的四个弟妹，读完中学，父

亲不要他上高中，但他还是坚持念完高中。

“中学时期，父亲对我有了一些期望，他要我毕业后考虑两种工

作：一是警长，因为警长配枪；二是记者，因为记者的笔很厉害。他还

说记者是无冕皇帝，让我心生向往，铭记在心。”

高中毕业后，他申请到《新明日报》当记者，马上就被录用。那

年，适逢国民服役计划首次推行，他给当局写信，最终，得以在当记者

的同时也当特警作为国民服役。他为能一举两得，完成父亲对他的两个

期望，感到非常高兴。

南洋大学半工读

1975年，他决定继续深造，到南洋大学半工读，修读政治行政

系，并于1979年考获政行文学士（荣誉）文凭。刚入南大时，学校以华

语授课，一年后转以英语授课。他表示，若不是当记者的多年训练，英

文有了一定水平，他是难以完成学位，当时的确有许多南洋大学师生栽

在英语上。

大学期间，俊刚先生遇上了吴德耀教授，这又是一位对他影响很大

的导师。

“南大毕业后，吴德耀教授一直游说我继续深造，还说：‘我帮你

找奖学金，你去美国读博士，读完回来教书。’”可惜因为已经结婚，

无法出国深造。他继续当记者，后来再投入政界，当了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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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四年，最令俊刚先生介怀的，是大学文凭没有校长的签名。

“我的大学文凭不是由校长签名，而是由秘书长陈祝强签名。我为

此感到很遗憾，文凭上连校长签名也没有。”

“三校俱没”

敏江学校1985年关闭，南洋大学1980年关闭，端蒙中学1994年关

闭；俊刚先生的三所母校皆已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今不复存。

说起母校的命运，他直言：“敏江学校自然死亡，南大关闭有着复

杂的因素，最可惜、最不应该关闭的就是端蒙中学。”

他说，敏江学校曾有短期兴旺，可惜随着战后婴儿潮完成小学教育

后，就慢慢衰弱下来。再加上新加坡本岛蓬勃发展，以及政府禁止乌敏

岛上的采石活动，乌敏岛的居民逐渐搬离小岛。人口凋零，敏江学校只

能跟着“自然死亡”。

至于南洋大学的关闭，他有着切身的体验。“那时候，南洋大学面

临着许多问题——管理问题、师资问题、生源问题、就业问题。从这四

方面来看，政府的决定有一定道理。”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当时董事

会与政府最终谈妥，南洋大学或许会有其他出路。

端蒙中学历史悠久，端蒙书法更是名闻全国，人才辈出，蔚然成

风；后期却因为市区重建计划，导致位于市区的端蒙中学生源不断下

降，终在1994年关闭。对于端蒙母校的关闭，俊刚先生深感遗憾。 

“端蒙中学不应该死，它有丰富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教育、文化各

方面都留有很深的印记，将之一笔抹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也是一个

遗憾。”

民间办校——不朽的精神

虽然“三校俱没”，俊刚先生认为华校为新加坡人留下了不朽的

遗产。他表示，“我非常感谢当年华社先辈兴学办校的精神。在那个时

代，在乌敏岛上，敏江学校对整个岛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先辈非常重视教育，敏江学校、端蒙中学、南洋大学，这三所学

校都是民办，是民间力量的体现。后来‘三校俱没’，这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如今，政府有条件、有力量，再加上民间的力量，定能为教

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消失的华校’，学校没有了，但精神还在。该怎么对待这一份

不朽的遗产，是一个值得思考、值得研究的问题。”

n 作者为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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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穷的环境中
找到自己的一缕阳光

姚
映通先生毕业于一所已经消失了的华校——端蒙学校。

1935年姚映通先生在中国出生，四岁随着父母来到新加

坡。1942年，当他准备上小学时，新加坡不幸被日军占

领。他艰苦地度过了日军统治时期，直到日军撤退。当时虽然已经超

龄，却没有成为他求学路上的绊脚石。1946年下半年他被端蒙学校录

取，因为学业成绩优异，只用四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六年小学课程，并在

1950年毕业。

华校最注重的就是品德教育，那时的华校主要由会馆创办，兴学

不易，这更加令华校子弟萌生了勤奋向上，以后要出人头地的心志。即

使生活如何贫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艰苦学习、勤恳待人的意志力。

正因为他们这种难得可贵的处事态度，才造就了今天新加坡的繁荣与 

昌盛。

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靠近您的家吗？

映通先生：早年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会依据自己的籍贯聚

居在不同的地方，例如广东人集中住在牛车水，潮州人集中住在克拉码

头一带，他们同时设立各自的会馆。当时的学校主要由会馆创办，华人

的孩子大多进入自己所属的会馆所创办的学校读书。我是潮州人，自

然而然进入潮州人办的学校——端蒙学校。那时代因为刚刚和平，物

资匮乏，生活很辛苦。现在的乌节路（Orchard Central）一带，在当时 

是潮州人的地盘，我每天都走路经过那里到我的小学上课。翻开新加坡

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先辈都来自华校，他们早年从中国来到南洋，刻

苦耐劳，因为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更愿意出钱出力设立会馆帮助同

乡，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很尊敬我们的先辈。

请您回忆一下，当年您在学校的表现如何？是否曾得过什么奖项？

您还记得当时的老师吗？有没有一些您到现在还记得的事？

映通先生：我写过书法，毕业那年也得过好学生的奖状，比赛时也

有获奖。毕业的时候，老师送了一些用毛笔写下的激励语给我们。那时

候我们学习地理、历史，学校也教人格品德的科目。记得一位有70多岁

的英文老师，华文也写得很好。

请问当年您和您的老师与同学们是不是关系都很好？

映通先生：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和自己家庭背景相似的人来往，例

如做生意的就会和有生意往来的有钱人做朋友，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很少

有机会和有钱人来往。但是我们一群同学相交，却不论背景。1989年我

曾经举办一个聚会，把我们一班的同学都请到家里来。

                          张政霖                耿梓轩                庄盛斌 

访问端蒙学校校友姚映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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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的小学是在哪一年被关闭的？

映通先生：我忘记了，没什么印象了。后来，整个教育制度及大

环境改变，那时已经没有所谓的华校了。然而，我为母校感到骄傲，有

了端蒙学校，我才有了可以去上学的地方。那时候是战后，生活非常辛

苦，能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现在我仍然为母校被关闭感到可惜。

我们身为华人，一定要懂得自己的文化。虽然当时读华校的人，受到中

国影响，思想会比较极端一点，有时还有一些反抗的行为，然而，我们

珍惜自己的文化。现在中国崛起了，连外国人都在学华文，而我们身为

华人，如果连自己的华文华语都搞不清楚，不是很令人惋惜吗？

请问您的孩子是在英校还是华校读书？

映通先生：我认为身为华人，一定要有华人思想。我有一男一女，

一开始我就让他们去比较注重华文的学校读书，因为我要给他们打好华

文基础。但是在新加坡，你需要靠英文谋生，早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

是新加坡还没有独立，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代，如果不会说英语会被人

看不起，不懂得英文也不能够出人头地，所以英文还是要学好。我把女

儿送进新加坡女子学校，儿子去了海星中学，毕业后到英国伦敦大学继

续升学，最后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的女儿现在正用政府奖学

金修读教育学。我的儿子因为打好华文基础，目前不仅在北京工作，全

家人也住在北京。这证明我的决定，以华文打底再学用英文去讨生活，

是正确的。华校教育注重品行、知识、体育等多方面发展，所以培养出

来的学生都拥有良好的品行。

华校培育出来了许多社会上成功的人士，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蛮 

大的。

n 作者张政霖为华侨中学中四学生

耿梓轩为华侨中学中三学生

                                                                                           庄盛斌为华侨中学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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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立复兴学校创办于1939年，原校校址建立在杨厝港德义村

（实笼岗花园住宅区背后深入胶林2英里）路旁一座神庙附

近。学校早期由新中学校和海峡学校两校合并而成。当年

校长是吴志超先生，学生仅70名，学校经费全赖热心教育赞助人的月捐

和学生的学费杂费维持。

1942年日军侵占新加坡，学校被迫停办，校舍也被日军拆毁，荡

然无存。

1945年日军投降后，德义村热心教育人士商讨复办学

校。村中一位热心教育村民献出地皮，有威望的村民（王

夫士、王金炳、王火济、王欱志等）成立“村民互助社”

，动员全村民众动手拆除日军宿舍的木料，建造简单校

舍，在1946年正式复课，续聘吴志超当校长，一位教员，

学生仅50名，办学艰苦，经费常不敷，惨淡维持。

学校经费长期陷入困境，复兴学校在1949年由公立改

由校长黄金和私办，直到1953年产生新董事部，再由私办

改为公立。1956年学校申请到政府全部津贴后，经费才稳

定。

鉴于校舍太简陋，长久失修，风雨交加时到处漏水，

晴朗时强烈阳光透射，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和学习。加上村

中学童随年激增，1959年董事部成立筹募建校基金委员

会，1961年9月假快乐世界体育馆举办游艺晚会，筹款突

破2万元。新校舍在1963年落成，1964年正式启用，有四

间课室，一间办公室，一间阅览室，一间餐室。

为充实建校基金，董事部再在1964年3月假国华、百乐门、银国、

新快乐等四间戏院放映八场电影筹款，筹得1万元。

新校舍从1964年开始启用，只使用了8年，在国家发展宏茂桥新

镇后，被迫于1972年停办，走进了历史，完成了33年（1939-1972） 

“百年树人”的光荣使命。

公立复兴学校
Fook Hin Public School

           许永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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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校长（1946-1972）资料（一）

历 任 校 长 年 度

第一任 吴志超 1946-1948

第二任 陈焕辉 1948

第三任 王永江 不详

第四任 黄金和 1949-1967

历届小六毕业生人数（1953-1972）资料（二）

历 届 年 度 人数 历届 年度 人数 历届 年度 人数

一 1953 1 七 1961 10 十三 1967 26

二 1956 10 八 1962 15 十四 1968 48

三 1957 6 九 1963 23 十五 1969 81

四 1958 9 十 1964 25 十六 1970 未详

五 1959 5 十一 1965 未详 十七 1971 未详

六 1960 7 十二 1966 未详 十八 1972 未详

n 作者许永满曾任教于复兴学校（1959-1971），后转校菩提学校直到退休（1972-2000）。

从公立复兴学校创办—发展—停办的历程，体现了早期华校创办

者，热爱华教的乡亲父老们，经历了何等艰苦曲折的困顿，然而，他们

齐心协力，执着地完成办学的神圣使命，赢得众人崇高的敬礼！

消失的华校是新加坡建国史上的基石之一，功不可没。谨以此文献

给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举办的2014年华校校史展。

历 任 校 长 年 度

第五任 何惠侬 1967-1969

第六任 许永满 1969（代校长）

第七任 陈添宝 1970-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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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州学校
 Kong Chow School

创 办 年：1929年

创办地址： 321, New Bridge Road

                   冈州会馆

创 办 者：冈州会馆总理罗承德

停 办 年：1968年

创办经过：

1929年，大坡牛车水一代，人口稠密，冈州会馆附近，有不少孩

子没机会受教育。眼看这种情况，会馆总理罗承德乃号召会馆同仁，使

用重建后的冈州新馆三楼开办“冈州义学”，免费为该地区孩童提供义

务教育。义学以华语教学，兼用方言解释，开学时只有两名教师，约80

名学生从小一到小四，采用复式班形式上课。

学校简史：

1929年，冈州义学开办后，学生人数不超百名，学校开支，经常

不敷。不敷之数由会馆理事向同乡募捐，勉强解决经费问题。

1932年，原任校长李亦民辞职，由胡蔼峰继任。学校校务继续推

进，学生成绩取得进步，表现不俗。

1932年到1938年，虽三度更换校长，依然秉承

办校初衷，推行全面教育，学生无论学业成绩或课

外活动，都有令人满意的表现。

1938年，由梁保安任校长，加强教学，提高学

生的学业成绩，同时加强德育训导。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所有华校停课，冈

州义学也不能幸免。

1945年，日军战败，新加坡光复，冈州会馆迅

速恢复活动。受战争影响，大批失学孩童满街跑，

在罗承德董事长领导下，冈州会馆复办冈州义学，广收失学孩童。由于

学童多是超龄生，且人数不少，会馆乃扩大二楼会址为课室，分上下午

班上课，尽量收容失学的孩童，学校一度收容学生至320多人，校舍非

常拥挤。面对这么多的学生，学校经费显然要增加。可是，战后市面经

济萧条，募捐不易，学校难于维持义务教育，每月只得向学生收取1元

5角的学费和5角钱的杂费，以维持学校的部分开支。因为收学费，冈州

义学改名为冈州学校。

1949年，学校增办小五和小六班级，成为一所完整的小学，学生

也增加到400余名，全部挤在冈州会馆内接受八位老师循循善诱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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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会馆对教育事业十分关注，特修筑操场，为学生提供周会与运动的

场所，虽然地方不大，活动依然能展开。

1950年后，学校发展迅速，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会馆不敷应用，

二楼与三楼已无空间再增添课室，只能把二楼露台辟为小课室，作为人

数较少的六年级课室。这时上下午班共有九班，学生达到500多名。有

段时间，一年级的新生，90人挤在一间大课室，坐在长板凳上听老师讲

课，老师和学生都非常辛苦。

一些受战时影响，没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少年，战后为了生活，踏入

社会工作，仍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冈州会馆于是开设夜学班，分中英

文班，录取这些好学的青少年，当时夜学也有百多名学生。

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学生，会馆设立了建校基金，筹募款项，准备

兴建新校舍惠及学生。在校长、老师的努力下，学校在德智体三育的发

展，有不错的成绩。

1960年后，学校稳健发展，学生在多方面的表现都令人满意。教

师薪酬虽低，却都抱着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工作态度，任劳任怨，尽心尽

力地教导学生。

1965年后，随着华校英校学生人数比例的扭转，加上市区重建计

划的影响，华校学生人数日益减少，大坡一带由宗乡会馆开办的华校都

陆续停办，冈州学校也面对学生人数逐渐减少的问题。

1968年，冈州校长郭锦鸿到了退休年龄，学校又面对收生困难的

问题，会馆乃忍痛决定停办学校，将在籍学生转到他校继续学业，教师

也获得适当的分配，至此，办学36年的冈州学校消失了。

学校特色：

冈州学校虽是一所小型学校，但在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发展

德智体三育，很有成绩，成为学校的特色。

学校利用每周一次的周会，以节约、博爱、诚实、服从、反省等德

目，由校长或教师向学生分析做人处世的道理和进行相关德目的活动。

如在诚实周，举办诚实学童竞选。每班派出一名代表，经全校同学投

票，选出公认的诚实学生。这种选举制度，不仅鼓励学生不说谎，也在

幼小的心中培养起民主选举的精神。

学校也通过各项学业比赛、游艺会的演出、体育项目比赛，发展学

生的潜质，以及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和集体协作精神。

历任董事长：

罗承德

周纪朋

黄永荣

谢叔文

简永年

黄晋藩

卢鹤龄

历任校长：

李亦民

胡蔼峰

罗秀峰

区丰泉

梁保安

周培广

黄逢美（代）

郭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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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学校
 Keng Seng School

从
更生学校的校歌，可以确定学校成立于1939年。校舍坐落

于红山的亨德申路（Henderson Road）。学校的成立要归

功于一群有前瞻远见，意识到教育是迈向美好未来的乡绅

和村民。学校取名为“更生”，就有“复新、再生、发愤、自力更生”

的意思。校名“更生”两个字，是由本地著名的书法家张瘦石先生挥

毫。由于学校有完善的组织和能提供较全面的基本教育，村民都把孩童

送到更生上课，更生慢慢取代了乡村附近的几所私人小学，成为红山的

知名学校。更生学校的精神，都浓缩在那庄严沉实的校歌里。

更生建校初期，学生人数激增，学校设施不敷应付。由于学生都来

自附近的穷苦家庭，家长主要是农夫和在附近米粉厂工作的劳工及豆腐

小贩，每月两块钱的学费对他们来说已很难负担，所以学校一直在捉襟

见肘的经费下操作。正如校歌所述，学校初期是“惨淡经营”的。不过

在校长叶天勇先生和一群献身教育的教师努力下，更生学校除了日据时

期，一直都继续上课，从未间断过。

根据叶天勇校长的回忆，更生学校的原址本是当地热心教育的猪

农捐赠的。二次大战后由于学生人数激增，猪农们再捐地扩建小学，所

以当时常常有猪只闯入校园，甚至进入课室捣乱，驱赶猪只变成校务之

一。

叶天勇校长本是道南学校教师，1959年接下了更生学校校长的重

担。他记得上任的第一天，校董带他到处走走熟悉情况时，一路上都是

湿的泥路，到处是猪粪。当时学校只是由几间“亚答屋”组成，没有水

电供应。课室里大小不一的桌椅摆在红泥地上，异常简陋。不过对于求

知若渴的乡村穷小孩来说，有书读已经非常满意了。

 校友吴连贵（Ngoh Lian Kwee）还记得在50年代，靠制造豆腐

和“腐竹”（豆支）维持家计。同学也来自附近的穷苦家庭，大家穿的

校服都是破破烂烂，布满补丁，有的则是纽扣不全，由旧衣服缝改过

的。买不起校鞋的同学穿着拖鞋来上课，有的用旧的饼干罐或麻袋子当

书包。有同学甚至要在学校贩卖蛋糕和零食来赚取学费！也正是这样的

环境令到学生更加用功读书。吴先生回忆说1961年他那一届同学，有

90%考获小学离校考试（PSLE）证书，还有不少继续升上中学甚至高

中。

1962年以前的更生校舍非常简陋，下雨时屋顶漏水，学生要把

桌椅搬开，用桶接水。由于没有电流供应，学生要在黑暗的课室里上

           刘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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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1962年得到校董会的批准，叶校长开始向各界筹款共得3万元，开

始扩建校舍。新校舍的蓝图是由已故王鼎昌总统的父亲王竞惠热心测

绘，他参照了当时在武吉班让的中华学校的设计，为更生注入了新设

备。

新校舍利用了小丘地形为校园增加“层次”感。新校舍有木墙，锌

板屋顶，下雨不再漏水了。新校舍共有10间课室，再加上图书馆兼音乐

室，兵乓室以及一座两层的行政楼。行政楼的上层有校长办公室、教职

员办公室、会议室、印刷室和课室，下层则是书籍文具贩卖部和食堂；

学校还设有操场和篮球场，在当时来说算是设备非常完善的小学了。校

舍扩建后学生人数从400多人激增到超过700人，学额在开始报名的几

天就爆满了，那时学生来源也包括了住在附近新建的红山区七层楼政府

组屋的孩子。

由于全国华文教育的逐渐没落，学校在1978年的收生人数降到300

多人，为形势所逼，更生不得不与Strathmore小学和Friendly Hill小学联 

合经营。新联合学校迁到亚历山大路，校名仍保留为“更生”，但改用

Friendly Hill小学的校徽，以及Strathmore小学的校歌。新联合学校于

1980年6月27日开课，由当时红山区的国会议员林子安先生开幕。

联合新校舍开课后，三所小学其实都已名存实亡。不久，在旧址亨

德申路的更生校舍更毁于一场无名大火。2002年1月2日，新联合的更

生小学再与亚历山大山小学和亨德申小学结合，改名为颜永成小学，更

生学校就从此在新加坡的教育史里消失。

（主要资料来源： 

《红山-从乡村到城镇》Bukit Merah  From A Hill Kampong To A Modern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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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福学校
Kwong Fook School

创 办 年：1916年10月5日

创校地址：劳明达街14号广福庙

创 办 者：梅云衢

停 办 年：1982年

创办经过：

上世纪初，在本地俗称火城一带，工厂林立，附近居民多为劳动工

人，他们的子女不少都到了适学年龄，老教育家梅云衢看到这种情形，

认为有必要为这些孩童办一所学校，让他们有机会发展潜能，并保存其

善性，养成有自立处世的能力。

梅先生于是向广福庙借用庙旁门牌14号的店屋与戏台，辟为教

室，开始百年树人大计。当时恰好养正学校更新一批旧桌椅，便把旧桌

椅转给广福学校，学校在1916年10月5日正式上课。

学校简史：

广福学校正式上课后，学生人数只有20多人，由于学费低廉，前

来求学者不断增加，学校的经费高涨，以致不易应付。为使学校发展顺

利，学校乃组织董事部，协助筹募经费。

1919年，学校举行演剧筹款，应付不敷开支。可是又面对教室不

够，乃商借校舍隔邻11号及13号两间店屋，加以修葺，将三间店屋打

通，组成一间小规模的学校。

1920年后，学校继续发展，学生人数续增，学校又面临经费短缺

的问题，幸好董事部在第二次的演剧筹款中，获得热心教育人士的支

持，所得款项虽不很多，但总算让学校再一次渡过难关。

1924年，同样的问题又来，再度用同样方法解决，但这不是长久

的办法，因此，董事部决定应用广福庙从屋租及香油钱所得的收入，拨

出一定的款项给广福学校，补贴经费，学校始能继续发展，经历多位校

长的进行改革发展，广福学校的校务渐上轨道。

1938年，学校聘黄镜波为校长，黄校长本其经验及热忱，为学校

改进校务，不到三两年间，学校得以购地，多辟教室，容纳更多孩童。

在校长及教师的苦心经营下，学校在原校舍后加建三间教室，广收学

生，学生人数一度达到400多名，规模逐渐扩大，声誉日隆。

1942年，日军南侵，学校简陋的礼堂被日寇炸毁，图书和桌椅，

荡然无存，学校停办。

1945年，日军败走，新加坡光复，许多华校纷纷复课，广福学校

也不例外。

1945年10月1日，广福学校复办，虽然学校缺乏一切设备，但在

黄镜波校长及众多老师的努力下，学校很快又上了轨道，学生人数逐年

增加。黄校长关心学生，鼓励学生背诵唐诗，勤练书法，发挥各自的才

能。

到广福学校来求学的学童越来越多，董事部向广肇热心教育人士

募捐，在校园内添建一座木屋，增添三间课室，使到全校学生人数达到

1100多人，分上下午班上课，规模不小。学校加开夜学部，让工作人士

上课。1951年，夜学部开办初中班级，还有英文专修班。

1954年，雷子占任校长，校务日隆。经过一番努力，董事部筹款

兴建崭新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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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崭新新校舍落成，共有14间课室，一间办公室以及作为

其他用途的房间，这在当时可说是相当现代化的设备。学生从此在良好

的环境中学习，无论学业成绩或课外活动，都得到全面发展，充份发挥

潜能。学校举办的成绩展览，都获得很大成功，受到各界人士好评。就

说是运动吧，每年华校联合运动会上，广福学校的健儿都有特殊表现，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市区重建计划的推行，火城一带的景观开

始有了改变，许多居民迁移到新镇，学校的招生，逐年渐少，但学校的

校长老师依然坚守岗位，想方设法，要把学校办好，吸引更多学生前来

念书。然而到了1982年，学校实在支持不了，宣告停办。

学校成绩：

广福学校，地处工厂林立，劳动子弟甚多的地区，学生多来自火城

芽笼一带的清寒家庭。他们缺乏在家中学习的环境，幸好得到学校的校

长老师的尽心照顾，循循善诱，学生均获益不浅。学生也能自爱自律，

苦心学习，所以广福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一直都在进步中，会考成绩

逐年提高，从早年的60%及格率，到停办前的100%，可见学校的老师

教导有方。学校也注重学生课外的学习，培养了不少善于写作、善于美

术图工的学生。广福学校校园虽不大，但培养了不少运动员，他们之中

有些后来在田径上还是著名的选手。广福学校60多年所培养的学生，是

一群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历任校长：

梅云衢

陈东璋

刘汉民

陈廷栋

梅云衢

张宪民

黄鸿谋

黄境波

雷子占

历任董事长：　　

陈赞朋

周升翘

谢树椿

陈锦俦

曾寿山

区冕堂

程董南

何思观

张兆兰

甘汝成

莫汉伟

曾纪辰

胡文钊

方诵清

梁元浩

潘霖端

蔡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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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的风光
一辈子的思念
访问广福学校校友何朗宗先生

今
年已79岁的何朗宗先生老当益壮，容光焕发。看他拿出一

张张旧照片、一本本旧校刊，听他精彩细腻的校史回忆，

我们不禁被他对母校的情怀和深爱所感动，也对他感到由

衷敬佩。

朗宗先生告诉我们，1916年10月5日，中国教育家梅云衢先生来到

南洋，向位于火城芽笼路和劳明达街交界处的广福古庙借用平日演习的

舞台开班授课。广福学校是这样成立的。

1945年末，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因战争停学而超龄的朗宗先

生，第一次踏进这所位于小坡火城的广福学校，开始了一段影响了他一

生的学习旅途。虽然仅仅是小学六年匆匆的时光，他对学校的记忆，对

学校的感情，却还如水晶一般晶莹剔透的明晰。

那段时光，给朗宗先生带来了无数难忘的记忆：他记得黄镜波校长

要求学生上唐诗及古文课程，以及勤练书法的往事。黄校长曾经对学生

说：“写得一手好书法就等于穿了一件干净得体的衣服，能得到别人尊

敬。”在黄校长的督促下，争胜好强的心理使到每个学生互相观摩，切

磋砥砺，都写得一手像样的书法。朗宗先生边说边展示了他小学时创作

的诗词，那顺畅动人的诗句，刚劲有力的字迹，无疑就是黄校长用心良

苦教导学生的完美体现。

除此之外，他还清晰地回想起一位英文老师——傅佑荣先生。他带

着一丝怀旧的笑容，讲述傅老师是如何从26个英文字母教起，逐步给同

学讲解一些“I, you, he, boy”的简单词语和语法。可惜当日因为校内英

文教育实在太少，许多学生不得不去上夜校，加强自己的英文能力，为

将来的工作提高英文水平。这段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埋下了新加

坡教育从华文转向英文的伏笔。

朗宗先生在校六年期间，恰逢二战刚落下帷幕，校内硬件设施简

陋：校舍破旧，物质匮乏，学习环境并不舒适。但精神上，每个学生却

十分富裕。他们结交挚友，大家讲着广东话，踢着毛毽子，写着自创

诗，其乐融融。他说：“英校生打篮球、橄榄球；华校生打羽毛球、乒

                          张镭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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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球。华校栽培的，是人穷志不穷、有责任感、有公民感的人，他们是

新加坡建国不可缺失的一批人。”

广福学校周边工厂林立，学生多是穷家子弟。受生活环境限制，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国家独立后，学校会考的及格率只有60%左右。后

来，在历任校长、老师以及学生的努力下，学校的水平稳步上扬，日益

进步，在上世纪80年代，会考及格率已达100%了。

朗宗先生离校后参与了成立于1955年8月7日的广福校友会，曾有

一段时间经常与校友每年定时见面。可惜，随着新加坡教育制度彻底转

型成为英文教育，许多父母将子女送去英校，加上学校周边居民的迁

移，学生人数一跌再跌，1983年，广福学校只能无奈地停办了。

朗宗先生深明英文教育重要，在新加坡社会是不可或缺。他把子女

都送去英校，可是他却不能苟同当今许多诸如“做义工送子女入名校”

的行为。他认为那是“不纯正、不真诚”的，教育是不应该与这些行为

挂钩。

或许因为上述原因，朗宗先生虽已年迈，还积极投身参与有关母

校、有关华校的活动。他要让我们这些参与“消失的华校”展览会的学

生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华校所传承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让我们明白在现

代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在未来还能做出怎样的改进和改变。无论怎样，

他的行动所体现的“饮水思源”精神，是让人敬佩与感激的。

朗宗先生认为他对母校“半世纪的风光，一辈子的思念”绝不会就

此消失。他说，对消失的华校史的钻研，不是一代人的痴情，更不是一

代人的迷恋；而是三代人的传承，三代人的薪火相传，是三代人一起书

写的历史故事。

最后，附上《广福学校成立与校庆歌》：

同学们　伊嘻伊嘻地笑　尽管着歌与跳

快乐今朝我校　成立纪念了

想当初艰难创造　费去了多少心和脑

到如今似江边潮　浪花逐日翻高

愿我校董师长同学们　爱护我校

这一朵光彩灼夭的花儿　长在着人间照耀

n 作者为华侨中学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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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身份认同的挣扎
以身为华校生为豪
访问光洋学校校友卓南生先生

1
942年生于新加坡的卓南生先生，早年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大

学受教育。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后获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主修新闻学）

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新加坡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南生先生接受访谈时表示当时的华校生学习都非常认真，大家都

以自己是华校生为豪。如果班上有同学要转去英校，大家都会主动去劝

他不要转校。即便华校在当时社会上是受到歧视，但是他们并不在乎，

他们都以有自己的文化为豪。他们还非常有责任感，而且有越是艰难越

不怕苦的精神。现在回头看，他发现当时很多老师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 

“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不少华校生都称得上是“鲁

迅的子弟兵”。他后来几次去北京大学，多少和从小对北大有一种憧憬

和情结有关。

陈禹蒙：卓教授，请谈谈您在光洋小学读书的情况。

南生先生：我是1950年至1955年在光洋小学念书。当时光洋小学

在后港5英里附近，它并没有附属于某个特定的会馆或者方言群。在我

印象中，光洋小学是后港一带最大的一所华文小学，我不记得一个年级

有多少班，但每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位同学。选读光洋小学主要是因为靠

近我家。光洋小学除了是后港最大，在我记忆中，光洋小学也是后港一

带最好的学校，学风和校风都很好。学校当时提倡尊师重道，重视德、

智、体、群、美，还有一股正气之风。学生的衣着都是整整齐齐，学生

的出勤率高，绝不能迟到、早退或者无故旷课。当时的华校，基本上都

是这么要求的。

陈禹蒙：您当时的表现怎样？是大人眼中的“好学生”吗？

南生先生：呵呵，基本上是的。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应该算是名列

前茅。我读小学的时候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班上有的同学年龄比较大，

我算是适龄的学生。当时学校有华文、数学、英文等基本科目，我们算

是受到比较完整华文教育的一代。我们的课文最早都是从“拍手，拍拍

手”开始的。学习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就是认真读书、做好功课就

                          陈禹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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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没有补习。做功课也没有做到很晚才睡的情况，所以啊，当时我

几乎每天都是很乐意、很快乐地去上学。

陈禹蒙：有没有哪位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南生先生：有的。因为我对华文比较感兴趣，对教过我华文的几

位老师，印象都蛮深刻。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小学六年级的吴世仁老师，

他当时也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是海南人，人虽然严肃，讲课却不枯

燥。1955年开万隆会议，他每天都给我们讲报纸上的故事：讲印尼的苏

卡诺总统、印度的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总统、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等

等。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开始关心时事，我的第一本剪报集（以图片为

主），就是关于万隆会议的。万隆会议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是很重要

的，它意味着亚非拉民族自决意识的觉醒，当时有人撒播“上华校就等

于是亲中国，亲中国就是亲共”的说法，这是十分片面和不正确的。这

段宝贵的小学启蒙教育，朦朦胧胧中给我这一生自我定位了。

陈禹蒙：您会觉得老师给学生讲一些深奥一点的东西，不见得是件

坏事吗？

南生先生：是的，何况老师还把深奥的东西讲得很浅白、很生动。

可能是时代背景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日常生活的课题。当时可能

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大家受过日本人的侵略，对战争犹有余

悸，都很关心和平。1955年也是新加坡依据林德宪法制团建议举行立法

议会选举的年头，新加坡的华人也在争取公民权，由华侨转变为新加坡

的华人，我们在小学时就经常看到群众大会。所以，我会觉得我们那个

时代对政治会比较敏感，因为你不管政治，政治会管你。处在那样一个

时代，人们对在周边发生的事情都很感兴趣，譬如关心万隆会议。当时

在筹建南洋大学，华人社会中的小学生都有一个梦，就是将来去南洋大

学读书。于是就算还是小学生，也会去热心帮忙义卖篮球比赛的门票，

为南洋大学筹款。这种使命感，学校并没有特别地教，这些是自然而然

的，当时的社会就有这样的气氛。我们那一代人有一个对自己身份认同

的挣扎过程，我们思考华侨、华人和华裔的问题。相对而言，我们分得

很清楚，并且能够说得很清楚。

陈禹蒙：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您对于当时的华校有什么看法呢？

南生先生：华校的学生学习非常认真，而且大家都以自己是华校

生为豪。如果班上有同学要转去英校，大家都会主动去劝他不要转校。

即便华校在社会上是受到歧视或者说是受到迫害，但是我们不在乎，我

们都以有自己的文化为豪。当时的华校生非常有责任感，而且有越是艰

难越不怕苦的精神。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 

“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不少华校生都称得上是“鲁

迅的子弟兵”。我后来几次去北京大学，多少和我从小对北大有一种憧

憬和情结有关。我们小学那个时代还是英国殖民时代，那时的英校的重

点似乎在于大量培养小学（六号）、初中（九号）的学生，毕业后可以

在邮政局帮忙卖邮票，做个小书记之类的。华校的教师则不少是从中国

南来的文化人，他们觉得把下一代教育好，是他们的责任。

陈禹蒙：教授，您觉得东南亚这段历史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因

为我们有个想法是把这个展览会带到中国去，您觉得这有意义吗？

南生先生：我觉得带到中国去的展览需要做得更深刻一些，现在的

中国并不是很了解东南亚，东南亚也不是很了解中国。虽然现在中国有

些大学开设了东南亚研究的课程等，积极培养人才，但为数不多。总体

而言，不少中国的精英要么还停在“华侨的年代”，要么是透过洋人的

眼光来看东南亚，未必能全面认识和分辨东南亚华人和华侨两个概念之

间的差异。所以，如果你们这个展览会要到中国去，应该有一个提炼、

加工的过程来帮助中国人解读。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三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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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国民学校简史
Koh Min Public School

公
立国民学校的位置在当时俗称“笑疯人间院角”的地方，

篱笆的另一边是彰德学校。

学校由四排埔医院其中一间车库改成，用屏风间隔成五间

课室，其中一两间课室有不同班级的学生一起上课。老师站在黑板前的

空间，也是课室内的通行走道。屏风移开，就是礼堂。

学生绝大多数是医院员工的子弟，以海南人居多。我是老师亲自上

门招收穷乡僻壤子弟的其中一个。由于班上好些都是超龄学生，功课赶

得上的都跳班。

学校由当时的艺术研究会领导人黄天能先生当校长，不久由其妹

夫许永嘉先生接任。教职员中好些是进步分子，宣讲抗日反殖的精神，

传播进步健康的歌曲与舞蹈。在我毕业的时候，好些老师也“毕业”

了——他们被英殖民地统治者驱逐出境。

学校约在70年代迁移到另一角落——就在百年古迹恒山亭旁边，

过后两者都不保。

                             蔡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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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庙宇共用操场的化蒙学校
访问化蒙学校校友陈修坤先生

今
年74岁的陈修坤先生对自己当年在化蒙学校上课的情景仍

历历在目。他是1948年到1952年在这所学校就读。之所以

只读四年，是因为这所学校只开办小一到小四。因为学校

是全村惟一的学校，又在家附近，所以就选了这所学校。

“这是一所海南会馆体系的学校，我是海南人，全村的小孩都是，

所以都去了这所学校读书。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同学

的关系相当好，常常一起玩，考试没有作弊，平日的功课嘛，不会的，

就会抄啦。现在有时碰到老同学还是能认出来的。”

谈到当时自己的情况，他说：“说我是好学生吧，太过夸张。说

是坏学生吗？又怎么可能？我年底的时候考第一，校长给我一张奖状，

学校没有钱嘛。当时的老师和校长很严格，却不凶。他们要学生规规矩

矩，不允许乱来，平日都是用藤条打学生的。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

龙学端校长，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到学校了，他从年轻做到退休，现

在都90多岁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和老师联系，只知道很多已经去世

了。”

至于校园，他记得校舍很简陋，刮大风下大雨，屋顶就摇摇摆摆

的，裂缝漏下雨水。学校就在一座庙宇的旁边，庙宇的戏台平时当教室

用，庙前的广场就是学校的操场。庙里演酬神戏的时候，广场上摆满长

板凳，一唱起戏来，吵得没法上课，学校只好放假，大家都非常高兴！

上世纪80年代，他住的这个海南人聚居的村子被政府发展成组屋

区，学校就关门了。他知道后觉得很遗憾。

“母校的关闭让我很遗憾，现在即便很怀念它，也只能在梦中回想

了。学校没有校友会，现在也不会组织了，因为同学都老了。我认为当

时的华校对新加坡的贡献很大，毕竟建国的那一代绝大多数都是华校培

养的。”

修坤先生的两个女儿在特选中学圣尼各拉女校毕业。他表示圣尼各

拉女校是传统华校，学生还能尊师重道。

n 作者为南洋初级学院高一学生

                           吴雨芳               申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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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已绝  余韵犹存
怀念母校——公立化蒙学校

                             陈修坤

时
光倒流，回返60年前的时光隧道，怀念我的母校：公立化蒙

学校。

化蒙学校坐落于巴耶礼峇区罗弄亚苏的海南村（也叫后港海

南村），创立于1937年，由海南村民创办。它与许多典型的乡村小学一

样，跟村中的神庙有密切关系。

当年村中有一座“水尾圣娘庙”，庙里供奉“婆祖”娘娘神像，那

是海南人祭祀的神明，那里也是村民们相聚与共庆神诞的地方。村中聚

居约百户人家，村民为了让孩童读书识字，便兴办了化蒙学校，而学校

的董事有许多也是神庙的理事。

化蒙学校位于村子的心脏地带，学校旁边有几家杂货店、咖啡店、

理发店、中药店、蔬菜摊、冰水摊等等。每天早晨，鱼贩、菜贩、肉

贩，都挑着摊子来发早市，村民这时也都涌出来购买必需品，加上我们

学生经过那里去上学，那是每天村里最热闹的时刻。

记得学校的课室就在神庙的两侧，亚答叶屋顶的木板屋，最怕刮

风下雨：刮大风时，屋顶被吹得上下起伏，年幼的我们，很怕屋顶塌下

来；下大雨时则雨水从屋顶滴下，我们要不断移动座位避雨。虽然麻

烦，但也觉得有趣。如果风雨大作，雨水从屋檐吹进课室，我们也几乎

变成了落汤鸡，虽然满身不舒服，但也觉得好玩。

课室的桌子是长形的，两个学生共用。所谓椅子，其实是一条摇摇

摆摆的长板凳，有的藏满臭虫，我们常常被咬到奇痒难耐。由于课室之

间只是一板之隔，可以清楚听见隔壁课室的一言一语，有时同学们眼睛

盯着老师讲课，耳朵却听着隔壁的老师讲故事，心不在焉。或者两间课

室的学生同时朗读课文，声浪此起彼落，成了朗读二重奏，实在妙不可

言。

在那个时代，课室里没有电灯和电风扇。如果是乌云满天，课室里

就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每逢艳阳高照，同学们个个满头

大汗，老师也汗如雨下，苦不堪言。与今日设备齐全、明亮清洁的课室

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庙宇前方是一片光秃秃的空地，那是学校的操场，是我们每天举

行升旗礼和集会的地方，也是我们上体育课和游玩的天地。庙宇的对面

是一座戏台，平时也是课室。学校的一个角落有一口井，旁边有一间厨

房，老校工每天从井里打水给老师洗手用。老校工姓姚，是一位很慈祥

的老人，面上常挂着笑容，下巴一颗痣上有一小撮胡须。他每天除了处

理学校的清洁事务，也为老师准备午餐。那时候每天上午半天课后下午

还有两小时课，老师都得在学校吃午餐。学生则是上午上完了课，回家

吃午餐，下午再回学校上课到三四点才放学。

当年除了每年规定的学校假期，每逢神庙演酬神戏的那几天，学校

也放假。因为要演戏，戏台不能上课，操场都让村民从家里搬来大大小

小的板凳占据了，必须停课。这种现象，在今日真是不可想象。所以每

年阴历正月元宵节三天；七月中元节三天；十月十五日神诞三天，学校

额外停课，也是我们开心的日子。

1948年，我进化蒙学校读一年级，那年我8岁。以现在的入学规定

已是超龄生了，但在那个年代，有机会读书已经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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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天入学，跟着哥哥一起到学校，踏入校门，既感到新奇又

害怕。新奇的是第一次看见老师和同学，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场景；害怕

的是老师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因为入学前我没有学过华语，只懂得说

海南话。只要一听到上课的钟声响起，心里就是一阵恐慌，这种心情要

过了几天才习惯。

同学们都是村子里的海南人子弟，所以海南话是我们的共通语言，

华语根本派不上用场。老师之中，有许多也是海南同乡，家乡话也是他

们的用语。记得有一位福建籍老师，教课时，竟然用闽南话讲课。我们

都听得满头雾水，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的科目有：国语（华语）、英文、算术、自然、公民、手工、

唱游和体育。虽然有英文科目，在当时的乡村华校，其实根本没有真正

的英文教师，英文科都由华文老师兼教。我们到了二年级才开始学英文

ABC和单字，当我读完四年级必须离开化蒙学校（因为它只办到四年

级），到别校升读小五时，才感到学业水平太低，这是很遗憾和无奈的

事。

虽然时光过了一个甲子，但是在脑海中，老师的形象还是历历在

目，尤其是如今已90多高龄的老校长——龙学端校长。龙校长一生奉

献给化蒙学校，从年轻掌校到学校停办而退休，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

耘，与世无争。另一位尚健在的是黄守锐老师，也已90高龄了。其他老

师已作古，如龙学聚老师、李鸿忻老师、黄玉梅老师、黄桂梅老师、朱

龙云老师、吴钟俊老师、区启照老师等。

龙学聚老师擅长体育，皮肤黝黑，好像印度人，同学私底下叫他 

“黑吉灵”。区启照老师上午在别校任教，下午来化蒙兼职。每天下午

1点多骑着电单车来，同学一听到他电单年的声音，立刻跑到校门去接

他。他教我们手工和唱游，上唱游课时，他把歌曲和歌词抄写在黑板

上，没有乐器伴奏，一句一句地教，我们跟着唱，这样大家也能唱得不

亦乐乎。记得他教过的歌有：《王小二拜年》、《傻大姐》、《朱大嫂

送鸡蛋》、《沙里红巴》等等。

当年学校设备简陋，即便最简单的挂图都没能力购置，课外图书更

匮乏。我们这些在乡下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成长，怎能跟城市学

校的学生竞争呢？我想，这些都不是学校的错，而是环境和时代的不公

平。当时的华文学校，得不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关照，自生自灭，学生离

开母校后，都要奋起直追，才能迎头赶上其他同学，否则将被淘汰。

上世纪70年代，由于罗弄亚苏要发展成新镇，居民搬离乡村，化

蒙学校也完成了它的教育使命，被时代的巨轮碾过，湮没在华校历史的

长河中。可惜这段短暂历史的一切文物档案，并没有被保留下来，烟消

云散，不留一点痕迹，在我国的华文教育发展史中，留下一段空白，这

是谁的过失？难道要民间办学者负责吗？当日教育部的官员做了些什么

工作呢？还是这是历史学者的失责呢？

母校教诲过的许多学子，对母校的消失，感到无限的惆怅和无奈，

惟有从记忆中回味如烟往事，慰藉萦怀旧梦，弦歌已绝，余韵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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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华农学校简史
Hwa Nong School

公
立华农学校的前身是一间私塾，曾被日军占用为仓库。 

1947年由村内的刘氏公会几位董事发起，改私塾为“公 

立华农学校”，让葱茅园村内的孩子们有机会受教育。

         公立华农学校的骨干有：

董事长——刘才宝

董事：刘先奇，刘瑞国，邱玉胜，沈木宽，许崇福等。

首任校长——张芳清（50年代）

第二任校长是陈文生（60年代）

第三任校长是刘特光 （70年代）

首几届的学生人数只有10几名，后来人数激增，在顶峰期达700

人。校舍也从原本的三间课室扩建到八间课室，过后又增建了一间办公

室、一间音乐室、一间储藏室。

华农学校的校园很小，没有自己的操场，上体育课时，是借用学校

对面的九皇爷庙前面的空地，并在空地的一隅建了一个简陋的篮球场。

华农学校每年都参加“八校联合运动会”，八校为：华农，菩提，

丹昭，同敬，立德，快乐，成志，南侨公学。运动会的场地是租用巴耶

利峇路与麦波申路交接处的空地（就是现今蚬标油站后面）。

华农学校在芽笼士乃区，是1964年爆发种族冲突最严重的地区，

学校停课了一个时期，等到复课时，小六离校会考快到，为解燃眉之

急，深得学生及村民爱戴的李国荣老师自告奋勇每晚为会考班的学生补

课，一些不来补课的学生，李老师还亲自去家访，把学生带来补课。大

家都被他的认真和热忱感动。那年学校的会考及格率达到78%！

华农学校的老师，不但教书认真，而且非常注重学生的品德行为，

对学生的要求、期望也高，如果学生的学业成绩不理想，品行不端，若

屡劝不听，就会被体罚，校方的校规是赏罚严明。

到了70年代初，随着国家的发展，葱茅园的村民陆陆续续搬离村

子，华农学校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

1979年，公立华农学校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式关闭，从此走入历

史。

华农学校培育了不少大学生。他们有的是教师、会计师、中医师。

也有在政府各部门任职，或成为金融界的管理层。一些无法继续升学的

学生，也敢于自行创业成为中小型企业家，这就是公立华农学校的骄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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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茅园的回忆 
记公立华农学校

根
据乡亲父老，前辈的口述，葱茅园的公立华农学校，原本

是村里少数有钱人家让孩子受教育的一间私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日军侵略新加坡期间，华农私塾

成为日本军占领的仓库。

日本投降后，市面一片萧条，许多人失业，葱茅园内的青少年失

学，终日游荡街头，无所事事，甚至参加私会党，纠众打架，调戏妇女

等。有一位热心人士，（很可惜无法查证他的名字）自告奋勇地向华农

私塾的负责人，提议办夜校，由他义务给村内的青少年上课，结果吸引

了不少失学的学员。学员多数为10多20几岁的男女青少年，其中有一

位年龄约40岁左右的学生——许崇福，他住在华农学校附近，开猪肉店

为生。他的店是村里惟一一家猪肉店。

葱茅园内的村民多数以种菜、养猪、养鸡鸭为生，经济条件不好，

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机会读书识字。有鉴于此，村内刘氏公会几位董

事，提议把私塾改办为公立学校，让村内的孩子受教育。原本刘氏公会

的董事提议以中国家乡“桂林”为学校名字，拟名为“桂林小学”。但

是，张芳清校长却认为应用“华农学校”，让村民有认同感，刘氏公会

的董事也同意，“公立华农学校”就在1947年成立了。

1947年刚成立的华农学校是什么样子？可惜没有任何资料或图片

显示办校之初的样子。后期的华农学校外貌，倒是有些非常珍贵的照

片。从照片可看到教室内的墙上挂着课程时间表、值日生表。课室内有

个橱，里面有些故事书，这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了。仔细一看，墙上

还贴着“Library Corner”！这些图书当时只限本班同学借阅，因为图

书都是同学把家里的珍藏贡献出来的，担心给别班同学借去会弄不见！

曾经有段时期，在休息时间，课室内播放儿童歌曲，比如：《坐

火车》、《小铁匠》、《白杨树》、《我乘上小马车》，还有《五朵金

花》、《刘三姐》等。

                             夏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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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九月初一到九月初十，是庆祝九皇爷诞辰的日子。华农学

校的正对面就是九皇爷神庙，这期间上课，尤其是下午班的同学，个个

心不在焉。外面总传来阵阵锣鼓声，潮州戏的表演声，炮竹声等等……

尤其是九月初九恭送九皇爷那天，锣鼓喧天，炮竹声响彻云霄，送神队

伍游行全村，全村沸腾，学生根本无法，也无心上课，学校只好放假一

天。相信这是大家都忘不了的。

随着国家的发展，为了扩建公路，70年代开始，葱茅园的村民陆

陆续续地搬离这片土地，华农学校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在1979年关闭，

从此走入历史。

尽管如此，我们对于华农，对于葱茅园的那份情谊，那份感情，是

无法磨灭的。那乡间崎岖曲折的小路，那路边清凉的公共水龙头，那在

星空下或在雨中看电影的露天戏院等等。还有，想起来就流口水的mee 

rebus、chendol等等食物味道，就在梦里慢慢回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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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消逝的甘榜华校
访问公立华农学校校友袁合忠先生

今
年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袁合忠先生于1971年至1976年在葱茅

园路的公立华农学校就读。公立华农学校是一所由村民出

钱办的学校，主要收生对象是村里的孩子，这所华校之名

也由此而来。由于这是村里惟一的学校，很多学生都像他一样，每天和

兄弟姐妹们一同上学。

回忆起小学时光，他说那个年代，大家都很单纯，他与同学从没

打过架、闹过事，更别提作弊、抄作业了。但是，小孩子总会有顽皮的

时候，所以有些同学犯了错还是会被叫去罚站、打手心等。由于老师都

爱学生，被惩罚的学生寥寥无几。

他笑着说自己儿时是名乖乖读书的小孩，每天放学后便早早回

家。小六时还考了全级第六名，得到了一本书作为奖励。虽然奖品并不

名贵，他却异常珍惜，因为这毕竟是对自己一年努力的莫大肯定。他还

记得自己曾经非常期待每年的儿童节。因为在这一天，老师会分发一包

饼干给学生；只有在这一天，孩子们才能品尝到美味可口的饼干。他

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甘榜的孩子都穷，许多人连学费也交不起。因

此每当老师赠送饼干、文具或书本时，他都十分快乐，也十分珍惜。

1979年，他在毕业两年后想回母校看看，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随着国家的城市化脚步加速，人们开始迁出甘榜，搬进组屋，乡村学校

的人数锐减，最后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他对此感到惋惜，毕竟那是他

读了六年的小学。不但如此，这所充满着浓厚甘榜情的小学，随着历史

的逝去，再也找不回了。

他听长辈说，学校得以存在是有乡村父老出钱支持。当时乡村学校

的教学环境恶劣，薪金又少、擢升机会不多，愿意在甘榜教书的老师其

                     章若琳                  袁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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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少之又少，所以他非常感激当时的老师。他们一心为教育付出，秉

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默默地耕耘。踏入社会后，他曾想拜访

那些影响了他一生的老师，对他们表示感激，却不知如何联络他们。

他感叹现代的青少年，尤其是华族子弟，受西方影响，对中华文化

的认识相当肤浅。在他看来，华校在灌输中华文化、传承儒家思想这方

面的工作，做得很透彻。孩子们若能在这种环境里熏陶，必能学习到许

多宝贵的价值观，终生受益。因此，他很赞同女儿的选择：报读立化中

学，希望特选学校的教育能让孩子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有更深的认

识与了解。

n 作者为立化中学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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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怀念怀南学校

区如柏

位
于西海岸杨桃园的怀南学校，就像我国其他乡村小学，春

风化雨39年后，在1972年停办，从此在岛国土地上消失。

但怀南的一批校友，也就是杨桃园城隍庙的理事，却以纪

念杨桃园的名义，每年为裕廊儿女颁发奖助学金，以纪念停办的母校。

饮水思源，是怀南校友可贵的精神。

今年（1991年）7月，杨桃园城隍庙在报章上刊登了一则通告： 

“本庙纪念怀南学校，1991年度小学、中学、高中、初级学院、理工学

院、大学等奖助学金，即日起接受申请……”

一间庙宇颁发奖助学金是很平常的事，可是特地写上为纪念怀南学

校，意义就深长了。

为了了解杨桃园城隍庙与怀南学校的关系，我向杨桃园城隍庙理事

会主席林宗兴询问了一番。他说：“现在的班丹花园与德曼花园就是从

前的杨桃园。杨桃园这个村子只有一间庙和一所学校，那就是城隍庙和

怀南学校。杨桃园城隍庙的理事大部分是杨桃园的村民和怀南学校的校

友，为了饮水思源，我们颁发奖助学金纪念已停办的母校。

林宗兴很热心为我请来了12位与怀南学校有关系的人士如董事长

夫人、杨国伦校长、黄奕美校长、多位教师、学校书记、校友等到城隍

庙详谈。前辈们开垦杨桃园，并在杨桃园兴办教育的画面终于在我的眼

前展现。

安溪人汗水浇开杨桃园

那是本世纪初的一个真实故事。一群从福建安溪县南来拓荒的乡

亲，居住在巴耶利峇黄梨山（现在海星中学一带），务农为生。

现今79岁怀南学校第一任校长白春晖老先生对我说， 1926年，殖

民地政府有意把黄梨山作为军事用途，这一来黄梨山的居民面临迫迁。

当时安溪人的社群领袖蔡金泉（又名蔡九）、蔡浸润、王清云、陈和尚

等请求漳州人蔡克谐协助。

蔡克谐是当时的著名商家，跟政府部门的官员有交情。他见义勇为

向政府官员陈情，于是政府拨出西海岸10英里的青芭安置从黄梨山迁出

的居民。由于蔡克谐申请的关系，杨桃园的一段路，曾命名为蔡克谐路

（Cheng Keh Hai Road）。当时迁往青芭的安溪同乡，以鲁庭蔡、溪

内蔡、蓬州王、虞庄陈等占多数。

白春晖说，当时这片尚未开垦的土地是一片烂芭，毗邻班丹河，附

近的丛林有老虎出没，班丹河有鳄鱼，这群新迁入的居民请政府狩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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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柏

捕捉老虎，居民也联合起来诱捕鳄鱼，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奋斗，才把这

片沼泽烂芭辟为适合居住的地方。

这些居民本来在黄梨山务农为生，到了这里，也把蔬菜瓜果的种子

播下，并饲养鸡鸭和猪。同时，利用沼泽 地带开辟虾池。说也奇怪，这

里的土质并非砂砾，也非赤土，而是黄姜土，栽种出来的杨桃最漂亮、

肥美、少籽，刀口边缘不会变黑，和其他地方生产的杨桃不同，于是村

民都种杨桃。既然这片土地以种杨桃出名，人们便称这片新开垦的土地

为杨桃园。

戏台上  教三字经

安溪县原名清溪县。安溪父老在老家设有城隍庙，供奉清溪城隍

爷，南来拓荒的安溪人把城隍庙的香火请到南洋来，他们在黄梨山定

居，就在黄梨山供奉城隍爷；移居杨桃园，当然就把城隍爷的香火引到

杨桃园去。

白春晖回忆陈年旧事之时说，怀南学校的前身是私塾，从前凡有庙

宇的地方就有戏台，以便神诞上演酬神戏。1933年，杨桃园还没有正式

的学校，一位老先生在戏台上教学生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

课本，那时候，用福建话教学。 

1935年，杨桃园的孩子搬到安溪同乡王清云的货仓上课，由蔡茂

森执教，改用现代课本，用华语教学。怀南这个校名也是蔡茂森取的。

当时，杨桃园的乡亲父老已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村子里兴建学

校。

怀南学校创办年代是1933年，由蔡金泉捐献地段，到拥有专属自

己的校舍是1935年或1936年的事。

白春晖是1936年底到怀南学校执教。他说，以现代的眼光看怀

南：学校规模不大。校舍呈四方形，有礼堂、四间课室、办公室、阅报

室。校舍前有篮球场，后面有羽球场和教师宿舍。以前交通不方便，乡

村学校必须有宿舍给教师留宿。

白春晖还记得他主持校政之时，有学生150余人，采用复式班上

课。所谓“复式班”就是两个年级共用一间课室，譬如三四年级同在一

个课室上课。三年级学生上课时，四年级学生做数学习题或写字。轮到

四年级学生上课，三年级学生就做功课。当时只有三名华文教师和一名

英文教师。

他说，当时校长的薪酬是30元，教师25元至26元，英文教师薪酬

比较高，和主任的薪酬一样。

日军投降  家家杀猪谢神

1941年12月日军空袭新加坡，恰是学校放年假时。1942年1月本

来学校应该开学，由于时局紧张，学校继续停课。

怀南老校友施议旌说，日军南侵，从蔡厝港南下，杨桃园幸免于

难。局势安定后，村子里的98户人家当中，有93户每家杀一头猪，供奉

城隍爷神台前，感谢神恩。

1945年新加坡光复，白春晖校长已经从商。柯朝阳董事长聘请汪

上智主持校政，复办学校，接着由黄耀屏担任校长，白春晖担任董事

长。

杨国伦校长说，50年代怀南的教师阵容有校长兼教师的黄耀屏、

教务主任陈广丰、英文教师吴有志、华文教师柯桂华（即吴作栋总理的

母亲）。他说，当时，英文教师的薪酬比华文教师高，因为英文教师多

数不愿意到乡村执教，学校只好付 出较高的薪酬给他们。

总理母亲  怀南教华文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怀南学校除了一般的课程，还举办运动会和

游艺会，由于怀南学校很早就男女兼收，游艺会上男女学生联合呈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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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蹈等节目，在篮球场上临时搭起的舞台上表演，吸引了整个村子

的村民前来观赏。

怀南师生坦言，由于家长都以务农或做小生意谋生，学生都得帮忙

家里种菜、包杨桃、施肥、下虾池、送货等，经常迟到，这多少影响他

们的学习。

乡村学校虽然简陋，但是董教学以及家长打成一片。董事长夫人蔡

金木太太说，她的家就在学校后面，跟寄宿在学校的女教师柯桂华等人

的交情特别好，她们都称她“惜姐”。她说，吴作栋小时候常到学校探

望母亲。

怀南校友林宗兴、洪德时等回忆从前的老师说，柯桂华老师很仁

慈，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那时候，同学们的家境很穷，收入微薄的老

师还自掏腰包，买文具或书包给他们，这种师生情谊是无法忘怀的。

怀南的鼎盛时期有学生400多人。到了1972年，杨桃园土地被征

用，村民必须搬迁，学校还有200多名学生。当时学校面临三项重大抉

择：第一，搬到新的组屋区另建一座现代设备的学校；第二，搬到其他

乡村去再办乡村学校；第三是停办。

林宗兴说，怀南董事都是乡亲父老，经济能力有限，没有足够的经

济能力在组屋区另建现代设备的新校舍。1972年，这一带面临迫迁，董

事部选择停办的命运，怀南学校为当地孩子提供教育的工作也就结束。

饮水思源  年年颁发奖助学生纪念怀念

乡村家长不像市区的家长那么注重子女的教育，大多数的孩子到了

八、九岁才上学。在几位老师的回忆中，怀南的学生多数超龄。当时，

西海岸一带没有华文中学，怀南学生小学毕业后升上中学的不多，能升

大学的更少。

最令怀南老师难忘的是学生家长，他们把孩子送去学校，不只是接

受知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把孩子交给老师管教。从来没有家长会投诉

孩子被打骂，反而感激老师替他们管教孩子。每逢节日，家长们送来的

食物多得吃不完，他们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是现代社会很难找到的。

李贤馨老师说，她和柯桂华老师在怀南任职最久。1972年学校停

办时，大部分未毕业的学生转去新亚学校，柯桂华转到大众学校执教，

到1976年才退休。

杨桃园的原居民多数是安溪人，经过46年的变迁与发展，杨桃园

不再是清一色的安溪村了，各籍贯的人陆陆续续搬进来。

本来清溪城隍爷是安溪人供奉的神祗，入乡随俗，杨桃园居民不分

籍贯都供奉城隍爷。这些年来， 每逢农历五月廿八日城隍伯主千秋圣诞

到来，从杨桃园迁出的居民都会扶老携幼回返从前的家园，向重建的城

隍庙上一柱香，祈求平安。当天晚上，杨桃园城隍庙理事也会举行联欢

宴会，让昔日的村民欢聚一堂，回忆在杨桃园种菜、包杨桃、养猪、下

虾池的日子。

杨桃园城隍庙的理事多半是怀南校友，虽然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

却了解饮水思源的真谛。这些年来，杨桃园城隍庙的香火鼎盛，理事会

把盈余的香油钱捐献给学校以及颁发奖助学金，他们以纪念怀南学校的

名义去推动文化教育。

虽然怀南学校已经消失，获颁奖助学金的裕廊区的20多所学校，

将永远记得西海岸路曾有一所怀南学校。

       

n 作者为退休新闻工作者

取自区如柏著《百年树人》（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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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政府华文中学
Whampoa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创 校 年：1961年5月2日

创 办 人：新加坡教育部

创校校址：圣乔治路

停 办 年：1994年

创校经过：

黄埔政府华文中学是在教育部策划下于1961年5月2日开学。时为

年中，招生不易，教育部从实龙岗中学及德新中学转来中一学生共382

名，分八班在一幢三层楼校舍开始上课。

学校简史：

黄埔在1961年开学后，即由校长林宪杰苦心策划，领导师生，改

善简陋的设备并在校园遍植花木，同时扩展校舍。

1962年，学校礼堂落成，招生成绩不俗，学校规模渐大。学生自

爱，老师教之诲之，学生专心上课，校风良好。

1964年，学校举行学业成绩展览会，获得社会人士的好评。首届

中四会考，及格率达94.5%，获甲等文凭者居半，一鸣惊人，佳评如

涌。

1965年，学校增设大学先修班，成为一所完整的中学，校务蒸蒸

日上。

1967年，校长林宪杰退休，由何权署理校长职务。不久后，蒋平

接任校长。当年5月，林宪杰奉命回校再度掌权，直到翌年4月荣休。

林校长再度回校接任后，刘曼龄出任校长。刘校长继任后，继续发展校

务，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课外活动，都有显著进步，当时的黄埔已是全国

最佳的华文中学之一，引人瞩目。

1968年，黄埔学生达1098名，教师58名，规模甚大。这一年学校

设立咨询委员会，由殷商陈锦泉担任主席，在他领导下，展开多项活

动，筹募基金，修筑校舍，加强设备，还设贫寒奖学金，同时积极推行

学生课外活动。

1969年，黄埔全校师生共襄义举，为学校筹得一笔款项，以建图

书馆，并修筑大操场，供早操用。

1971年，巍峨壮丽的图书馆落成，开政府中学自建图书馆的先

河，为学生提供一个潜心自修的美好环境。

1972年，学校举办“黄埔之夜”，为学校筹得一笔5万余元的发展

基金。同年，学校参加青年节表演千人操“勇猛刚强”，场面浩大，深

获好评。

80年代初，由于教育部体制的改变，黄埔和其他华校一样，学生

人数减少。1981年，开始招收英文为第一语文的班级，改变了原有的华

校形象。

1987年，最后一批华文源流学生毕业，黄埔转型为一所英校，学

校校歌也谱上新曲，强调团结与生产力的概念。

1991年，学校改成单班制，学生人数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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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全校中二到中五仅有280名学生，教育部乃分配学生到其

他学校继续上课，黄埔中学正式停办。虽然校友要求教育部保留校名，

但不成功，黄埔中学从此走入历史。

学校特色：

黄埔中学自创办以来，无论在学业成绩或课外活动，均有优越的表

现。学生在历届会考中，表现优越；课外活动方面，成果辉煌：篮球、

排球、乒乓等，多年来都居实龙岗区的首位。学生参加一些学术性的比

赛，如“建国论文比赛”、“认识新加坡比赛”，以及辩论比赛等，

都有突出的表现。历届毕业生，升学本国或负笈国外，均有优越表现。

他们服务社会，学有所成。黄埔为我国培养了不少文教英才，他们在文

坛、艺坛上，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黄埔中学历届校长：

林宪杰

何权（代）

蒋平

刘曼龄

吴来捩

陆家琪

杨若英

李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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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传媒会议室接受我们采访的电视时事节目主持人曾月丽

女士回想起在黄埔中学读书的日子，嘴角不经意的轻轻上

扬。她回忆说，黄埔不但为学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也让他们学会做人；虽然学校已经消失了，老师们还在，情缘也没断。

月丽女士小时候住在跑马埔路附近，就读弥陀小学。升中学时，好

朋友都打算选读黄埔中学，加上离家比较近，她决定报读黄埔，从而开

启了这段与母校、老师、同学之间难解难分的黄埔情缘。

创立于1961年5月2日的黄埔中学，在首任校长林宪杰先生的苦心

领导下，很快便在华校中崭露头角。黄埔中学的成功离不开一群辛苦耕

耘的老师，他们或刚刚大学毕业，干劲十足；或执掌教鞭多年，经验丰

富。在资讯匮乏、父母整天忙于生计的年代，老师便成为学生的人生导

师，师生间的情谊格外深厚。曾经辅导过、教诲过她的老师：黄永恩、

蔡启慧、陈清友、赖淑敏、林素云等多位老师，她都记得清楚。对于传

授宝贵的写作与演讲技巧，强调以诚待人的黄永恩老师，她一直感恩在

心。得益于良师的指引和自身的兴趣，她记得自己“那时华文最好，常

常参加写作与演讲比赛”，为日后进入报社和电视台打下了基础。很多

目前活跃于电视广播界的人士，如吴永华、丘胜扬和徐惠民等都是黄埔

培养的杰出人才。

在黄埔中学，她也遇到了挚友。在这所邻里中学里，不少同学的父

母是小贩、德士司机或者散工，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同学之间没有距

离。那年代也不感觉到读书的压力，放学后同学们总是成群结队出去玩

乐。位于大巴窑的公园、图书馆、光前戏院，还有马里士他路的宝石戏

黄埔情缘
追忆青春  感恩母校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曾月丽女士

院都变成了午后的情感交流站，留下了

他们满满的青涩回忆。她与老公谢永恒

先生也是在校园内邂逅相识，毕业后才

来电，她感谢“黄埔不仅给了我学习的

情缘，也给了我真正的姻缘。”

黄埔校园氛围活跃，创造了许多文

艺和体育活动的机会，让同学找到兴趣

所在，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施展

才华。中一时，她曾疯狂迷上排球，因

为成绩下滑，又怕皮肤晒黑，中二时无

奈退出排球队。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开心，每天都

盼望着上学。”她畅谈着青春年华，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随着1978年教育制度改革，学子的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

她在黄埔中学毕业后，进入华中初级学院，顿时面对一些学科的教学语

言一夜之间从华文转变成英文的巨大转变。不仅很多华校生一时不知所

措，习惯用华语授课的老师也难以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革。许多品学

兼优的学生，因为英语基础不好，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成为了教育改

革的牺牲品，日后不断在人生旅途上挣扎。也有一部分同学经历过“炼

狱”的洗礼，成功掌握了中英文双语。因此那一代人对于教育改革的感

情很矛盾，“不能说恨，不能说爱，只能说是无可奈何地接受。”

                           姜泽良



黄
埔
中
学

107

黄埔中学后来因为没有被选为特选中学，优秀的生源减少，出色的

老师被调走，逐渐从纯华校演变成英校，优势不再。当1994年教育部决

定关闭黄埔中学时，她并不觉得意外，毕竟一所学校难以抗衡整个教育

制度的变革。

虽然母校的原址已变成明智中学，黄埔中学的老师与校友们从2005

年开始，每两年都会在明智中学举行“黄埔情缘永续”的聚会，每次都

有超过千人出席。月丽女士的一帮同届校友是情缘聚会发起人，他们都

秉着真挚热忱的黄埔情怀，把黄埔人召集在一起。

虽然校名已经不在，师生情缘却延续不断。黄埔并没有走入历史，

他在师生们的心里，是永垂不朽的资产。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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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空手而来
但我们绝不让你空手而回
访问爱华学校、黄埔中学校友耶亚华先生

初识耶亚华先生

月前访问清华语文社创办人耶亚华，听着这位马来同胞以流利的华

语之乎者也、引经据典，让我惊讶不已。

亚华先生出生于德光岛，是家中的长子，有12个弟妹，家里世代

以捕鱼为生。小时候他就读于岛上的Kampong Pasir Malay School和

Kampong Selabin School。

虽然父亲没有受过教育，但非常有远见，早在60年前，就决意把

刚从马来小学毕业的长子亚华送进华校。

“当我小学五年级毕业之际，父亲问我是否要像他一样，捕鱼为

生，终生穷困。如果不要，就要去读华校。父亲告诉我，华人从中国来

的时候，两手空空，衣不蔽体，却有办法在几年后，拥有自己的事业，

如开杂货店、买地建楼，这可能跟华人的书里面有什么秘诀有关。父亲

期望身为长子的我能够到华校读书，并把学到的华人技能，教给12个

弟妹。所以，当年我报读德光岛上公立爱华学校的时候，是身负重任

的。”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当年德光岛上有五所华校：爱华学校、中华学校、中和学校、正光

学校和英华学校，还有一所以客家话作为教学媒介语的益华学校。

爱华学校创办于1886年，是德光岛上最大规模的华校。战后，它转

型成为一所公立学校，并于1960年迁入Pulau Tekong School的校舍， 

合并成为一所中英混合小学，名叫Pulau Tekong Integrated School。

根据教育部的记录，该校当时有428名华文源流学生和201名英文源流 

学生。

聊起那段在爱华学校的往事，亚华先生颇有感触。

“学校离我家大约有七英里，我每天会骑自行车上学，每趟行程大

约要一小时，沿途都是山地、森林、树胶林等。我还记得下午班大约五

六点钟下课，若不幸遇到自行车爆胎，就得走，到七八点才到家。那时

走的都是山路，没有路灯，常常都得靠朦胧的月光指引回家的路。虽然

辛苦，我却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碰到大雨倾盆，我会脱下衣服，用衣

服裹着书，宁愿自己淋得一身湿，也不愿书本被淋湿。”

身为一名马来族学生，他不仅得克服语言上的困难，还得面对周

遭同学和亲戚朋友异样的眼光，但他凭着一股韧劲，排除万难，奋勇前

进。

“马来人要学好华文只有靠死拼。当时华校每星期都有默写，我必

须费劲把整篇文章背下来。读下午班的时候，清晨帮父亲捕鱼，我是带

着书本到船上苦读。所以，在爱华，我年年都名列前茅。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人有其志，必成其事。我对自己有信心。”

                           施   楷



“耶亚华”的由来

谈到“耶亚华”这个名字，亚华先生说是报名时候，爱华学校的

校长为他取的。当时，校长告诉他，“耶”是代表西方；“亚”是东南

亚；“华”是华族。校长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三大文化的桥梁。

“校长的一席话改变了我的生命，直到今日我依然铭记于心。人

需要刺激，没有这席话，我不会重视自己的使命。我也感激父亲，他是

一位极不传统的渔夫，所走的路都跟主流相反。例如，送我进当时已经

没落的华校。我的亲戚都进英校，他们走起路来抬头挺胸，不可一世。

我这个在华校读书的人，则低头不语。我告诉自己，我到华校是学文化

价值，不是去学做左派。到最后，德光岛同年级的同学，仅我一人能进

大学。我进南大时，还成了新闻人物。英文报、华文报都来访问我，报

道第一名马来人进了南洋大学。后来朋友才说父亲当日的决定是明智

的。”

从德光岛过海到本岛求学

亚华先生就读于爱华学校的消息当时引起了华社的关注，平面媒体

上的报道让他结交了几位笔友。由于德光岛没有中学，为了让他有机会

升学，《南洋商报》发起了募捐活动，成功筹得303元，作为亚华先生

的助学经费。小六会考成绩放榜，他成功过关，原本被分配到位于东部

的平仪中学。后来，由于舅舅从德光岛搬到黄埔区一带，他也就转到黄

埔政府华文中学就读。

黄埔政府华文中学创办于1961年，是一所校风严谨、教学严格的

华校。校训“德智体群”，说明了学校重视培育学生在道德、学问和身

心等方面的全面发展。黄埔学生在学校的各项活动和比赛中都非常团

结，齐心合力、互相关爱与扶持，充分地体现出校训里的“群”字。 

1964年，包括亚华先生在内的首届中四毕业生参加会考，及格率高达

94.5%，获甲等文凭者过半。其中华文、地理、国语及家政，皆获100%

及格。隔年，黄埔中学开办大学先修班，让中四毕业生继续深造。

回忆初到本岛求学的经过，亚华先生仍记忆犹新。

“初到黄埔念书，我是借宿在舅舅的家。不久，我和两位朋友同

租波东巴西一栋亚答屋，月租15元，每人5元。为了自供自给还要帮补

家用，我每星期会到波东巴西民众联络所教马来文，每月可以赚约五六

十元，除了交房租和日常开销，其余寄给家人，补贴家用。后来，政府

设立了岛屿助学金，帮助从外岛到本岛求学的学生，我有幸获得此助学

金，每月约得50元。”

亚华先生特别记得黄埔中学的首任校长——林宪杰校长。林校长是

黄埔军校的退休军官。当时，黄埔中学在设备方面，亦颇简陋。一幢三

虽然你空手而来
但我们绝不让你空手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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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课室外，另辟家政室、实验室、餐厅，校园泥草杂生，花木俱无，

颇感荒凉。幸得林校长领导有方，率领师生，荷锄挑土，遍植花木。他

同时经常带着教师家访，促使冥顽不灵的学生反省自爱。学校在林校长

悉心经营教诲，渐具规模。

1961年，林校长见到耶亚华这名马来族学生，说了一句又让他铭

记于心的话。林校长说：“虽然你是空手而来，但我们绝不让你空手而

回。你的成功，就是黄埔的成功！”林校长没有食言。

“我在黄埔中学获得很多贵人的恩惠。林校长听闻政府成立岛屿助

学金，立刻把我叫到办公室，并在隔天带我到教育部申请。获得助学金

之前，班上的级任老师了解到我的经济状况，为我四处收集旧课本和旧

文具，让我能够安心学习。高中毕业，正当我在为募集大学学费发愁，

当时的班主任潘金陵老师二话不说，把600元给我交学费，让我能够顺

利报读南洋大学中文系。马来人有一句话，叫‘不相识就不爱，越相识

就越爱’，或许就因为这样，我有幸获得许多贵人的帮助，让我的学习

道路能够走得舒坦。”

回忆大学时光

1967年，亚华先生进南大中文系学习，他的华文水平已经很高，

可以研究四书五经，大家都知道他是华校毕业的马来人，华文水平没有

比任何人差。当时老师上课没有讲义，他必须把老师所说的话全部记

下，这对马来人的他，显然是一项挑战，他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在中文系

立足。

勤奋不懈怠的南大学习生活，也有很多乐趣。

“在南大读书，就像在自己的家那样自在，和同学如自己的兄弟

姐妹那样和谐相处。南大当时的宿舍是两个双人房，共用一个厕所。我

和三个华人同学一起生活，起居完全没有问题。吃饭时候，他们知道我

不吃猪肉，就从来不会拿猪肉给我。‘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和华人同

学语言相通，同受儒家教诲，都很能为人着想。中华文化重视‘天人合

一，以和为贵’，我们相处完全没有问题。”

创办清华语文社

大学毕业后，亚华先生先后到文化部和土地局工作，最后到新加坡

回教理事会服务，一服务就是25年。期间，兼通马来语和华语的他，有

19年都负责为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讲的马来语翻译成华语。七年前，

他从回教理事会退休下来，开始在回教堂开办华语会话班，反应很好。

之后，学校也请他开华语和马来语班。第一所学校是盛港中学，后来越

来越多学校要他协助，单单今年1月到5月，已有45所中小学要他帮忙。

他教马来学生说华语，教华族学生说马来语，左右逢源，一把抓。他因

而开了“清华语文社”处理所有事务。

“我为什么会想在回教堂开华语会话班呢？我认为马来社群应该了

解华族邻居，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凝聚力。我除了教讲华语，还介绍中华

礼俗和文化。例如，我告诉他们为何华人要烧冥纸？这是孝道，是纪念

先人；吃粽子背后的故事，是忠君；月饼也是象征团圆与团结。我对马

来学生说，我们能向华人学什么？我们该学华人的‘顶天立地、勤奋、

自力更生、知耻、储蓄、学习和打拼的特别精神。’我的打拼精神，完

全是从华校学来的。”

“我也对弟妹灌输这种思想。每三个月我和12个弟妹在妈妈家团

聚，聚会有‘请大哥报告世界最新动态’的时段。我经常给他们洗脑，

告诉他们经济风暴要来了，钱不要乱花，窗帘布不必常换，自己有手有

脚，要靠自己赚钱，不要靠人，不要向人借钱，向人伸手是羞耻的。羞

耻感是华人特有的。华人都要自己的孩子成功，这样走起路来才挺胸抬

头，觉得光荣。这种出人头地的思想，就是每个华人家庭的最终目标，

值得马来族学习。”

至于为何要叫“清华语文社”？他说：“清华是我敬佩的清华大

学，清还有清真的意思，是回教；华是华人，是华族；是两个民族的合

一。成为两个民族间的桥梁，是我对自己事业的期许。清华语文班的工

作很紧张，几十所学校要上课，找不到老师很辛苦。我的优势是华语老

师生病了，我可以代课；马来语老师生病了，我也可以代课，常常忙得

我不亦乐乎。华人说‘动中静是真静，苦中乐是真乐。’我告诉自己再



辛苦还是快乐，因为能力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儒家精

神，把中华文化介绍给更多人，何乐不为？看到马来学生能说华语，华

人能说马来语，我感到非常欣慰，比吃山珍海味还有意思，比物质享受

还有意思。”

华校为国家奠定发展根基

往事总是不堪回首，看见自己曾经就读的三所华校如今已不复存

在，亚华先生也是感慨万分。

“传统的华校对新加坡的贡献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华校注重的

是培育学生们做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奠下了重要的发展基石。如果早

期没有华校的制度，没有华校老师含辛茹苦的教导，又怎么能培育出富

有优良东方价值观和修养的莘莘学子呢？过去，大家都承认最成功的商

人几乎都是华校毕业生，就因为华校生懂得吃苦耐劳，能够循序渐进，

很有耐心和远见地经营生意，最终取得成功。随着老一辈华校生的老去

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个根基渐渐被淡化了。如今，我在南洋孔教

会服务，开办语文社，希望能够为推广优秀中华文化尽自己的绵力。”

后记

访谈之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亚华先生那份使命感。就是父亲那前

瞻性的决定，亚华先生的不懈和努力，以及校长和老师的扶持与帮助，

造就了他那有别于常人，却又不失精彩的人生。亚华先生，容我向您 

致敬!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会计系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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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中学  永存心头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黄定南先生

人
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中学时代的生活，更是一片永不

褪色的风景。1964年到1970年，黄定南先生在黄埔中学度

过了他的初中及高中生活，这七年的时光，他记忆犹新。

他一直保留着当年的成绩册。这样一本斑驳的小册子，记载着那

七年他在德、智、体、群、美、劳各方面的表现，也承载着他的种种回

忆。而记忆的大门随着册子的翻动缓缓打开，把我们带回去那个时代。

谈起当年，他最记得林宪杰校长，虽然个子小小，却很严厉，有一

种“不怒而威”的气势。

“林校长在周会一喊‘立正’，我们就不许动。他说，即使‘泰山

崩于前，猛虎追于后’那么紧张的形势，我们也不许动。结果呢，果然

同学真的不动就是不动，大家都很听话。”

他还记得，训导主任陈忠明老师特意挑选不太乖的学生当纪律团的

团员，以此来培养他们的自律精神。

“大家都以为纪律团选的是成绩特好、品行特乖的学生当团员。

不对，陈老师选的是成绩不好、品行不乖的学生。他的理由很简单，

这些坏蛋学生一被选作纪律团团员，就不能做坏事了。他这招很厉害。

还有一点，在考试时，他会利用自己的数学专业能力，挑选一个最好的

角落，能看到全班同学的一举一动，然后对我们说：‘我只要在这里一

站，转个头，你们全部的动静看到完，休想作弊。’他是数学老师，

很聪明，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的眼睛。所以我们黄埔学生是从不作弊

的，大家对陈老师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黄埔校友不少都在社会很有地位，他记得曾任刑事侦查局局长的黄

新亮，以及监狱官曹宝弟，这位明月湾第二把交椅的同届同学曹宝弟，

都是黄埔校友。

到黄埔中学读书是定南先生当教师的父亲决定的。

                            袁   怡                 潘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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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前在福建集美是船长，驾船的。来到新加坡定居后，转当

教师，是中华女中的教师。他很开明，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人，他让大哥

和大姐从小读英校，让我们三个小的，从小读华校。我排第四，在中华

女中附小毕业后，父亲为我选了靠近家的黄埔中学。他认为孩子读英校

华校的比例各半，比较平衡，可以互相帮助。父亲的决定是明智的，哥

哥虽然读英校，却能够看华文武侠小说，而且华文水平很高，可以用华

文讲解《易经》。”

谈起中华女中，定南先生非常兴奋地谈起盛碧珠校长。

“当时的中华女中是名校，盛碧珠校长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校长。

学校的舞蹈一级棒，我还记得她们最出名的舞是竹竿舞。当时我们小学

的运动会都是和中学一起进行的。”

服完兵役后，定南先生到跨国公司当督工，薪水很好，一个月有

500多元。周末他去帮忙姐夫拉电线，做电工，竟然觉得那样的工作更

有前途。于是他辞去了跨国公司的优差，去当电工的学徒，每天领10块

半的薪水，整整两年，晚上再去读一张电工技师的证书。当时作出这个

决定，朋友也不理解。

“就是这样的苦拼，让我掌握到电工的技术。1979年我开始创

业，做电机工程，直到现在。这是黄埔精神撑着我吧。”

时光飞逝，近50年过去了，虽然黄埔中学已经不在，但那些记忆

却一直存在心头。

现在，能跟以前的老同学聚首一堂，一起回忆自己年少时的那些点

点滴滴，他认为是一种幸福。

																				n 作者袁怡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博士生 

                                                                             潘星华为潘星华教育工作室创办人



消
失
的
华
校

114

寒门子弟勤思忖 
常忆黄埔多趣闻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孔庆光先生

目
前是保险公司财务策划师的孔庆光先生小学毕业后，1964年

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黄埔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中学时

代，1970年毕业。

说起黄埔，他笑说自己一直在“走后门”。黄埔中学的位置很奇

特：后门环境是组屋区，是中下层人居住之地；正门环境则是公寓区，

是富人住的地方。黄埔中学的定位既是邻里中学，学生的家境多属一

般，不约而同很少人从正门进校，这是大家都觉得有趣的事。

提起那六年的学习生涯，庆光先生露出了满脸笑容。他说：“那真

的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

他先提起中一突患水痘，母亲不巧在中国探亲，是教华文的黄宝铭

老师对他的悉心照顾，才让他安然度过了那段生病的日子。这段经历让

他至今难以忘怀。同样令他难忘的，还有林宪杰老校长。

他说：“我永远难忘林校长在礼堂里的一声‘立正’，有非常震撼

的力量。”

庆光先生有一副好歌喉，谈及发掘自己这个“潜能”，他又笑起

来，提起一桩趣事。他说，高一时，同学叶水顺要他陪去歌咏队报名。

歌咏队的李健侬老师听说他们要参加歌咏队，觉得很好，要他们各唱一

首歌给他听听。水顺唱完以后，李老师要庆光先生唱。他尴尬地对李老

师说，“我只是陪水顺来的，不会唱歌。”李老师说：“没关系，你就

唱国歌吧。”

庆光先生没办法，只好拉开嗓子唱国歌。没想到，唱完自以为五

音不全的国歌后，李老师说，“水顺，你回去吧，庆光留下来。”就这

样，他阴差阳错地进了歌咏队，一唱就是两年多。他记得当时是吴学光

同学经常以手风琴给他们伴奏。那段音乐生活，让他特别留恋。可惜离

开学校后，他已经很少唱歌。

在黄埔中学接受华文教育的学习生活，让他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

惯，并影响了后来他生命的几次重大决定。

                          毕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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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在新加坡航空公司找到一份做空中乘

务员的工作。申请到这被俗称“空中少爷”的工作，开始时候很兴奋，

因为薪酬是当时高中毕业生的三倍多。当时一般高中毕业生的月薪约

是300元，他的月薪却是高达上千元。然而，六个月后，他竟然毅然辞

职。他的辞职，让朋友非常不解。

“我当时一直问自己，我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这样过一世

吗？家人对我终日在天上飞也有意见，他们总认为不够安全。”

既然长期当空中少爷，并不是他生活的目标，为了生命更有意义的

发展，他和高薪的空中少爷生涯说再见。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他承认有

点勇气。之后，他去了环境发展部做公务员，也没有想长久呆在那儿，

只想找机会再跑。不料，竟然一做就是10年。直到10年后，碰见一位

好朋友，谈到人生的目标，他再决定辞职，加入人寿保险行业。这样一

做，又近30年。对自己不断改变生命跑道，他认为是小时候艰苦的生活

促使经常改变生活轨迹来追求生命的价值，而不甘心于逆来顺受。他小

时的家是在波东巴西的乡村，终日淹水。

他说：“现在看来，我可以肯定说，这些决定并没有做错。”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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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载依稀黄埔梦
半生绵延华校情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林秀玉女士

林
秀玉女士是潮州人，却在讲广东话的南华女中完成中小学

教育，这和当时一般华人选择自己同方言的学校的“入学

条件”稍有不同。

她说：“一般潮州女孩子父母都送去义安女校，我的父亲却要我

多学一种方言，特地把我送去讲广东话的南华女校。去南华报读小一，

要经过口试和笔试，老师用广东话问我，我完全听不懂。第一天上课，

班上同学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广东人和客家人，都讲广东话。老师也大部

分讲广东话，校工也是。董事长来主持开学礼，就是广东话的‘诸位先

生、诸位同学’，让我印象深刻。我现在会听会讲广东话，也就是10年

南华教育所赐。”

1969年升读高中，因为南华女中没有高中部，她放弃了离家较远

的德明政府中学，与几位同学一起进了黄埔中学。当时，刚从女中进入

男女混合的黄埔中学，她们几位小姐妹非常忐忑，不过很快就适应下

来。

两年高中，她对黄埔中学校训“德智体群”的“群”育最能体会。

“我们文科有两个班，只见两个班的同学走来走去，每个人都很熟

络。师生感情也好，老师能随口叫得出学生的名字，彼此之间很亲切。

印象最深刻的是抄笔记这个环节，我初来报到，没过多久，就和班上同

学合作记录课堂笔记，互相传阅。就是这种互相支援，团结协作的群体

力量，充分体现了校训里‘群’的教育。”

给她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教地理的陈国芸老师。这位老师虽然在课

上很严厉，私下却很关心学生。时至今日，秀玉女士仍能随口说出中国

南北方的气候是如何影响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为何北方人选择小麦，做

饺子吃面食；而南方人多种稻米，喜食米饭。这些知识，都是当年陈国

芸老师在人文地理这门课上讲授，而能在她脑海中永远保存。

                          毕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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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过一位老师可以把地理教得如此详细、精彩。”她如此

评价这位老师。

短短两年的黄埔高中教育，让她受益无穷。尤其是与老师和同学的

友谊，丰富了她后来的教育生涯。

从教育学院毕业后，她投身华文教育近四十年，先后在中学、教育

部和小学任职，于两年前退休。

她曾与教过自己的黄埔老师和同学共事。“每次见到‘黄埔人’，

都会觉得像见到自己的家人。”

1986年她被调到教育部科技司，经常遇到来自黄埔的王永炳老

师、卢宪鸿老师、洪伟雄学长（曾任华中初级学院院长）。到她去了教

育部总部，以前在黄埔高中的何克永老师，还变成她的同事，大家在同

一个部门工作。她回依布拉欣小学担任主任时，也和黄埔同学王国华 

（曾任中正中学分校校长）同在一个校群。

秀玉女士还透露黄埔成就了很多对夫妻，不少是同学恋、师生恋

和同事恋。如嫁给卢宪鸿老师的吴瑞贞同学，黄奕磊同学提及的印度老

师Mr. Gomaz，他的妻子是学生黄玉芳女士。同学嫁给同学哥哥或弟弟

的也有，如庞春莲嫁给林荔枝的弟弟。由此可见黄埔校园真是一个“乐

园”，让大家碰上了自己的另一半，选择了能共结连理的终身伴侣。

在黄埔高中两年的经历，让秀玉女士深刻地体会到了“华校精 

神”，这种精神教会她敬业乐业。身为一个好老师，一定可以使学生爱

上一门课，正如陈国芸老师的地理课，让她记了一辈子。“教育是文化

的传承，我一定要唤起学生对华文的兴趣，把华文推广给学生。看到学

生喜欢华文，华文成绩有进步，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1994年得知母校被迫关闭，她并没有太多感伤。因为后来的黄埔

中学已经改成英校，再也无法承载原本华校生恋恋故园的情结。然而，

黄埔学校虽然关闭，黄埔精神却被传承下来，在一群敬业乐业的毕业生

手中，薪火相传，永无止境。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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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是一所很有精神、很有灵魂的学校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林宗驹先生、黄奕磊先生、董明生先生

曾
经的黄埔中学，到如今，已经不在了。但是，黄埔的精神依

然在那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并深深影响着他们日后的

成长与发展，也成就了他们传奇的人生。虽然，学校已经关

闭了，但是同学们的情谊还在，黄埔的灵魂尚存，可谓是书声不在，时

光荏苒，人已老，情依旧。

n 林宗驹先生

陈祥龙：请问您在黄埔中学那几年是怎样度过的？有什么特别的经

历呢？

宗驹先生：我是1964年至1970年读黄埔中学的，当时成绩不好，

留级了一年，我在黄埔从中一到高二共读了七年。选黄埔是因为离家不

远，大概三至四个巴士站之遥。黄埔中学是一个校风严谨、教学严格的

学校。我们中三就开始按成绩分班，中二成绩好的同学会被分配进理科

班，成绩不好的读文科班。如果在理科班成绩达不到理想而留级，就必

须重修中三的文科班。校风虽然严谨，同学的学习氛围还是很自由很活

跃，凝聚力也很强。

陈祥龙：能不能简单谈一下您们当年那种凝聚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呢？

宗驹先生：简单举个例子：在校期间，同学时常举行各种课外聚

会。毕业后，这种聚会通常还会在春节期间，在感情好的一群同学家中

继续进行。到后来大家陆续成家，还会带上家人一起去参加。我想，就

从这个例子，足以见得，我们那一代黄埔同学的感情很深厚。

陈祥龙：同学们的感情这么好，和老师的关系又怎样呢？

宗驹先生：老师对我们是十分严格的。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不过，教学严格归严格，并不代表我们和老师的关

系不好。事实上，老师对学生都是相当关心的。无论是在学习，或是生

活上，都尽可能给与我们很大的帮助，以至于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还

和老师常有联系。

比如我和陈忠明老师就常有联系。服完兵役后，我进入了职场，工

作上的不顺利，让我气馁，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跑去找陈老师，听他

的意见。陈老师听完我的苦水，说希望我去读大学，继续深造。我对他

  陈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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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当然觉得好，可是苦于家庭条件不允许，我把难处给陈老师说

了。陈老师当时就说：“你尽管放心去读，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陈老师当时家庭的负担很大，两个儿子还在读书，却给了这句让我受到

莫大鼓舞的话。于是，再怎样辛苦，我也去报读了南洋大学，后来还成

功申请到了政府的助学金，坚持念完。陈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宽容大气、

乐于助人的好老师，在我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指引了我的方向。他为

人率真，在生活中也讲义气。我后来发现，黄埔中学的老师们都是这样

爽朗率真，而当时学校里面都崇尚一个“诚”字，认定凡事“无诚不

成”。

陈祥龙：毕业后呢？

宗驹先生：大学毕业后，我进卫生部做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后，

觉得一名华校生在政府部门工作并没有前途。我的上司不是专业人士，

就是医生；我要向上爬的机会是微乎其微。既然如此，我认为应该有所

改变，去吸取各方面的经验，于是辞职转去一间公共交通公司从事行政

工作。再两年后的一天，我在半岛酒店碰到了黄埔中学的老同学吴学光

先生，两人聊上了。我和学光先生因为服兵役的时间不同，读南洋大学

的时间也不同。中学毕业后，两人很少联系。那天机缘巧合，两人碰上

了。当时学光先生听说我在大学学工商管理，却在巴士公司做行政工

作。他立刻盛意拳拳说：“唉呀，你读商科，去做这些工作不适合。

来来来，我公司需要人，你现在就过来吧。”他邀我加入他的公司一起

干，而且还非常大气地付我巴士公司当时给我的薪资。就这样，我毅然

辞去了巴士公司的行政工作，到了他的公司，直到现在，已经33年了。

由此又可以印证，黄埔中学不只师生关系好，同学之间的凝聚力也非常

强，让我终生受益。

陈祥龙：您和吴学光先生合作的这么多年里，想必也有一些意见相

左的时候吧？

宗驹先生：是的，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然而，作

为老同学、老朋友，我们是有默契的，所以我们合作很愉快。实在遇到

一些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我们会坐在一起商量。在这方面，我是尊重他

的意见的。学光先生毕竟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常年在外面跑，见多识

广，经验丰富，所以，决策还是听他的。正因为他常年在外面跑，尤其

是初期在中国发展，要三、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公司的事，我必须全

力协助。公司还有学光先生几位南大的老同学，如杨丽明和李保群，我

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这些一起合作的同学，虽然不都是黄埔中学的

校友，却都有华校背景，大家都很团结，相互之间也很照应。就这样，

我们在毕业多年以后，还能聚在一起，合作创立事业，这也是当年黄埔

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吧。

n 黄奕磊先生

陈祥龙：请问您是怎么去黄埔中学的？

奕磊先生：我是1965年进黄埔，1968年毕业，在校四年，今年62

岁。能进黄埔是机缘巧合。我是光华小学毕业的，光华小学的毕业生很

多都去德明和中正，我原本也填了要进这两所中学，不料，教育部竟然

把我配送去中华女子中学。男生去女校，很奇怪，是不是？也许我的名

字读起来像女孩子的名字，配送错了。开学前一周，父母带我去了一趟

教育部，听说黄埔中学还有学额，就进了黄埔，我是这样和黄埔结缘

的，这是上天的安排，我在黄埔学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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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龙：刚进学校时有什么感受呢？学校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奕磊先生：刚进黄埔中学，我觉得学校的氛围很好，校风很严谨，

学生们都很活跃。当时我的同学没有一个是光华校友，作为一个转校

来的新生，很有孤独感，经过了好一阵子才适应下来。后来有一位教英

文的印度老师，名叫Gomaz，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华

校生，英文都很弱，说的英语是“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three 

four come”的水平，很搞笑。碰上了一位印度老师，大家非得跟他说英

语不可，就进步很多。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英文作文，他看了以后，在全

班同学面前称赞我的英文作文是全校最好的。这在当时，给了我莫大的

鼓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跟自己说，要用功读书、学好英文。过

了这么多年，这些事情还历历在目，可见老师的鼓励，力量很大。我现

在经常和孩子说，我们父母那代，不懂英文，现在年轻人则不懂华文，

只有我们这一代最幸运，我们真的双语都行。我们知道自己的弱势，拼

命把英文学好，后来我到新加坡大学去读土木工程系，是整天抱着字

典，每天都问老师，因为他们“噼里啪啦”半天就讲完一课，我完全不

懂。我靠的是坚韧不拔的黄埔精神来度过难关。

陈祥龙：请谈谈在黄埔那几年里的学习生活？

奕磊先生：我觉得黄埔中学是一个很有精神、很有灵魂的学校。当

时的黄埔中学，曾是新加坡最优秀20所华文学校之一。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亲身经历了黄埔那段辉煌的日子。我们的校训是“德智体群”。平

时除了正规的学习课，还有很多体育活动，篮球、排球应有尽有，学生

的课余生活很丰富。英文老师Mr. Gomaz组织了一个足球队，要我们去

跟英校圣安德烈中学打。圣安德烈的足球一向很威风，我们第一次去，

吃了六个鸡蛋回来。两校要打两次，第二次他们没有来，结果我们不战

而胜，一胜一负，打成平手。我们当时是这样活跃的。体育方面，无论

篮球、足球，还有游泳都很好。我们是每个礼拜都跑去游泳的。老校长

林宪杰先生作为一个退役军官，很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他强调“德智

体群”全面发展。

总的来说，当时的黄埔中学很强盛。在我们黄埔教育里，“群”育

是很重要的。我们同学都很团结，经常合作，比如数学作业20道题，我

们会一人做五道，这是为了省下更多时间来打球、玩游戏、读课外书。

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简单的分工抄袭，而是合作把课题弄懂。尽管平日

我们经常这样合作，但是到考试，是绝对诚实无欺不作弊的。

在发扬“群”育的精神中，我获益匪浅。直到现在，我们的校友会

依然很团结，Facebook上面有我们的主页。黄埔中学全面发展学生的教

育影响我们一辈子。在我们当中，有的同学成绩不一定是最好，可是毕

业之后，各有前途。一位在日立公司做了总经理，一位在立邦漆做了区

域经理；有的做了大学老师，在各行各业努力，可谓是百花齐放。黄埔

造就了很多EQ高的人，我们当时的学习生活又很快乐，我们不是拼命

读书，没有我要赢你、你要赢他的竞争氛围，我们很合作。

陈祥龙：您中学毕业以后，从事了那些工作呢？

奕磊先生：后来，我进新加坡大学继续深造。我和新加坡一般年

轻人不太一样，我是先读大学，才去服兵役。我原本的愿望是学法律，

但是长辈和老师们都说新加坡在发展工业，我应该朝那方面发展，结果

改学土木工程。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樟宜负责填海工程，当时

我们的总理李光耀是每天盯着工作完成的日期，你可以想象他坐着直升

机，在天上巡逻，看着整个工程发展的那种心情。后来我还参与了兴建

诗家董大楼的工程。到了80年代后期，我郑重考虑了前途，决定转行做

房地产。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被很多朋友骂我傻。他们说本来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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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作，很高的薪水，却放弃了，去选择房地产行业。因为从事房地

产行业，可以半年都没有薪水，而且所有知识都得重新学习。幸好我靠

着黄埔精神，还是挺过来了。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一做就是20多年。

这些年做地产，条件是挺艰苦的，但我还是这么一步一脚印地走过来

了。到现在我并没有后悔，还是觉得当时做了很正确的选择。

n 董明生先生

陈祥龙：进入黄埔之前，您在哪里就读？您对黄埔母校有什么记忆

呢？

明生先生：我的小学在中国公学念，1964年毕业后，和几个同学一

起报读黄埔中学，直到1970年高中毕业。选择黄埔是因为这是最靠近家

的学校。我在黄埔中学念了七年，多读一年是中四那年成绩不够好，积

分不够，不能升读高中就留级了，黄埔是一所很严格的学校，对学生的

要求很高。毕业以后，我进工厂做工。再后来，我转行去驾德士，现在

还在驾，我一般只驾半天，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在我的印象中，黄埔中学是一所校风严谨，教学严格的好学校。我

在学校不算好学生，也不是坏学生，没什么特别鲜亮的事情。一定要说

特别的事件，就是1970年高二那年，我和林宗驹、吴明顺和王文添一起

参加中华总商会与电视台联办的“建国论文大赛”，我们以〈新加坡经

济的展望〉为题的文章，夺得中学组第一名。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几个

人很团结，分工合作、齐心协力、一起备战、毫不懈怠，最终获得了全

新加坡第一名的成绩，我想这很能体现我们黄埔校训里面 “群”字的教

育。在那段校园时光里，我觉得无忧无虑，每天都生活得很快乐。

陈祥龙：在黄埔中学的七年里，有什么人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呢？

明生先生：要说到印象深刻的人，那必然就是老校长林宪杰先生。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据说他早年由一位美国传教士推荐到福州英华高中

就读，毕业后升读福建协和大学，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正牌军官。他学习

勤奋，成绩优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英文也特别好。1949年，他脱离

了国民党军队到新加坡来。1961年，被聘为黄埔中学的创校校长，从此

弃军从教。他个子不高，却是非常有威严，学生们都非常敬畏他。

还有就是黄埔学校的前门和后门很有特色。同学一般都是从后门而

非前门进出学校，因为学校的前门都住的是有钱人，是有地房产；后门

则都是组屋区，是穷人住的地方。从后门进校，大家走得比较自在，也

比较方便。刚才秀玉说，只要搭一趟巴士就可以在学校的后门下车，到

学校前门去还需要转车。所以，我们到学校去，都是“走后门”的。

结语

黄埔不在，精神犹存。时间无情地在黄埔学子的脸上留下了岁月

的痕迹，然而却无法夺走他们心中深深留存的那一份黄埔的情谊。校训

中的“德智体”三字已经成为他们个人素质的组成部分，而一个“群”

字，则让黄埔的莘莘学子团结一心，互相扶持，共赴患难。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环境工程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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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再续黄埔情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王春兴先生

今
年65岁的王春兴先生于1967年至1969年就读于黄埔中学高

中部。

他小学就读于杨厝港的励华小学。励华小学有上百名学

生，老师特别尽责，不仅照顾学生，还照顾他们的家庭。老师除了经常

家访，还会去乡村联合会（类似于互助会）教书讲课。励华小学尽责的

老师给他的学业打下了稳固基础。毕业后，他在光洋中学度过了初中生

活。由于光洋中学没有高中，中学会考后他选择进黄埔中学。当时进黄

埔中学高中部的要求很高，要20分以上才能进入。

在黄埔中学读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义卖会。当时学校为

了设立图书馆，发动全校师生以义卖会形式筹款。每个班级负责一个摊

位，一共有好几十个摊位。同学们很合作，使义卖会非常成功，筹到很

多钱。

第二件给他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1969年。当时作为高中专校的国

家初级学院刚刚成立，黄埔校长希望中四毕业生能够留校读高中，大部

分的同学果然都响应学校的号召，留在黄埔中学的高中部继续念书。

在黄埔中学念书的这段日子里，陈国芸老师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老师是他的班主任和地理老师，地理教得很好，他们班当时的地理及

格率是最高的。陈老师也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她会训斥一些顽劣的

学生，可学生仍然非常尊重她，师生关系和谐，并不会对她的严厉感到

恐惧或愤恨。那时候同学并不重视排名，大家都安安心心读自己喜欢的

书，从不感觉学习是一件辛苦的事。

他还记得潘金陵老师。潘老师是马来西亚人，人很和气，常邀学生

去他的宿舍玩。他经常和学生开玩笑说：“读这么多书干什么，去炒粿

条吧。”当时炒粿条是小市民最好赚钱的生意，潘老师说这个话是要刺

激学生思考读书的目的何在。还有王永炳老师是他的历史老师，人特别

温和。

25年后，当他听到黄埔中学关闭的消息，他只感觉这是时代的趋

势，并没有悲愤之情。他说，他曾经就读过的小学——励华小学、初

           贾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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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洋中学、高中——黄埔中学和大学——南洋大学，都先后关闭

了，四校俱无。光洋中学现在虽然还存在，只徒有其名。

南洋大学毕业后，他到专门发展地铁工程和桥梁的工程的公司负

责财务，20年后，与高中同学吴坤超一起创办了一家专营修船造船的公

司。吴坤超是一位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的“神人”，两人合作甚欢。所以

春兴先生说，短短两年的黄埔高中情，并没有因为离校而断。如果不进

黄埔，他后来的事业是怎样？是谁也不能知晓的。

n 作者为国立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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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黄埔时光，
感受“真”与“群”

新
加坡于上世纪60年代独立后，为了配合国家经济的发展，

教育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变。曾经一度为新加坡培育无

数英才的华校，就在时代的转变中，完成了使命，走进历

史。创建于1961年的黄埔中学也不能幸免，在1994年关闭。几十年过

去，曾经就读于黄埔的校友仍心念母校，经常欢聚一起，追忆那段青葱

岁月。

2014年3月15日，我们坐在星雅集团的会议室里听吴学光先生和他

的同学回忆在黄埔中学的那段关于“真”与“群”的学习，期间他多次

感慨：“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1965年新加坡建国，需要外来移民共同建设。受60年代印尼排华

影响，学光先生的父亲在1967年带着全家从印尼来到新加坡，成为新加

坡第一批“投资移民”。

学光先生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五个弟弟。当时正是

上中学的年纪。在选择学校的考量，他回忆说：“我们家境比较好，父

亲因此非常在意我学习的环境，他要我从底层去认识新加坡社会，选校

首先排除了‘贵族学校’；他同时要我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学习，这

也排除了热心参与政治活动的学校，最后选择了黄埔中学。黄埔果然给

了我一个非常朴实的学习环境，让我受益良多。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同

学，还是走得很勤，大家的关系还是很好。这样的经历很重要。当日我

如果去了贵族学校，可能就成了高高在上的人，和社会脱节。现在我很

好，我们黄埔同学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吃饭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我

们没有人会去酒楼吃饭，我们都在路口的咖啡店吃饭。这让我看到大多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吴学光先生

                           袁   怡                 潘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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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新加坡人是怎样生活，这也让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到中国去的时候，很

容易适应中国社会的状态。”

黄埔中学建校历史虽然不长，但在创校校长林宪杰先生的悉心经

营下，在“德、智、体、群”校训的熏陶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学习

风气鼎盛。纯朴的校园，给了学光先生既平静又充实的学习生活。他是

1967年进黄埔，插班中三，1970年高二毕业。

“黄埔的校风严谨，测验考试，从来没有人敢作弊，我自己当然

从不作弊，也没有同学作弊的记忆，一个没有学生作弊的学校是很难想

象的。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很严格，考试的时候是死盯不放的。严谨的

校风也让黄埔学生很纯真、很团结，同学相处，没有排挤，没有弄虚作

假，没有勾心斗角。我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演讲比赛，竟然不是我一个人

的事情，而是一群人的事情，有很多同学帮忙我准备资料，当我的陪

讲。我的同学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人物，是我称他‘神人’的吴坤超，这

个人非常率性，上课听得一不高兴就夹着书本出去，课也不上，老师在

背后骂他，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他连学校的高中毕业证书也不

要，直接去考A水准会考，考试的成绩很好，进了南洋大学，又和我做

同班同学。还有一个同学袁进发也同样是个神人。”

他自己当然也有出色的表现。翻阅《黄埔十年》，在竞赛和表演

栏目，专门有一页图文介绍学光先生说：“吴学光同学是本校近年来文

娱活动场中最为活跃的同学之一。他以手风琴及钢琴演奏驰骋我国学生

乐坛，无论电台学生文娱、青年节演出或本校游艺会上，都颇有表现。

另一方面，他又是演讲好手，代表本校多次参加全国演讲比赛，表现卓

著。”

谈到老师，虽然时隔多年，学光先生还清晰记得当时华文课老师王

永炳先生用的教材是1935年出版，刘大杰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这是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他们有幸在中学就能涉猎。他开玩笑说： 

“你说我们有多惨！”还有严格而不苟言笑的地理老师陈国芸先生，有

侠义之情的训育主任陈忠明先生等，他们个性鲜明的形象仍深深刻印在

学光先生的脑海里。

“训育主任陈忠明先生执法严明，大公无私，是让每个学生都敬重

的老师。每天上课时间一到，他就关上校门，谁都不让进。有一天，校

长迟到，也被他关在门外。他性格豪爽，就像一个江湖侠客，既抽烟又

喝酒，和同学打成一片。他父亲是早期福南街著名牛肉粿条摊的摊主，

我也曾去吃过他家的美食。我从来没有被他惩罚过，不过据说他后来准

备了九条粗细不同的藤鞭来处理学生，并且让学生自己挑选要哪条藤

鞭‘伺候’。他非常感性，是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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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老师李健侬老师也很厉害，培养了国际水平的音乐人才，

像1971年黄埔高中毕业生翁明正，他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去

了德国，现在是德国著名瓦格纳歌剧节合唱团成员，也是德国慕尼黑电

台专业合唱团团员。他曾在一篇《乘着歌声梦回黄埔》的文章写道，他

之所以会走上歌唱这条道路，完全是受李老师的启发。李老师在教《中

华文选》岳飞的《满江红》课节上，突然引吭高歌，大展歌喉，把课文

唱出来。李老师抑扬顿挫、浑厚饱满的歌声，点燃了翁明正心中歌唱的

火苗，从此和歌唱结下不解之缘。我和他到现在还有联系，他回来新加

坡，我们一定见面。

“老师们各个个性鲜明，都很率性，他们都带着一个‘真’字，

没有虚假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就在缤纷多彩的师资指导下学习，受到熏

陶。像这样的老师，应该说到今天为止都不多见。他们在中华文化传承

上，给了我们有自信的文化底气，在我们后来人生的道路上，发挥了重

大的作用。学习华文不只是学习华文字，文字只是工具，重要的是学习

它蕴涵的文化，有了文化，文字才马上成为一个有灵魂的工具，有了这

个有灵魂的工具，人一生的思想和生活才会变得不一样，对社会的看法

也不一样。所以呢，黄埔学校是为我们奠定了这块坚固磐石的重要殿

堂，在这块磐石上，我们后来几十年才有了自学的能力，去吸收更多的

知识，这些都要立足于黄埔给我们的基础上。

显然，那几年深厚的中华文化学习生涯，为学光先生奠定了厚重的

文化底蕴，也为他顺利踏上了后来在中国经营的文化旅游事业。他曾经

说过，到中国投资，经验和秘诀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但有一点不会改

变，就是对中国文化认同，即认识、了解和敬仰它，才能在中国有更好

的发展。

1974年他在南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第二年就在安顺路凯联大

厦创业。

“1975年我租了这里楼下一个小办公室开始工作，几十年没有离

开过这幢大楼。初期，我做贸易。当时是亚洲‘四小龙’兴旺时期，整

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开始蓬勃。1979年中国开放后，1980年我就去了中

国发展，主要投资旅游项目，做景点开发。这30几年，我做了上海水族

馆、厦门海底世界、西安骊山索道、江西庐山索道、河南鸡公山索道等

等。我觉得三百六十行嘛，每一行都应该有人去做。而且中国有5000年

历史，她光辉的文化，璀璨的人文，肯定会吸引全世界的人去参观，基

于这个信念，我觉得在中国做旅游项目大有可为。”

1997年学光先生成功击败来自14个国家的商家，取得上海海洋水

族馆的兴建和经营权，并立刻决定扩大水族馆的面积一倍，这个决定是

基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他说：“中国有13亿人口，人民的收入

不断增加，水族馆太小就不够用了。”果然一切都在他运筹帷幄中。

他的星雅集团于2004年上市。他把事业的稳步上扬，再归功于黄

埔教育。

“在黄埔中学奠定坚实的华文基础，帮助了我容易融入中国生活。

在中国，我从不觉得自己的华文逊色，从第一天起，我和中国朋友的交

流就没有障碍，我背诗词的能力可能还好过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那代

中国人，读书的机会受到干扰。我的语文和书写能力，应该说都是黄埔

帮的忙。就连在黄埔上学练就的骑自行车本领，也非常得力。后来我去

中国做生意，要经常骑自行车出入，那个时候，中国的计程车还很少。

我在上海骑了两年自行车，在福州骑了三年自行车。我们公司现在很多

文案还是用中文。可惜的是，现在新加坡的学生已经没有了以华文来书

写和交流的能力。”

在黄埔中学的几年更给学光先生带来了一生的事业伙伴。他公司的

总经理林宗驹先生和他是黄埔中学的同学，两人至今已合作了33年，是

彼此信任、彼此陪伴的好伙伴、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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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往中国跑，公司一定要有我相信得过的人照料。把公司

交给宗驹，我很放心，他让我没有后顾之忧。80年代之初到中国很不容

易，新中还没有邦交，又没有直航飞机，我要先到香港拿签证，再从香

港乘火车北上，经常要三个月才能回来新加坡一次。当时从香港乘火车

到福州要36个小时，夏天坐在像蒸笼似的火车厢里，是年轻人难以想象

的。”

他和宗驹先生在事业上的内外呼应，也体现了黄埔校训里的“群”

字的教勉，离开了学校，仍体现着互相帮助的精神。

学光先生在南洋大学工商管理系的两位同学杨丽明和李保群后来也

加入了他的公司，一起并肩作战。谈起这两位同事，学光先生感到很骄

傲。“当时南大工管系分两组，一是工业组，一是银行财务组。丽明是

银财组的第一名，李保群是工业组的第一名。我们是靠华校生的诚信，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转型，教育制度的改革，学校

的教学语言纷纷改成英文，黄埔中学的学生日益减少，这无法解决的困

境，终于使黄埔在1994年遭遇关闭的命运。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说： 

“其实那个时候，心里已经很麻木。那个大环境、大潮流，有一股排山

倒海，摧枯拉朽的势力，没有办法阻挡。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学校关门，

这让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麻木，黄埔的关闭和南大的关闭

是一样的原因。然而，相比于南大校园那浓厚的政治氛围，黄埔校园是

纯朴的、纯真的，永远难忘。”

n 作者袁怡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博士生

                                                                            潘星华为潘星华教育工作室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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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时时梦里还

屈
指一算，离开黄埔中学已经30个年头了，但在脑海深处，

当年那段教学日子，情景明晰如新。这些年来，有时驱车

经实龙岗路的圣乔治支路，总有想弯进去一亲校园芳泽的

冲动。但是，想到黄埔中学在1994年突然在人间蒸发，也就意兴阑珊而

作罢。

不知可有人想过，黄埔中学之名充满传奇性，狮城里绝对找不出类

似的故事。它位近黄埔河畔，首任校长是出身于中国黄埔军校已故林宪

杰先生。他是抗日英雄，曾在前线身负重伤，伤愈后出任华中军政长官

公署第三处作战参谋处长。看得出这位出生入死的林老校长是个非常优

秀军官，掌校的几年间，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把黄埔中学办得有声有

色，学生不仅严守纪律，而且尊师重道。如此优质中学，最后还是落得

校名不知何处去，园花依旧笑春风的下场，怎不令人叹息？

从1963年至1974年，我在黄埔中学教学共11年（包括1971年至

1974年获奖学金到国立台湾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往日的岁月

里，我深感庆幸能在这温馨美丽的校园里任教。

1963年初到学校报到时，蒙老校长接见交谈，任务交待完毕后，

他恳挚地说：“为师者首要是个‘诚’字。有‘诚’就有责任感，就能

勤能补拙，就能教学相长，所以，教学无‘诚’不成。”老校长轻轻松

松地说出这段话，其实是一种明确的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几十年来，此

言一直绕环耳际，犹如暮鼓晨钟，让我警惕和反省。

老校长在《黄埔十年》纪念刊上录下曾国藩语与学生共勉：“打

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周到，又要敏

捷。”他处事待人，确实以此为据。

建校之初，他率领师生展开植树种花运动，与生物老师选购名花种

籽培植。校园内格局已定，便委任擅长园艺校工，专管校园事，不再劳

师动众，“无声无臭”了数年，满园姹紫嫣红开遍。1968年，参加首届

全国中小学“园艺植树比赛”便名列第六，一举成名。

在如此赏心悦目的校园中教学是一种福分。1964年，我与同事黄

培保、林泽宏

边教课边受训

于 师 资 训 练

学 院 。 我 们

利 用 假 期 时

光，在校园里 

“ 学 而 时 习

之”，疲倦时

绕园一周，到

雅致的家政室

喝茶休息，然

后又精神奕奕

地“温故而知

新”，感觉特

别美好。

老校长认

真校政，知人

善任，非常体

                           王永炳



黄
埔
中
学

129

恤属下，更敢于承担责任。最令我感到敬佩的是他对人才的提拔施惠。

学校有个麦书记，做事勤快，力求上进，林老校长于是特意安排工作时

间，让他“工”、“读”两不悖。麦书记终于完成学业，投身商界升任

厂长。老校长培养人才不留己用，心胸之旷达可见一斑。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到处洋溢着浓浓的爱国心。我们要有

自己的军队、人民要锻炼刚强勇猛的体魄等的呼声，响彻云霄。正式实

施国民服役法令的那年（1967年）中，周昌桢（英文老师）、陈忠明

（数学老师）和我（华文老师），自动请缨到玛裕营接受全日密集军事

训练。同年11月，我们完成艰苦的训练，以少尉军衔结业。次年，着手

创建陆军少年团。经过遴选，招募了45名团员，这是黄埔中学首支学生

陆军少年团。每个周六下午，我们三个“军官”都得以身作则，亲自在

炎日下喊口令，指挥操练，往往弄得汗流浃背，军服尽湿，但很有满足

感。

1969年7月19日，我率领所属部队参加城市区大会操，结果在众多

队伍中荣获第七名，整体表现还算不错。

在老校长的英明领导下，同事们合作融洽无间。我们经常在教学之

余一齐打篮球。有些学生也来参与，球场上不时传来欢声笑语。每至假

日，师生们组织野餐队，多数到樟宜海边。有的在海中游泳，有的引吭

高歌。直至黄昏时分，我们乘坐巴士一面唱歌一面回家。这种教学生活

情景，与2500多年前孔子的何其相像：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但是，这种师生乐活情景在今日学

园中似乎已经不复见了。

记得有一次，第一届高中毕业班师生们搭船到德光岛探访马来族同

学耶亚华，印象如新。耶亚华家境贫寒，兄弟姐妹13人靠父亲捕鱼难以

为生，得靠福利金接济。其父颇有远见，把耶亚华转进华文小学。从华

文小学到黄埔中学，他除了靠助学金援助外，还在课余当家教及到成人

教育局教课，赚取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费。由于生活磨练，并得到师长同

学的关怀爱护，耶亚华从小便养成任劳任怨、用功进取、敦厚有礼的品

行。黄埔毕业后，他向往中华文化，更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成为第一

位攻读中文系的马来族青年。南大毕业后，他为新加坡的华巫文化事业

做出积极的贡献。有时，我想要是他不在黄埔中学求学，耶亚华将是何

人？就不得而知了。

（转载自2011年黄埔校友会出版的《黄埔情缘五十纪念集》，文字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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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使我们茁壮成长

华
校校友会联合会拟在今年年中举办华校校史联合展，展览

重点是本地已消失的华校史。这是本地首次对已消失的华

校校史进行记录和整理，特具历史意义。为了配合这项活

动，资深教育新闻工作者潘星华联系上星雅集团主席吴学光，由学光再

联系一些同学和老师，约在一起细说从前在校的学习生活。

吴学光和在座八位同学都是毕业于消失了的黄埔中学的同班同学，

笔者是从1963年在该校执教至1974年的文史老师。在潘星华的主持

下，同学们畅谈当时的校园生活，缅怀与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创校校长林宪杰，他们无不肃然起敬。林校长出身于中国黄埔

军官学校，曾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立功。他出掌校政，纪律严明，同学

们最记得的是在周会时，校长一声尖锐有力的“立正”，学生无不笔直

站立，鸦雀无声，等校长一开口致辞时同学们会自动“稍息”，但校长

言简意赅，句无虚言，在20分钟内发言完毕。此举直接影响了学生日后

行事不在多言，发言不讲废话以及时时专心聆听的几个方面。

林校长知人善用且领导有方，教员和职员都各得其所，各司其职，

因此校务蒸蒸日上，不数年间黄埔中学成为著名华文中学之一。林校长

治校至严，但性情温和，心胸豁达，提拔后进不为己用，如安排时间让

学校书记上义安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厂长，校长祝贺他提升，不担忧人

才的离去。诸如此类的校务运作，学生可能不太了解，但他们在一所营

造和谐绚丽的校园中学习，感受的是自在、自发和充满乐趣。

同学们谈到分工合作时的情境历历在目，譬如有的同学到其他学校

找资料，有的在钢板的蜡纸上用力刻写讲义，有的负责油印装订，然后

分发给同学们分组讨论。大家是那么的开朗、热诚和兴致勃勃地无私奉

献，他们不搞小动作，要求的是整体的进步。这种要求，使他们终身受

益。高中毕业后，有的进了大学，有的进入社会工作，但他们经常互通

有无，互诉衷情与打气，母校虽逝者已矣，但同学们友谊永固。

这种自动自发的群体精神也体现在课外活动上。课外活动种类多

样，组织缜密完善，而且参与同学都能全力以赴，因此无论是参赛或演

出，质量俱佳。为响应与提高爱国思想，学校自1969年起每年主办“国

庆游艺会”，由各学会成员或班级同学自选节目内容，自我甄选队员，

利用课余与假日排练，然后经过全校比赛，优胜者在“国庆游艺会”上

演出，非常精彩、热闹。从中造就了不少出色人才，如电台节目主持

人、国际歌唱家、艺术家等等。

谈到学校老师，学生们更是兴奋异常。老师有的随和，有的严厉，

但他们认真教学的心态则一。此外，他们在课余还不时关心学生的学习

生活。例如马来族学生耶亚华，就在师长的关怀和帮助下完成高中学

业，后进入南大攻读中文系，成为新马首位毕业于华文大学中文系的马

来同胞。他通晓华巫英三语，热爱中华文化，毕业后一直从事于沟通华

巫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工作。

在座的老同学林宗驹说，高中毕业时遇到升学就业难题，求教于陈

忠明老师。陈老师坚定地说一定要升学，没法交学费就申请助学金，如

果还有困难他来设法。就因这句拍胸膛的话，他读了南大。老师的“解

惑”之恩，他永世难忘。

谈到课堂上课情形，同学们也兴致很高。不同科目老师的不同教

学方式，都让他们在不同境遇里得益。歌唱家翁明正在《乘着歌声梦回

黄埔》一文中有段感人描述。他回忆李健侬老师教学岳飞《满江红》

                           王永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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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突然在课室里大展歌喉，歌声抑扬顿挫，浑厚饱满。当他唱完

时，同学们都忘了鼓掌，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堂课。下课后，同学们议

论纷纷，非常热烈地谈论着李老师的嗓音。多少年来，那歌声一直在我

脑际萦绕，令我陶醉至今。”“从此，我与歌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不同学生身上，像这样求学乐趣很多，都成为了人生中难以磨灭的美丽

回忆。

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个个循规蹈矩，其中也有调皮好玩而违犯校规

被记过者。如今，有这类经验的学生无限感激地说，幸好当时被记过处

罚，让他小心在意，因为再犯可能被开除或转校，也可能因此失去受教

机会。“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不就是这个意思？相对于当今学生和

家长不服处罚而恫言告到教育部的心态大不同。

座中见闻这些家成业立的同学们兴味盎然地侃侃而谈求学的过去，

我心中充满喜悦。他们都深感庆幸，走对了受华文教育的路。如今回首

探视一路走来的足迹，不胜感恩，因为华文教育使他们茁壮成长。其

实，华文教育的路坎坷难行，但中华文化却有一股自强不息的力量，不

断地扶助与催促着学生逆水行舟，破浪前进。自比于他们，我虽然是他

们的老师，但在成长过程中与他们一样受华文教育而得益，如今我们同

在一起分享华文教育种下的果实，其乐可知。

黄埔中学80年代改制后，收生人数每下愈况，1994年遭受关闭厄

运，校史32年。美丽的校园由对街的明智中学迁入，虽经校董、校友会

及毕业同学等各方极力保留校名不成功，于是这所曾给学生们留下人生

中最宝贵财富的黄埔区黄埔河畔的黄埔中学从此走进历史。惜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4年4月7日



消
失
的
华
校

132

陈年故事愈芬芳
老友重聚添新朋
访问黄埔中学校友杂感

五
十余年前，毕业于中国黄埔军校的林宪杰先生偶然地又有

缘地成为新加坡黄埔政府华文中学创校校长。在33年的校

史中，这所纪律严明、学风极佳的学校人才辈出。机缘巧

合，在黄埔中学关闭20年后，我们一行来自中国的博士留学生在潘星华

老师的带领下，有幸来到吴学光先生的公司，对九位曾就读或就职于黄

埔中学的校友和老师进行了采访。

几位“老黄埔”先生亲眼见证了新加坡华校的兴衰，用他们的经

历，帮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让那些30余年前的故事，又形象鲜活起

来。他们的奋斗历程，让我们这些中国80后年轻人体会了当年新加坡华

校生的生活，也更加深刻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这次采访，我们最深刻的体会便是“选择与坚持”。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我们不仅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还必

须有决心坚持自己的选择。林宗驹先生毅然放弃在巴士公司的工作，与

同班同学吴学光先生一起打拼，数十年如一日；孔庆光先生则时常自

问：“我究竟想要什么？”他曾两度更换职业，最后选择保险财务策

划，坚持至今近20年。

严斌同学在采访完成后感叹道：“我们这一代人，经常不知道自己

要什么？要怎样？很容易迷茫。今天听到黄埔前辈们一早弄清楚自己的

目标，然后为之努力奋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年轻人的困惑，吴学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很容

易理解，因为现在年轻人面对的选择和诱惑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当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很专注去追求一样东西。当你眼前有很多东

西的时候，你就乱了。就如只有两件衬衫的时候，每天出门的选择很简

单；到你有20件衬衫的时候，出门就要搞一个小时。”他的话饱含着人

生智慧。

同样令我们体会深刻的，还有“机缘与珍惜”。

陈祥龙同学曾经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参观了新加坡馆。他说：“馆里

一部讲新加坡是怎样把握机遇发展起来的记录片，让我印象深刻。它讲

到新加坡什么自然资源都没有，地小人少，却能发展成‘亚洲四小龙’

之一，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其中，人的因素最重要。通过今天的采访，

我切身体会到，在座各位前辈就是新加坡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记

录片里面所讲到的‘人的因素’。”

当年的黄埔中学校友，是华校生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自己的拼

搏，帮助新加坡把握住了最关键的发展机遇，今天使我们年轻一辈享受

到优越的生活条件，我们理应珍惜。

我在分享自己的感想时说：“我们现在更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或新加

坡，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还能发展起来。今天听到前辈从黄埔毕业后

建立事业的过程，特别受到激励，特别让我们学会珍惜眼前，学会珍惜

老一辈给我们建立起来的条件。”

陈祥龙同学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机缘”：“今天我们能够来

到这里，听在座前辈们分享年轻时的往事，就是一种机缘巧合。我觉得

今天这一行很值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进步与传承”则是我们的另一项重要感悟。

与30年前相比，科技的进步可说是天翻地覆，随着各种通讯设备

和网络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更加多样。然而，正如贾博同

学提到的：“我感觉当年黄埔中学同学间的关系特别融洽，彼此特别信

                          毕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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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今天网络文化盛行，更多的年轻人沉溺于虚拟世界，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却没有以前那么顺畅，这是我们应该多向前辈学习的地方。我们应

该多与身边的人交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此，陈祥龙同学也

有相似的感悟：“时代变了，比方说做采访，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电脑、

手机录音等便捷的方式完成；以前则必须去图书馆翻书，现在可以在网

上查阅。但是科技的进步也带来弊端，比如现在人际关系没有以前的融

洽，彼此也不够信任。今天参加了采访，我们不仅要向先生们学习当年

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要学习那些慢慢被遗忘的为人处世的态度。”

没有错，在享受科技进步所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多想想，

怎么才能把上一辈留下来的朴素作风和优秀的精神财富传承并发扬下

去。最后，袁怡同学说到了“回忆与盼望”。

“我觉得先生们很幸运，能够进入黄埔中学。虽然只有几年在学

的时间，但一所好的学校能够塑造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就像黄埔校训 

‘德智体群’，在前辈们的叙述中经常被提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

校训真的已经烙印在先生们的生命中了。这让我明白，虽然我们不会刻

意去记住母校的校训，显然，它对学生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我

们做出人生抉择，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发挥了作用。有这

样一段美好的中学回忆，是很幸运的事情。对于黄埔人来说，彼此就像

家人，总是盼望着能够重逢。毕业离校几十年，黄埔母校却一直在先生

们的心中，这真是奇妙。”

是的，时隔30余年，当年的同学再聚首时，彼此间的亲切仍溢于

言表。先生们的回忆，也激励了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在当年那样艰苦的

环境中，前辈们披荆斩棘，建起了新加坡如今的繁荣昌盛。而今天的我

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承担起续写辉煌的重任？

这次采访让我们开始思考选择、学习坚持，把握机缘、懂得珍惜，

善用进步、发扬传承，更是明白了思念母校的回忆如窖藏美酒，愈长久

则愈浓厚；心中的盼望，如小树新芽，经风雨而渐茁壮。

虽受时空的阻隔，我们未曾亲见黄埔中学当日的辉煌，有幸耳闻亲

历者的故事，已经获益良多。

黄埔中学，谢谢你。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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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在保赤学校、龙溪学校、黄埔中学

忆
记那些年在这三所已经关闭的华校求学时所走过的光阴的

故事：

保赤学校

1957年，父亲在住家附近的保赤学校替我和三姐办理入学手续。

开学那天，父亲带着九岁的我和大我两岁的三姐，到学校报到。第一天

上课，我既紧张又兴奋。

保赤学校设在有百年历史、古色古香的保赤宫内，坐落于新加坡河

的末端。学校有四间课室，设在保赤宫的两翼，每翼前后各一间；还有

一间校长室、老师休息室、体育兼音乐室、贩卖部和小餐厅。当时学校

约有八到九位老师，学生约数百人。有些班级因为学生凑不足一班，学

校将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合成复式班，由一位老师同时上两个不同年

级的课。

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当时，我在下午班上课，班主任是黄冠章

老师，在黄老师耐心的教导和鼓励下，我渐渐对学习有了兴趣。年终考

试，我竟然考获第一名。黄老师送了我不少奖品。

第二年，黄老师早上到南洋大学上课，下午赶回学校教书，即便这

样劳累，他还是很尽责地把书教好。学校假期时，他经常带着我们这群

孩子，去逛书局，到加东海边野餐，或到植物园郊游。有一次，我们还

跟他远到柔佛新山动物园看老虎和狮子。

二年级年终考试，我又考到全班第一名。有一天，黄冠章老师和

王重迎老师来做家访，要求父母亲让我在翌年跳级到四年级。母亲深恐

我无法适应而拒绝了黄老师的好意。为了争取我跳级，黄老师并没有因

                           刘若珍

此放弃，他到我家来了几次，极力说服我的双亲，并且保证，在学业方

面，将给予我最大的支持，母亲最后总算点头答应了。

第二年开学，我升上四年级。为了履行对我父母亲的承诺，黄老师

在放学后，经常替我补课，年终考试，我没有让黄老师失望，考到第二

名。

可惜，因为搬家的原因，1959年尾，四年级学期结束，我离开了

保赤小学，也离开了黄老师。临走前，黄老师拉着我的小手，不舍地

说：“无论如何，你要念到中学毕业。”年幼的我，当时并不十分明白

他的意思，只好静静地点头答应。

1963年，受到市区重建的影响，很多家庭都搬到政府组屋，造成

学校附近学生人数剧减，终因为开不成班而被迫停办。新加坡的教育史

上，虽然少了一所华校，保赤宫依然屹立在新加坡河尾，继续承担它的

社会任务。

龙溪学校

1959年尾，我们家从敬昭街的战前店屋，搬到圣迈哥政府组屋。搬

家之后，父亲在住家附近的龙溪学校，给我找到了一个插班生的位子。

龙溪学校附设于龙溪会馆内，位于圣迈哥路，靠近波东巴西和明地

迷亚路之间，学校是由会馆改建而成，面积不大，共有四间由三合板隔

成的小课室，由于没有隔音设备，因此上课时，各班学生的朗读声、老

师的讲课声，混合成一首响亮的交响乐曲，我必须格外集中精神，才能

听到老师讲课的内容。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不多。同学主要来自当时以养猪和种菜为主的波

东巴西乡村，和明地迷亚路（俗称芒加脚）的甘榜。第一天上课，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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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学校环境，陌生的老师，还有不熟悉的同学，心里不期然地产生

了一股莫名的排斥感，幸好过了不久才慢慢适应这个新的学习环境。

小六开学不久，英文老师带着我们，到植物园郊游，同时拍照留

念。同学们难得有机会到植物园游玩，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1961年，我小学毕业，也是龙溪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校方特地

安排我们在学校拍了毕业照。

可惜，由于收生不足，不久之后，龙溪学校也停办了。

黄埔中学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升读位于明地迷亚路附近的黄埔政府华文中

学。

黄埔中学建校于1961年，当时学生人数虽然不多，校内一些设

施，却是其他学校没有的。例如新颖的家政室，它设备齐全，分为烹饪

和缝纫室，女生能在那里学习烹饪和制作糕点的基本常识，还能学习餐

桌礼仪，和多种缝纫和制做手工艺的基本手艺。家政老师苏敏宝女士是

海外留学生，华语不很灵光，和学生沟通时，偶尔会出现一些差异。

升到中学，第一年必须修读13个科目，课程的内容和进度，和小

学很不一样，学起来倍感吃力。尤其是英文、数学和马来文（在当时是

必修科之一），更是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摸索。

年终考试成绩公布，我因为英文50分，马来文59分，达不到升级

的标准而留级了。班主任何瑞英老师很同情我，她说：“虽然你的总成

绩及格，可惜英文和马来文都不及格，学校没有办法让你升级。”这是

我在学习道路上，第一次重重地摔了一跤。

1962年，我重修中一，班主任陈国芸老师负责教导地理，在她生

动有趣的教课中，让我对地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老师教课非常严

肃认真，有超强的记忆力。几年前，我在服务的民事部门，偶遇陈老

师，阔别了30多年，她还能叫得出我的名字，同时亲切地问起了我的近

况。谢谢您，陈老师。

1966年尾，我信心满满地参加了中四会考，不料考试成绩公布

时，我却意外考到了丙等文凭（当时是以甲、乙、丙三个等级来区分考

试成绩），这个成绩，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重大打击。

1967年，我升读高中文科班。当时学校只开办了三班高中：高一

Ａ是纯理科班，高一Ｂ是生化班，高一Ｃ是文科班。由于文科是我最感

兴趣的科目，读起来较为轻松。

班主任潘金陵老师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不但和学生打成

一片，教书也相当生动、风趣。他教华文、理解与写作，鼓励学生多阅

读课外的文学作品，多尝试写些生活中的点滴事件和感想。在他的督促

下，慢慢地，我也养成了涂涂写写的习惯。

两年的高中生涯，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除了学习，我还参加了不

同性质的课外活动。班长洪清平是一位很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领袖

人物，在他带动下，同学们参加了不少比赛，使学习生活更为充实和快

乐。

1968年尾，我完成了高中课程。毕业后，班上的同学都忙着升读

大学的事宜，兴高采烈地奔向南洋大学的怀抱，在学习道路上更上一层

楼。我虽然也梦想能和他们一样，有机会到南大深造。可惜，在经济情

况不允许下，只好望大学之门而兴叹。

回想起这12年的学习道路，一路走来，苦乐参半，在那跌跌撞撞

的日子里，如果没有黄冠章老师激励的话语，也许我无法完成中学教

育。在这里，我要感激黄老师的教诲。

黄埔中学创校26年之后，基于教育制度和环境的改变，由传统的

华校转型成为英校，七年之后，即1994年，再因学生来源锐减而被迫走

上停办的厄运。于是，又另一所华校走进了历史。



消
失
的
华
校

136

顽童省悟  当上老师
访问建华学校校友孙亚生先生

孙
亚生先生今年72岁，是福建人，从1950年至1956年就读于

已经消失的建华小学。

受访时他告诉我，父亲把全家孩子送到建华小学读书，是

因为这是一所福建人的学校。学生以福建人为多，校长也是福建人。建

华小学坐落在布连士街(Prinset Street)，俗称小坡六马路。它的隔邻是

基督生命教堂。

亚生先生在学校度过了七年的学习生涯。谈到这里，他不禁笑了

起来。他说多读一年书，是因为自己是个坏学生，既顽皮，又不喜欢读

书，还逃过课。每天下课回家，他把书包丢在一旁就跑出去玩耍，结果

常常被妈妈打。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像我这样好玩的人后来竟然会当

上老师。”

当年上课的情景，孙老师记得一清二楚。当时学校并没有训导主

任，只有科任老师管理一个大约40多名学生的班。建华小学并不大，

一个年级顶多只有两三个班。谈到对当年老师的印象，他笑着说：“有

的老师凶得让学生一看见拔腿就跑，有的老师则好得可以时常开玩笑甚

至被学生捉弄。当时没有教师节，但许多学生毕业后还跟老师保持联

系。”

建华小学在六十年代关闭，关闭的原因不是学生太少，而是因为学

校租来的校舍，被屋主索回，要做其它的发展用途。他对于学校的关闭

感到十分惋惜。

求学时期最难忘的事情，就是逃学。逃学的原因是他把父母亲给他

交学费的钱花掉了，于是便不敢上学，每天去海边游荡。不料，逃学这

件事竟然让他有个出乎意料的“收获”。原来他一直听闻校长抽鸦片，

为了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他跟踪校长，果然发现校长上烟馆抽鸦片。

后来，他逃学的事情被邻居传到母亲的耳里，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顿。

15岁时母亲过世，让他彻底省悟，下定决心要用功读书。他一边

帮忙父亲做生意，一边刻苦学习。中三和中四，还曾在班上排名前三

名。战后，社会混乱，大多数人为了赚钱养家而辍学，但他的父母还是

送他去学校读书。为此，他心怀感激。他感谢华校给予他的教育，让

他从一个顽皮、好玩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勤奋读书的孩子，后来还当上 

老师。

n 作者为中正中学总校中三学生

          温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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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学校
School of Chin Kang

创 办 年：1947年

创办地址：武吉巴梭路29号晋江会馆

创 办 者：晋江会馆

停 办 年：1975年

创办经过：

1945年新加坡光复，失学孩童众多。大坡一带，人口稠密，失学

孩童亟需上学。多间会馆，不辞劳苦，开办学校，招收学生。晋江会

馆，不落人后，在洪宝植、张楚琨等同乡倡议下，出钱出力，并得会馆

同仁及社会热心人士支持，在1946年，创办了晋江学校。

学校简史：

1947年，晋江学校正式开课，由张碧夫担任校长，学生人数约70

余名。除开办日学，晋江学校也开办夜学，学生人数还比日学多。学校

经费由会馆理事献捐，学校是在惨淡经营下力求进步。理事每年约捐出

60元或以上。会馆理事张昌泉赠送学校一辆校车，非常热心支持学校。

1949年，颜根山任校长，锐意创新，扩大招生人数，学生人数增

加到百余名，分六间课室上课。校舍在会馆内，空间有限，学校经费，

经常入不敷出。理事苏秋生热心教育，曾在他的电影院义演筹款，补救

学校的短绌经费。

1950年，柳克敏出任校长，学校依然在经费不足下发展。会长苏

秋生乃前往槟城向当地同乡捐募学校经费，学校才得以顺利发展，且蒸

蒸日上，学生的学业与课外活动的表现，均获得肯定的进步。

1953年，侯贤辉当校长，学校再进行改革，定期举行各项学业比

赛，加强学生对文艺、图工、音乐、舞蹈的兴趣，一时晋江学校学生在

课外活动方面的表现，受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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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学校向教育部申请津贴获准，解决了经费问题，学校开

始广收学生，一时人数激增，校舍不敷容纳。会馆主席苏秋生倡议扩建

会所，增添课室。扩建之事，得到新马各地晋江同乡的热烈响应，慷慨

献捐，扩建工程在1958年开始。

1959年，会馆扩建工程完成，学生可在空气流通，光线充足下的

新校舍学习。同时，学校也增添各种教学用具，惟缺乏学生运动场地，

乃租借学校对面政府管理的草地，作为体育及课外活动的场所。当年学

校曾举行一项游艺会，获得大众好评。

1962年，聘蔡兴利为校长，校务继续顺利进行，是时学校共有 

12班学生，规模较前大得多，乃分上下午班上课，学生共有400余名。

1964年，学校得到会馆教育科主任张天章捐献全校学生桌椅264

套，皆符合卫生部规定，学生有了舒适的座位，学校设备日趋完善。

1970年，会馆理事丁马成为母亲庆祝八秩大寿，将部分贺仪捐献

学校，作为助学金，让家境贫寒子弟继续学业。

1971年，本区住户迁入政府组屋居住，为数颇多。学生来源逐渐

减少，班级数目随着递减。当时虽获得会馆理事何瑶焜及张克彩先后发

动捐增新生全年的课本及文具，张克彩也为贫困家庭子弟缴交全年学杂

费，但也无法挽救学生的日益减少。这一年，学校没有招收新生。

1975年，会馆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决定在1976年起停办晋江学

校，并协助学校师生转到他校。

学校表现：

晋江学校在校长与教师苦心经营下，学生在美术、话剧、歌剧、舞

蹈等方面的表现优越，时常受到报章及观众好评。学生工艺作品展，无

论木刻、刺绣、藤工、织工等，都获好评。1960年国家剧场举行美术比

赛，学生何石镇的作品，获得国家元首的激赏，亲自选购，以作鼓励。

学校的体育活动也非常活跃，篮球、乒乓都曾获得区赛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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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校
The Happy School

创 校 年：1946年5月

创校校址：芽笼14巷24号A

创 校 者：新加坡快乐歌剧社何燕娜、许千红

停 办 年：1979年

创办经过：

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百废待举。芽笼区一带，许多失学孩

童，因家境清寒，流浪街头，无所事事。新加坡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

娜、许千红见状，出于仁慈，号召该社全体职员，出钱出力，并得快乐

世界支持，筹办快乐义务学校，为贫寒子弟，提供义务教育，协助他们

学习做人处事之道，并谋一技之长。董事会组织成功，乃租赁芽笼14巷

24号二楼为校址，并于1946年5月开始上课。

学校简史：

1946年5月，快乐义务学校开学，学生只有数十人，多为芽笼一带

失学的贫寒子弟，全免交学费，且由学校赠送课本，希望学生能安心读

书，接受文化，服务人群。首任校长黄国良只担任数月便因身体不佳而

离职，由林逢德校长接任。林校长接任后，进行多项行政调整，校务逐

渐上轨道，学生人数由原有的90人增加到130人。由于能利用的课室有

限，学校增设下午班，以解决学生人数渐增的问题。

快乐义务学校的经费，大部份都依靠董事部及社会热心教育人士的

赞助。学校规模渐大，开支日益浩繁，每月学校不敷的数目不少，为学

生的前途着想，学校董事部还是想尽办法筹钱，或演剧，或向热心教育

人士募捐，务求维持下去。由于学生不断增加，原有租赁的校舍无法应

付，董事部决定另寻适当地点，以谋发展。

1947年，快乐义务学校董事部寻得芽笼14巷67号及69号两间旧屋

宇作为新校舍用，由于这两间屋宇破旧不堪，董事部再筹钱修葺。快乐

义务学校于是有了一间新校舍，容纳日益增加的学生。

1949年，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校的经费负担越来越重，学校只

好向学生收取低廉的学费，以维持学校的经费。从此快乐义务学校改称

快乐学校，2元5角至3元5角的学费是绝大部分的学生家庭都可支付，家

境较差的，都能获得助学金的资助。

1950年，学校再面对学生增加，校舍不足的问题，须再扩充校

舍，增加课室。为求一劳永逸，董事部决定筹款购置原有的校舍，扩充

成为一所具有规模的小学。筹款获得社会人士很大的支持，学校经过重

大修葺后，得以继续发展。

1955年，学校接受政府全部津贴，这使学校经济宽松得多，各项

教学计划得以全面展开，而学生的学业与课外活动的表现，也有出色表

现，令人称赞。

1956年，学校在夜间为失学的孩童开设教育班。

1960年后，学校在既定的计划下，稳健发展。校中的设备，越来

越充实。教师都是尽心尽力教学，学生在学业上，成绩越来越进步，课

外活动的表现，无论在书法、美术、图工或体育方面，都是可圈可点。

在多项校际比赛上，取得了不少的奖杯和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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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后，政府推行市区重建计划，许多学生家庭，搬迁到新

镇，使学校招生受到很大的影响，学生来源一年年减少，但学校依然坚

持办学，直到1979年才走入历史。

学校成绩：

快乐学校由新加坡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财政许千红及该社职

员，为了给芽笼区失学的孩童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创办的。学校得到殷商

李玉荣、张昌泉、高水源、林邦彦等的鼎力支持，协助扩充设备，学校

发展得相当顺利。而校长及老师的无私奉献，为学生推行了一系列的教

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培养学生的人格，学生也都能自爱，并

好学力行。毕业继续深造的，都能完成高深的教育，为社会人群服务，

其中不少校友，表现十分优异。

历任校长：

黄国良

林逢德

历任董事长：

李玉荣

张昌泉

高水源

林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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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校  快乐童年
访问快乐学校校友赵美珍女士

曾
在芽笼14巷的快乐学校是许多人快乐童年的所在。

68岁和蔼可亲的赵美珍女士谈起她当年读书的日子和对母校

的情怀，仍然记忆犹新。她自豪地说：“我现在所得到的东

西，都是母校给我的。”

快乐学校的校名源自于“快乐世界”，是美珍女士住家附近惟一的

一所华校，她和妹妹都在这所小学读书。当时进入快乐学校念书是不用

报名的，只要和校长说一声就能上学，读了一个学期，学校才要求学生

交报生纸。美珍女士这样回忆道。

她谦虚地说自己当时是个读书不很厉害的学生，但也不是个专门捣

蛋的小孩。她和几个女同学，上课经常被老师批评多话，跟现在侃侃而

谈的她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她笑说成绩单上每次都会有“多言多语”

这样的评语，拿回家给父母看就会被打，这是以前教育与现在的不同之

处。她认为以前的教育方法是以老师为主，学生很少机会发言，以至长

大后，还是很怕羞。

她说，以前如果测验不及格，会被罚在胸前挂一个写着“我会用功

读书”的大大的牌子，站在课室门口。她很幸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

惩罚。令她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她在三年级时被老师选做班长。老师选

她时，她一直哭，因为自己平时读书不是很好，又没有领导能力，更不

想留下来开班会。果然，她当了几个月的班长就真的没有再当下去了。

她还记得当时同学之间的关系挺好，有时会一起抄功课，写大小楷

时一起偷懒，结果被老师罚重写。下课时大家会一起玩跳飞机、丢五石

子各种游戏。在儿童节，老师会带他们去看电影。当时的学校生活非常

简单，却是无忧无虑，快乐无比。比起现在学生要面对种种烦恼，她认

为还是以前的生活比较开心，当时学生惟一的烦恼只是成绩的好坏。

她是新加坡第一届小学离校考试的小六生。快乐学校很小，没有课

室给小六学生会考，所以学校得借用对面联络所的会堂来考试。对于完

全不知道什么是“小学离校考试”的学生来说，她和许多同学都顾名思

义地认为“离校考试”就是“离开学校去其他地方考试”。

                         李庚洧                 张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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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毕业后她就没有和同学来往。当时没有手机等现代化的

沟通管道，很难保持联络。同学们保留的，最多只是毕业时写给彼此的

纪念册。虽然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但是回忆却是永恒的。她还能清楚

记得好朋友的名字，能列出许多曾经教过她的恩师的名字，这些都是她

不能忘却也无可取代的宝贵童年回忆。

她以身为华校生自豪。她认为华校对社会的贡献极大，有很多对

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名人都出自于华校。此外，她觉得华校的品德教育很

好，有教导伦理、道德等培养孩子的良好品行，与英校侧重于成绩的教

育理念十分不同。

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变和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家长把子女送到英

校读书。华校因此在社会失去了立足之地，而渐渐消失了。美珍女士表

示这是无可奈何的，而快乐学校的关闭也在她预料之中。当她看到华校

一所一所地关闭，虽然感到失望，但她已经接受了母校消失的事实。

华校校失了，快乐学校也消失了，但是在快乐学校和在华校度过美

好童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从她的记忆里消失。

“当然对母校的印象深刻呀，毕竟它是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快

乐学校是她生命的第一个阶梯，成长的第一个脚步，是通向未来旅途的

第一个站点。快乐学校如今也是她记忆中的一个最美好的坐标，让她回

忆无穷。

随着华校的消失，宝贵的中华文化也渐渐流失。以前常练毛笔字的

学生与现在连怎么拿毛笔都不知的学生对比，真是天渊之别。现在的学

校不再灌输华校重视的传统美德，造成新一代学生对于这种文化传统一

无所知，令美珍女士感到非常遗憾。可是，前景也并不是一片黑暗。她

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将会更受重视，中华文化仍有薪火相传的

希望。这令人感到十分欣慰。

学校简史

新加坡快乐义务学校，创办于1946年5月，发起者是新加坡快乐歌

剧社社长何燕娜、财政许千红两位女士以及该社全体职员，成立学校的

目的乃为救济芽笼区失学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全校学生，每月一律征

收堂费1元，家境贫寒者酌予豁免，每年经常费用，均由董事部和社会

热心人士之赞助。此项建校计划，深获“快乐世界”的老板李玉荣的鼎

力支持，并担任学校董事长兼建校基金会会长，组织建校基金委员会，

著手进行筹募基金活动，1947年6月7日在快乐世界举行游艺会，共筹

得近万元。建校费用有着落后，开始进行修葺，费时三个月，于同年 

9月竣工，即迁入芽笼14巷67号和69号两层楼的屋宇。

1955年11月，快乐学校接受政府全部津贴，行政组织有所变革。

身为董事长的李玉荣，曾说：“董事部同人对于经费方面，负荷减轻，

然仍一本初衷，努力充实设备，加紧于学生学业水准之提高，优良德性

之陶冶，并锻练其体魄，培养其爱群之观念，以期达到智育、德育、体

育、群育、美育，五育俱备，而成为健全之公民。”

n 作者为德明政府中学高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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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励德学校
Lee Teck Public School

创 校 年：1947年

创 办 人：陈树泉

创校校址：三巴旺材启村

停 办 年：1977年

创校经过：

兴办学校，热爱教育，出钱出力，是华人的一种美德，是值得后人

敬仰与尊敬的。1947年陈树泉是首位发起创办励德学校的先贤。当时王

朝元任主席，陈树泉任财政，胡文土任总务。三位老前辈发动向村民募

捐，兴建励德学校校舍。因经费有限，只可以建三间教室。当时学生人

数约60人，校址位于三巴旺材启村。

学校简史：

之前，学生在简陋的戏台上课，大家的学习热情还是高涨，随

后，学生人数渐多。1950年代，陈树泉再次发动筹款，邀请陈赛凤戏

班演出，筹募基金，用所筹得款项建了5间教室。1954年，梁景胜出任

校长，后来调任教育部。1961年黄谦弟受聘为校长，后因某种事故离

职。1964年9月14日何振玉受聘任校长至1977年底。

励德学校是一所公立乡村小学，经费除了学生缴交的学杂费，就

靠村民的捐助。当地村民生活简朴，以工农为主。当时学校连篱笆也没

有，在管理方面需要加倍小心。何校长掌校后，第一件事就是用篱笆把

校园围起来。

董事会每两年改选一次，改选后董事部设宴，邀请村民一起庆祝，

并把剩下余款拨入学校户口，成为学校基金。由于学校经费来源有限，

一切装修改革，只能向外寻求赞助。当时在新加坡驻扎的外国军队有英

国、纽西兰、澳洲等军团，何校长听闻他们能义务为有需要者免费建造

各种设备如造桥、铺路等，于是向他们求助，获得英军为学校铺平学校

前面的沙地，建成篮球场、排球场、羽球场，使学生能在这广阔的场地

上活动，成为晨操、运动会等多种用途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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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何校长又邀请澳洲、纽西兰五国联防演习的军人，为学校粉

刷屋顶、课室内外墙。经油漆粉刷后，学校焕然一新，与前大有不同，

吸引不少学生进来，当时，励德学生人数有273人左右。

接着，本国军队也为励德学校铺平学校毗邻的一块凹凸不平废地，

计划兴建图书馆及科学室。当工程进行时，因连绵下雨而造成地陷，幸

好蒙罗氏建筑公司赠送400车的沙土把凹凸不平之地段填平。

学校停办：

政府要发展义顺新镇，学校不得已，只好于1977年底停办，并将

财务按学生比例分送一些学校。过后，获得政府给予校舍的赔偿金2万

7000元，经励德学校董事部同意，批准转送给何振玉校长后来出掌的南

洋小学。

何振玉校长在励德学校任职14年，在这期间，无论行政或教学，

都力求上进，在困难中求存。

励德学校虽在1977年停办，但师生感情浓郁，至今尚保持联系。

这次寻找资料，许多校友如王亚好、林金明，董事洪清龙都提供了不少

资料。励德学校虽然不是一所名校，学生却有成就。如胡春河校友是新

加坡宏文学校的前任校长；校友胡绿兴博士、林文丹、林德昌、林德

成、王协友博士等，都在海内外的专业上有出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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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军团协助励德学校展新颜
访问励德学校末任校长何振玉女士

历史

励德学校是一所乡村学校，1947年由三巴旺材启村商人陈树泉联同

王朝元、胡文土向村民发动募款兴办。开始只筹到能建三间课室的钱，

励德学校就在材启村建了起来，第一批学生60人。

1950年，陈树泉再次发动筹款，邀请陈赛凤戏班演出，筹到的钱，

又建了五间课室。1954年梁景胜出任校长，后来他调职教育部，1961年

黄谦弟接任校长，1964年因故离职，何振玉女士于1964年9月14日出任

励德学校校长至1977年底。1977年政府兴建义顺新镇，大路要通过励德

学校地段，学校受征用影响而关闭。

偶然

1957年底，振玉女士在南洋女中高中毕业，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

下，她进了励德学校教书。这下，就在那里20年，当教师六年半，当校

长13年半。

“那年，高中刚毕业，在巴士上碰到一位已经在教书的朋友。她

问我有事做吗？我说，还没有。她问我可要考虑教书？励德学校在找老

师。我说好。就这样，我去了励德学校。

“励德学校是一所乡村学校，有200多名学生，八九位教师。每级只

有一个班，还有一个课室内有两级学生的复班。老师教了一个年级学生，

让他们做作业，再教另外一级学生。复班不多，这是乡村学校的特色。

“励德学校的家长以三巴旺附近的农民为多，经济虽然不宽裕，却

很热情。节日演街戏酬神，家长会请我们吃饭。学校董事会每两年改选

一次，改选后，董事设宴邀请村民一起庆祝，再把设宴剩下来的钱，几

百一千，拨入学校户口，成为学校基金。

“在励德，我教华文、唱游、生活教育。学校的校风很淳朴，学生

很守规矩。虽然不是一所名校，却出了不少出色的学生。如胡春河，现

在是宏文学校校长，还有胡绿兴博士、王协友博士、林德昌博士、林德

生、林文丹等在海内外都有成就。至今，我和励德学生还有来往，就像

和后来成为同行、好友的学生胡春河，我们时不时会见面。”

放弃南大

1958年振玉女士23岁，上午在励德学校教书，下午去读南洋大学

先修班。后来，又报读师训班。当她同时接到南洋大学和师训班的录取

信，不知该读师训，还是该进南洋大学的彷徨时刻，她询问了南洋女中

黄学良老师，是听了他的指导，才作出放弃南大，去读师训，继续教书

的选择。

“我当时已经很热衷教书，放弃读大学，我是无怨无悔的。接下来

的三年，我上午教书，下午去师训班上课。在那个边学边教的日子里，

我已经把下午学到的教学理论，立刻在上午实践。我一边用新方法教

学，一边自掏腰包做教具。每天我很忙碌，却能乐在其中。我并没有为

放弃读大学感到惋惜，从教学工作中，我得到很大的满足。

“励德前两任校长给了当教师的我很大的发挥空间，建立了我对教

学浓厚的兴趣，他们对教师的信任，成为我后来当校长的楷模。我和学

生的关系很好，至今学生还提起我当日怎样关心他们的事。有一个毕业

                            潘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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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学生王秀碹还记得我送她一台打字机，给她介绍工作。这些事学生 

认为很难得，永生难忘，我却认为是教师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教师只 

有通过关爱学生，才能使学生勤奋向学，成为好学生，有好的前程。”

如今回顾她当日决定留在励德，读师训班，不去南大升学的选择，

果然是正确的。如果当日她去了南大，不可能会在励德学校工作，没有

励德学校13年校长的经验，南洋女中董事部不一定考虑让她出任南小校

长。进了南大，毕业出来，她也许就在一所中学担任华文老师，错过了

当南洋小学校长的良机。当然如果励德学校不在紧要关头关闭，她不会

离开励德，南洋小学后来的历史也可能要改写。

擢升

振玉女士教学不断求新求变，勤奋投入，关爱学生的工作态度，深

得励德学校董事、校长和师生的敬重。1964年中，当黄谦弟校长离去，

励德学校的三位董事就找上她的家门。

当时她刚生下大女儿钟娴不久，对这项擢升，有所顾虑。然而，当

三位董事亲自上门，她已经没有办法说不了。这年她29岁。

“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事情并不是我刻意去追求，却没有办法推

却。我接受的原因，也跟我非常热爱励德有关。我期待出任励德校长

后，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去为这所学校贡献力量。”

女校长当年很少，年轻的女校长，更少。加上她身材瘦削，年纪轻

轻，没有人把她当校长。

“每回去教育部，教育部的官员，都对我说：‘回去跟你的校长

说……’完全把我当书记。”

但这没有阻挡这位年轻女校长，怀着一腔献身教育的宏图大志，开

始猛干。

展新颜

励德学校是一所乡村学校，经费除了学生缴交的杂费，并没有其他

收入。学校设备简陋。一般家长的收入微薄。但是要为励德展新颜的心

志，一直燃烧着她，从来没有“巧妇难为无米炊”有心无力的窘迫。

上任校长第一件事，她先把校园用篱笆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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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校园没有篱笆，学校很难管理。学生可以随意跑出去，外面

就是马路，很危险。外面陌生人也可随意进来，无法阻挡。学校就像一

个没有墙的家那样，危机重重。我一当了校长，第一件事就是向董事要

了3000元，用篱笆先把校园围起来。有了篱笆，学生安全了，附近的猪

也不会随便跑进校园来拉屎，学校上下合力把校园弄得干干净净。”

教书时期，振玉女士是个非常负责任的教师，关爱学生，勤于使用

新教具、新教学法。擢升成为校长后，自然也要求教师经常以崭新的教

学法教学。

她在校内举办很多活动，如常年运动会、球类比赛、问答比赛、作

文比赛。又勤于把学生带出校园，参加校际的舞蹈比赛、讲故事比赛、

演讲比赛等，以此发挥学生的才华，并开阔眼界，开拓视野。

军团相助

1. 英国军团

学校围上篱笆后，操场那块泥沙地，大风一来，泥沙扬起，非常不

卫生。泥沙地又是学校升降旗礼、体育课，学生活动的场地。学生在上

面跑动，跌跤手脚就磨损流血，因此，如何用水泥铺平它，又成为振玉

女士下一个努力的目标。

学校经费来源有限，家长又多务农，有心无力，不能向他们要求太

多。但是这并不阻挡她想尽办法，改善学校环境的心志。

操场挺大，哪里找钱呢？怎么办？怎么办？经常让她焦心如焚。

“我无意间听到朋友说，有外国军团驻扎在新加坡，平日肯义务为

有需要者免费建造基础设施如造桥、铺路等。这个机会，我决定抓牢。

我先向英军‘进攻’。那天，丈夫驾车送我去英军在植物园附近的办公

室。我拿着求助信，上去见负责人。我以一介小女子，英语又说得不灵

光，敢敢去向牛高马大的英国军人求助，我那不怕死的勇气不知从何而

来？现在想想，也许就是爱校，一心要改善学校设施，让学生有良好的

学习环境那么简单。我那一心要搞好学校的热忱，让自己也觉得惊讶。

“当时，屋子里全都是高头大马的军人。我无惧地告诉他们学校的

状况，需要他们帮忙。当天，他们立刻跟我到学校去看了，没隔几天，

回信来说，愿意帮忙，让我非常兴奋。那大概是1969年的事情。

“动工时，英军载了几十车的小石子来，每次来十多人，全部按

最正规的铺路工程工作。这块地很大，有好几个篮球场大，他们边做边

玩，做了几个月才完成。”

英军把课室前面的泥沙场用水泥铺平，建成篮球场、排球场、羽球

场、等多种用途的操场，让学生能在上面活动。

2. 澳纽军团

接着，她再去向澳洲、纽西兰军团求助，请他们来为学校粉刷屋顶

和课室内外墙。经油漆粉刷后，学校焕然一新，与从前大不同，因此，

吸引了很多学生入学。当时，励德已有学生273人。

这时候，励德学校的校园，大致上已经整齐美观，这所乡村学校已

经很有看头。可是，振玉女士的脑筋，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这时，她想

的是兴建图书馆及科学室，让学生不只有美观的学习环境，还有一个丰

富的知识宝藏。

3. 本国军团

她于是去请新加坡本国军团来铺平学校毗邻的一块凹凸不平废地，

她计划在上面兴建图书馆及科学室。工程正进行之时，因为连绵豪雨，

竟然造成地陷，变成一个深坑，连铲泥车也掉进去。这个意外让振玉女

士顿时手足无措，她必须赶快把陷进去的深坑填平，把铲泥车拖上来是

当务之急。但是，屋漏兼逢夜雨，去哪里找钱？

在她四处想办法的时候，她听到三巴旺有一家罗氏建筑公司专门为

建筑船坞做挖土的生意。励德这块陷进去的深坑，正需要泥土填平。她

于是又大着胆子，上门求助。

“那天，我驾着车，到三巴旺一片荒芜的矿地去找这家公司的老

板。我告诉他我们的紧急状况，急需他的帮助。没想到竟然得到他慷慨

赠送300车沙土，把陷进去的地填平，终于使我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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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新加坡军团帮忙把这块凹凸不平的地铺平后，何振玉正准备向教育

部提出兴建图书馆的申请，不料，晴天霹雳，突然接到政府要发展义顺

新镇，必须征用励德学校的地，学校必须停办的消息。

“那是1977年4月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沮丧。经过这么

多年的努力，各方的力量援助，学校已经很像样了。当时，励德已经是

一所很优秀的乡村学校，其他学校经常在我们那儿举行表演、比赛。在

那条乡村路上，有励德、广德和励正三所学校。励德和励正是福建人办

的，广德是潮州人办的，三校竞争，励德算是办得还好的学校。但是好

有什么用？突然来了必须停办的指令，一纸休书，一切心血霎时间化为

乌有，学校必须铲平，让路给义顺新镇，你说当时我有多伤心？我虽然

接二连三写信去土地局上诉，请他们让我们再延用一两年，可是都遭拒

绝。我当时心灰意冷，已经开始做着学校关门，遣散学生和教师，自己

准备出去做教师的打算。”

开启另一扇门

就在振玉女士上诉励德学校续办无望，做好重当教师的心理准备，

有一天，去开华校校长会议，她和南洋女中刘佩金校长又碰上了。

“当时我告诉刘校长励德学校要关门的事，她热心地告诉我南洋女

中附小自立要找校长，请我认真考虑。我没想到一扇门关了，上帝却为

我开了另一扇门，这真是我不敢想象有这么巧的事情。励德学校关门，

竟然和南洋小学要开门，时间上是如此靠近。如果不碰上励德要关门停

办，我不会离开励德。我原本就为励德申请延后一年关校，可惜不被批

准。如果延后成功，我后来的历史就要改写。

“我在报上，看到南洋女中征聘南小校长的启事，截止日期是

1977年10月19日。我于是决定去函申请。

“当时教育部有一位官员知道我申请南小校长职务，还调侃说我不

敢去。他故意激将我说，乡村小学校校长不敢去传统大学校做校长。意

思其实是鼓励我去申请。

“刘佩金校长和蔡亮校长非常认真对待我申请南洋小学校长一职

事。她们亲自到励德学校看过状况，又向励德学校的视学官了解我办学

的实力。她们明察暗访，多重了解，确定了我的办学能力，后来还安排

面试，刘校长、蔡校长和郭成源董事都在场，最终才决定录取我，整个

过程是严格的。我后来接到教育部来函，委任我从1978年1月1日起担

任南洋小学校长。”

振玉女士在励德学校20年。其中六年半当教师，13年半当校长。

从行政办学管理，以及许多实际工作运作，获得丰富的经验，仿佛在为

她去南洋小学做暖身准备。她不断从困难中力求生存，且力求上进，一

个困难获得解决，她又做好迎接下个挑战的准备。这种过了一山又一

山，不断向巅峰挺进的过程，培养起她无所畏惧，敢于面对挑战的精

神，这对她后来出掌南洋小学，提供了如磐石般的厚实基础，增强了她

的信心，使她在接下来，另一个20年的教育工作上，一往情深，义无反

顾地勇敢挺进。

“我很感激励德学校董事信任我，给我自主权，让我全权处理校

务，自由发挥，没有任何约束。励德学校董事后来还把学校被征用所得

到政府赔偿金2万7000元，全数捐给南洋小学。蔡亮校长调侃我说，励

德学校送嫁妆过来。”

事实上，振玉女士从励德学校带过去南洋小学的“嫁妆”，远不只

这2万7000元现金，还有20年培养出来志比天高，无所畏惧的胆量和坚

韧不拔，敢于面对任何挑战的意志力，这都为她后来在南洋小学实行与

时并进的大规模改革，做好充分准备。

n 作者为潘星华教育工作室创办人

转载自潘星华著《展翅飞翔——何振玉40年办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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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德学校
    是我小时候的游乐园”

访问励德学校校友胡春河先生

2
014年3月16日，新加坡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干旱，下起了滂沱大

雨。我们在一片喜雨的欢乐中，淋着雨，到宏文学校访问它的前

任校长胡春河先生。

我们开始了一段半世纪前的回忆，听他谈已经消失的母校——励德

学校。

春河先生家庭“庞大”，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其中六个男孩，一个

女孩，他是家中的长子。因为家住在义顺的“材启村”，家里几个兄弟

姐妹都在当时位于义顺的公立励德学校读书。

“我们当时读书都会选最靠近家的学校，励德学校就在家附近，走

一条小黄泥路就到了。我还记得有时下课，母亲会拿食物到学校来给我

吃。”

当时因为物资匮乏，学校每天分发牛奶给长得比较瘦弱的学生，尽

管他还未上小学，看顾他的阿姨会带着他排在学生队伍中，跟着队伍去

领牛奶喝。学校的老师看他长得瘦小，也不介意每天给这名未入学的孩

子一杯牛奶。这在春河先生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就这样，还没上小

学，他已经与励德学校结下了缘。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牛奶很香的味道，到现在我还爱喝牛奶。”

当时的励德学校因为没有篱笆围墙，成了他的“游乐场”，是他经

常跟小伙伴们打篮球、捉迷藏、溜滑梯的地方。他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

中，兴奋地说道：“学校就是我们的娱乐场所。从还没有上学，到后来

成为励德学校的学生，我们都在学校玩。记得学校有个小沙池，我们很

喜欢玩沙！”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励德学校是锌板的平房，有四间教室和一间

办公室。小一到小三的课排在下午，小四到小六的课排在上午。提及小

学成绩，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很乖的学生。”但他仍清楚记

得有一次受英文老师惩罚的事。

“记得有一次我的英文听写成绩不及格，英文老师用篱笆草打我的

手心。这个痛的感觉，到现在还不能忘！”

小一年末考，他得了全班第一名，品学兼优，受师长宠爱。时隔二

十几年，当他再遇上当年的校长何振玉女士，何校长还能一下子就叫出

他的全名。

                          陈婉莹                 詹卓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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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话题从对往事的回忆，转移到母校经历对他的人生影响

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从小就想当老师。这跟我从小就在励德学

校玩耍，慈祥的老师每天给我牛奶喝，感觉到那里是一个欢乐的地方有

关。而且当时家长对老师都非常尊重，在他们看来，老师都是非常了不

起的人。在我心中，老师和校长就是备受尊敬的人物，我愿意像他们那

样选择教育事业。小时候，我已经很喜欢把身边的弟弟妹妹及邻居的小

朋友叫到身边，自己当起老师，教他们读书。我从小就喜欢教书。”

由于在大学没主修中文，胡先生从南洋大学毕业后，申请当华文

教师两回被拒绝。结果，他去当了人民警卫团教官，后来到星洲日报

当翻译，前后四年，却始终没有放弃他想当教师的美梦。他是在27岁

（1982年），教育学院收华文教师的入学条件放宽了，第三次叩门，才

终于圆了教书的梦。

“所以我特别珍惜教书这份工作。”他的教育事业开始了，在这条

路上，他不离不弃，锲而不舍地走着。

他曾在辅仁中学先后担任华文老师、体育秘书和训导主任。13年

后调到博理中学担任两年副校长，最后才来到宏文学校担任校长，一当

就是14年。到现在，他的教书生涯已经超过30年了，但还是对这份职业

有着很深的热忱。而励德学校，正是胡先生梦想的起点。

在辅仁中学当老师时，他只有一半的课时教华文，另一半的课时校

长要他教体育，隔年由于当时的体育主任转校，校长要他接管体育部。

尽管对体育不在行，他还是尽心尽力去做好这份工作。

“这让我学得更多，更能促进我的成长。校长既然信任我，学校要

我去做的事，我就绝不会说不，我唯一思考的就是怎样全力以赴把事情

做好。”

短短一小时的采访，让我们对春河先生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对

励德母校的怀念与感恩，他对梦想的执着，以及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忱，

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n 作者詹卓嘉为南洋理工学院商学院一年级学生 

                                                             陈婉莹为义安理工学院海事工程系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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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敏江学校

 陈其新

新
加坡东北角最大岛屿——乌敏岛，至今仍保有蕉风椰雨、

鸡鸣狗吠，充满乡村气息。早年居民数千，多以开矿为

生，也有以渔为业，或做小规模的种植，维持生计。

岛上在30年代，就有马来学校和华文学校各一，至今两校皆已走

入历史。上述华文学校，即是敏江学校。

敏江学校前华文老师揭业贵回忆说，战前30年代，岛上老村民，

为了教育下一代，曾办过私塾学校，这是敏江学校的前身。

揭老师说：“敏江学校还是私塾时，是利用岸边庙宇戏台及岛上互

助会会所上课。学生数十人。”

就在如此环境下，配合老师无怨无悔、尽心尽力的教育精神，敏江

私塾培育下一代直至日军南侵，才暂时关闭。

光复后，师生回聚，正式成立敏江学校，岛上私塾教学告终。历任

校长有胡仰青、黄永钦、揭业贵（代）、梅廷相和刘特光。敏江学校向

政府注册成为‘公立敏江学校’，成立董事部。卓合佳、林再友、陈木

池、刘益理、陈海亮、周财德、萧光抛、谢宝来、谢文福，都曾担任过

董事部成员，全面监督敏江学校的运作，增强师资的素质，学生成绩不

断进步。曾有一段时期，敏江学校的教师篮球队，在教总杯赛连续几次

登上三甲。

50年代初，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董事部为了能集中教学与管理，

号召岛上全民，集资兴建校舍。1952年敏江终于拥有自己的校舍，虽然

仅有六间课室，庆祝学校落成当天是岛上一大盛事。

Bin Kia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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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开始，敏江师生便在宽广、明亮，设备齐全的课室上课，

是敏江辉煌年代的开始。学生人数每年增加，曾一度有400名学生。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资金不足维持发展。董事部不得不向政府申请

补助，正式成为政府补助学校，以英文为第一教学媒介，华文为第二语

文。

敏江成为政府补助学校后，稳定发展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

积极发展工业，主岛生气蓬勃，到处都有就业机会，乌敏岛居民纷纷到

主岛工作。这造成岛上就学儿童逐年减少，敏江生源几乎断流。揭老师

感慨地说：“1985年最后一届的毕业生只有五人”。

敏江就在这客观环境下，在1985年停办。

	n 作者为退休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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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琅读书声  浓浓坊间情
访问民育学校校友林金珠女士

1
952年生于新加坡的林金珠女士毕业自一所已经消失的华校——民

育小学。1965年，她在小学毕业后选择到中正中学升学。现在，

她是我校特选课程主任，是一位深受学生们敬爱的老师。

林老师起初报读的是一所传统英校——海格女校，是因为母亲认为

家里没有人会英文，而英文在那个时期又极其重要，所以希望身为长女

的她能学习英文，负起教导弟妹的责任。

但林老师的父亲却反对母亲的观点，认为女儿应该读华校传承华族

文化。于是，林老师在海格女校读了一个星期后，便在父亲的坚持下，

转校到民育小学。选择民育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已经开课，许多学校名额

已满，林老师的父亲只好选择了离家近却设施简陋的民育小学。

民育小学位于如切坊，如果你今天路过它，可能会以为它只是一排

普普通通的房子，它其实曾经是一所拥有大约150名学生的小学。这间

学校由校长的两套房子合二为一，设施不齐全，隔音效果非常差。课室

与办公室之间不是一道墙，而是几块黑板。因此，学生们还能透过缝隙

偷窥隔壁间老师在改作业。

这所学校没有操场，房子中间的天井，就是学生们每天上体育课的

地方。这里也是同学们的游乐场，每天休息时，学生各适其适，在这里

踢毽子、跳绳、玩弹珠等等，或在天井的这一边你追我逐玩耍着。校长

的妈姐就在厨房准备午餐，这形成了民育小学的独特校园情景。

天井的角落是学校的食堂。与其说是食堂，倒不如说是伙食供应

处，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摊位。摊主是一对母女，女儿卖糖果、饮料、饼

干，母亲则卖主食。但是，这位摊主每天只煮一样食物：这天煮虾面，

学生就吃虾面；这天炒饭，学生就吃炒饭，根本没有选择。虽然没有选

择，但价格低廉，只要几毛钱就能解决一餐，所以没有人投诉。这样一

个奇特的食堂，是林老师至今难以忘怀的。

除了英文，民育小学全部的科目都用华文教。一个年级只有一个

班，每个班大约20几名学生。大部分学生的父母都是如切坊一带的咖啡

店小贩、卖菜的或者打散工的，和林老师一家都是邻居。因此，同学之

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由于当时的教育系统没有规定入学年龄，所以林老

师的班上有年纪比她大两三岁的同学。林老师的好朋友就是一位比她大

三岁的女生，名叫宝珠。林老师说：“当时我傻乎乎的，连铅笔都不会

削，所以每天都跟着这位大姐姐。”可惜的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宝

珠没过多久就退学了，两人再也没联系了。

在那个年代，学生对老师十分敬畏。家长会灌输孩子要尊老爱幼，

对老师要恭恭敬敬的思想。父母是老师的靠山，有时还要求老师体罚孩

子。因此当时的老师都有权打学生们的手心，而被打的学生回到家都不

敢吭一声，否则会换来父母另外一轮教训。

朱可莹                 蔡枋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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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自己的俏皮事，林老师说自己和朋友每逢英文老师生病时，都

会一大群人以探病为借口到老师家，其实是去玩。林老师说，当时的学

生大致上都很听话，做过最坏的事情也只是在休息时间跑到咖啡店买东

西吃，不会坏到打架、骂粗话等等。

朱可莹                 蔡枋芩

根据林老师反映，在那个年代，老师们的薪金低，又得不到政府的

保障，学校的设施很差，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在没有打印机的那个时代，每当考试，老师都要亲手抄写出一份份

考卷，十分辛苦。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写考卷，不但速度慢、费工夫，

有时还很难看清楚字体。由此可见，那个年代的老师，每一位都为教育

下一代做出了许多牺牲，他们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林老师毕业不久，民育小学就关闭了。根据一些坊间的说法，该

小学的校长参加了竞选，但没选中，所以才卸任，关闭了学校。但是，

这纯属谣言，无法得到证实。林老师个人认为应该是学校的设施太差，

收生率低，学校很难支付老师的薪水，因此才关闭。学校关闭后，由于

同学都还是中学生，没有想到要成立校友会，也不知道该如何成立校友

会，因此她与同学早已失去联络。

林老师的儿子在南华小学念书。南华小学是一所特选学校，注重华

文以及华族文化的传承。林老师把孩子送去南华就是要他把华文学好，

并在耳濡目染下吸收中华价值观，她认为这将使他终生受益。

每当路过如切坊，林老师都会想起小学时期的快乐时光是在这一排

排的屋子里度过的。可惜，她当年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心中难免感到

遗憾！

n 作者为立化中学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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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家七个孩子，有六人读公立民众学校。我们一行人去采访

的那天，正是纪家兄弟姐妹回家探望年迈父母亲的日子。

纪翠容女士、纪秀云女士和纪秀枝女士，都是民众学校的

学生。我们有幸和她们共用下午茶，聆听她们回忆在公立民众学校读书

的点点滴滴。

“其实家长没有选择，主要是考虑学校的地点。既然民众学校最靠

近家，父母就把我们送去那里了。”

秀云女士提起当年上学的情景，历历在目。

“当时爸爸有两辆卡车，到学校去接我们，也会把邻居很多孩子一

起接回家。只见大家跳上车，一起坐爸爸的车回家，挺有意思的。”可

惜离开小学后，同学各散东西，甚少联系。后来更因为搬离村子，都失

去了联络，这让她特别遗憾。

“现在学校不在了，也没法成立校友会了。”她认为在联络校友方

面，校友会是能发挥作用的。有了校友会，10年、20年、30年，同学

还有机会聚在一起。

她对当年老师体罚学生的印象特别深刻。她说，以前的老师很会

打学生，有些会敲学生的头，有些会捏学生的胳膊，方法各不相同。小

一至小三的老师则比较慈祥。秀云女士告诉我们，有一位教数学的吴老

师，打人特别痛。全校只有一把一米多长的木尺，这位老师打学生的时

候就专用那把木尺。

“当时我们老师是这样处罚我们的：不会回答第一道题，罚站在地

板上；不会回答第二道题，就把椅子搬到桌子上，罚站在桌子上的椅子

上。老师不怕我们跌倒，我们也尽管在那里爬上爬下，挺有趣的。”我

们听了，都在心里捕捉这个可怕的画面，秀云女士却对我们会心一笑。

她认为华校里的华文老师是特别有爱心的，他们把学生当自己的子

女，所以打学生的目的不是要处罚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精益求精。据她

回忆，一位60多岁的沈老师，发成绩单的时候，以100分作准，学生成

绩不够多少分，就要被打多少下。比如学生只考了70分，就要被打30

下。这30下是拿小尺或者小藤条轻轻地打，做个样子罢了。学生从来没

有因为被老师打而记恨老师。秀云女士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鼓励学生好好

学习的好方法。

民众学校的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六个年级也就只有

10位老师，没有副校长。学校缺乏设施，只有一个小操场，里面有像

跷跷板一些很简陋的游玩设施。所谓的图书馆也仅是课室里的一两个书

橱，实验室也没有。

学校坐落在潮州人居多的乡村，学生以潮州人为多。英文老师讲

课的时候，由于学生听不懂，英文老师不得已只好用潮州话解释。英文

老师用方言解释，现在看来，真是匪夷所思！秀枝女士说：“你能想象

吗？我到了小六毕业，打喷嚏时连‘excuse me’都还不会说呢！”

那个年代，学校的师资不足，如果老师请病假，校长会来代课，所

以校长可算是位“全能校长”！除了教课，校长还有很多任务要做。运

动会等活动都是校长组织的。

“当时学校的运动会都在校外面举行。学生都是好动，所以都很

期待运动会的到来。由于学生的经济环境不好，因此奖品都是实际的东

把学生当自己孩子
严厉管教的学校
访问公立民众学校校友 
纪翠容女士、纪秀云女士、纪秀枝女士

                             严孝植                 洪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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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如书包、彩色笔、铅笔盒等文具，而不是奖杯奖牌。事实上，学生

也不在乎奖杯，只要有奖品就会感到很高兴。”秀云女士娓娓道来。

当时有一些家长和学校的关系特别好，学校不时会邀请家长颁奖。

纪家姐妹的父亲就曾给她们颁过奖，那是她们感到最开心的时刻。虽说

家长和学校的关系很好，但是当时并没有家长会。

“那个年代父母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却都重视教育，他们把管教孩

子的责任交给学校。每天回家，父母都会问‘有没有功课？’、‘考得

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我们姐妹通常都得做完功课，才准出去玩。”

谈到在学校里发生过的好玩事情，翠容女士补充道：“周会或升

旗礼遇到下雨天，班长会到体育室拿小旗子，就跟现在国庆日观众拿的

小旗子差不多，再拿一支晾衣杆撑起小国旗，拿到课室，全班一起唱国

歌。”

秀云女士告诉我们，华人家庭总需要有人懂英文，所以从前的家长

会把孩子分配去读华校和英校。她的爷爷把她的姑姑送去英校读书，就

是这个道理。家里的小弟纪志群先生本来也是要送去读英校的。不料，

民众学校的校长亲自到纪家来招生，要弟弟去哥哥姐姐的学校读书，家

里人没法推脱，只好送他去民众小学读书。

她说，她们那一代华校生，为子女选择学校，除了考虑学校的地

点，还考虑学校的声誉、成绩、校风。她说：“华校生特别注重校风和

品德，英校生则较重视成绩。”

纪家人觉得孩子在家里应该用华语沟通，在外面就要讲流利的英

语，在讲英语的环境里，如鱼得水，这是华校生普遍的心态。她们因为

自己的英语不是很溜，自然就希望子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民众学校消失了，姐妹们都觉得很遗憾，很惋惜。

“那一天我们参加德明政府中学的校友会活动，同学们根据不同小

学来拍照。有人问我，你是哪一所小学的？我告诉他们，我的小学不存

在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纪秀云女士说道。

纪家姐妹们不太清楚学校消失的真正原因，但觉得那是因为乡村搬

迁，村里的人都迁到别的地方去，学生人数少了，学校只好关闭。

n 作者为中正中学总校中三学生

访问公立民众学校校友 
纪翠容女士、纪秀云女士、纪秀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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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锦俊先生曾经担任公立民众学校和德港小学的校长。令人

感到惋惜的是，这两所学校已经消失了。本身也是公立民

众学校毕业生的吴校长亲眼目睹了母校关闭，心中满怀着

一份难舍之情。他拿出自己60多年前的小学毕业证书，两份30多年前

报纸上报导学校关闭的文章，把当时内心的感受和办学的经历娓娓道

来……

吴锦俊校长说，民众学校是1946年开办的。二战以前，锡光路上

有两所学校：一是博文学校，一是培南学校。战争导致村内的儿童长时

间失学。

“战争过后，村民打算复办学校，这两所学校的董事决定合办一所

学校，于是成立了公立民众学校。我上小学前，新加坡沦陷，遭到了日

军的蹂躏。直到战后，才能进民众学校读书。我是10岁上学，15岁才小

学毕业。那个时候，10岁读小一不算是超龄生，有一个学生22岁还在读

小二呢！”

当时只要学生肯读书，学校是一定收的。华人对于子女的教育特别

重视，所以学校收录的这群学生都特别好学。

“民众学校让我难忘的是开办夜学班和1946年就开英文班的

事。”

他告诉我们，民众学校是全新加坡华校里第一所开办英文班的学

校。学校的教室是租赁的三间洋楼，里面有一间课室专门教英文。除了

学习科目以外，学校还特别关注学生的健康和体育，栽培了好些篮球健

将。

“我在60年代也曾是国家篮球队的国手，很喜欢打篮球，再加

上村民、教师也喜欢运动，所以在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经常一起打篮

难忘两校情
访问公立民众学校、德港学校末任校长吴锦俊先生

球。”善于培养篮球人才的民众小学，在新加坡早期举办的教师及学生

篮球比赛当中经常是常胜军。

锦俊先生提起他当时出任校长的过程很有趣。

1958年，吴校长本来已经报考南大，最后因为诸事干扰，没有读

成，只好回母校当教师。“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母校当校长，因为我人

很好动，不适合当校长。1972年民众学校的校长退休，因为找不到人，

最后还是让我当了。”

1980年，为了配合国家发展，政府建樟宜机场要征用土地，学校

只好停办。事实上，学校附近的村民从1975年便开始搬迁。

“我知道有一天学校也会关闭。当时心里虽然感到无奈，但学校是

为了国家的发展而让路，是没有办法的。”是啊，国家的利益是个人利

益的保证和基础，吴校长愿意舍小家为大家的意识，值得我们尊敬。

                             严孝植                 洪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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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学校毕业生在很多领域都有卓越表现。比如，目前新加坡有

名的古琴家纪志群先生，国大研究卫星的教授鲁家顺先生，新加坡建屋

发展局和人民协会理事长锺厚璇女士，还有很多大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

等，不少都是民众学校的校友。

“民众学校消失后的第二年，教育部问我要去哪里当校长。因为我

们家住在樟宜一带，爷爷和父亲经营捕鱼业（奎笼），所以我就选了在

德光岛上的德港小学。”

在吴校长担任德港小学校长期间，每天早上5时左右，他会乘坐一

名洪姓教师的顺风车到樟宜码头，然后坐船到德光岛。下了船，再走一

段路，就到德港小学。

“当时学校许多老师都不是岛上的居民，都是每天从本岛乘船过

去。岛上的孩子对读书都很有兴趣，也特别聪明。只可惜他们的家长大

部分是客家人和马来人，总是忙着种菜、捕鱼等生计，有的还得过海到

本岛工作，无暇督导孩子。”因此，学校的会考及格率并不理想。

吴校长初到学校看到这种情况，便让教师放学后留下来给学生补

习。在师生的努力下，后来学校的会考及格率曾达到96.5%，这样优异

的成绩对一所乡村学校来说，是让人感到惊讶的，这也让我们对吴校长

的敬意油然而生。

“1984年德港小学也因为国家要改建军营而关闭了，所以我见证

了两所学校的消失，也参加了两所学校的闭幕典礼。”

吴校长特别反对体罚措施。“一名学生后来做到公司的董事经理，

曾经出钱想请我去管理他的一个投资项目。他说找我的原因便是学生时

期，其他老师都打过他，只有我没有打过他。”

吴校长认为学校不用体罚学生，这一点在乡村学校最容易得到体

现。因为乡村民风淳朴，校长老师和家长交情很好，再加上校长本人也

是村民，家长对他很信任，孩子有什么事，村民都会直接找学校，根本

不需要体罚学生。

“我发现英文教师一般上会体罚学生。有一位会捏学生的胳膊，另

一位会拿藤条轻轻打打学生。不过，虽说是体罚，实际上也是对学生的

关爱。至于奖励，如果学生成绩好，董事会会发奖学金奖励学生。”这

是吴校长奖惩措施的理念。

n 作者为中正中学总校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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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民主学校简史

  周金兴

1
947年，靠近荷兰路(Holland Road)4英里半花拉路(Farrer Road)

的成泰村先辈：黄水升、刘仕旭、黄契、蔡若记、蒋来兴、翁宗

枝、汪世明、刘连仕、黄礼如、蔡金聪、吕金兴、林来行等基于

子孙荒废了三年八个月受教育的岁月，也为了能就近求学，发起了全村

民共同兴学建校，创办了公立民主学校。

1958年，学校急需重建，学校和一群校友：苏进良、刘茂己、周

金兴、蔡团根和苏进和等共同发起为母校筹募建校基金举办游艺晚会，

同时成立了民主校友会。

在大时代的变迁下，成泰村受建屋局征用土地和私人地主发展的影

响，村民大量迁离。1979年，学校各级学生人数不足，只剩下最后一届

19人的毕业生。翌年，学校正式走入历史。

Min Chu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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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为友  故能不朽
访问公立民主学校校友蔡金田先生

当
年上学的情景，如今已不复见。然而，昔日的严师教诲、昔

日的乡村情怀，在公立民主学校校友蔡金田先生脑海中，依

旧历历在目。

公立民主学校所绽放的光辉，那么绚丽多姿，使他陶醉在美丽的回

忆中。和金田先生短暂聊天的时光，我们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穿越到

50、60年代，当了30分钟的“乡村学生”，体会了嵇康诗中“独以道

德为友，故能延期不朽”的真谛。

金田先生告诉我们，他是1958年到公立民主学校求学，他的弟弟

和两个妹妹也都同校。当时金田先生的家境并不富裕，要供养四个孩子

上学，很不容易，所以父母选择了把他们送到学费便宜的公立民主学校

上课。

金田先生原籍福建，但公立民主学校并不是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

而只是一所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是什么性质的学校呢？他说，就是由村

里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建的学校。当时大家都很重视孩子的教

育，邻里之间很乐意互相帮助。我们现在所怀念的“甘榜精神”，在金

田先生的乡村里，特别浓厚！

他回忆起当时最严厉的校长，每当老师请假，校长都会亲自代班。

上课时，校长是不折不扣的严师，但是在课堂外，却是学生的好朋友，

是个可以谈天和倾诉心事的对象。即便离校多年，他们还忘不了校长对

学生的关心和疼爱。

他说，校长也是讲故事的高手，常常说起阿拉丁神灯、神笔马良、

安徒生童话的故事，让学生们陶醉在浩瀚无垠的书本世界里。

如今已经子孙满堂的金田先生，回想起母校，仍然感到十分自豪。

他说：“如果还有机会，我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孙子，都送到公立民主

学校读书。”

他强调华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对品格教育的重视，这是华校独

有的特色，也是身为华校生应该铭记于心的。母校的教育让他一生受用

不尽，他认为品格教育对于现今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

金田先生前半生经历了风风雨雨，见证了新加坡的独立，亲身体

验了新加坡从挣扎求存走向今天的繁荣强盛。他认为国家能有今天的幸

福、美满，华校的教诲功不可没。我们现在还小，还未能体会他的感

受，却能从他的话，深深了解从前的华校为国家所作的贡献。

清代诗人袁枚说得好：“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练多从苦处来。”

金田先生在人生道路上，始终恪守公立民主学校的教诲，做任何事都谨

记品格的重要性，俯仰天地，但求无愧于心，可说是我们莘莘学子的 

楷模。

n 作者为南洋女子中学校学生

                          叶婉婷                 许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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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情谊比酒浓

2
014年3月底一个星期六下午，经明新学校1967年六甲班两位班

长黄良华和郭诗平的联络，我们10余位同学一起去拜访年迈的吴

秀华老师。

聚会上大家传阅各自带来的旧照片，副班长还特地将六甲班同学

1972年回返母校的合照复制放大，送给吴秀华老师和每位出席的同学，

以资纪念。

看着四五十年前相片中青春正茂的同学，如今已两鬓斑斑；大家细

说母校点点滴滴，回味无穷。

乡村华校　风雨起落

吴秀华老师回忆说，她从小就读于明新学校，1950年毕业后升学

中华女中，一直是中华女中歌咏队成员。1957年高中毕业后，吴老师回

母校明新学校执教，至1978年才离开。

公立明新学校是一所战前就创设的乡村华校，原校址设在武吉阿

兰路（Bukit Arang Road，即实龙岗路上段后港四条半石一带）。校舍

是亚答屋型，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曾充作避难所。战后由当地人士

组织董事部，推举林德轩为董事长，筹备复校，选址在武士革路53号 

（53，Wolskel Road），并筹措建校基金。

1947年董事部募得一万余元，经政府批准建设校舍，重新开

课。1950年6月，董事部无力续办，把学校转让给中华基督教会，由 

“伯特利堂”接办，决议明新学校校名永久保留，由李怀光牧师担任 

校长。

 公立明新学校1967年六甲班同学

50年代后期，教会拨款翻新和扩建校舍。1959年一座四层楼高、

拥有24间课室及地下层食堂的崭新校舍落成。之后，学生人数不断增

加，我们读小一那年（1962年）就有四班小一，在当年来说，可算是招

生率不错的学校。

可惜随着教育政策的变迁，明新学校经不起时代浪潮的冲击，于

80年代遭遇关闭的命运。

明新学校虽已走入历史，但校舍改为教会场所后，55年来依然屹

立在原地，同学们回返母校旧址时，还有旧校舍可供缅怀追忆。

野餐郊游　奎笼促膝谈心

当年学校以甲乙丙丁分班，我们六甲班的同学至今联络上的同学共

有2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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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大家中四毕业后，几位住在母校甘榜内的同学建议组织同

学会，取名“联谊会”。有了这个联络网，同学们更积极聚餐或出游。

当年我们常去的是白沙海边，大家在旧校园集合，由男同学负责打

包鸡饭及一箱箱的汽水（当年所扛的汽水是玻璃瓶装），然后一整天在

沙滩上玩益智游戏，既简单又好玩。野餐是当年华校生最流行的活动，

是现今Y时代孩子无法体会的；当时我们的通讯器材只是家里的一台电

话。

当年的华校生都不忘庆祝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我们喜爱的日子。中

秋佳节，我们会把同学家布置起来，举行联欢，不只家人支持，连邻居

和中学同学也来参与。1974年的圣诞节到旧校园举行烤肉会，同学们各

备食物，还请来了李怀光校长及老师们，师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我们那一代的学生，情感纯朴，喜爱大自然，到麦里芝绕湖也是我

们的活动之一。同学们踏着泥泞沼泽，进入丛林，还要涉水徒步；路过

水坝时，男同学会先越过堤坝，搀扶女同学跨越，发挥互相扶持互相照

顾的精神。

同学们也曾相约出海，享受奎笼之旅，尝试在海上过夜的乐趣。我

们夜晚促膝谈心，半夜看渔夫拉网捞鱼，彻夜不眠至天亮看日出，这份

情怀至今难忘。

“青梅竹马”培养的感情，也造就两对同学结为终身伴侣，传为佳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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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拜维系　真情留存

除了早年办过的野餐、月光会、生日会、回校和师长们聚会以及远

足等活动，近年来，另一个别具意义的常年聚会，就是新春团拜了。

自2007年起，每年的农历新年，我们轮流在一位同学的家聚餐、

团拜，每次有近20位同学出席，反应很好。有一年还接来班主任吴秀华

老师和同学欢聚，其乐无比。吴老师每年都会寄来一张写满祝语的新春

贺卡，委托班长交给出席团聚的同学。相比于当下流行的“电子卡”，

她的贺卡显得特别珍贵及窝心，也突显早年华校深厚的师生情谊，今非

昔比啊！

我们的新春团聚七年来不曾中断，直到今年，一位同学在新年期间

不幸意外逝世，大家都感到非常悲痛，没有心情欢聚，新春团聚才暂停

一年。这位同学向来积极参与活动，他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回首人生已过大半，尝尽酸甜苦辣，仍不忘童少时结下的情谊；真

情似老酒，越久越香醇，在今时今日，益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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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子的特权 
练就一手好文章
访问南安学校校友蔡萱先生

与
蔡萱先生相约在一个颇为嘈杂的咖啡馆中，初始还略有些担

忧，但是当他开始讲述那尘封已久的往事时，嘈杂的声音与

之前的忧虑都不见了。

蔡萱先生的家庭与教育事业有极为深厚的渊源。蔡家一门四校长：

父亲蔡文玄先生、母亲洪芳聘女士、姐姐蔡亮女士和姐夫黄德炎先生都

是校长，为教育做出贡献。

蔡萱先生小时候就读于母亲洪芳聘女士执掌的南安学校，在学校

度过了六年。50多年前的事，已经很久了，很多记忆蔡萱先生已经模糊

了，不过还有一部分印象深刻的事情，却还依稀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蔡萱先生将他封藏多年的记忆翻找出来，把准备讲述的故事提纲挈

领地写在笔记本上，还画了一张南安学校的平面图，将校园里的庙堂，

同学们上课的教室，母亲与老师共用的办公室，以及供学生们游戏玩耍

的游艺场和中午进餐的食堂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

曾经坐落于亚佛路（Ah Hood Road）的南安学校是南安善堂开

办。就像其他潮州会馆主办的学校一样，学校里的庙堂每逢神诞都会搭

起大型看台，请人来唱潮州大戏，酬谢神明。这时，学校热闹极了。他

记得那时还会用帐篷，专门为鬼神搭一个厕所，当然没有人会去用，但

是传闻棚内的厕盆水每次都变了色，就像被使用过似的。当时蔡萱先生

和小伙伴们并不觉得害怕，只是觉得新奇、好玩。

身 为 校 长 儿 子 ， 学

校里自然没人敢招惹他，

良好的家教也使他自知不

能“以身试法”。自小他

深明“一山还比一山高”

的道理，向来处事低调，

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即便

如此，他当时在学校，还

是可以享受到一项“特

权”。

当 时 母 亲 为 了 培 养

学生的阅读兴趣，会购

买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连环

图，大概等同于现在流行

的日本漫画。蔡萱先生总

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

份抢先一睹最新购买的书

籍。《红楼梦》、《西游 

记》、《水浒传》等等都

                          姜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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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当时喜欢读的故事。书读得多了，文章写起来自然流畅。五、六年

级他开始自己写武侠小说，写了一本又一本，写得多了还会画插图，洋

洋洒洒数十万字。这成就了蔡萱先生的一手好文章，在学校时是壁报上

的常客，长大后在报章有自己的专栏。

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洪芳娉女士，这位南安学校的校长，他坦言母亲

是一个 “女强人”。外祖父母曾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母亲读

书。母亲把自己关在房内，绝食抗议，三天后外祖父熬不住，只好投降

送她上学。

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不手软，家里哥哥姐姐不听话，母亲绝不会

吝啬挥舞手中的藤条。大哥蔡丹被打得最多，而最为文静害羞的蔡萱先

生也承认自己总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接受妈妈“严厉的教育”也没有少

过。母亲在家里是财政部长，掌管家中的经济命脉，在学校里诸事亲力

亲为，常常为经费的事情到教育部去争取，她的努力，受到学校董事们

的一致尊敬，称得上是一家之主、一校之主。

他说，母亲办学不单靠决断力和领导力，还有那充满慈爱的心。母

亲的办公桌后面挂有孙文先生的“博爱”二字，她的确将这博爱的精神

贯彻到了办学的方方面面。她会运用自己灵巧的双手为学生制作昆虫标

本，让学生认识大自然的神奇；她会组织学生运动会，让学生一起参与

跳麻袋、两人三足、咬苹果，让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儿时回忆。她既能

遴选优秀的教师，又能包办伙食，让他们专心教学。母亲就在物质匮乏

的时代，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贡献社会的毕业生，有像他这样的电视制

片监制，有设计师，当然也有小贩摊主。因此，母亲深受学生爱戴，去

世时虽已退休40余年，却依然有学生不远千里赶来祭拜。

在蔡萱先生眼里，现在学生面对的竞争与升学压力太大，不像他们

那时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只有好的成绩，而不会做孝顺父母的人，是没有用的。”访问完

毕，蔡萱先生总结这么说。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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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70年前的情缘
访问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校友詹道存先生

初识詹道存先生

一脸舒泰的笑容，深邃的双眸烁烁有光。道存先生在办公室看着我

们走进来，热情相迎。2014年3月19日下午3点，在新跃大学董事会主

席办公室，我首次访问了这位新加坡高等教育界的知名人物。

访问前，我们看到办公桌上一叠厚厚、排好版的文稿。这位以生命

最辉煌的22年来创建南洋理工大学的前校长，兴奋地透露他将在4月推

出一本记录南洋理工大学从无到有的心路历程。

回想起70年前的情缘

今年75岁的道存先生，有哥哥、姐姐和妹妹各一人，他是家中的

老三。早期，家住中峇鲁成保路79号，与位于欧南路约克山上的南洋工

商补习学校相隔不远。1946年，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复办，他和哥哥姐姐

就去了这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

聊起那段将近70年前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读书的往事，他依然记

忆犹新。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是当时规模颇大的华文小学。虽然没有附属于

某个特定的会馆，但校长是由福建会馆委派。学校的授课语言以华语为

主，但老师也会用闽南话解释。我在家跟妈妈说广东话，我的闽南话是

在工商学的。战后，为了接纳因日据时期而辍学的孩子，学校在1947

年购置毗邻的空地作为扩建之用。当时，每一班的学生人数多达50人。

校园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设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里头饲养了许多小动

物，如穿山甲、天竺鼠、猴子和兔子等等。其中，兔子是我的最爱。我

属兔子嘛！”

音乐是初恋情人

年幼时期的道存先生在音乐和体育两方面颇有天分。虽然鉴于前途

的考量，父母亲极力反对他学习音乐，却没有阻止他偷偷自学。弹奏钢

琴和作曲，他是无师自通。后来还因此结识了同样热衷于钢琴演奏的夫

人。访谈中，他也透露了自己对乒乓球的热爱。

“小时候我发狂喜欢运动，常到附近的中峇鲁民众联络所打乒乓

球，经常打到天黑才回家。我除了曾代表小学的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和中

学的莱佛士书院出战，在剑桥大学求学时期也曾参加年度剑桥——牛津

运动会，并凯旋而归！”

一所典型的华校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华校，具有优良的华校特色，学风

和校风都非常好。1921年创办之初，就为了替在殖民地时代没有机会

进学校受教育的华人子弟补习，后来才逐渐成为一所正规学校，校名没

有改。校训“勤俭诚敬”，说明了学校积极培育学生在“勤、俭、诚、

敬”四方面的道德修养。经历重重的难关，如经费和迁校问题，学校凭

着校董、校友和教职员的一股干劲，致力于百年树人的任务，终使学校

成为本地一所有规模的华校。

道存先生特别记得一位好老师——陈秋娟老师。“工商学校有许多

敬业乐群的好教师，印象最深刻的是小三到小五的班主任陈秋娟老师。

除了体育课，其他科目都是陈老师教导。虽然教职繁重，陈老师依然关

心我们的身心发展，在课堂上也不断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和价值观，直

到今日，我都还铭记在心。”

                           施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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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学校，人才济济

作为本地有规模的华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所栽培的毕业生，人才

济济。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为新加坡培养了许多人才，包括前高级政务

部长庄日昆先生，著名企业家黄祖耀先生，以及许多活跃于商界、政治

界、教育界以及文化界的校友。我还曾和本地50年代的左翼领袖林清祥

是同班同学。”

家教的重要

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个人在幼时的教育往往奠定他未来的发

展。道存先生的人生旅途印证了这道理。

“我的父亲詹尊隆先生是一名翻译员，母亲朱凤心女士是一位教

师。母亲是广东人，曾在两所广帮创立的养正学校与广福学校任教。他

们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认为教育对于我们的前途有着莫大的影响。日

据时期，虽然全面禁止华文的使用与学习，母亲依然坚持在家中为我们

和邻居的孩子补习华文，让我们有最基本的识字能力。小时候，父亲会

让我玩数字拼图，以激发我对数理的兴趣。父母亲严谨的家庭教育帮助

我打好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和价值观。”

他后来身为新加坡国际基金会董事，促进新中政府、企业以及学府

交流，2007年参与上海交通大学的评估工作等，均有赖于他少年时期所

打下的华文基础，让他能够很快地融入华文状态，有效地和当地的官员

和学者沟通与交流。 他说，至今他还每天阅读《联合早报》、《联合晚

报》和《新明日报》。

华校的没落，大势所趋

道存先生认为早期的华校在新加坡的建国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

角色，但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往往牵动着学校的生存。

“从经济层面看，新加坡早期的商贸活动是以华语或方言进行交

易，这让许多华校生在经贸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可惜，由于大环境及教

育政策的改变，家长选择了把孩子送到英校就读，许多华校因此不得不

走上关闭的命运。现在，正当各界在惆怅本地年轻一辈华文水平普遍低

迷的问题，我认为家长应该从小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并打下稳

固的语文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华文水平低落的现象。”

后记

访问过程中，听着道存先生侃侃而谈，我不仅发现他有着丰富的人

生经历，也深刻感受到了他对教育的使命感，以及他所展现出的远见与

拼搏精神。身为年轻一辈的我们，一定要把握当下，奋发向上，以免辜

负先辈对我们寄予的厚望。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会计系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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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求学路  华校启人生
访问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校友庄日昆先生

2
014年3月17日上午我们在泛联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和现年

80岁的新加坡前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先生见面。我们告诉他正在

收集一些有关“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资料。知道他是这所学校

的学生，想请他介绍一下他的母校。

过去100年，先辈辛苦创建了不少华校，后来因为环境的变迁及社

会发展的改变被迫关闭，从此在新加坡的教育景观消失。为了纪念先贤

对国家培养人才的贡献，我们收集这些已消失了的华校资料，要使新加

坡的建国史更为完整。

日昆先生肯定了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意义，他很乐意配合我们，把他

所知道的，还能够记起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但他表示他在南洋工商补习

学校上学的时间非常短暂，知道的不多。况且还是70多年前的往事，现

在要追忆并不容易。若有遗漏或失误之处，他希望有其他同学能够给予

补充或更正。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英文校名为“The Chinese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ntinuation School”。据说是当时一些讲福建闽南语的

华侨殷商，为来自中国家乡年轻人创办的。他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到新

加坡来当苦力讨生活，白天辛勤工作，晚上无所事事，或谈天、或聚赌

消遣，浪费时间，很可惜。于是决定创建一所夜校，让有志气的大好青

少年去进修学识，这就是创建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由来。

至于学校是何年创办？由谁带头创办？原来的校址在哪里？何时搬

迁到中峇鲁附近的欧南路小山丘上？日昆先生都不清楚。他只依稀记得

                           李逸飞  盛耿捷

曾经听父亲提起，承建学校新校园的是本地一位著名建筑商谢荣西先生

的“谢荣西建筑公司”。该公司从事建筑事业，十分重视工程的质量和

凸显建筑特色，在承建工商补习学校时，他们善用校园地势，将周围环

境与校舍融合在一起，有如花园庭院，独具一格，很有特色。谢荣西先

生本人也是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赞助人，曾出资赞助兴建工商补习学校

礼堂。

说到学校的校园面貌，日昆先生介绍说：“进入校门后，沿着山丘

地势由低地一路往上，有一条很长的有盖走廊，石阶到半途的左边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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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回来，才连忙向朋友请教送孩子进学校读书的事，并请他帮忙安排

长子日昆也报读同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是“建国幼稚园”。

日昆先生原被编排到幼稚园一年级上课。因为超龄，和同班同学格

格不入，不久被调到小学一年级去。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挥

军南下，攻打东南亚，全新加坡的学校停课，他小一没念完就停学了。

日本飞机在新加坡上空将一颗炸弹投在中央医院对面欧南中学门口

的那天，日昆先生一家为安全起见，举家搬到中峇鲁。不多久，整个马

来亚半岛和新加坡轻易地被日军占领。在日治三年八个月期间，除少数

几所被日军授意必须兼教日文课的学校，大多数学校都停课，许多学生

因此失学。幸好有一些住在中峇鲁的老师，因为学校停课，选择在家里

教补习，以免孩子荒废学业。日昆先生就与邻居几个小朋友一起去上补

习班，一直补习到日本投降。

日本战败投降，学校纷纷复校开课，工商补习学校是其中一所，它

就在日昆先生的住家附近。当他父亲获知以前与他同在工商补习学校夜

学补习的一位同学，就在学校工作，便托他帮忙为长子日昆报名，那应

该是1945、1946年的时候。

因为战乱，孩子都荒废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宝贵时间，为了解决入学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在上课三个月后对所有学生进行甄别测试。日

昆先生因为在日治期间有上补习班，没有荒废时间，那次测试，他轻易

过关。原被安排在三年级上课，立刻就被提升到四年级上课。翌年升上

五年级。他于年底放年假时，跟随一些刚小六毕业的同学到中正中学开

堂，音乐课、舞蹈及学校的庆典都在这里举行。再往上走，就到了雨操

场，学生在那里上体育课。雨操场的前方是一个露天的篮球场，学生在

这里打篮球或赛跑。从篮球场走过去不远有个小小的动物园，笼子里养

着一两只猴子、兔子及数只鸡鸭鹅。

“再往前走不远有座古墓，墓地旁边周围的空地被老师划分为数块

小菜园，让学生上劳作课时学种蔬菜、瓜果之类的农作物。当‘作业’

成熟时，学生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带回家与家人分享，并让父母知道

自己在学校，除了学习课本里面的知识，还学了些什么，这可算是从实

践中学习的先进教学理念。

“倒头走，回到雨操场，走上梯阶，上面是一座凹字形三层楼高

的课室大楼。校长室、事务处、训导处、图书室及教师办公室都设在二

楼，其余都是课室。凹字楼的前面是个露天广场，学生每天早上先在这

里按班级排好队，参加升旗礼、唱国歌、听老师训话或交代事项，然后

才由各班班主任带领他们进入课室上课。”

我们问日昆先生是什么时候到工商补习学校上学？这是否他报读的

第一所学校？他说，他是在日军战败投降，新加坡回归英国殖民地政府

管治，所有日据时期被迫停办的学校获准复课时才报读工商补习学校，

但这不是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

之前他们家住在丹戎巴葛区达士顿路一间租来的老房子。父亲没有

进过学校，不清楚学校制度，没有想到尽早让他进学校读书。直到有一

天，父亲到一位开中药店的朋友店里选购药材，看到他们家的孩子穿着

 盛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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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假期补习班上课。一个月的补习班结束，他考试及格，可直接报名

中正中学初中一年级。结果，他没念小六，就离开了工商补习学校，跳

到中正中学去读中一，一直到1952年高三毕业。

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学习时日虽然短暂，却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说工商补习学校校风、学风都很好。他特别记得林则扬校长。林校长

好像是终身未娶，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他以先进开明的办学思维办

学，将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办成一所具有独特教育特色的学校。

新加坡光复后，许多已失学多年的学生这时都涌进重新开课的工商

补习学校去，课室不够用。于是，林校长以流动课堂的方法来解决学生

过多，课室不够用的窘状。他让学生没有固定的课室上课，每堂课下了

课，就背着书包，列队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上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或

劳作课。这样一来，既可把一些教室腾出来让别班学生上课，又能让学

生行行走走，不打瞌睡。据说这个模式今天先进的学府也在尝试推行。

再来就是学警制度，由老师挑选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学警，在下课休

息时间到学生多的地方站岗维持秩序。下午放学回家时，学生先在雨操

场集合，按回家不同的方向分组排队：出校门过马路后向左转的一组，

向右转的另一组，出校门后不必过马路的，也分为向左转、向右转的两

组，有车接送的是最后一组。值勤的学警，每人各带一根一人高的长

棍，先到校门口等候。等学生列队走近校门口，学警就把长棍打横，分

成左右两排，走到马路中央，把两边来往的车辆拦住，让需要过马路的

学生安全过马路。老师也按自己回家的方向陪同学生走回家，关照他们

的安全。据说，这有趣的制度，于若干年后，因教师会的反对，认为这

不应该是教师的工作而告终。

还有，就是上公民教育课。每周公民课都有一个主题，比如忠孝仁

爱、礼义廉耻、勤俭诚信等。上课时，老师会选择一则契合主题的中外

历史故事讲述给学生听。通过讲解这些启发性的故事，向学生传授正确

的价值观。学生本来就最爱听故事，所以一到公民课，个个精神奕奕，

专心听讲。重视传授正确价值观的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为新加坡培养了

不少人材，例如银行家黄祖耀先生，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有南洋理工大学

首任校长詹道存教授、国立大学朱叔昭教授、高立人教授、国立教育学

院李秉彝教授、南洋女子中学蔡亮校长，还有在南洋艺术学院当过院长

的苏启祯博士、副院长郁君贻，以及音乐界名作曲人兼合唱团指挥李煜

传老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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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南洋工商补习学校附近已变成老龄住宅区，适龄学童

锐减，工商补习学校因招收不到足够学生而关闭。现在，旧校园依然在

欧南路的小山丘上，但早已人去楼空，校舍破落，庭园荒芜。政府后来

在淡滨尼拨地建了一所新学校命名为“工商小学”，曾经有人努力要将

新旧两所工商学校的校史串联起来，但因旧校关闭已几十年，新旧两校

校址相距很远，再加上校名已被命名为简单的“工商小学”，英文校名

则为“Gong Shang Primary School”，原来所熟悉的“南洋工商补习

学校”已不复存在，两校融合，很难获得老校友的认同，所以没有太大

的进展。

谈到已经成为历史的华校，日昆先生表示，华校的存在有它在特

定历史环境下的意义。当年的华人，因为家乡生活困难，为逃难，背井

离乡到新加坡谋生，心中还惦记着远方的中国老家。生活安定后的华商

兴办华校，用着从中国运来的课本，学习中国的地理和历史，为日后返

回中国做准备。现在情况不同了。新加坡政府成立后倡导种族平等，人

民都把新加坡视作自己新的家，各族人民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教

育事业不会偏向某一个种族，所以教育的重新统一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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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的农民公学

很
少人知道，在我国东部樟宜路10英里300依葛的橡胶园

里，曾经有一所名为农民公学的小学。

这所小学是1946年日本军使用过的货仓改建的，只有4间

课室。当时的学生大多数是附近1公里内居民的子女。居民主要是从事

饲养鸡鸭和种植果菜的农民，这也是这所小学被命名为“农民公学”的

原因。

海南村与福建村共建

农民公学是殖民地时期，当地居民自发创立的公立小学，董事会

成员主要来自该校附近的两个村落的领袖：一个是“海南村”，另一个

是“福建村”。这两个村中间是一个规模颇大，名为“可乐农场”的商

业养鸡场。负责这个养鸡场夜间巡逻工作的，是10几只德国种的大狼

狗。这些凶恶无比的大狼狗，时常在夜间跑到农场外的马路上闲荡，吓

坏夜间路过此处的村民。

海南村的主要领袖是已故的何良煌。何良煌从事杂货店和汽油站

生意，是一名受人敬重的村长。福建村的主要领导人是陈金福，陈金福

当过农民公学的董事长，长袖善舞，曾投资私人发电厂，为村民提供电

力。

清晨清扫校园

50年代初期，农民公学才进行扩建，但还只是一所锌板屋顶木板

墙壁的简陋小学。由于校园四周都是橡胶树，校方规定每个班级必须轮

流负责在清晨清扫校园。

大清早摸黑到校园扫除橡胶树叶的同学，在年终时都上台领取一

张“劳动奖状”和几件文具，获得嘉奖的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这该是

校方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一个办法吧！

我是1952年到农民公学念小学一年级。当时的校长是谢荣业先

生，师生都敬畏谢校长，其中一个原因是谢校长时常亲自主持体罚，被

体罚的同学都吓破胆。时常从事“劝阻”工作的，是和蔼可亲的陈士瑞

老师，陈老师当时负责教音乐。一到要上音乐歌唱课的时候，我们就必

须把木凳，搬到校园内的一个露天课室，在凉风习习的胶园里学习唱民

谣、儿歌。

两则谣言

最常被大家提到的50年代校园趣事有两则。一则是曾经有谣言

说，有人要来学校砍学生头颅去做桥墩，结果学校只剩下老师呆坐在课

室里，因为学生都跑回家去了。另一则是当穿白色制服的医务人员来学

校视察时，学生们都会慌忙溜回家去。因为又是谣言说这些人是来学校

强制抽学生的血。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行为，这也反映

那个时代人们的无知。

我们这群50年代就读乡村小学的学生没什么娱乐可言，除了读书

和帮忙家里的农务，唯一消遣的活动，是在傍晚骑脚踏车到樟宜10英里

的“星洲戏院”，看一场露天电影，票价是成人3角，儿童2角。对一个

贫困的农民子弟来说，每个月若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已经算是一种奢侈

的享受。

半世纪后再相聚

农民公学在60年代中期，完成其历史使命，悄然退出新加坡的教

育舞台，消失在橡胶园里。然而，农民公学却孕育了好些杰出的校友，

包括回母校执教的蔡福隆老师、吴添顺老师，著名学者王永炳博士，餐

饮业和社团领袖王业裕，企业家王惠昌等。

我们这群农民公学校友，大家都已年过半百；然而，半个世纪前母

校的一景一物，小学时代的童年回忆，还是那么清晰、难忘。

今年（2009年）7月11日，我们这一群1957年小六毕业的同学，

出席了“农民公学校友聚餐会”。小学校友聚餐会本来就很少见，何况

是52年前的同窗相聚。出席的校友们大都已年过60，虽然已白发苍苍，

但还是精神奕奕，谈笑风生！大家还约定要在明年春节的大年初八携眷

再聚首，再叙旧。

n 作者为股票经纪

原刊于2009年8月30日《联合早报》

 王新民



农
民
公
学

175

27席丰盛的“农民宴”

 王新民

2
012年2月26日（星期日）傍晚，270名农民公学校友及家眷出席

了一年一度的“农民宴”。

还不到傍晚6点半，校友们已陆续来到了宴会厅，宴会厅上高高

悬挂着一条红布条，上面写着“农民公学（1947-1977）校友新春联欢

晚会”。好多当年同窗的校友争着在台上红布条底下拍照留念。宴会厅

里几幅大布幕也放映着“童年岁月”的幻灯片，校友们争着从幻灯片里

寻找童年倩影和足迹。

今天，很少人会知道新加坡有一所名为“农民公学”的小学。这所

完成使命走进历史的乡区小学的原址是现在的四美购物中心。它从1947

年到1977年的30年间，为樟宜三巴依葛一带的村民提供免费的六年小学

教育。虽然校舍简陋，地处乡区，但老师们认真的教学和学生们勤劳的

学习，培养了不少杰出校友，如我国教育界知名人士王永炳博士，餐饮

业与华社的王业裕、食品制造业的吴福和与资深媒体顾问王连三等人。

当晚出席晚宴的还包括后期在农民公学执教的三位老师：龙田崑老

师、许业茂老师和何业波老师。笔者是1957年小六毕业的校友，也是 

“农民宴”的发起人之一。当年纯朴的乡村生活、简陋的学习环境和逝

去的岁月却湮灭不了农民公学教导我们的两则校训：“忠孝仁爱”、 

“礼义廉耻”。这也是传统华校生应具有的美德。此外感恩与怀旧似乎

也是大多数农民公学校友体现出来的情怀，这是笔者在筹备“农民宴”

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的！

两位受邀歌手林玉民和雯馨还为校友们演唱六七十年代的名歌金

曲，校友们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的年代。1952年小六毕业现已70高

龄的王威淐校友还带领全体出席“农民宴”的校友们唱“农民公学校 

歌”。怀旧、感恩的情怀顿时又弥漫整个晚会会场。

当晚的酒菜水平一般，但对出席晚会的农民公学校友来说，那是一

席丰盛的“农民宴”！晚会在“保重”“明年再见”声中圆满落幕。

n 作者为股票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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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学校——农民公学

我
的祖籍海南，出生于新加坡，小时候住在樟宜十条石的三

百依葛路（Jalan Tiga Ratus）。

那时候，这条路分为前后两个地段。后地段是大片农耕地

和橡树林，住民多是福建人；前地段则遍布椰树，以海南人为多，俗称

海南园。福建人和海南人虽住在这条路的不同地段，但彼此各安其业，

和处无间。

1946年，即日军投降后的第二年，两个族群都为后代子孙着想，

在后地段合办了一所“农民公学”。他们把日本宪兵部队留下的仓库，

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农民子弟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漫山

遍野橡树椰林中，四周都是鸟语花香的农舍，鸡犬之声相闻，所见是一

片纯朴的农村景象，环境好不清幽。林中荡漾着琅琅的读书声，不禁使

人想起那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有时，我们把桌椅搬到橡胶树下上课，听老师讲解，听鸟鸣，偶

然吹来一阵大风，树叶橡子纷纷落下，打在桌上、身上，有些在脚下爆

裂，辟剥连声，但是学生见怪不怪，安之若素，不会起哄胡闹。理由之

一是校长非常威严认真，学生无不敬畏，而且家长完全站在学校这边。

学校的董事长何良煌是海南人。他在三百依葛路口创设何南兴商

店，经营杂货罐头食品，往后又兴建两间加油站。他早年在中国海南县

立第十三中学读书，在当时的海南园乡村父老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

了。他知书达理，为人谦逊可亲，又是排难解忧的高手，很得村民尊

敬。

当时，华校没有政府辅助金津贴，全靠热心小商人与乡民出钱出力

维持，凡事节俭，学校杂物事，都得由老师与学生分担。譬如在校园里

捡枯叶、扫地、洗厕所、处理课室卫生，都是学生的工作，大家都做得

理所当然。

最初学校开了几班，已经印象模糊；班上有多少同学也记不清了。

只听到80余岁的王山土同学说，当时一年级的学生从8岁到18岁的都

有，他就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那时，各种办学的条件是那么奇缺，老师们生活清苦。中国作家夏

丏尊曾因此慨叹说：“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但是，我

们的校长与老师却认真尽心地教学，没有心存无奈的感觉。

纪律严明，正是农民公学的特色，学生行差踏错，必定有藤鞭侍

候，绝不手软。

我进学时掌校的吴乃南校长，常在傍晚时分到农村巡查学生有否

温习功课。如果看到学生在屋外玩耍，第二天早上准被叫到校长室问

话、挨训，甚至挨鞭。他对于培养学生品德，一丝不苟。口出粗言者，

会被他用毛笔在口边画圈，然后在胸前挂着“我不讲粗话”小牌，绕校

园走一圈，接受游园示众的处罚。吴校长治校，从不因长期受胃病折磨

而松懈。上课胃痛时，只见他边吃药、边揉肚皮、边教学的情景，至今 

难忘。

当时读书，似乎没有所谓压力增生问题。老师们大都恩威并施、严

宽相济。华文老师李健芳的关怀鼓励，令学生如沐春风，我们爱华文之

情，由此滋生。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

我把连环画《三国演义》故事中的关公描述了一番，并画了关公像。李

老师很高兴，要我当众朗读，这事让我兴奋了好久。

                           王永炳



农
民
公
学

177

当日的我，除了读书，就是尽量利用时间玩。我家在三百依葛路

口，距离学校约有两英里路程。上学日，我和住在附近的同学都得上

学和放学，来回走两趟；以及中午跑回家吃饭，跑回校上课，来回跑两

趟。中午有两小时空档，我们几乎分秒必争地快跑回家草草用餐，争取

时间在回校路上玩“割剑”，或在椰林木薯园中你追我逐，玩个不亦乐

乎。等到热汗淋漓地赶到校门，刚好上课钟声响起。

有时在回家的路上，我会顺便在同学家的水塘游泳。有一次，有

位同学叫我抓住竹竿的一段，他抓另一端，引我到水塘中央。不料此时

他突然放手，我吓得也放了手，沉了下去。我只好拼命用手往岸的方向

边划边走，喝了很多水。幸好，要到岸时，有个同学拉了我一把。第二

天，我再去水塘游泳，竟然已经会游了。当时，就是不知危险为何物。

前人英明，要不是及时有了这所学校，方圆十里内又找不到可以求

学的场所，肯定会造成许多文盲，散失许多有用人才，思之令人惊心。

我和同学们都庆幸在启蒙时期便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这使我

们成长后即使在人生旅途上遭遇各种各样的难关，也不会轻言放弃，也

不会怨天尤人地口出粗言，丢人现眼。

1977年，“农民公学”终因新加坡城市发展计划而关闭了，前后

办学共31年。

（转载自王永炳著《那些年在樟宜在校园》，文字略有改动。）

农民公学庆祝“双十节”国庆全校合照。捐地建校的谢世克（小红圈）与学校董事何良煌（小蓝圈）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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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培华学校校史

培
华学校原名华侨学校，成立于1934年秋，由洪恭品先生创

办。初设临时课室于杨厝港10英里某店屋之后，其时学生

仅10余名，聘请教师一位任教。翌年学生增至20余名，因

课室狭窄，不适宜教学，乃改租附近的店屋为课室，这是学校初期的状

况。

1935年，王可钳先生倡议扩大学校，王可钳、洪恭品、瑞发兴

号、新瑞发号、益发号、翁壬李、卓洋溢、陈登科等人发动募捐，数月

后便兴工建筑校舍，在旧校舍的前座，有课室两间、教员宿舍两间、办

公室一间。

1936年秋，建筑完成，董事部正式成立，王可钳先生以众望所

归，获选为首任董事长，并向教育局申请注册，改名为公立培华学校，

聘请谢铁山先生为校长，教员一位，学生约60名。

1938年，董事期满改选，王龙溪先生接任董事长，郑明新先生任

校长，整顿校务，修建课室。1939及1940年，王可钳先生复任董事

长，校风一振，学生人数增至100余名，课室不敷应用，董事部议决筹

款扩建校舍，增建了课室四间，图书室一间，礼堂一座，并改建教员宿

舍。同年，第一届高小学生毕业，这是学校第一阶段的发展。

侨领侯西反先生，鉴于村内教育尚未普及，村民多未能了解时代

演变，于是亲到村中劝学。为便利幼年学生就读，他在六巡芭尾设了分

校，招30余名低年级学生，分校事务由蔡家庭先生主持，经费多数由黄

奕欢先生负责筹募。

1940年董事改选，卓金树先生任董事长，董事部议决进行筹募学

校基金，以稳定学校经济基础。可惜，不久日军南侵，星岛沦陷，学校

被迫停课，校舍被日军占驻，校中桌椅器具几乎全数被毁。分校被人拆

除无遗，学校停办将近四年。

1945年，星岛光复，董事召集会议，卓金树先生仍被选任董事

长，议决聘请李明聪先生为校长，10月8日正式复课，就读学生有200

余名。但复校之时，校舍荒凉破碎，千头万绪，亟待整理，幸得董教双

方共同努力，不久整顿就绪。1947年，学校举行游艺会及图工展览会，

筹款修建校舍，学校规模才全部恢复，学生增至300余名。

1948及1949年，洪恭兰先生当选为复校第二任董事长，继续为

学校谋求发展。1950至1955年，卓金树先生复任董事长。由于课室已

满，无法容纳更多学生，董事部决定另觅新址，筹建永久校舍。建校委

Pei Hwa Public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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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由董事长卓金树任主席，副董事长洪恭兰及王金源任副主席，其余

董事均任委员。梁后庙、林建达、林金塔、胡绪哇、洪恩惠、许乃炎等

社会贤达也协助劝募，筹款成绩达7万元，在旧校舍对面购买了5英亩园

地，成为新校址。

1954年6月新校舍兴工建筑，同年12月落成，计有课室12间，办

公室、图书室、会客室、贩卖室各一间，食堂一座，耗资13万余元。新

校舍巍峨，课室宽敞，可容学生近千名，是当时最现代化学校之一。建

校完成，董事部根据纪念捐款人办法，以课室命名：董事长卓金树献捐

5000元，图书馆命名为卓克铎图书室以纪念他的先父。洪恭兰、洪恩

惠、王松美、李康塔、王振墙、王春斌、朱福水各捐2000元，都以课室

命名留念。

1955年，政府宣布实行新薪金津贴制，促请华校接受全部补助，

多数华校都抱观望态度，不敢接受。副董事长洪恭兰先生，因感教师薪

金微薄，学校经济大部份依靠学费的收入，难以提高教师待遇。如肯接

受政府全部补助，不但教师可享受新薪津制所给予的较高待遇，董事部

也可减轻经济上的负担，他极力主张接受全部补助。董事部开会研讨

后，议决接受政府全部补助，并推洪先生为代表，负责向教育部争取追

补建校津贴，及教师薪金津贴。从此教师待遇得以改善，董事部的经济

负担也告减轻。之后，附近各校也纷纷接受政府的全部补助。

1956年起，洪恭兰先生蝉联董事长历34年，是学校任职最久的

董事长。1960年，他推动第二期建校，包括兴建能容纳近千人的礼堂

一座，教职员宿舍两座及一个运动场，建筑费约12万元。这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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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未获教育部补助，除部份向外筹募，大部份来自学校基金及董事捐

献。1961年12月举行新礼堂落成典礼暨创校27周年纪念。除游艺晚

会，并获新赛凤闽剧团义演两晚，为本校筹募建校基金，他们献艺助学

的精神，值得嘉许。

扩建完成，各董事都认为洪董事长，出钱出力，领导建校居功至

伟，议决以礼堂楼上之会议室，命名为恭兰室以留纪念。学校在李明聪

校长领导之下，学生的学业成绩及体育活动都有出色表现，校誉日隆。

李校长再感设备不足，征得董事部同意，着手筹划增建特别课室及现代

化卫生设备，并请李善德绘测师设计。1971年底，李校长光荣退休。他

在校任职27年，为任职最久的校长。退休后，仍受董事部聘为顾问，继

续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1972年初，陈庆权先生接任校长，积极进行扩建工作，建筑图样

经多次修改，才确定第三期扩建计划。洪董事长属下机构首先认捐5万

元，并商请李氏基金捐助5万元，全体董事均热烈响应，进而董教双方

互相合作，向各界人士捐募，共筹得40多万元，加上教育部津贴21万

元，共得60余万。于是建筑工程顺利进行。此期之建筑，包括特别课室

六间，改善卫生设备及建化粪池。为应付学生日益增加，1975年，又动

用基金再增建六间课室及建筑围墙。

1976年，陈校长奉召他校，高级助理吴昂昂先生接掌本校后，继

续完成建筑工程，扩充内部设备，如图书馆、语言室、科学室、音乐

室、视听室等，如此一来，本校在杨厝港路，可称为一所校园最大，设

备最完善的华文小学。为配合新教育政策，1979年增办启蒙班，全校增

至34班，发展达到最高峰，同时也成为政府优先照顾28所小学之一。

惜好景不能长留，本区数个村落，因受政府发展计划影响，居民陆续他

迁，学生逐年减少，班级亦随之缩减。

1985年11月底，吴校长荣休后，仍受董事部聘任顾问。与此同

时，郑良骏先生受教育部调任来校，继吴校长主理校政。郑校长接任

后，继续扩充校内设备、改善教学环境、添购教学器材、装置图书馆冷

气、补充英文图书，藉以提高学生英文水平，使学生能适应我国以英语

为主流的社会。

过去三年（1987-1989年），学校积极推行课外活动，并参加多

种校外活动，在乒乓、羽球、篮球等项球类比赛中，不但曾获多项区际

赛之冠亚军，同时亦荣获一些全国赛锦标。1987年起，本校因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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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改为单班制，学生全部在上午上课，下午学生进行课外活动，及

球类练习。教师亦利用课室，定时为学生补习功课，成绩未达水准的学

生，也能受到照顾，因此小学离校考试成绩年年进步。

55年来，本校历尽艰辛，惨淡经营，幸董教双方通力合作，热心

教育的社会人士鼎力襄助，才有今日的成就。

1990年，郑良骏校长奉召转任义顺西山小学校长，王金水老师受

委代理校长职务至年终。在教育部的指示下，杨厝港培华学校于该年底

结束了56年的校史。

                                                              取自公立培华学校55周年纪念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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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培基学校
Puay Kee Public School

创 校 年：1935年

创 办 人：林清爽先生

创校校址：巴耶利峇弯六十七号 （67 Paya Lebar Crescent）

停 办 年：1978年

创校经过

培基学校成立于1935年，为林清爽先生创办，原是一所私立学

校，1939年改成公立小学。林清爽先生为福建安溪人，1925年尾随家

人南下星洲，居住在河水山路。林先生早年就读河水山一带的修竹书

院，后来考进小坡三角埔的中国语文学院，获得师范文凭。1935年，他

搬到巴耶利峇的罗弄亚苏村，经友人协助，创办培基学校。

学校简史

学校初期以闽南话授课，共18名学生，校舍设在一栋亚答屋内。

学生半天学习旧式书本，半天学习新式书本，学校所有经费和教学职务

全由林先生一手包办。

1938年，学生人数增至70余人，因教室太窄，后得梁先知、蔡文

我和梁昆奉先生与附近园主商榷，在其园内，由林先生独资另建新校。

同年，学校增聘李清江先生任教务，卓汉西先生任英文老师。当时，学

校学生大多来自附近的乡村，同区有另外三所华校：华侨学校、后港五

条石的光洋学校以及附近海南村的化蒙学校。

1939年，培基学校从私塾改组成为一所公立学校，实行六年制，

并采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同年，学校正式成立董事部，选出首届董

事长梁昆奉、财政林国清、总务卓金玉等，从此董教合作， 校誉日隆，

学生增至100余人，翌年初添聘教员两位。

1940年，学生人数增至100余人，教室无法容纳，由林校长向合兴

园园主林亚炎先生洽谈，得园主慷慨捐赠二律土地发展校舍。不料竣工

后数周，日军南侵，不久星洲沦陷，学校被迫停课。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星洲光复，培基学校立即复课。校方将原有

学校重新修葺，并添建两间课室。当时董事长黄清塔、财政梁水清、总

务卓金玉石、林国清，校长林清爽，教务李清江等教员二位。学校于该

年10月复办。

1946年，林校长志图别业，向董事部提出辞职，董事部聘张连结

先生继任校长。张连结主持校政九年后病逝。

1956年1月，董事部接受教育部全部津贴，特聘谢云声先生任校

长。谢校长接任后，学生人数骤增至200余人，校舍无法容纳，借用天

公坛和戏台为临时教室。

1957年10月，学校决议进行筹款重建新校舍，立即组织建校委员

会，向外募捐，其中以黄清塔、卓开万两位董事最为热心。同年10月

8日校庆纪念日举行游艺会，得各界人士热心捐助，筹得两万余元。同

时，董事部选举任期改为两年制。

1958年，培基学校分为上下午班，共设九班，学生300余人，教师

11人。同年，学校逐步将原有校址锄平，重新建立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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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新校舍落成，全部安设电火和自来水，四面筑起篱笆，

整齐坚固，环境优美。

1960年，谢云声校长因夫妇同校，申请调职，聘请魏生才先生出

任校长，学生增至400余人，上下午班11班，教师13人，为学校发展极

盛时期。

1962年，为充实学校设施，学校于校庆日举行手工艺品展览会，

筹募学校基金，得各界人士热心捐助，筹得基金3000余元。

1963年，培基学校的小学会考及格率达81%，1965年及格率更达

91%，成绩斐然。除了课业成绩，学生在体育和文艺方面也有不俗表

现。

1972年，培基学校庆祝建校37周年和复校27周年纪念。当时学生

人数421人，教职员17人。同年，学校的女将在实笼岗区的校际乒乓锦

标赛中荣获女团冠军，并且包办女单和女双的冠亚军，堪称培基之光！

培基学校纪念特刊也在这年印刷出版。

随着罗弄亚苏发展新镇，居民搬离乡村，报读培基学校的学生日趋

减少，学校不得不在1978年停办。

回顾培基学校43年来的苦心经营，得到政府与社会人士的爱护与

赞助，董教的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培育出众多优秀人才，为国家和社

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学校停办前，董事部举办了离别宴，邀请历届校友

回母校共聚一堂。

历届校长

林清爽

张连结

谢云声

魏生才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会计系四年级学生

取自1972年《公立培基学校建校37周年、复校27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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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思校之情 

目
前从事音乐工作的梁励明先生，1963年选择了在家附近的公

立培基学校，并在那里学习了六年，1968年毕业。

月前我和励明先生约谈，他说联络上了前培基学校书记兼老

校友梁昆包先生。2014年6月11日，我们在昆包先生的住家进行采访。

公立培基学校成立于1935年，坐落巴耶利峇罗弄阿苏区，就是现

今的巴耶利峇湾。当时，罗弄阿苏一带都是橡胶园和椰园，有好几个乡

村，包括长茂园、海南村和庆丰园，居民以福建、海南和潮州人居多。

昆包先生和励明先生同是培基学校校友，虽然年龄相隔20年，两

人对母校有着相同深厚的感情。昆包先生是长茂园的村民，是家中老

幺，1940年代就读于培基学校。励明先生则出生于巴耶利峇罗弄榴莲一

带，是家中次子，有六个兄弟姐妹，都是培基学校学生。

培基学校早期教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等旧式启蒙课程，教

学媒介语是福建话。1939年，学校改组为公立学校，除了采用中华书局

出版的新教科书，也打破传统，兼收女生，成为一所男女混合学校。日

据时期，培基学校和其他学校一样停办。1945年8月光复后，大批适龄

和超龄学生等待接受教育，学校董事积极筹备，培基学校于10月复办。

人情味浓的乡村地带

和早期许多乡村学校一样，培基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桌椅不足，

许多学生常常需要从家里搬椅子到学校上课。碰到学生人数激增，学校

还要借用附近的大戏台作为临时课室。

励明先生说：”学校周围大多为农民。家里养猪、养鸡鸭，也有菜

农。学生除了上课，课余时间必须回家帮忙，没有时间四处游荡。每逢

校庆、教师节，很多家长都会主动烹煮一些食物，如绿豆汤、红豆汤，

各色糕点，粽子、月饼给老师尝尝。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老师都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60年代，大多数学生来自贫苦家庭，家长对孩子

的期望很高，他们坚信 ‘玉不琢，不成器’ 的道理。有好多家长第一

天带孩子来上学，顺便呈上藤条一根，嘱咐老师严厉管教孩子。这和今

日家长动辄投诉的情况大不相同。”

昆包先生说：“早期学校的卫生设备很差，没有抽水厕所，只有

马桶，当倒粪便的工人前来挑走马桶时，真是异味扑鼻。尽管如此，校

友和附近的村民都非常关心学校的发展。1957年，培基学校为扩建校

舍举行游艺会，虽然罗弄阿苏一带的村民多数是德士司机、种植菜园或

低收入的劳工，但他们仍然慷慨解囊，热心捐献，学校成功筹得两万余

元。1959年，学校的新校舍落成，学校从没灯没电没自来水设备的乡村

学校，发展成为一所设备齐全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完善的环境

中学习。”

恩师情难忘

谈起母校，励明先生感激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

“小学生涯往往奠定孩子未来的发展和价值观，印象最深刻的莫

过于梁昆包老师和陈隆庆老师。他们身兼历史、地理、音乐、美术老师

访问公立培基学校校友梁昆包先生、梁励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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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身，古今中外地理历史，信手拈来。音乐用风琴伴唱，师生其乐融

融。美术课妙笔生花，笔下人物、风景，跃然纸上，学生深受启发。”

“此外，我也感谢杨凤珍与叶玉琴两位英文老师。虽然培基是一所

华校，但是这两位教英文为第二语文的老师非常认真，使同学升上中学

后，即便面对语文环境的重大改变(除了华文与中国文学，全部是英文

课本)，也能迎头赶上，迅速跟上英校生，考得优越成绩。她们的认真

教导为同学打下坚实基础，功不可没。”

培基学校的毕业生多数升读中正中学总校、光洋中学、新民中学和

育英中学。

华校式微，培基无奈停办

1960年代是培基学校的鼎盛时期，全校学生共400余人。学校每年

参加校际运动会。参与学校的数目最多时为“八校”运动会，计有：侨

南学校、导侨学校、凤山学校、培基学校、益智学校、化蒙学校、大侨

学校与中国公学。培基每年都有杰出运动员学生捧回奖杯奖牌，为校争

光。学校还定期举行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并在孔子诞辰那一天举办游

艺会。

到了70年代，随着华校的式微，以及罗弄阿苏区的发展，许多村

民陆续迁到新的组屋区，学生日益减少。1978年，培基学校不得已宣布

停办。学校虽然打算改办幼儿班，但不获批准。学校停办前，董事部举

办了离别宴席，邀请历届校友共聚一堂。

回首华校时代的结束，励明先生和昆包先生都感慨万分。

“华校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学生富有浓厚的正义感。譬如，

碰到大雨倾盆，乡村地区常常水患成灾，学生从来不埋怨，还会主动帮

助搀扶受困的老人和孩子，以免他们跌倒受伤。典型的华校生做事时会

先问自己能够贡献什么，而不是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如今，随着华校的

消失，许多曾受乡村学校教育的校友，只能够从记忆追溯自己已失去的

童年。”

1989年，学校停办10年，培基学校董事把拍卖校产所得到的113万

元捐赠给20所教育机构，包括海星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华侨中学、公

立培群学校、侨南小学、育英中学、新民中学、士林中学、德明政府中

学、菩提学校、卍慈学校、道南学校、凤山学校、华中初级学院、淡马

锡初级学院、阿裕尼教育中心幼稚园、阿裕尼联络所幼稚园、阿裕尼公

民咨询委员会助学金以及巴耶利峇联络所幼稚园。

培基学校虽然消失，却转化为教育基金让其他学校获益，这正是许

多已消失华校的典型写照。区柏如老师在她的短文《春蚕到死犹吐丝的

培基学校》里提到“春蚕到死犹吐丝，化作春泥更护花”，希望那些受

益的“花”们能倍加珍惜，继续把教育发扬光大，才能慰藉“春蚕”在

天之灵。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会计系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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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民学校执教鞭的日子

1
957年，我在华侨中学高中毕业离校时，向王震南老师道别。他知

道我正为出路发愁，当场写了介绍信，叫我到樟宜平民学校去见

王波校长。

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平民学校在何处。老师说是在樟宜11英里

的寅杰村。我还是懵然，他想了一想再说，就在樟宜监狱的斜对面。这

下子，我知道在哪里了。

次日一早，我搭乘2号巴士车到樟宜监狱对面的车站下车。抬头一

望，眼前全是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板屋群。前面一整排是杂货店、脚车

店和咖啡店，后面是错落无序的村屋，中有一条土路，深入村里。

问 了 咖 啡 店

伙计，他说从土路

往前走约10分钟再

往右就到了。按照

指示走去，果然看

到“平民学校”四

个大字的校牌。

校 园 由 一 个

篮球场般大的操场

和两排并列的长板

屋组成。每排长板

屋分割成好几间课

室。校长室就在前

排长屋的最前端，

大约有10平方英尺

大小。里面只能摆

放两张桌子，校长和书记都是中年人，正坐在位子上忙着。校长个子瘦

长，精神饱满，看了介绍信，连声说好。接着叫书记安排我的课时表、

教材和教具，再加上一条三尺长的藤鞭。书记姓杨，后来才知道是校长

夫人，也兼任教师。

第一次握着长长的教鞭，心情真的很兴奋。我教的课有好多门：体

操、华文、数学和英文，也当班主任。每早上课前，我站在操场的大木

桌上，指导学生做早操，1234、2234、3234、4234的示范，学生跟着

操练。半小时过后，学生各自走进课室。

上课时，遇到学生调皮不专心，轻则把藤鞭打在桌上或黑板上，

发出“啵啵”的阻吓声响；重则打在学生身上。体罚在当时是最平常不

过的，家长们基本上都尊敬与信任老师，孩子有错，他们都认为理应受

罚，不像今日随时会发生老师被投诉被纪律处分的事。

教学英文时曾发生一桩糗事，至今难忘。

当时英文教师供不应求，尤其是乡村小学，英文“水皮”的华文教

师有时得硬着头皮兼教英文，于今而言，简直无法想象。某天，我大声

念英文单句句型，学生跟着大声念。正在全神投入时刻，英文主任符策

林老师出现门边，示意我过去。在门后，他轻声地告诉我句型念错了。

原来，英文问句句型是动词在主词前。我难为情地连声道谢，回到班上

重新教过。符老师是学校董事长的儿子，为人温文尔雅，乐于助人。此

后，我经常向他请教英文，受益良多。

后来平民学校受土地发展计划影响与育侨学校合并为育民学校，迁

移至淡滨尼区去了。平民学校从此走入历史。

（转载自王永炳著《那些年在樟宜在校园》，文字略有更动。）

                            王永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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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不再留
华校功勋不可没
旧时功臣  今已难寻觅
访问平民学校校友翁诗矛先生

翁
诗矛先生小学就读的平民学校是乡村学校，由村民出钱出

力兴办，政府并没有资助，完全靠村民每个月交会费来维

持学校的经费，当年并没有现代人举办筹款活动的事。

现年58岁的他，最记得学校的一间课室经常分成两边，一、二年

级同一班，三、四年级同一班。这并非平民学校的特色，而是很多华校

都是这样的。有一些学校甚至在戏台上课，因为教室不够用！

在平民学校读书，对老师是毕恭毕敬，要经常向老师鞠躬问好，

讲“早安”请安。他曾被老师用藤鞭打手心，回家却绝不敢向父母提

起。因为怕被父母知道了，爸爸会再打一身！当时，父母很尊敬老师，

认为老师一定是对的。必定是自己的孩子错，老师才会处罚。所以，被

老师打后，回家不能告诉父母。不像现在学生被老师打，回家向父母投

诉，父母再去学校闹翻天。

他说，当时华校生都要学写毛笔字，磨墨砚写大楷小楷！现在已经

没有了。当日学校的课外活动也不少，打篮球，做体操。每年参加在惹

兰勿刹体育场举行的全新加坡华校运动会，每所华校都会派出代表和啦

啦队参加。

还有，当日小学学的科目很多，有：华文、英文、数学、地理、历

史、文学和美术，和现在的小学不一样。现在小学，只有英文、数学、

科学和华文四科，相比之下，从前的科目多很多。这么多科目，只有一

科英文用英文教，只有一本英文课本。英文老师教的时候，还用华语来

解释，所以，当年的华校生只学到英语单词，没有机会用英文会话。不

像现在，学生全部用英语，在特选学校，学生还能中英并重。当时，华

校生的英文一直都很差。踏入社会，竞争力更弱，因为新加坡是以英语

作为“工作语言”，华校生很吃亏，找工作也很吃亏。

诗矛先生的儿子读立化中学，后来读华中初级学院，他指出这两所

学校的华人传统的理念比较强是比较好的。进这两校是儿子自己选的，

他并没有参与意见。他认为现在的学校比较好，是华文和英文“混合

型”，不像当年，是华校就是华校，学不到英文。

在平民学校毕业后，他没有考小六会考，当时也没有小六会考。他

是拿着毕业证书，去报读他看上的中学。这些中学会给一个考试，及格

以后，会被录取，一个学生可以报很多所中学，他是去了育英中学读中

学。

他不记得平民学校是几时关门的。他说：“乡村已经城市化了，所

有东西都不见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以身为平民学校的学生为荣。他认为那时代的华

校对新加坡做出大贡献。

“建国一代的人以华校生为多。他们为新加坡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

与诗矛先生交谈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当年华校生活的多姿多彩，和

华人心中对教师与教育的那一份尊重。虽说经过了许多年，有了许多改

变，但当年华校对新加坡的贡献则会永远留在国人的心中。

n 作者为华侨中学中三学生

                            丁瑞达                 苏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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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校对教育的贡献
访问启发学校校友谢锡聪先生

现
年66岁，退休后过上清闲生活的谢锡聪先生，曾在启发学

校受过两年的华校教育。

锡聪先生原是南洋小学的学生，后来才转去启发学校就

读。据锡聪先生叙述，启发学校是一所由茶阳会馆所开办的客家学校，

当年去启发学校是因为这所学校离他居住的地方很近，十分方便。

启发学校给锡聪先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食堂里销售的客家酿豆

腐和老鼠饭。小时候虽然吃的不是山珍海味，但至今还是回味无穷，经

常回忆以前的滋味。除此之外，锡聪先生也表示启发学校的学生大部分

是客家人，而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就是客家人。

启 发 学 校 是 新 加 坡 茶 阳 会 馆 于 1 9 0 6 年 创 办 ， 原 名 “ 启 发 学 

堂”，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学生起初在会馆内上课，后来幸得茶

阳会馆先贤为教育贡献力量不遗余力，他们捐出巨款，扩建学校，另辟

校址，将启发建成了一所颇具规模，而且秉承了客家人“崇文重教”传

统精神的华校。

启发的学生大多以客家话交流，周会上董事长也用客家话向学生

讲话，因此锡聪先生在求学的两年，学会了不少客家话。

不幸启发学校的学生后来越来越少，茶阳会馆只好在1984年将启

发小学的管理权移交给教育部。虽然如此，会馆依然与启发学校保持密

切的联系。除多位理事担任学校咨询委员会委员，茶阳会馆还根据学校

的需要，每年拨款20万至30万元，用于学校建设、增添教学设备等。

n 作者为南洋女子中学中三学生

                            王岳林                 何霖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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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心灵三十四同窗情相连
志气成城半世纪团聚共续缘
访问公立启志学校校友刘馥荣先生和张勇城先生

已
过耳顺之年的刘馥荣先生，曾是公立启志小学的学生。虽然

毕业已经50多年，他仍不忘母校和同学，还与几位同学一起

组织了同学会。

当时全校共有80多名学生，在馥荣先生和同学的努力下，竟然能

和34位同学取得联系，大家在分别了半个世纪后，得以聚首！就在不久

前，同学会举办了一项活动，总共有40多位同学参加！我们采访当天，

馥荣先生还带来了谢锡智先生和张勇城先生两位同学来与我们一同分享

他们对母校的美好回忆。

“我们的学校是在日本投降后的隔年，即1946年成立的。”

馥荣先生说，以前殖民地政府不资助华校，所以，学校是一所公立

学校。在当时那个年代，所谓“公立”不是相对于“私立”而言，公立

的意思是公众出钱，由学校周围种菜的农民、工人、杂货店老板，甚至

是卖菜的人出钱开办的。

当时，他住在葱茅园一带，这是广东人集居的村子。“当日村民为

了让广东人的子女有书读，在村内富商洪大成和儿子洪财烈发起的情况

下，出钱出力，办起了一所简陋的公立启志学校。”

公立启志学校坐落在现在巴耶利峇大成街面包物语的大厦附近。那

里从前叫大成巷，据说和学校发起人洪大成有关。

“那个年代,学生入学是不分年龄，这和现在一律七岁入学不同。

当时我们学校里，有的人五岁开始读小一，也有的人15岁才开始上

学！”张勇城先生谈起这件事，让我们从他喜悦的语气里，感受到他对

往事的怀旧之情。

日据时期，很多人没有机会读书。日本人投降后，大家纷纷入学，

结果入学的年岁比较混乱。当时的学校也不分年级，只要能读就让学生

读。

“我虽然在新加坡出生，却不是新加坡公民，还持有中国国籍。这

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不承认我们是新加坡人，所以我是以中国人的身

份入学的，这很奇怪，是不是？”勇城先生说道。

谈到去启志学校的原因，馥荣先生说，当时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家讲粤语，就去讲广东话的启志学校。那时候还有一所讲潮

州话的学校叫南钟学校。于是讲潮州话的孩子就去南钟，讲粤语的孩子

就来启志。”

                             严孝植                 廖婉琦



启
志
学
校

193

启志学校的学生也有福建人、客家人，但是以广东人为多。广东学

生人多势众，结果在学校不论是上课、聊天也好，都是用粤语交谈。

勇城先生会心一笑，带着浓浓的粤语口音说道：“我们讲的华语一

点都不标准！到现在还是！”

当我们问到学校里难忘的事时，馥荣先生说，他对于英语考试可谓

是记忆犹新。“启志学校从成立到关闭，只有大约九年时间，期间一共

有三位校长。到最后一任校长上任时，学校只剩下很少学生，就快关闭

了。记得当时校长上了三个月的课，就让我们去中正中学参加考试。”

他说，在中正中学的考场，一打开试卷，只听见叹息声、惊叫声此

起彼伏。在场的启志同学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

“因为卷子上的英文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它，这卷子该怎么作答

呢？”馥荣先生的幽默感引得我们开怀大笑。

“是啊，我们当时是无论怎么用功学英语，也学不会。我小学毕

业，好像连英文字母I和L都还分不清呢！”勇城先生补充道。他说，当

时讲华语是被看作二等公民，读华校的地位很低，英国人看不起。

“当时我们的华文不叫华文，这门课叫国语。因为在那个时候，我

们还是中国的国民，所以华文叫‘国语’。以前如果犯法的话，我们是

被打回中国去的！”

读华文的地位既然这么糟，后来这两位先生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去英

校读书。

谈起母校的消失，馥荣先生说：“我们的学校在1955年就停办

了。当时我在读五年级。学校的消失与教育改革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政

府要用那一块土地建造飞机场，学校的土地既要被征用，加上办校资金

不够，为了国家的发展，学校只好关门大吉。”

可见，华校的消失，不仅仅与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关，有时，经济发

展也会成为制约教育的因素。

n 作者为中正中学总校中三学生

启动心灵三十四同窗情相连
志气成城半世纪团聚共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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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公学
Sam Kiang Public School

创 校 年：战前

创 办 人：三江会馆

创校校址：卡佩芝路4号（No. 4 Cuppage Rd)

停 办 年：1971年

在新加坡的移民人口当中，三江人比较少。尽管如此，三江人从

事社会公益事业却不落人后。对华社的具体贡献之一，就是创办三江公

学，为新加坡社会培养人才。

陈来昌先贤任三江会馆总理时，发起创办三江小学，是三江公学的

来源。

上世纪40年代初，日本帝国对东南亚发动野蛮侵略和血腥统治，

三江会馆不得不同其他会馆一样，把所有历史资料付之一炬，以免同乡

遭遇牵连。因此三江公学具体的创办时间，现在已无从考证。根据唐云

寿先生回忆，1937年他来新加坡时，已经有三江公学存在。

唐先生还问过当时的总理陈来昌先生办学的缘由。陈先贤亲口告

诉唐云寿先生一个故事。话说陈先贤进出新加坡海关时发现，凡是华人

进出海关，都需要按手印，洋人进出海关则只需要签字。陈先贤问海关

官员，这样做是不是种族歧视。海关官员告诉他，海关工作人员一般理

解华人不识字，判断他们不会签名；洋人则一般受过基本教育，懂得签

名。此事对陈先贤触动很大，于是决定为华人的教育出一点力，这是创

办三江公学的来由。

三江公学初期没有自己的校舍，杨惺华先贤接任三江会馆总理，于

1937年独自出资购入邻近会所的卡佩芝路4号的一栋房屋，作为校舍。

可惜开办不久，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学校停办。因为多名三江会员参与

抵抗日军的行动，为免同乡遭牵连，销毁了会馆很多珍贵资料。

三江公学在1950年11月设立复校委员会。筹款主任是王相贤先

生，总务主任是陈云卿先生。同乡陈岳书先生提供桌椅，后又助捐钢

琴一架。大家同心协力共筹得1万1000余元。1951年5月已聘有校长一

人，教员两人、车夫一人，学生65人。1956年，学生人数增加到260余

人，教职员工增加到九位。学生人数后又续增至345人。

当时学校全学年分三学期。第一学期结束举行校庆及家长联谊会，

第二学期结束举行运动会，第三学期结束举行成绩展览会。儿童节期间

三江董事部还和学生一起庆祝，可见当时学校的活动非常丰富多彩。

1959年，会馆的教育委员会决定筹款再购置中型巴士一辆，学校

有了两辆校车。1964年胡嘉烈先生捐赠1万元，加上其他董事的捐献，

又购置柴油引擎巴士一辆。

在三江公学担任校长时间最久的是目前（2001年）还健在的陈菱

苔女士，她先后服务了10多年。陈女士是陈来昌先贤的长女，早年曾经

在上海复旦大学深造，学问功底相当扎实；而且女承父业，是当时一段

美谈。

2001年笔者曾随陆才奎先生、陆有德先生专程拜访陈女士。她虽

然年近90，谈话思路依然清晰，口齿清楚，记忆力也很强。知悉三江会

馆将隆重庆祝成立100周年，当即表示要在资金上帮助一点，不愧是名

门之后，对社会公益还是非常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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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女士之前任校长的是黄憬先生。1958年尾，黄先生因为年老

体弱，辞去校长职务，由陈菱苔女士续任。

三江公学虽由三江会馆开办，却对所有华人子弟开放。根据1969

年的会议记录，学生中三江籍贯的只有10%左右。除了政府津贴，三江

会馆每年为三江公学拨款数千元，购置校车，修葺校舍，为家境困顿的

学生提供助学金，为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金。

在管理上，三江会馆设立教育委员会，由正副总理任主任，还有总

务、财政等等，可以说是相当重视。

在陈菱苔校长领导下，三江公学的水平非常高，每年会考及格率都

在90%之上。另外课外活动、体育教育也十分优秀。新加坡独立后，因

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报读的学生越来越少，1971年停办。

三江公学为新加坡社会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其中一位是本地社

会闻人李文龙律师。40多年之后的今天，李律师对三江公学还是一往情

深。他认为当日三江公学的教育水平高，特别是英文程度好，为他后来

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江会馆在办三江公学的同时，曾一度希望

能够加办三江中学。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成。三江先贤为本地社

会的进步与繁荣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今天的三江人树立了好榜样。

取自三江会馆2001年《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三江公学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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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学校
San Shan School

创 校 年：1926年

创 办 人：福州会馆

创校校址：乞力路20号／苏菲亚路

停 办 年：1981年

创校经过：

1926年，福州会馆为尽百年树人责任，让同乡子弟有受教育的机

会，以会所为校舍，创办三山学校。三年后，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

停办，至战后始复办。

学校简史：

1946年，福州会馆复办学校，经会馆筹募经费，购买苏菲亚路

107A作为校舍。

1950年，学生人数激增，原有校舍已不够用，福州会馆又组织

了“增建校舍委员会”，再度发动筹款，共募得20余万元，1954年兴

建四层楼校舍与新式学生厕所，1956年再兴建一座两层建筑作为学校图

书馆与膳厅，同年10月14日学校庆祝复办10周年及新校舍开幕典礼与

福州会馆46周年三庆。

三山学校创办之初，所招收的学生以福州同乡子弟为主，新校舍扩

建完成后，进一步开放给非福州籍贯儿童。

1957年，三山学校接受政府全面津贴，所有校长与教职员薪金由

教育部拨出，但校舍的修理，器材的补充，校车的添置以及一些特别费

用，仍由董事部负责，福州会馆每年给予大笔资助。

三山学校自1946年复办至1956年，10年保持单班制。1957年由

于人数增加过快，校舍无法容纳，才决定分上下午班。1958年至1964

年，三山学校上下午班一直都在40班以上。1960年在籍学生人数达到

1947名之多。

受市区重建计划影响，自1964年，三山学校学生人数开始逐年减

少，到1981年只有190多人。1982年，学校终因学生不足而停办。同

年，政府在大巴窑北修建了一座新校舍，也命名三山学校，使“三山”

校名得以延续，不过学校实质已从华文为教学语言转变为以英语为教学

媒介语的政府学校，校政也由教育部直接管辖。1982年成为政府学校的

三山学校，在1997年停办。

历任董事长：

林乾增

杨人月

江克武

林理化

学校特色：

60年代时期，三山上下午班开办44班，连同幼稚园共有2000名学

生，达到最高峰。当时三山是一所名校，学生来自全岛各角落，甚至德

光岛、浮罗敏岛的孩子也搭船，换车来三山上学。当时三山有五辆校车

通行全岛。三山学校的学生绝大部份在毕业后都继续深造，并取得很大

的成就，对社会作出不少的贡献。

历任校长：

冯子涛　1926-1928

黄绍楠　1946-1948

高鸿铿　1948-1966

叶在封　1966-1967

李鹏瞿　1967-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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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传统美德 
是许多建国英雄成就的秘诀
访问三山学校校友黄敬俰先生

黄
敬俰先生今年73岁，从1950年至1956年在早已消失了的

三山学校度过了七年的学习生涯。虽然离开小学已经60多

年，但对于当时的许多事情，他还是记得一清二楚。

三山学校是福州会馆创办的一所华校，大多数的学生都是福州人。

敬俰先生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都在三山学校念书。每天早晨，兄弟姐

妹四人和隔壁咖啡店老板的孩子都会一起在Nelson Road的车站前等待

校车的到来。他特别以这三辆红蓝青色的校车为荣，因为在早期的新加

坡，拥有校车的学校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他坐在校车上时便多了一股

威风、多了一份神气。

“当时的生活，简单却精彩、美丽。”他说起上学的情景，不禁加

快了语速，语言中带出了童年的快乐。他的小学生活单纯烂漫而快乐。

在二三十人的班里，师生关系密切，学生大多乖巧听话。若学生不守规

矩，就会被校长或训育主任狠狠地用藤条教训一顿。虽然如此，同学们

都不会“记仇”，只是把教训当成一次提醒。在休息时间，同学们能到

附近的摊贩享用香喷喷的咖喱饭加一杯免费的冷水。只要区区3角钱就

能买到的白饭配咖喱汁，对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种享受。虽然他们没有

机会到现在的购物中心看电影、购物，但当时只要能一起嬉戏打闹，踢

毽子、玩弹珠，他认为已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了。

“华校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敬俰先生坚信，华校

灌输给学生的华族传统美德，是许多建国英雄了不起成就的秘诀，是他

们敢于坚持、不轻言败与不惧艰辛考验的力量来源。在新加坡的发展过

程中，许多华校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惜一切，为的是想让自己的

母校和国家有更好的发展。华校生会有这种值得大家敬佩的精神，正是

因为深受华校所强调的传统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和“忠孝

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影响。

n 作者为中正中学总校中三学生

 洪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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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传统美德 
是许多建国英雄成就的秘诀

穿过总统府的求学之路
访问三山学校校友彭悠儿女士

王
维诗云：“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描述在风景如画

的山林里，一群朴实的老百姓劳作后，带着愉悦的心情嘻

嘻哈哈回家去的情景，自古以来，令无数读书人向往不

已。今天，我们访问了彭悠儿女士，发现她在三山学校的上学之路也不

遑多让。

悠儿女士是小学六年级才转到三山学校。虽然在三山学校的时光非

常短暂，但那与众不同的上学之路却让她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她告诉我们，当时的三山学校与总统府比邻，在一个山坡上。不少

学生穿过总统府这条捷径去上学，所以上下学时间会有不少学生陆陆续

续地进进出出总统府。

他们不需要换证件，就可以“大剌剌”地从大门守卫的身旁踏入

总统府。总统府的园地很大，在蜿蜒的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晒得焦黄的落

叶。当时她和一起上学的弟弟，两人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准弓起的落叶，

一脚踩上去，比看谁的声音最清脆。他们就是这样笑啊、跳啊地上学

去。此刻倾耳聆听的我们，仿佛就听到落叶在脚下被踩碎而发出的悦耳

的声音。

上学时，有时还会遇上换班的警卫。他们面无表情、目不斜视，

都是踏着整齐的步伐沿路而行。这对三山学校这群同路而行的“初生之

犊”来说，警卫叔叔也太一板一眼了。于是他们会想方设法去“招惹”

叔叔们，希望能“博君一笑”。她说，同学有时会跟在警卫叔叔身旁，

学着“左右左右”迈着大步；有时会绕着叔叔一圈一圈地转；甚或是伸

舌头、扮鬼脸。总之，谁能引得警卫叔叔偷瞄一眼或是似笑非笑，都是

赢家。她相信这群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应该在叔叔枯燥的巡逻路上增添不

少乐趣！

上学途中还有另一件令悠儿女士意想不到的事是，他们偶尔会看

到年少时期的李显龙总理在妈妈的陪伴下练习高尔夫球的情景。李夫人

十分亲切，有时还会对这些路过的小学生微笑招手。显龙总理从小就显

示他专心致志的学习态度，他是别无旁骛地专心挥杆练球。与新加坡 

“重要人物”的偶遇，总会引起这群小学生的好奇心，大家往往会表现

得“乖”一点，放慢了脚步多看几眼。这幅母子图深印在悠儿女士的脑

海中，不知道现今的李显龙总理还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专心学习挥球

时，那些背着书包的小“过客”。

求学时代遇到好教师的学生很多，但是能穿过绿草如茵、草木掩

映、风景如画的总统府去上学，却是多少人这辈子都冀求不到的机缘！

n 作者为南洋女子中学中三学生

                           许梦雯                 叶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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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的老师传承历史文化
华校教育的贡献无可置疑
访问三山学校校友刘太格先生

今
年76岁的知名城市规划师刘太格先生是雅思柏设计事务所

资深董事。他认为能在那个时代当华校生是幸运的。因为

无论小学生或中学生，不少老师都是来自中国知名大学的

毕业生，有些甚至是大学教授，有博士学历，这让那个年代的华校生受

益匪浅。

采访过程中他强调了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相对更重要，但在那个许

多家长没有接受太多教育，家庭教育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的年代，学校教

育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位小学在已消失的三山学校，中学在中正中学就

读的大师级人物表示，华校教育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李响：请问您是哪一年在三山学校读书？

太格先生：我是1946年至1949年在三山学校读书，之前在南洋女校

读一二年级。男生在女校读书当然有点别扭，1946年三山学校复校，我

就去了三山学校。三山学校是福州人办的，我母亲是福州人。福州市里

有三座山，所以又叫三山，三山学校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李响：当时您的学校离家近么？

太格先生：很近。当时我们家住在靠近现在多美歌地铁站的国泰戏

院附近，就是现在新加坡艺术学院的地方。家门前是我经常游戏的三角

坡。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国泰戏院。我每天经过国泰戏院，爬上一个有

100多级很陡的石梯，每天上下上下，不是走，而是跑！我的身体就是

这么锻炼出来的。三山学校的校园很美，和总统府的花园只是一个篱笆

之隔。

李响：读书的时候，您是一个好学生还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呢？

太格先生：我向来是一个比较乖的孩子。前两年碰到我的老师，

她说我是她最喜欢的学生。那时候我每天上学，校服穿得很整齐，作业

的字写得很整齐，又准时交作业。我想这和母亲严格的家教有关。我的

母亲陈人滨女士和舅舅陈人浩先生出身清朝的官宦之家，很有文化。母

亲是一位教师，她高贵的气质，是受她诗礼世家熏陶的。舅舅是一位艺

术教育家，南来后先在马来亚麻坡中化中学当校长，后来到新加坡德明

政府中学当校长。德明政府中学是一所有着非常浓郁中华文化氛围的学

                      李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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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那时候老师会对学生非常严格么？

太格先生：是严格的，但都带着丰富的感情。教我美术的陈朝煊老

师，很卖力。上课教，下课也教，很记得他教我们用木头做模型。他那

种用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位教华文的叶在封老师，他也是我

的班主任，很关心我。60年代末我从国外学习回来，知道他已经退休，

在教人打太极，我也去找他学习，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

李响：那时候的学生有什么课外娱乐活动呢？

太格先生：三山学校战后复校，来了很多在日据时期不能读书的

超龄学生，有些甚至比我大10岁，他们把我当小弟弟，很照顾我，我们

一起玩。那时候我们玩的东西跟现在很不一样：我们玩打弹珠，在校园

里的泥地挖好多坑来打弹珠。女孩子喜欢踢毽子，我们也玩，不过因为

女孩子踢得比男生好，男生对踢毽子就没有太大兴趣了。我们做弹弓抓

鸟，还有抓蜘蛛来斗蜘蛛。有一种蜘蛛一碰到就打架，它们身体发蓝和

绿的色彩，很漂亮。我们抓来放在火柴盒里，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一

个装蜘蛛的火柴盒，可以随时斗蜘蛛。

现在回想，这样的生活，影响了我与大自然合一的价值观。我们是

怎么抓蜘蛛呢？只要看到有一只蜘蛛在叶子上，就用双手，把两片叶子

校，据说和舅舅在创校初期积极推动艺术教育有关。我一直认为舅舅是

东方的绅士，他待人处事的翩翩风度，绝不输给英国的绅士。

李响：您认为家教重要么？

太格先生：非常重要。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国纽约读到一篇新闻

报道，他们研究人的教育，认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相对更重要。那个

时候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从中国来的劳工，一穷二白，没有受过太多教

育，孩子在家里，无法给他们适当的家庭教育。幸好就在此时，中国很

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逃难到新加坡。为了谋生，他们“屈就”到中小

学当教师，让那个时代的华校生，深受其益，也弥补了当时家庭教育的

不足。

以我当时在中正中学接受的教育来说，就收获很大。我们的老师是

这样讲课的：先简单地把课本内容讲解后，就开始谈课文背后的历史文

化背景，包括它深层次的寓意来启发学生。

我能有今天，原因其一是我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其二是当时的

华校有着非常强大的师资，让我自小就接受高水平的，有思维深度的教

育。

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谈到那个时候的华校教师都背负着历史的使

命，是“一个被践踏的民族决心摆脱落后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的重要分

子”。他的话很有道理。

有些老师就算没有振兴民族的使命感，本身的学问就很高深了。

我的父亲刘抗先生和舅舅陈人浩先生原是上海美术学院的学生，后

来留学法国。留法后又回母校当教授，过不久逃难南来，在当时几所知

名中学如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教书。你说中学生在接受了这些美术大师

的指导，会有什么样的水平？

就连三山学校也有着优秀的老师。那时候我们的校长高鸿铿先生，

写的字非常漂亮，粗细对照得非常明显，就好像是镌刻出来，学校的通

告都是他亲笔写的。那时候我们每天要写一页大楷、一页小楷，我的字

是这样练好的。

当时殖民政府不印中文课本，我们的课本除了英文课本，都从中国

来，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文化，可说都是中国文化。

那时候的老师不仅把教书当作一个谋生职业，也同时当作一个使命

来启发我们，课外还与我们在一起。他们的努力帮了很多没有受过教育

的家长一个大忙，所以，即便家庭教育很重要，那个时代的学校教育因

为有着这么关心学生的老师，大大弥补了家庭教育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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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一拉，蜘蛛就蹦出来了。这种抓蜘蛛的经验让我从小就对大自然

有感情，后来当了建筑师，更重视天人合一的道理。

李响：您小学的时候已经有志向了吗？

太格先生：有。从小我的志愿就是当画家，这受家庭的影响吧。

我父亲是画家，舅舅也是画家，可见家庭教育很重要。我在中正中学读

书的时候，有一年，学校举办高初中生的书画展览会，并颁发优秀作品

奖。出乎意料，我的书画作品竟然都得第一。那时候中正中学能办大规

模的书画展览会，可见当时学校文化艺术氛围之浓郁，学生书画能力之

强。

李响：三山学校在1997年和其他三所小学合并，名字就消失了，

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太格先生：当然感到很难受，不过也没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当今的

教育政策有必要更重视历史和文学，要不然年轻人太偏重技术能力、物

质回报及眼前利益，这是令我担心的现象。

读书时期，我的数学与科学的成绩很好，文科的分数也高。我一向

认为掌握语言的能力和历史知识非常重要，一个人讲话的内容如果没有

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它的层次很低，是不会受人尊重的。新加坡如果想

在经济上有更大的发展，一定要提升语言、历史和文化的水平。我们是

个由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文化其实

是很丰富的。

过去20年，我在中国业务做得不错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我在语言上

能和他们零距离沟通有关。中国人讲话是委婉的，你要听出话语背后的

意思，听不到的话，合作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认识历史文化是有经济价

值，不能轻视的。

在中国，他们给我最高荣誉的称呼是“老师”，因为中国人很重视

文化，他们衡量一个人的身份是看文化水平。只要你有文化，语言有内

涵，他们会尊重你，信任你。

在新加坡衡量人的标准，经常是看钱有多少，这让我很担心，我觉

得我们应该提升对语言和文化教育的重视。

我太太是美国人，在我们这个异族通婚的家庭，我跟两个孩子讲话

都讲华语，我的儿子样子是半个外国人，但是和我通短信和讲话都用华

文华语，因为从小我就不跟他讲英语。他妹妹也是，只能跟我讲华语，

写华文短信。

李响：请问您的孩子是在华校还是英校读书？

太格先生：孩子刚上学时，我坚持把孩子送到本地学校读书，后

来我发现他们上的新加坡学校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对学生讲话，多是



三
山
学
校

203

之心感动，就同意了，于是她给我安排去澳大利亚读建筑的事。

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之前要读先修班。那年，先修班100多人，有一

半是澳洲人，一半是亚洲人。考试结果，我是全班仅有三名拿到英文优

良成绩的学生之一，可见我的英文水平并不赖。我的英文基础主要是周

辨明老师和刘强老师打出来的，我很幸运能碰到这些好老师。

李响：请问您如何看待华校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

太格先生：当时华校对于今天新加坡整个社会发挥了很重要的影

响。我们现在的“华社”，在努力做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历史、哲理

思想的工作。这些都是从过去的华校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过去的华

校，就不会有这些活动。我觉得一个民族如果不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

是会有强烈的自卑感。

华校出身的学生，因为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有了底气，自信心很

强。英校生则因为答不出外国友人对于东方文化的问题而感到心虚、不

踏实。我们这个小国必须和全球衔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

历史没有认识的话，会被外国人看不起的。所以一定要认识文化历史，

这是很关键的。

新加坡的华人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除了要认识自己的历史

文化，还应该同时对印度和回教国家历史也有一定的认识。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媒体系二年级学生

批评，很少表扬，这让学生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造成很大影响。几

年后，我只好把孩子转去美国学校读书。美国学校的作业其实一点也不

比我们少，但都是学生感兴趣的作业，孩子一点也不埋怨。我儿子在美

国学校还拿到由布什总统签署的“最快速进步奖”，让我们全家惊喜万

分。

儿子有一天在学校打橄榄球，我正好坐在校长旁边，我问校长鼓励

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目的何在？他毫不犹豫地说是为了促进学生之间的

感情，提升凝聚力。他的回答颇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对体育教育有了

新的体会。

李响：请问您感觉英校和华校的教育有什么差异？

太格先生：那时候华校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所以高中毕业后，

我去了一所英校读书。但是我在那里读了三个月就不想读了，因为那边

的老师对华校生有偏见，经常找我麻烦。其实我的英文水平是很高的，

我在中正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教英文很好的周辨明老师，他是伦敦

大学的语言教授。我的标准英语发音，是他教的。我的英文写得流畅，

则是刘强博士教的。刘强博士是美国留学生，是我舅舅的岳父。我去澳

洲留学前，他当了我三个月的英文补习老师，他要我每天写文章给他批

改，我英文的写作能力是这样锻炼的。我发现英校老师的发音其实也不

是很标准，既然受他们歧视，就决定退学了。

我后来到光华学校当了几个月的临时教师，班上有几个学生的年龄

比我这个高中毕业生还大。我用赚的钱买了船票，打算去北京读美术，

遭母亲坚决反对。两天后，她问我愿不愿意改学建筑学，我被她关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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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实理达学校简史
Seletar Chinese School

公
立实理达学校于1936年11月由李玉麟（李光前长兄）创

立，主要是为园丘工人子女提供一个求学场所，学生免交

学费。学校座落在义顺路旁，是简陋的亚答屋。1940年才

设立校董会，第一任校长是黄锡爵先生。

日治时期学校关闭。1947年初才复办，战后学生增加得很快，简

陋的亚答屋已不敷需求。1957年在地方领袖、校董、老师、学生、校

友、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发动筹款运动，义卖义演，筹得3000多元，建

校费用是5000多元，不敷的款项后来由校董和善翁捐款补足。

新学校有八间教室，校长和教师共用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还有食堂

和卫生厕所，篮球场多年后才铺上洋灰。新校园很大，四周有篱笆，学

校门口有几棵高大的木麻黄，校园里有不少橡胶树。学校是主办联合运

动会的常办学校，体育有出色表现，尤其是篮球，更是学校的强项，为

校争了不少荣誉。师生的关系也良好，离校多年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们

的启蒙老师。

蒋思永校长出掌校务，从1947年到1964年。黄来成老师在校任职

最久（1957-1982）。蒋福田先生是在校最久的英文老师。学生最多的

是70年代，有500多名学生。实理达学校共培育了大约2000名学生。学

生多来自学校周围两三公里的乡村，包括港脚、潘家村／兴利芭、三百

挦、柑仔园、华顺芭、海南村等乡村，以闽潮琼籍子弟为主。

1951年第一届学生毕业，1982年底最后一班15名小六学生毕业。

第一届（1951年）毕业的校友都近80岁了；最后一届，1982年毕业的

也有45岁了。

蒋思永校长退休后，第三任校长是林熙斌先生。他接任后不久就装

修两个球场，并增加其他设备。姚义夷先生接任第四任校长，直到1982

年，只剩下15名学生而结束了46年为乡村子弟作育英才的使命。

旧的义顺区沿实里达河流域一带共有八所乡村民办华文小学（实理

达、培英、杏墩、旺华、华南、励正、励德、广德）。其中以培英的学

生最多，实理达第二；校园规模则以实理达最大。50年代末政府在实理

达学校旁开办了英文源流的义顺小学。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政府兴建

  何子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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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顺新镇，乡村被征用，乡村民办华文小学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报读

英校的学生很快超越华校，除了培英在80年代搬迁到义顺新镇，其他几

所乡村华校都走入历史。

实里达这个名字响当当，以实里达命名的有机场、蓄水池、高速

公路、住宅区，就是没有实里达中小学。希望有一天会有另一所实理达

学校出现，虽然和旧的公立实理达学校没有关系。真要有新的实理达学

校，校名要选用“理”字而不是“里”字。因为选名“实理达”是很高

明和有远见的。实理达学生是脚踏“实”地，明“理”的“达”人。

（何子训完稿于19/10/13，黄来成老师4/1/14补充第三、四任校长资料）

公立实理达学校20/10/13聚会

老师：黄来成、谢丰成、姚宋玉；

同学：何子训、何子浩、李水成、李绍升、卓启明、钟志光、符昌金、

洪亚咪、胡建成、吴照炜、李恩佳、胡成泉夫妇、罗秀兰、 

王春花、孔燕贞、方金玉、郑彩华、卓玉珠、黄赛娇、郑素花、

陈宝英、王慧波、卢玉英、史秀英、陈宗美、李宝珠、李丽珠、

李琼蓉、李琼兰、蒋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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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旗袍的身影
女教育家林子瑄掠影

2
008年的一天，亚太图书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林利国接到从中国辗

转送来的一本书，并获知是她二姑的故友张荃的遗作。她二姑林

子瑄已于1966年逝世，40余年后，还有故人记挂着她，由学生千

里送书过来，绵绵旧情，袅袅余韵，使得利国更加深对姑姑的缅怀。

这位张荃是1922年，姑姑就读揭阳第一女子学校的同窗好友。当

时她们连同另一位叫张永钊的女生，为了争取男女同校，发起了抗争，

终于在第二年政府通过了让男女同校，她得以在揭阳榕江中学就读。那

年林子瑄16岁，正值青涩年华，已经是一位充分体现出勇于把自己的

信念付诸行动的果敢坚毅好青年。她不仅为自己争取权益，还让他人受

益。这是一个陈年的细节，也是一个生涯的写照。林子瑄的一生，无论

在故土中国揭阳，或是在异域印尼坤甸，还是在落地生根的家乡新加

坡，献身教育，不辞劳苦，为教育的普及而奋斗，在在贯彻了她只满一

甲子的生命历程。

祠堂里的一跪

林子瑄出生于1906年，老家在中国广东揭阳县的义和村。那是一

所被称为“番客围内”的大院。他的祖父曾孤身远赴印尼的坤甸谋生，

与当地土生华裔妇女成亲，他带着两个女儿衣锦还乡。家里男丁稀少，

林家没有太多封建的陈规陋习，子瑄九岁开始研读经书，12岁进入揭阳

县第一女子学校，后来因争取男女同校成功就读于揭阳县榕江中学，并

在那里毕业。

 辛   羽

1924年子瑄的父亲

去世。

子 瑄父 亲 庄 杰 才 ，

入赘林家，获得族中老幼

的尊敬。只是连得七个女

儿，却没有男孩。当年妻

子即将临盆，他跑到罗浮

山去求神问卜，求得谶诗

所告，他此生将无缘见到

自己的男孩。因之前妻子

曾产男婴夭折，他害怕这

次的孩子又因自己的命运

而遭不测，就在孩子诞生

前13日，吞服鸦片膏身

亡。

家 族 遭 此 变 故 ， 一

群孤女寡妇哭断肝肠，还

得面对上门逼债的债主。

子瑄的大姐出嫁，身为老

二的她还在县城读书，连

夜步行奔丧回家，跪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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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7年间，她回中国报读上海美专教育系，游历名山胜

水，写生作画，生命获得另一种充实。

又是傲骨斗霜时

1937年她带着弟弟第二度下南洋，落脚于新加坡，在圣尼格拉

师范女校执教。临行前她与大姐在义安里故居门口下跪，以一块大石

为证，指天发誓：大姐在故乡照顾年迈母亲，她则外出谋生，支援家

庭。姐妹俩的意志要坚若磐石。这件事也作为她当年在一副作品中落款 

“磐”的注脚。为了鼓舞斗志，面对到新加坡任教可能遭遇的困难，她

在画上题写：“又是傲骨斗霜时。”

二战之后，岛国经济陷入瘫痪，饱经兵火之灾的创伤还待时间愈

合。教育的恢复也显得步履拖沓，许多儿童少年四处茫然游荡，有识之

士都为此深感担虑。

祖列宗面前，决然剪下两肩的长辫，宣誓此生不嫁。旋即披麻戴孝，以

男儿身主理丧事。

如果说两年前她为了完善自己的人生，在揭阳掀起爱国学潮，到衙

府情愿，争取男女同校，是个人的“修身”；那祠堂里的一跪则是“齐

家”的庄严承诺，此后悠悠岁月，她终其一生，倾情照料母亲弟妹。

因为他祖父母曾在坤甸生活，那里也有亲人故旧，因此，1926

年，子瑄毕业后，为了重振家业，她偕母亲、弟弟妹妹，重走祖父当年

的海路，远赴热带海域，来到印尼这个赤道横越的热土——坤甸。先在

那里担任教职，然后受天主教会的邀请，创办了善牧学校。此后40年，

她大部分的人生，就如一叶风帆，不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飘摇，总是

在教育事业的浩瀚汪洋里，坚定目标，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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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黄昏，子瑄的弟弟林子勤在勿洛海边散步，发现椰林环绕的

僻静之处，有一所空置的两层楼房，四周疏疏落落散居着一些贫困的捕

鱼人家。子勤觉得这荒凉屋子，地点适中，环境清幽，是个设立学校的

好地方。于是直接与屋主许锡林先生接洽，以每月60元租下这座传闻中

的“鬼屋”，创办了公立中华公学。

由于子勤缺乏办学经验，于是力邀已在教育界服务多年，并有办学

经验的姐姐子瑄参与。当时她在圣尼格拉师范女校任教，基于对弟弟的

支持，更本着推广教育的热忱，她义不容辞地加入勿洛公立中华公学的

筹办，负责向教育部申请注册准证与筹划学校的设备，学校得以在1946

年7月1日正式成立。

草创时期，学校资金短缺，林子瑄作为学校赞助人，不但义务为校

务奔忙，任劳任怨，还将每月在他校任教的薪金捐出三分之一给中华公

学。当时，在中华公学任教的几位老师都是义务授课，不领薪酬。学校

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50年，学生人数已从10几人增加到250多人，为

推进战后本地的华文教育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为华教开拓一片蓝天

1955年还在圣尼格拉师范女校任教的林子瑄，接到圣德勒撒教堂

的教士Stephen Lee神父邀请，担任圣德勒撒华英学校校长。此后，她

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为该校谋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力。她不只为学

校带来勃勃生气，治学的积极态度，更加强了家长们的信心，纷纷把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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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送来。她曾经拍了一张立于学校门口的相片，寄给老家的侄子，告诉

他们说这是她准备贡献终生精力的学府！她身体力行，毅然守职，为本

地艰辛的华教开拓了一片蓝天。

为了让小学毕业的学生得以继续学习，她在主持校政四年后，立

志增办中学部。本来增办中学部可向政府申请资助，但她为了避免日后

受到政治干扰，决定自己筹款，进程的艰难可想而知，而她怀着育人树

人的高度热忱，呕心沥血，披荆斩棘，一再体现出她胸怀壮志的大无畏

精神，以及先人后己的高尚情操。同事们记得她常常为了办理公事在学

校留得很晚，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就在学校宿舍住宿。面对增办中学部的

艰辛，她竭力为老师打气。对那些不专注于学业的学生，她更花费大量

精力去辅导，甚至让他们下课后在她的办公室里把功课做好。她循循善

诱，使许多学生懂得了自尊自爱自立。

六年后，圣德勒撒华英中学于1964年正式成立，迎来了第一批新

生。不幸，她竟因积劳成疾，罹患癌症，在学校成立两年后与世长辞。

林 子 瑄 对 故 国 怀 抱 赤 子 般 的 眷 眷 深 情 ， 对 落 地 生 根 的 新

加 坡 这 片 新 土 地 ， 更 立 定 志 向 ， 要 伴 它 地 老 天 荒 。 林 利 国 说 ： 

“姑姑生前就与我爸爸，也就是她惟一的弟弟商量好了，他们百年之

后，无论身躯或骨灰，都要留在这里。”

白旗袍——生涯的象征

在担任校长期间，林子瑄以模范的言行，给同事和学生们留下不可

磨灭的记忆。尤其是她的宽厚、悲悯，更使许多贫困的学生把她当成家

人一般爱戴。

黄燕梅在圣德勒撒华英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学部，家里无法负担费

用，林子瑄校长不但为她提供课本校服，每个月还给她10元零用钱。后

来不得已得退学帮补家用，林校长就让她在学校餐厅贩卖熟食以维持生

计，还收她为干女儿。她说林校长的宽厚慈祥，使她回学校工作就像回

家一样。

刘桂兰是圣德勒撒华英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她们三姐妹都在圣德勒

撒华英学校读书，由于家境清贫，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校长只收

两人的学费。她母亲常对人说：“校长的为人‘无处找’（福建话‘难

得’的意思）。”

黄燕梅还说，林校长的饮食简单，粗茶淡饭即可。而对需要帮助的

人，却总是慷慨解囊。她说：“林校长从不放弃给他人带来好的影响的

机会。”

林子瑄远在中国故乡的侄子，有一次在老家的抽屉里发现了两把

类似的铁尺，分别刻着三个字，一把刻“待己严”，另一把刻着“待人

宽”。祖母告诉他，这两把尺是林子瑄当年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做的，刻

下的正是她做人的准绳。

无论是同事、学生、亲人，都不会忘记林子瑄一年到头，无论居

家，上班或出游，都是一袭白旗袍。翻阅1963年本地艺术家玛戈的著作

《泰柬旅游漫记》，发现当年身患癌症的林子瑄，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与

追求，也参加这个“十人画家”团到泰、柬两国旅游写生。这本著作中

所附的照片，一行众人当中，她的白旗袍如此皎皎鲜明。白旗袍代表了

她的简朴、纯洁与高尚，为了改进人们的生命素质而奋斗，她为大众提

供了宝贵的教育机会，使人终生受益。白旗袍，也成了她生涯的象征。

她的侄女林利国记得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姑姑会带着年

幼的她，长时间跪拜在圣德勒撒教堂前塑像的沙地上，虔诚祈祷众生的

福祉，跪得她们的膝盖隐隐作痛。很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姑姑是以自己

的受苦，求得众生苦难的救赎；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像涓涓清泉，长久

地滋润，感化着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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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教育让我通晓双语
访问同敬学校校友吴女容女士

已
经退休的吴女容女士十分庆幸自己当年报读了同敬小学，从

小接受华校教育，让她受益匪浅。华校教育，让她通晓双

语，今天能以华语和英语与人沟通。她至今仍以接受华校教

育为荣，她也为已消失的母校感到惋惜。

我们：您是哪一年入读同敬小学？

女容女士：已经不太记得了。大概是1959、1960年入读的。然后

1964、1965年毕业。

我们：为什么会选同敬小学呢？

女容女士：当然是因为近啊。以前我住在芽笼29巷，到同敬小学非

常方便。后来搬去阿裕尼，每天要走大概半小时的路到学校。当时，新

加坡的家庭都流行把孩子送进英校，父亲和祖母却犹豫不决，不想让我

读英校。结果在他们做好决定时，已经错过了报名的日期，我因此迟了

一年才上学。

我们：有兄弟姐妹同校吗？

女容女士：有啊，三个弟弟里面，二弟与我同校，家人让其他两个

弟弟读英校。

我们：那时您是和弟弟一起上学吗？

女容女士：那时我搬了家，新家附近并没有人报读同敬，所以每天

我都是一个人去上学。我好像没有和弟弟一起上学的印象，可能是上下

午班不同的关系。

我们：请问当时您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女容女士：呵，我在学校每一年都得到品学兼优奖。这个奖是给每

年排名前三名的学生，记得那时候我跟另一个女同学每年竞争第一名，

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后来这个常和我竞争的女同学和其他同学进

了德明政府中学，只有我一人去了中正中学总校。

我们：有哪位老师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女容女士：同敬的校长和老师全部都非常好。给我印象深刻的老

师，一位是教历史的董老师，上课时总是穿着旗袍。那时候的老师可能

都比较宠爱乖和成绩好的学生，所以董老师对我特别好。另一位是教音

乐的陈老师，当时我们都不怎么会唱歌，音调都怪怪的，陈老师因此常

说：“不入调，不如回家去抬轿！”这句话给我们印象深刻。还有一位

教英文的何老师，和我们一个学姐师生恋，两人后来结了婚。

我们：毕业后还有和这些老师碰面吗？

女容女士：我们几个同学知道董老师的家，刚毕业时，经过她的家

都会在门口张望。另一位教数学的陈老师，脸上有一颗痣，我们去过他

的家玩，过年时也去。后来因为大家都忙了，就很少去找老师聊天。现

在这些老师还在的话，都八九十岁了。

我们：那同学呢？还有保持联络吗？

女容女士：刚毕业的那几年，我们还常常一起出去，过年也会去同

学的家聚会。我还记得班长叫郑长明，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也都记得。

后来他们都去了德明，只有我去了中正，大家各自都交了新朋友，就越

来越疏远了。一位住芽笼27巷的同学，我星期天常去他的家看电视。后

来他去了英国学理发，学成回国，我们还有碰面，他也为我理过发，但

最终还是失去了联络。

                            欧觉心                 石了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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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敬小学是几时关闭的？

女容女士：记得弟弟告诉我同敬搬去了大巴窑，所以我一直以为同

敬只是搬了而已。过了几年后，才发现学校已经关闭，所以不知道是几

时消失的。

我们：发现学校关闭后，您心里有什么感受？

女容女士：呃，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很多学校

因为地区发展必须关闭还是搬迁的消息，慢慢也就麻木了，不再那么伤

心。

我们：学校虽然关闭了，你还是以身为同敬小学的学生为荣吗？

女容女士：那当然。我在同敬小学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回忆。记得我

们学校曾和其他小学，如南侨和菩提在巴耶利 举行运动会，我代表学

校参加赛跑。其实我并不怎么会跑步，跑到一半还跌倒，却能站起来继

续跑，当时同学都为我鼓掌。

我们：除了语言上的差异，您认为读华校或英校有差别吗？

女容女士：我没有读过英校，所以不太清楚差别在哪里。我的大学

是南洋大学，后来也关闭了。不过，我感觉和读英校的表姐在作风上是

有点差别。

我们：您有后悔没有读英校吗？

女容女士：没有。我很庆幸能读华校，掌握华文，还能掌握英文。

如果是读英校的话，要从头学习华文是很困难的。

n 作者为南洋初级学院高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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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生有尊师重道、饮水思源 
的传统
访问武德学校教师吴惠娟女士

今
年 7 3 岁 的 吴 惠 娟 女 士 曾 是 已 经 消 失 的 武 德 学 校 的 老

师。1959年到1976年，她在那里教书。

1958年她高中毕业，受一位朋友之邀，去了武德学校当华

文老师。学校距离她家不远，这样一教就教了18年。

她说那个时代的学生和现代学生是有差别的。当时的学生比较简

单，尊敬师长，有尊师重道及饮水思源的精神。一般的家庭背景多属于

中下层，有些家长不识字，却都很尊敬老师。

刚进去教书时，学校还是刚开不久。她教的那一班只有10多名学

生，年纪从12岁到15岁，和她的17岁相差不远。因为年龄相差不远，

他们“师生”的关系是蛮好的，有几个到现在还和她联络，孩子结婚晚

宴还会请她出席。

当时师生年龄虽然相差不远，一旦做错事，她还是会处罚。惠娟女

士说：“我上课还是蛮严的，下课后有什么事则会尽量帮忙学生处理。

直到现在，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已经60多岁了，和我见面还是蛮拘

束的。”

她教的第一班学生，也就是武德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六年级会考成

绩公布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听说自己不及格，被同学传说她要自杀。当

时大家都很慌，连她这位做老师的，也出动去找这名女生。幸好，找到

这名学生时，她人还好好地在家，没有去自杀，这事件给她留下深刻的

印象。

还有一名男生，上课很不听话，也不做功课。他家贫，半工半读，

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去摆地摊，档口就在惠娟女士的家附近。虽

然他常常因为不做功课被惠娟老师处罚，可是在摆地摊的时候，一看到

老师走过，会立刻起来打招呼：“老师！来！”他卖铅笔、橡皮擦小文

具，都会送老师一份，完全没有记恨在心。

惠娟女士说，当时的老师和校长都用体罚，体罚是被视作教学的

方法之一。华人一句话说：“不打不成器”。因此，学生不能不打。她

自己并没有经常打学生。要用到藤鞭来处罚的学生，一般是犯了欺骗、

逃学等比较严重的错事。至于，不交功课，则最多是在课室前面罚站。

如果很多次都没交功课，则会被罚在休息时段留在课室，或者用藤鞭打

手心。一般的体罚都只是打手心，不能伤害到学生，否则，家长也会投

诉。

在武德学校教书，她最记得那位既严格又严肃的老校长。老校长从

中国来，在新加坡没有家属。听说他从前是个军官，人非常严肃，他用

                           申孟轩                 陈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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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和老师不一样。他经常把犯错的学生留在办公室里，要学生

面壁思过。如果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比如逃学、偷东西、欺骗之类，

老校长会在隔天周会，拿一支很粗的藤鞭，当众体罚，并同时警告其他

学生。他的“鞭刑”，只要打了一下，受罚的学生就很紧张很痛了。一

般校长会打三鞭，这是很让学生吃不消的处罚，所以学生都很怕校长。

只要对学生说：“不听话，带你去见校长，”学生就乖乖了。

她曾经听过一名家长投诉，说某某老师把他的孩子打到有伤痕。校

长告诉他：“你的孩子在我们学校读书，就要让我们来管。否则，请你

把孩子转去别的学校。”所以家长不会无缘无故来投诉，他们都很敬畏

校长。

谈到难忘的事，她记得有一次上课，一个学生说他头疼。她随即给

他吃了一颗圆圆的止痛药。不料，这名学生却吞不进那颗药丸，哽在喉

咙，给他喝水也吞不下，脸色青白。她慌起来，赶快请校长来，还是没

有办法，最后只好叫救护车来赶快送进医院。这个教训让她明白学生有

什么病痛，做老师的，不能随意给他们吃药。

惠娟女士知道学校是在1981年关闭的。她离开时，学校还有几十

名学生。她听说学校关了门，感到很伤感，不过也明白那是迟早的事。

因为那时读华校的人越来越少，不只武德学校关闭，其他小型的华校也

陆陆续续关闭。她悲伤的不单是和同事、校舍告别，也为没有人再读华

校感到悲哀。

 然而，学校虽然关闭，她们和一些老师还保持联络。当时学校

规模小，同事之间的感情比较好，师生的感情也好。在路上碰到一些已

经长大认不出来的学生，学生还会主动上来叫她。他们会说：“老师你

不认得我？我是武德学校的某某某某。”有时经过实龙岗路以前武德学

校的校园，她总会回头望望，心里满是感慨，往事只能回味。

她的三个孩子，第一个送进华校，第二个女儿送去英校。后来觉

得还是华文教育比较重视纪律、道德观念，所以第三个女儿送进了一所

华族传统很深的学校。她们家还是认为传统道德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很重

要。

华校凋零，那时武德学校采用“后进先出”，比较迟进去教书的老

师先离开，教了很久的元老留任，来处理多出来的老师。所以惠娟老师

先离开，到英校去教书。在英校她发现不只是校风，学校的管理、同事

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英校的设备比较好，有新的科技、先进的教学器

材，这些都是武德学校没有的。在武德教书，如果要用到录音机，她必

须从自己的家带去。所以，初到英校，她受到很大的文化震荡！

现在政府要给建国一代一些好处，尊敬他们，惠娟女士认为那是应

该的。华校培育出不少优秀的学生，有些成了成功的商人，有些还成了

议员，对新加坡作出了不少贡献。

n 作者为南洋初级学院高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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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申公立新民学校
Shin Min Public School

创 校 年：1946年

创 办 人：淡申海南山区地方领袖

创校校址：新民路159号

停 办 年：1987年

创校经过：

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沦为日本军阀南侵的占领区，经过

三年八个月悲惨苦难的日子，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保障，学校教育也中

断。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国家光复，教育事业才得以恢复。

当时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在全岛，发起筹划如何复办原有旧校或创

办新校的计划，情绪高昂，反应热烈，淡申区也不例外。

海南山区地方领袖：李福星、周万成、李庆丰、何子秀、许瑞麟、

沈明发等发动邀请该区及邻近之红毛丹格区及乌桥区的热心教育人士共

同磋商，希望能联合一致，集中精力，实行统筹统办，创办一所大规模

的公立学校，结果反应良好。1945年11月举行三区联席会议，经详加

讨论后，会议决定：

• 校名订为：公立新民学校；

• 正式成立学校董事会；

• 各区分别发动筹募创校基金；

• 校舍分别选定：

1. 海南山区：利用“日本园”现成的前日本敌产为总校；

2. 红毛丹格区：借用“九峰岩”戏台，改为两间教室，作为第一

分校；

3. 乌桥区：借用“中亭庙”戏台，改为两间教室，作为第二分

校；

• 聘请校长，筹备开学事宜；

• 将旧仓库及戏台等改为教室，并利用拆下不适用之建筑物的材

料，改造为桌椅及教学用具等。并聘请林仰之为校长，主理一

切事务，在群策群力，衷诚合作下，因陋就简，学校在1946年

春季正式开学。

学校简史：

学校初创，学生人数三校共有450名左右，以当时而言，规模可谓

不小，但经费方面，却捉襟见肘。每月学费收入，不足发薪金给教职

员，开销更无着落，董事于是发动向区内的商店及热心人士认献“常月

捐”。

创校期间，三区分别劝捐，共获8000余元，但创办费用，却达1万

多元，仍然入不敷出。惟有东借西欠、困难之处不言而喻。后来决定举

行游艺会筹款，筹得3000元左右，才能还清债务。

但日常经费、教师薪金，仍然无法应付。日积月累，苦不堪言，三

区董事意见分歧，导致1949年决定三区独立，各自发展。红毛丹格区之

第一分校改名为醒侨学校；乌桥区之第二分校改名为中立学校；海南山

区之总校，仍保留原有 “公立新民学校”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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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敌产部公开拍卖日本园地产，计48英亩，包括该校校址

在内，由赖恩和医生购得。赖医生本要发展为住宅区，经学校董事接

洽，商购校地，赖医生答允割让，学校即刻组织“购买校地委员会”，

终于如愿以偿，完成购买校地盛举。从此基础稳固，顺利发展。

学校校址，旧名“日本园”。因在战前，是日本新大昌渔业公司私

有产业。战后学校创设于此，仍称“日本园”。直到50年代，董事部向

乡村局申请，把从淡申大路通往该校直到山背后之九条桥这一条乡村道

路，命名为“新民路”，而今“新民”已成为该地区之一种统称。溯其

根源，乃先有新民学校，才有新民路，接着才有新民汽车工业中心、新

民组屋区、以及各种商店，成为新民区。

该校自创办以来，学生人数日增，至60年代达最高峰，计1300余

名，直到80年代末期，家长们为了子女的职业前途，多选择英校，人数

开始下降。加上附近发展碧山新镇，原有居民，多迁往宏茂桥与义顺等

区，影响所及，至1987年底，人数不足200人，时势所趋，无可奈何，

惟有宣告停办。42年来，在历任董事和校长教师合作下，辛勤耕耘，负

起时代的教育任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社会，作出大

贡献。

停办后续：

淡申公立新民学校，虽在1987年停办，但留下三英亩校地尚未解

决，不到一年半载，校园里杂草丛生，积水不通，大树倒在马路中，废

弃的校舍又发生过几次火患。各部门都在追查地主，而当时的校地信托

人只剩下两位体弱的老迈者，结果，退休的最后一任校长责无旁贷，继

续为校地问题奔波忙碌。

经过多方联络，找回部分校董，组成“校地管理委员会”，并邀

请淡申区的国会议员梁汉基先生为顾问，聘请姚志明律师负责向高等法

院申请改换用途及售卖校地等事务。经过五年，终于获得高等法院的批

准，并由仲量行负责公开投标售卖校地事务，结果售得2060万元。

1993年5月8日，“淡申新民基金”正式成立，目的为保存这笔基

金。每年收益，分别捐赠给各教育与慈善机构，对国家社会，贡献力

量。

新民学校虽不复存在，但其继承者——淡申新民基金，将永远屹立

在淡申海南山区，继续为教育与慈善服务。但愿此股小溪流，能够永恒

地细水长流。

历届董事长：

李福星

周万成

李庆丰

林   振

周达三

历届校长：

林仰之

杨炳东

周   维

黄种隐

林   荣

张建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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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一理念，宁愿牺牲自己的休

闲时间，帮助学校，使学生受到更好的教育。

学生们生活贫苦，有些连学费都交不起，只能选择半工半读。有见

学生的困苦，裔烽先生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教育他们，使其成才。学

生们出于感激之情，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逢年过节，不管家中生活有

多苦，都会送老师新鲜鸡蛋、蔬菜与水果等小礼物，以示谢意。亲密的

师生之情今天已经少有。

裔烽先生的教育生涯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教导一名四年级周姓女

生的经历。

周同学脾气暴躁，犯错后屡劝不改。假期中，裔烽先生在同班学生

陪同下去她家做家访。周同学远远看到他们来，便向他们丢石子，像赶

鸭子一般地想赶他走。但裔烽先生并没有因此任由周同学一错再错。无

论周同学多么无理取闹，他还是成功进入她家，同她的父母面谈。

过了一段时间，他已把此事淡忘。在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上，司

令台的扩音器突然传来呼叫裔烽先生的声音。到了司令台，才得知是学

校的董事长要与他见面，这令他错愕不已。学校的董事长是负责学校运

作经费，策划学校发展事务及聘用或解聘教师等高层决策。董事长突然

要与他会面，肯定有要事，这让他心里忐忑不安。

不料，年过70的周董事长见到裔烽先生时，却是向他鞠躬表示歉

意，令他大吃一惊。原来经常无理取闹的周同学是董事长的孙女，董事

既要教书  还要教人

年
近花甲的宋裔烽先生曾于淡申路公立新民学校等10所学校

任教，是位资深的小学华文教育工作者。他将自己的一生

贡献教育，至今依旧诲人不倦，继续为新加坡培养国家栋

梁。他不断为我国的发展默默付出，回馈社会。

当时的公立新民学校在郊外，下雨时校舍屋顶常漏水，学校的图书

馆曾于二战时期被日本军队强占。虽然环境艰苦，裔烽先生却觉得生活

朴素，即便没有电视等高科技产物的享受，生活过得很充实。

那时的校工与部分老师一同住校，他记得校园里有块空地，校工一

家除了尽职尽责做好本分，还会在空地上种菜、养鸡，自力更生，吃不

完的拿出去卖。还有，当时的厕所是简单的茅房，常有清洁工挑着粪桶

清理，裔烽先生有过在方便时受干扰的尴尬经历。

以前乡村的房屋如四星散落，没有大牌小牌的门牌号码，使裔烽老

师做家访，必须像走迷宫般摸索。有些学生家中养狗，他还要随身携带

雨伞自卫，以防不时之需。听裔烽先生以上所述，我可以想象早期的教

书生涯是多么的辛苦、艰难。然而，老师们却都能倾囊相授，学生人才

辈出，奠定了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这群先贤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实在

令人敬佩。

当时的华校，多数都是民办，经费有限，身为教师都倾全力帮忙

学校，如利用假期，回校准备活动的相关材料。活动中的项目，图腾标

志，老师们都亲力亲为，设计并制作，为学校省钱。老师内心深处都秉

访问淡申公立新民学校教师宋裔烽先生

                         耿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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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认为是没有做好家教，孙女才对老师作出失礼的行为。裔烽先生这才

回过神，感到虚惊一场。他因此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长不计身

份、年龄、地位，对教育工作者那种发自内心的尊师重道精神，留下深

刻印象。这与今日部分家长对待教师的态度，真有天壤之别。

裔烽先生秉持中庸之道，以平常心待事。他认为无论从事什么工

作，只要尽心尽力，便可无愧于天地。作为教师，不可为钱财所迷，而

应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是教育学生成才。现今社会追求物质享受，为人

处事都以利益为先，让他深感遗憾。而当今国人利益熏心，有一部分人

也曾是他的学生。为此，他深感愧疚。他强调，教师既要会教书，更要

会教人。

n 作者为华侨中学中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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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立志办杏墩
华校教诲永长存
访问杏墩学校校友潘慧民女士、潘怡民女士、潘幼民先生

潘
家三姐弟的父亲——潘留秦先生，凭坚韧毅力创办了杏墩

小学，并从1937年到1941年担任杏墩校长。

潘家大姐慧民女士小时候跟随父亲从唐山南来新加坡，见

证了父亲早年创办杏墩小学的辛苦。她说：“父亲从中国南安来到新加

坡，看到姓潘的人聚居的潘家村，村民全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靠着种

植和养猪、养鸭为生。父亲决定为潘家村尽一己之力，改变村人没有受

教育的命运。”

潘留秦先生在潘家村祖庙旁边的戏台教书，开始了学校的雏形。当

时他身兼校长、教师、校工三职，一手打理这所“学校”。后来还发动

了高年级的学生帮忙教导年纪小的孩子，学生人数开始增多。当时的社

会重男轻女，女孩子大多留在家里做家务，潘先生于是鼓励村民让女儿

到他的学校接受教育。

慧民女士说：“父亲为杏墩小学辛苦付出，学校的办公室甚至一度

也成了我们一家人的卧室。”

慧民女士的弟弟怡民先生和幼民先生都在杏墩小学完成了六年的

小学教育，他们最回味学校浓浓的人情味。他们说：“那时校内没有厕

所，休息时间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最近的厕所。学校也没有食堂，但村

里的老人时常带着食物来探访我们，让我们一碗接一碗地吃，喂饱我

们。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很满足。”

二次大战后，杏墩校舍破旧不堪，面临倒塌的厄运，学校发动师生

演戏卖票筹款，很多村民也纷纷前来帮忙。杏墩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的支持下，终于重建了校舍。

潘家三姐弟最难忘的是富有人情味的同窗情谊：“我们同学之间

的关系很好，现在还经常保持联络。以前学校规定我们回去大扫除，大

家一起洗桌子、洗椅子、洗墙壁，乐得很。我们寓工作于娱乐，边做

边玩，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同学都是邻居，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互相帮

忙。”

他们三姐弟的成绩优异，都曾向报馆投过稿，帮补家用，减轻父母

的负担。父亲每个月订一本《儿童乐园》给他们阅读，并教他们描红。

                         范怡雯                 林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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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管教严厉，让他们很羡慕村里其他孩子能无忧无虑地玩耍，但他们

都能理解父亲望子成龙的苦心。

怡民先生和幼民先生就读杏墩时，老师们都是从潘家村外聘回来。

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彭老师，他常带同学到植物园等地郊游，通过实境

学习加深了解。也有些老师比较严格，要求学生每天听写英语单词。说

到这里，怡民先生不禁笑了起来：“以前真的很讨厌天天要学听写，但

是现在却受用无穷。当时学校注重道德与传统，老师都会举实际例子，

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孝敬父母，体谅父母的辛劳，教导我们一定要帮忙做

家务，帮忙养鸡养猪。老师对语言也非常重视。英文老师很严厉，每天

都逼我们学习五个英文生字，还有马来文。当时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马来文是必修课。”

杏墩小学原来只为潘家村的小孩提供教育。50年代，学校积累足

够的经费后，有了更大的规模，不但成立了董事会，还向教育部申请成

为受认可的小学。然而到了后来，家长们普遍认为读英校的孩子前途比

较好，找工作容易，起薪又和华校生有明显的差距，纷纷把孩子转到附

近的英校读书。杏墩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最后在1970年左右关闭了。

幼民先生分享了他对华校的看法。他说：“二次大战后，很多人移

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安定下来，生儿育女，人口增长很快。如果当时

没有华校，很多孩子会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可以这么说，这些消失的华

校可算是新加坡教育界的‘元老’，它们最大的贡献是传承文化，为新

加坡人保留了华族文化的根。”

n 作者为南洋女子中学校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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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华学校（小坡）
Sheng Hwa School (Seah Street)

创 校 年：1935年

创 办 人：海南社群

创校校址：美芝路／佘街41号（海南三街前京都酒店原址）

停 办 年：1974年

学校简史：

醒华学校战前设在美芝路，供居住在海南街一带海南人的子女接受

华文教育。

战后搬到俗称海南三街的佘街。这里是三间三层楼相连的战前旧

屋，原本是一间左翼职工会的会所，因为殖民地政府的查封，会长闻风

逃往中国。醒华这时正好校舍不够用，知道佘街有三间店屋人去楼空，

醒华校长陈达琚连同学校顾问符致逢、董事长卢宁、副董事长黄正本及

董事梁安云等，便找店屋的业主洽谈，请他把店屋租给醒华学校。业主

起初不答应，不料醒华董事们先斩后奏，搬进去再说。业主看到三间店

屋已经变成学校，想不同意也不行。于是只好和醒华校董谈屋租，以每

间150元，三间共450元出租。

历任董事长及校长：

醒华董事会：顾问符致逢、董事长卢宁、副董事长黄正本及董事梁

安云等。

醒华创校校长是陈贵轩，卸任后，由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念过书的

王子名填补空缺。王子名做了一年多的校长，考到同济医院的驻院医师

执照，便放下教鞭，悬壶济世。接他棒子的是早年毕业于中国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擅长画画的陈达琚。陈校长画鱼名噪艺坛，他一幅幅活泼生动

的‘鱼’作品，常被人争相收藏。那时金鱼画家，陈达琚独步，没有第

二者。

醒华最后一任校长是符飞鸿。符校长对琼剧很有兴趣，曾为本地一

些琼剧团体写过不少剧本。校长擅长写琼剧，在本地来说，符校长可说

是第一人。他也是电台琼语新闻报告员，曾任符氏社社长。

学校特色：

醒华学校位于海南三街，居民密集，住在附近的孩子，很多都成了

醒华的学生，学校每天传出琅琅读书声。醒华没有运动场，学生经常把

住家后面的草场当作运动场。晚上醒华有成群结队的中学生来上英文补

习班，醒华校友会在当时也是活跃的组织。

学校停办：

70年代，政府组屋在岛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市区的人口越

来越少，醒华学校的学生大减，董事部只能在1974年结束校务。

首届董事长：

卢   宁

历届校长：

陈贵轩

王子名

陈达琚

符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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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亚启蒙学校
Heng A Khe Bong School

创 校 年：1970年8月

创校校址：大巴窑二巷392号

创 校 者：爪哇商务公局

停 办 年：1992年

创校经过：

上世纪70年代因受市区重建影响，兴亚学校和启蒙学校两校学生

人数日益减少。1971年两校合并，成立兴亚启蒙学校，因为新校舍还未

建好，新校在兴亚学校原址上课，直到1973年才迁入大巴窑新校舍上

课。

学校简史：

1918年创办的兴亚学校和1920年创校的启蒙学校，从战前到战后

的办学成绩都很好，培英育才，遍布各地，对社会贡献颇大。两校合并

后，聘请朱季华任校长，加强双语教育，以配合环境的需求。学生人数

逐年增加，始终保持在1600名左右，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小学。

在董事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老师尽心教导，学校在各方面的发

展，都取得好成绩。学生无论在学业或课外活动的表现，都相当优越。

学校重视传统华校的道德教育，每周订下一个德目，作为该周学生

的品德训练。在董事会的经济支持下，学校设有视听室、图书馆、科学

馆等设备，还有配合美育教学的音乐室、美术室等，为学生提供发挥才

华的园地，因此学生日益增加。1978年，学生人数达到1808人，可说

是一所大型的小学。

配合环境的需求，学校也增设英文源流班级，但学校还是注重华校

的办学精神，重视华文水平的提高，所以在1980年的小六会考，兴亚启

蒙学校的学生，华文会考成绩取得特优者高达97%，英文及格成绩也有



81%，成绩不俗。而学生的课外活动，也表现得很不错，无论是歌唱、

舞蹈、铜乐等表现优越，受到人们嘉许。

90年代，学生人数锐减，迫使学校在1992年停办。　

学校成绩：　

兴亚启蒙学校获得爪哇商务公局诸董事的大力支持，设备十分完

善。各类教学设备，应有尽有，学校设有语言室来加强学生的双语能力

和应用能力。学校扩大图书馆的设备，并举行阅读比赛，鼓励学生写阅

读报告，出版壁报，积极进行阅读写作活动，所以兴亚启蒙学校的学

生，写作能力都不错。学校也设有科学馆、数学室、音乐室、美术室，

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进行课外进修，发挥潜能。

学校积极推动并发展课外活动，也取得出色的成绩。学校的铜乐

队、歌咏队、舞蹈、戏剧等表演，都获得社会人士好评。体育方面的篮

球、乒乓、足球、羽球，在小学校际比赛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学校发

展德智体群美五育的成绩相当成功。

学校董事长：

邱继藩

学校校长：

朱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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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华校的毕业生
可谓是“开国元勋”
访问兴亚学校校友洪南宽先生

垂
暮之年的洪南宽先生，很庆幸自己曾是一名华校生。虽然

那时华校并不受到政府重视，毕业生多数只能成为学校教

师，但是同学之间却感情深厚，人情味浓郁。华校的老师

十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及人格发展，使得他受益匪浅。学校师生和睦

共处，一同进步。洪老先生十分怀念自己纯朴的童年和在华校日子里的

点点滴滴。

华校教育对造就新加坡繁华社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当时的华

校生也许并未出人头地，生活贫苦，但恪守三纲五常，各司其职，默默

地为社会付出，促进国家的发展。当时的华人皆明白自己的根为何物，

待人处事都保留了传统习俗，从而塑造了现今新加坡独一无二的中华文

化。

戴广靖：请问您小学读哪所学校？有兄弟姐妹同校吗？

南宽先生：我小学在兴亚学校就读，父母给我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

离家很近，在直落亚逸区，旁边就是新加坡福建会馆。当时并无兄弟姐

妹与我同校，有位堂哥在另一所华校读书。

戴广靖：请问您当时在学校是一位怎样的学生？

南宽先生：我基本来说，是一名乖学生，不会调皮捣蛋，那时的校

长和老师都对学生很好，十分尽职，重视学生们的学业成绩，常常留学

生在校补课，每天很晚才回到家，我因此能以全校前10名的成绩毕业。

不过我们犯错时，肯定会被严惩，被老师用戒尺打手心是家常便饭。记

得有一次我偷懒，请堂弟帮忙做作业，被老师发现，挨了他一顿臭骂。

苏恺杰：那时您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好吗？现在还有来往吗？

南宽先生：当时男生占多，女生略少，可大家都合得来，关系良

好，虽然不是 “死党”，却都是好友。

戴广靖：请问在校期间，有什么人或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南宽先生：要说印象深刻，就要谈到新加坡的“五一三”事件。那

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生，有机会目睹华校生齐聚一堂，华侨中学学生带

头抗议政府抽调少壮男丁服兵役，大家都不愿当英殖民地势力的炮灰。

我虽然没参与这场学潮，事情经过却历历在目。

苏恺杰：请问学校关门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当时您是怎么知道

这项消息？

南宽先生：如果我没记错，学校是在1960年代关门的，我那时已经

开始工作了，我好像是听到传闻才知道这消息的。当然，心里会依依不

舍。

苏恺杰：请问整体来说，您怎样看您的母校？虽然已经消失，您是

不是还以身为这所学校的学生为荣呢？

南宽先生：母校是孕育我成长的摇篮，我当然会以身为这所学校的

学生为荣，我们当时的毕业生，可说个个都是人才。

戴广靖：请问您的孩子现在在哪里读书？是英校吗？

南宽先生：我的孩子和孙子都是英校生，因为大势所趋，新加坡社

会西方化，为了他们好，所以送他们去英校就读。这样一来，更容易适

应新环境。

                         戴广靖                苏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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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恺杰：请问您感觉在英校读书和在华校读书有差别吗？

南宽先生：差别可大了，殖民地政府偏袒英校，经费都给了他们，

华校只能靠自己筹钱运作，很不公平，那时候的华校生基本上不与英校

生来往。英校生个个时髦，吃好穿好，华校生的生活却不是很富裕。两

种学生最大的不同是，华校生除在学业成绩上下功夫，也重视人格发

展，我们都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恪守三纲五常。

戴广靖：请问您怎样看当今本地社会的走向？与以前是否不同？

南宽先生：现在的学校均已英校化，课堂上以英语沟通为主，总体

华文的水平下降。学校注重个人表现，社会以文凭挂帅，忽略群策群力

的重要性，这导致本地人情冷淡，以保全一己之利为上。

苏恺杰：请问当日华校对新加坡所做的贡献主要是什么？

南宽先生：那时的华校教育奠定了新加坡成功的基础，以前华校生

也许不是出类拔萃，却尽职尽责，默默地为社会付出心血，促进国家的

发展，也塑造了新加坡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现在许多成功人士身后，

都有作为华校生的父母与长辈等督促，华校的毕业生可谓是“开国元

勋”。

n 作者戴广靖为华侨中学中四学生                                                                                            

苏恺杰为华侨中学中三学生



消
失
的
华
校

228

记一次60年后的相聚
访问星幼附小校友林瑞年先生和刘培芳女士

2
014年3月5日，在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的三楼，林瑞年先生和刘

培芳女士，两位昔日星洲幼稚园附小的同学在此相会。他们愉快

地交谈，追忆往事，时间仿佛也随着他们的回忆回到60年前。

星洲幼稚园附小？怎么不是星洲小学附幼稚园？而是星洲幼稚园附

小？小学附在幼稚园里？一个名字让人听来很有趣的学校，他们两人便

是就读于此。

瑞年先生从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一直担任班长。他那保存至今

的成绩单上全班第二的名次以及满分的“公民”科足以证明先生当时的

优秀。而先生日后的成就想必与学校名师的教导以及自身的认真勤奋是

分不开的。培芳女士则相对比较活跃，别看她现在是一位知名作家，儿

时的她可是一名运动健将，她回忆道：“记得一次参加华校运动会，赛

前一段时间学校组织去政府大操场训练，天没亮就赶去，训练完赶回学

校，第一堂课已经上了一半。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开心。”

交谈之中，培芳女士发现了一张瑞年先生带来的剪报，她惊讶地说

道：“你怎么还留着！”说完她将剪报摊到桌面上，那是一张结婚照的

剪报。

瑞年先生向我解释道：“照片中的这对新人是当时学校里的两位

英文老师，新郎是刘静文老师，新娘是林文斐老师。”培芳女士笑说： 

“为两位老师牵红线的人是我。”

                         赵东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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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替老师牵红线？听得我一头雾水。细聊之下才知是一桩校园趣

事。

培芳女士说，有一次，刘静文老师托她送一块蛋糕给林文斐老师。

文斐老师向她问明来由后，带着羞涩的笑意收下蛋糕。借着这块由学生

刘培芳传递的蛋糕，这两位老师开始交往，并且终成眷属。这段“蛋糕

传心声”的爱情故事，也在校园传为佳话。在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仍被

大家津津乐道。

瑞年先生后来从医。他谈到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对后来行医事业

辅助良多。他感慨道：“从小在华校打好的华文基础对于行医的人非常

重要！病人在病痛时，情感最脆弱，这时医生能用他熟悉的家乡话来交

谈，这对病人是莫大的贴心安慰！华校生多能够掌握华文、英文，还有

很多种方言，病人会更愿意选择这些医生为他们治病。”管中窥豹，可

见一斑。华校毕业生对新加坡的医学界、服务业，甚至整个社会的贡献

是无可估量的！

谈及儿时的华文教育对日后学业以及就业的影响，瑞年先生与培芳

女士根据自身的发展，给出了相差较大的答案。

瑞年先生表示早期由于英文功底不扎实，导致了日后在专业方面的

湛深修养有了阻碍。培芳女士大学毕业后进入报馆工作，接触华文的机

会非常多，儿时打下扎实的华文基础，让她受益匪浅。她后来写的华文

好文章、好报道数量很多，是一位有名气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两人同时表示，受英校教育的孩子与家长的代沟比较小，而华校培

养出来的孩子则会更谦虚。

最后，当我们再次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时，培芳女士说道：“当时的

华人社会，不论是工业界还是商业界，都有献身精神，为华人社会出钱

出力办教育。学生专心上学，老师认真教书，大家的目标都很明晰。”

由此看来，当时的华文教育质量，和学校校园的大小无关，也和学

校设施的优劣无关，重要的是它具备了人文精神。培芳女士说：“能在

华校读书，就是幸福！”

瑞年先生与培芳女士的母校虽已消失，但华校的风骨犹在；华校培

养的人才无价；华校的精神不朽！

n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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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是“妈的” 
Father 是“发的” 
星幼就学趣事
访问星幼附小校友周全生先生

访
问周全生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刚过80高

龄，白发苍苍却脸色红润，说话声音浑厚，走起路也苍劲

有力。

提到当年的华校，他认为学校除教导学生读书识字，还向学生灌输

修身养性、忠孝仁爱和礼义廉耻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修养和爱国爱民的心

怀。

1946年他在柏城街（Peck Seah St），星洲客属总会主办的“星洲

义务学校”插班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开始了战后的正式学堂求学生涯。

原本在战前他的父亲已替他报进珍珠山小学，因为沦陷学校停课。战后

他们家从廖内吉里汶岛避难回来，想再回珍珠山小学复学，却遭到校方

以超龄为借口拒收。他父亲一怒之下，就让他跟着兄弟和姐姐到民众义

务学校去上课。半年后，他转到隔壁街——道拉实街（Tras St）星洲幼

稚园附属小学（简称“星幼”）读高小一年（就是小学五年级）。

聊到70多年前在星幼学习期间的趣事，全生先生还是相当兴奋。

他谈到和黎见恩、李以马，三人学起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天，三

人买了饼干、汽水在学校天台上起誓结为兄弟。黎见恩为大哥，全生先

生居中，李以马是老幺，三人各差一岁。正所谓“臭味相投”，才义结

金兰。

有一次，三人在周会上私语被许荣端训育主任叫上讲台各打手心三

下。学习英语的时候，他用华文注写英文的发音，如mother注写为“妈

的”，father注写为“发的”，horse则为“好事”等。后来被英文老师

发现，随手拿起钢尺就往他的手掌背敲打了好几下，其痛无比，从此以

后他只好用死记来读英文。

还有一件对他意义很大的事情，是戴益强同学教他用“四角号码”

查字典，让他终生受益不浅。至今他除了用汉语拼音，仍然用四角号码

查生字，一本用了几十年都不换，附有〈四角号码检字表〉的字典还在

书橱放着。可惜的是，戴益强同学比李以马同学更早就去见上帝了。

这些同学中，他除了和结义的兄弟关系最密切外，和其他同学都相

处得很好。他们班阳盛阴衰，16位同学中只有郁君谋是惟一的女生，开

始班上的男生都不能接受她，但她在同班哥哥郁君贻的保护下，还能和

班上的男生保持和好相处的关系。

                           严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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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黎见恩、李以马两位结义兄弟的关系当然最好，可惜李以马英

年早逝，黎见恩晚年也举家移民澳洲，偶尔回来，一群老同学还会为他

接风聚餐。

他还记得李鸿江老师带领他们一班16个小毛头出外参观位于振瑞

路的和和饼干厂、亚历山大路的太丰饼干厂和东方汽水厂以及杨协成酱

油厂。出去参观，有得看又有得吃，还可以把东西带回家，是大家太

高兴的事。还有，一年一度的4月4日儿童节，在学校附近的重庆戏院 

（现为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儿童节游艺会，也是有节目看又有礼物拿

的盛会。此外，1947年11月，值当时英国皇室公主，后来接任为女皇

的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举行结婚大典，那天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

也向全岛学生大派饼干、汽水和难得有机会尝试的巧克力糖，以示普天

同庆，这当然是件百年不遇的盛事。

许多老师也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直至如今，还怀念依旧。例

如，李炳南老师，是教务主任也曾是他的级主任，刀子嘴豆腐心，绝不

轻饶不守校规的学生，即便是对亲侄子，全生先生的同班同学李廷璋，

也照罚不误。教算术的汪俊卿老师是女老师，人长得清瘦，对学生要求

严格，教学方法好，赢得同学对她的尊敬。李鸿江老师，一位国民党元

老，是全生先生六年级的级主任兼国文老师，为人慈祥，但偏爱年纪较

大的同学，对他们义结金兰三兄弟的顽皮，也只是一笑置之或轻责几

句。还有一位黄一鹤老师，在中国参加过新四军，打抗日战争，他教授

的是“常识”科。

让全生先生最为惦记的是吴伯萱校长，他是星幼战后复校第一位校

长，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但办学认真。他是全生先生在中峇鲁齐贤街

（Chay Yan St）的邻居，是他们几兄弟的启蒙老师。日本占领时期，

父亲不让孩子读日文，把他们

兄弟姐妹都送到吴校长家偷偷

学习华文。去上课的时候，为

掩人耳目，都用一本日文书盖

住华文课本。

全生先生说，如今这些

老师要嘛已作古，要嘛早已回

台湾或是大陆了，想来多半已

是“半为鬼”了。

星幼附小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因没有学生来源而结束。当

时全生先生已在教育部工作，

心中自然感到遗憾。母校结束

后，他原本想和几位同学到学

校取回毕业那年赠送给母校那幅刻有全体同学名字的纪念镜框，却发现

校门已上锁，人去楼空，只好失望而归。

星幼本来有个校友会，曾加入1955年的新加坡华文校友会总会，

但总会最终被林有福政府吊销注册，至今没有重组。那时许多校友会被

吊销注册是因为他们都反对注册官要他们在章程上加上“在籍学生不得

参加校友会”这个限制，这对校友会会员来源产生了致命性的打击，特

别是小学校友会。因此他对到了21世纪，华校校友会联合会终于成立感

到高兴。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岸外工程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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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星幼同学

1
945年9月，新加坡光复，重归英殖民地政权统治。我们一家人便

从印尼廖内吉里汶岛——我们战时的避难所，回到新加坡。

父亲本意要我回去战前已获录取的珍珠山英文小学（Pearl's Hill 

Primary School）上课，不料却遭受校方以超龄为藉口拒收，老父一气

之下，让我与两位兄长及姐姐在翌年（1946年）中，到柏城街由新加坡

客属总会主办的“星洲民众义务学校”插班，读四年级下学期。

半年后，在同屋居住的音乐老师周敬华先生介绍下，转校到隔条

街，道拉实街（Tras St.）一所由长老会教会主办的星洲幼稚园暨小学 

（简称星幼附小），修读五年级，一路到小学毕业，至今我还保留着当

年的两校成绩单。遗憾的是我的母校在上世纪70年代因教育政策的转变

以至学生来源不足不得已而关闭。当时掌校的是王笃恭校长，他就是与

李大傻齐名的电台福建讲古仙王道先生。

刚开始时，班上原来有32位同学，年龄落差很大，从20岁到像我

这样12、13岁，但几乎个个都是超龄生。两年后，升上六年级时，全

班只剩下16人。原因是大多数同学在这两年由于个别的际遇而陆陆续续

退了学。在这期间我们共同度过三届在附近重庆戏院（现为卫理公会教

堂）举行的欢乐的4月4日儿童节游艺会，再加上一次庆祝英女皇伊利沙

白二世加冕大典，我们这些小毛头在这些庆典上，尤其是后者，都分得

了饼干、汽水还有难得一吃的朱古力糖。之后，我们这一班16位同学终

於在1948年底完成了小学教育，成为母校战后复校第一届高小毕业生。

在毕业前夕，校方还为我们安排了许多参观节目，其中我们最喜欢的就

是参观饼干厂，其中有位于振瑞路的和和饼干厂及亚历山大路的太丰饼

干厂，汽水厂以及酱油制造厂（如东方汽水厂，杨协成酱油厂等），有

得吃又有得送。

临别前夕我们联名赠送了一方玻璃匾额给母校留念。当年校方也非

常重视我们这一班。在参加了当年教育局主办的小学会考及格后，校方

还郑重其事地安排了一辆校车，在级任李鸿江老师以及训育主任许荣端

老师护送下，把我们送到座落于金炎路的中正中学分校，这所当年名气

响当当的华文中学，报读初中一年级。

在16位同学中，最有成就的要算郁君贻同学了。他是当年《星洲

日报》主编郁树琨的长公子，从小就表现出他的音乐天赋，初中毕业后

                         周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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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负笈英伦学音乐，成为斐声国际的音乐家。另一位是李以马同学，完

成初中课程后转到槟城钟灵中学，在该校修完高中，续往澳大利亚留

学，获取了墨尔本大学皇家特许绘测师学位，回国后在红山区自立绘测

公司，正当事业有待发展的关键时刻，却天忌英才，被肠癌夺走了宝贵

的生命，思之犹令人感到心酸悲痛。

在教育界服务的则有李亚协学长，他也是我在中正总校高三丙班的

同班同学。1954年高中毕业后，曾任荷兰路克明小学副校长的他，是我

们的班长，做事认真负责，无论在学业或品行上都足以为我们班上的楷

模，故甚得级任李鸿江老师，算术老师汪俊卿等的喜爱，同学们也信服

他的领导。他写的一手好文章，经常以“夏之风”及其他笔名在报章和

期刊上发表。

此外还有一位黎见恩同学，在完成两年师资训练课程后，先后在母

校（中正分校）及工艺学院执教，最后弃教从商经营建材生意。年前，

结束股份，与老伴移民澳大利亚柏斯与儿孙一家团聚，思之不胜唏嘘。

见恩钟爱书法，尤其擅长隶书，多次在国内外书法比赛中获奖。五年前

还在本地举行过一次个展并同时出版了《黎见恩书法集》。我在该书法

集中曾赋诗一首，道出我对他书法造诣的真挚看法，诗曰：

见恩书法爱八分1，运笔挥毫工且清。

庄严雍容力道均 ，长文短句不偏倾。

陈耀兴同学在班上算术这一科的成绩表现优越。他与我是班上仅有

的两位同学到南洋大学深造而又同属第一届毕业生。他在取得化学系学

位后便进入教育界担任中学教职至退休。

最后一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班上惟一的一位女生，郁君谋，她是

郁君贻的妹妹，在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担任音乐专科视学官。

1隶书亦称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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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同学担任政府行政公职的，似乎只有笔者一人。我在南大第一

届经济政治系（经济组）毕业后，翌年（1960年）便开始公职生涯，

先在财政部属下工商署服务了近10年（1971年），因擢升而调任教育

部。不久受委为教育部行政署助理署长，负责调动和分配该部辖下各单

位及学校之教学人员，长达14年。退休前几年，先后出任该部财务及行

政助理署长。算起来，在公职场上总共呆了33年。

其他难以忘怀的同学还有林远雄。他是班上年纪较大的一位。离

开星幼后，接手父亲留下店名叫“合成”的洗衣铺。不久奉父母之命完

婚，我还没完成初中学业，他已为人父了。我与他较多来往是因为我当

时住在实叻路（Silat Road，今为红山路的一段）的旧改良信托局四层

组屋，与他的洗衣铺只有一箭之遥。

另外一位是戴益强同学，他与在巴丝班让旧华侨公学附近开米铺

的兄长同住。可惜他英年早逝。就是他教会了我使用王云五先生发明的 

《四角号码》字典，让我一生受用不尽，到现在我仍然可以很熟练的

把他教我的四句口诀应用在附有四角号码检字表的词典上。这四句口 

诀是：

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

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

据知王云五没受过正规教育，而是自学成功。他除了发明这套四角

号码字典造福后世千千万万学子外，还曾担任国民党在大陆掌权时代的

行政院院长，称他为自学天才，一点也不过份。

就我所知，林春贵同学在森林大厦内经营电器生意。周震坤同学，

他就是介绍我进星幼那位周敬华老师的堂弟，与我有集邮的同好。其余

五位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离校后的状况。他们是黄世绸、

张亚龙、苏朝发、李廷璋及陈成茂。

印象中，成茂来自槟城的“峇峇”（土生华人）世家，英文根底

不错，华文则不甚灵光。说到李廷璋同学，记得他住在学校对面的板廊

内，母亲在星幼执教。他却因不认真学习，经常被他那位在星幼担任教

务主任的伯父李炳南老师训斥。据说黄世绸同学卧病在床已有多年。这

几位同学离校后便失去连系。

在班上我与见恩、以马的相交较深。我们这三个小毛头因臭气相

投，惺惺相惜加上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遂萌起效法刘、关、张桃园

三结义的故事，买了几包饼干和几支狮标汽水权充三牲，在学校的天台

上似模似样地对天发誓，从此结为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担。

见恩长我一岁为老大，以马最小为小弟，我居中为老二。三人中以

以马家最富庶，他的令尊大人李庆余老伯在丹绒百葛路经营锦纶泰客栈

生意。我们三人放学后就常呆在客栈的小阁楼上也就是以马的睡房同读

书共游戏，饿了一起到附近街边潮州饭摊吃蕃薯粥配菜脯祭五脏却也甘

之如饴。不时还在见恩的带领下（因他有一身好武术）对抗那群倚众欺

凌我们的小流氓。这些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和见恩有机会第一次

北上吉隆坡、怡保和槟城便是托以马之福，随着他们一家人坐火车上去

的。

由于我们三人顽皮有余，用功不足，经常被李鸿江和汪俊卿老师责

骂。有一次在周会上还因不守秩序而被训育主任许荣端先生叫上讲台当

场各打三下手心，至今仍牢记在心。

以上都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班上同学李以马和戴益强两位

已先后作古外，其他各位现在都应是坐七望八年龄的老翁或老媪了。行

文至此，不得不感叹时光流逝之快。

二零零九年五月念八日（端午节）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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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消失
只剩下美好的回忆
访问椰林学校校友陆裕德先生与唐丽真女士

椰
林小学毕业生，陆裕德先生与唐丽真女士夫妇都生于1934

年。裕德先生生于新加坡，丽真女士生在福建金门。她三

岁时为了逃离日军的侵略，与母亲来到新加坡寻找在这里

工作的父亲。

两人已经认识65年了，他们的故事要从椰林小学说起。

光复后的新加坡，已经13岁的他们才入读小学一年级。根据两人

的记忆，椰林小学是一所颇大的学校，对面有个戏院，就在现在四马路

观音庙附近。裕德先生当年从家里走路到学校要30分钟，途中还会经过

菜园。他说，学校很美，草地很大，四边都是椰林。

儿时的裕德先生喜爱画画，结识了拥有共同爱好的丽真女士，两人

经常一起画画、读书。

“我以前是个出了名的捣蛋，考试经常不及格，甚至留级。”裕德

先生笑着说。他还记得当时上课不听讲，曾被老师扔粉笔。他因为只爱

画画，后来便转去了南洋美专读美术，而丽真女士则转校去了英校。两

人虽然分道扬镳，却一直保持联系，也经常回去母校与几个要好的朋友

见面叙旧。

丽真女士是家里的长女，要兼顾学业和家务，小时候吃了很多苦，

但是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笑着说：“哪里像现在的孩子，连饭都不会

做，只需专心读书就可以。”

丽真女士和裕德先生有子女四人。由于早期华校十分普遍，所以老

大和老二都送去华校。后来，英文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就为老三和老四

选择英校。

裕德先生与丽真女士十分惋惜地告诉我们在他们转校一两年后，

椰林小学就被解散了，四周的椰林也被夷为平地，筑起了高楼与公寓。

                         于可昕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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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先生有一个心愿，便是希望能够找到当时椰林小学费鹏南校长的后

人，希望能够上门拜访。他们十分怀念椰林小学的日子，只可惜那片椰

林早已消失，所剩下的只是他们美好的回忆。

n 作者为德明政府中学高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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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学校
Yin Sin School

创 校 年：1905年5月5日

创校校址：陆佑街

创 办 者：应和会馆领导人黄沄辉、汤湘霖、钟小亭、陈梦桃、梁星海等

停 办 年：1969年

1923年，会馆把建在荷兰路双龙山的五属义祠加以修葺，创办了

应新分校，两校同时发展，在培英育才的工作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少

毕业生都升学深造，表现优越。

1942年，日军南侵，学校停办。

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应新学校在嘉应同乡的慷慨捐献下，筹

到了一笔款项，修葺校舍，招收了不少适龄及超龄学童前来接受正规教

育，学校又恢复了战前繁盛活跃的场面。在董教学三方面的通力合作

下，学校的校务不断向前发展，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着长足的进步，入学

者渐增。学生参加校外的各项比赛，无论是演讲比赛、常识比赛或美术

比赛，都取得优越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进入60年代，由于市区重建计划的推行，市区人口减少，许多家

庭迁入新镇，应新学校的学生来源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环境的变化，

华校招生困难，应新学校也不例外。1969年，应新学校宣告停办，结束

了60多年培英育才的任务。

学校成绩：

应新学校作育英才60多年，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不少专才，他们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为国家贡献才智。文教界方面，应新学校培养出

来的校友，人才相当多，如曾任南洋大学副校长及代校长的黄应荣博

士、曾任南洋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傅文楷教授，都在应新学校接受启蒙

创办经过：

1904年，应和会馆总理黄沄辉等人，有鉴于同乡子女及会馆邻近

的孩童，应接受正规教育来传承中华文化及培养健全的人格，于是倡议

由会馆办校。在征得会馆多位领导人的支持，筹足了一笔开办费及常

年经费，便在小坡陆佑街租下两间楼房当校舍，应新学校便在1905年5

月5日正式开学，由董事汤湘霖出任校长，学生有50多人，弦歌从此唱

起。

学校简史：

1905年，应新学校在小坡陆佑街上课后，交通不便，许多住在大

坡的学生必须走上一段颇远的路，才能到学校。董事部于是决定放弃陆

佑街的校舍，以会馆当校舍，来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

学校在当年8月21日搬进应和会馆，利用二楼装修后的课室继续上

课，学生人数增加到130人。学校当时采用新标准的课本，以新进的教

学法教导学生，而且还华英并重。经过校长和老师苦心经营，学生人数

逐年增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1920年，为了应付学生人数的增加，会馆领导人努力筹募，扩充

学校的课室，班级也增加了，能容纳更多的学生。这时，各种籍贯的学

生都来到应新，实现了学校自创办以来不分籍贯收生的宗旨。

1922年，由于校务蒸蒸日上，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会馆决定把整

座会馆充作学校用途，同时积极筹款，充实学校的设备，特别是添购图

书和科学仪器，以惠及莘莘学子的学习。因为学生的学业成绩表现好，

董事部对办学有更大的信心，进一步设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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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董事长：

陈梦桃

梁星海

古荫南

梁谷欣

陈镜秋

夏聘尹

陈翼扶

陈仁辅

伍季酬

汤竹君

古实根

历任校长：

汤湘霖

汤日垣

李香文

李颂棠

赖标文

叶滴余

李健军

刘正杰

杨映波

钟岳南

丘洁夫

谢品锋

管凌采

杨益粦

曾孟粦

梁烔才

曾梦如

陈冕君

周霁西

杨绍粦

傅文楷

罗法振

教育。在本地报社服务的有黄彬华、陈妙华等，他们的才学，都为人所

称道，其他在商界大有作为的校友也不少。应新学校60多年对教育的贡

献，是令人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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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学校人瑞老师
利添香女士

应
新学校是新加坡最早创立的新式学堂，设立在应和会馆，

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98号。它创立于

1905年5月5日，为客家人所创办的学校，直到1969年 

停办。

应新学校是四二制的六年小学，即初级一至四年级；高级五至六年

级。教职员约10余位，大多数来自中国广东省嘉应州，以梅县最多，男

教师居多。

在应新学校执教最久的一位女老师是利添香女士。利老师仍健在，

已超过百岁成了人瑞。2013年5月24日，笔者随其堂弟利凤善先生前往

德教济云阁病老院探访她。由于她曾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右手瘫痪不

能动，也影响她语言和吞食的能力，日夜躺在病床上由护士照顾。看她

一头白发，脸上气色尚佳，身型消瘦，眼睛炯炯有神，看着来访的我与

她的堂弟。利先生不断对她说：“我是凤善啊！认得我吗？”但她始终

不发一语，似乎认不得的样子。

利添香老师的家世背景

利老师的祖籍是梅县，父亲利训麟先生早年南来新加坡谋生，在大

坡创建“合炳南”，经营皮料生意。1910年4月17日，利老师在新加坡

出生，有一兄、一姐、二妹、一弟，她排行第三。后来其父又给她添了

五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她与亲生姐妹感情很好，即使大姐嫁到印尼后，

两人仍用书信保持联系。她自小聪颖、好学，使父亲放弃了“女子无才

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准许她受教育。她会讲华语、英语、马来语、闽

粤语和客语，在家多半讲粤语和客语。她孝顺父母，即使出嫁后，甚至

当了祖母，依然经常回家探望父母亲。

教育背景及教学经历

利老师早年在应新学校和南华女中受教育，后来到新加坡师范学院

受训，再到中国工农大学深造。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件迫使她停

学，只好返回新加坡与亲人团聚。1933年起，她开始在应新学校任教，

前后教了20余年。由于

战前师资缺乏，教师都要

身兼多职，她负责游艺指

导及级任的工作，主要教

授初级国语（华语）、算

术、音乐和尺牍等科目。

教二年级国语课时，她会

教学生念注音符号和读“

国”字。她为人老实、斯

文、教书认真，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老师，学生都很

尊敬她。同事中，与曾云

辉老师很要好，经常有来

往，即使退休以后，两人

也会一起晨运、搓麻将及

郊游。1950年代她转到

欧南园的Pearl Bank英校

教授华语，成为正式公务

员，直到1969年退休。

陈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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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持家，重视子嗣教育

1930年代利老师嫁给一位才学出众的新闻工作者张师仪，婚后育

有两男一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她的丈夫在物资匮

乏的环境下患了肺痨病，不久逝世。自此她母兼父职，独自把子女抚养

长大。她做事很严谨，有条不紊，凡事亲力亲为，要求清洁工整，连烫

衣服也要求烫得整整齐齐。父母的葬礼也由她负责安排，处理得井井有

条。五、六十年代其子女成家以后，她升级当祖母，有内孙4名，外孙3

名，均受高等教育。其中长孙女跟她的感情深厚，自小在她身边长大，

与她同住长达40年，经常陪她散步。

她非常重视子女和后嗣的教育，特别注重掌握双语。子女小学就读

于养正学校，中学就读莱佛士书院及花菲女校，孙女则自小在圣尼格拉

女校接受双语教育。除了正规教育，她也非常重视美育的培养，让长孙

女学才艺如绘画、弹钢琴和舞蹈等。此外，对儿孙的家教甚严，她严厉

督促他们的课业，望他们成才，以落实她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 的教育理念。其长孙女回忆道：“小时候，测验考试若没有拿

到100分，就要受罚。长大到社会工作后，祖母也不准许晚于9点回家，

否则就会挨骂。”祖母自小教她读书写字，以及做人处世，使她成为一

位知书达理的人。

个人喜好与晚年生活

利 女 士 是 一 位 具 有 文 学

修养及关心时事动态的老师。

她喜欢文学，阅读古典文学作

品，如《唐诗三百首》、《红

楼梦》、《水浒传》、《三国

演义》、《西游记》、《双城

记》、《孤星泪》及《飘》

等。另外，也喜欢阅读报章

杂志及看电视新闻，汲取新知

识，关心时事。中风之前依然

保持看报纸的习惯。她还喜欢

听“丽的呼声”广播和古典音

乐如《蓝色多瑙河》，还有看

粤剧、越剧、京剧、纪录片、

华语电影，以及外语电影。

她来自长寿家庭，本身很

注重健康，每天过着很规律的

生活。三餐定时定量，每天早

晚做运动，也学太极拳。即使到了90岁，也没有患上高血压或糖尿病等

疾病，思路依然清晰，但不幸于2008年因心脏衰歇跌倒，导致不良于

行。为了让她全时间有人照料，她的儿孙决定送她到病老院居住，同时

经常去探望她。她曾在新传媒的《百岁老人》节目，表示活到近百岁，

并不快乐，因为身边亲友一个个离世，让她感到很孤单。近年来她的肌

肉逐渐萎缩，但仍然很有精神，身体状况稳定。可见她生命力很强，从

年轻到年老都很坚强地生活，以及坦然面对生老病死。

结语

笔者初次见到这位人瑞老师，对她肃然起敬，因为她为新加坡华

文教育奉献心力，栽培莘莘学子作出贡献。再者，从她的生平事迹可以

看出她是一位尽责与坚强的老师，在学校和家庭造育英才。能活到超过

百岁毕竟是少数，让我深受感动。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新加坡人

均寿命居全球44位，男性平均寿命80岁，女性平均寿命85岁。这项研

究显示新加坡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医疗水平越来越高，老龄化的人口也

越来越多。像利老师这种的人瑞将会更多，政府可给予他们医疗补贴，

同时颁发一份百岁人瑞证明，加强医疗实施供他们安享晚年。此外，政

府也应加强敬老、养老、爱老等活动，鼓励学校及社会公益团体到疗养

院、老人院或病老院去探望百岁人瑞，给予关怀，同时订定敬老日，以

提倡孝道。

n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摘自2014年1月应和会馆会讯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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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教我读书，
    我教先生打山猪”
   缅怀母校  铭记终生

访问裕群学校校友陈立发先生

在
科艺大厦的会议室，现年66岁的科艺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立发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开始了对童年生活和已经消

失母校的回忆。

立发先生出生于新加坡西部大士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五岁的

时候不幸逝世，是母亲一手把他和两位姐姐抚养长大。作为家里惟一的

男孩，姐姐把最好的读书机会让给了他。大姐丽娥只读过裕群学校的夜

学，二姐丽叶则在裕群小六毕业后便出去工作。他很幸运，在裕群毕业

后，进入华侨中学继续学业，一直念到中四，因为当年动荡不安的时局

而被迫辍学。

“裕群学校在裕廊18英里，离新加坡岛国尽头只有两个车站之

遥。”立发先生的家就住在接近新加坡岛国西边的尽头。

他记得从家到学校的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泥路，来回步行需要两个

小时，在贫穷落后的年代，有辆脚踏车算是奢侈品，而踏脚车上学正是

他每天上学必修的“体育课”。当年生活条件虽然艰苦，却保证了他良

好的体质——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跳高，都是他活跃的体育项目。

好动的他曾代表学校参加武吉知马区羽毛球比赛并获得奖项。

“裕群学校是我的启蒙学校，当年裕群的教育可以说是‘三岁定终

生’，为我的语文能力和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那六年的小学教育

潜移默化地奠定了他对华文的兴趣和根基，也让他在做人做事方面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韩愈《原道》的一段话说：“坐井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其

所见小也。夏虫不可与语冰，非无冰也，汝其未见冰也。浅隘之子，蛰

居乡曲，见闻有限，遇事好以臆度，中者十一，不中者十八九，皆坐井

观天，夏虫语冰类也。故欲获真知灼见，则游历尚已。’”这是立发先

生在裕群华文课学过的课文，至今他还能倒背如流，并且会用它来教育

下一代。

谈到当时的老师，他兴致勃勃地归纳了学校两类很不同的老师。

一类是严厉的“惩罚派”——学生犯错或测验不及格必施行体罚。他表

示，在当年的环境，这种教育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些孩子缺乏家

教，过于调皮，必须适度惩罚。他自己也曾尝过这一类“暴力教育”的

滋味。

他记得一次因为没有吃早餐，在上学之前随手切了一块红毛榴梿
充饥。红毛榴梿是帮助肠胃消化的水果，空腹食用更让肚子饥肠辘辘。

母亲当天刚好路过学校，给他捎来了一块香喷喷的“面煎粿”。妈妈的

及时雨让他欣喜若狂，他受不住饥饿煎熬，在黄叔明老师的课上偷吃了

几口，不料被黄老师发现。黄老师为了维护课堂的纪律，抓起藤鞭狠狠 

“教训”了他10几下。立发先生坦言，被打10几藤鞭虽然感觉有些冤

枉，却没有怨恨。相反的，时至50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他仍希望能联

系黄老师，请他吃个饭聊聊昔日裕群的趣事。

                         曹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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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老师相反，是不使用体罚，只用言语开导学生，让学生明白

自己的错误。陈绿薇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好

老师。学生测验不及格，或在校园动粗闹事，她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地引导学生，让他们在内心深处认识自己的失误。她虽然从来不动用

藤鞭，却能让学生热泪盈眶而深刻忏悔。

立发先生以充满敬佩之心回忆说，犯错的学生一旦被陈老师请到办

公室长谈，之后都会觉得对不起老师的教诲，对不起辛辛苦苦供他读书

的家长。

立发先生现在也是《联合早报》副刊的专栏作者。他在一篇名为 

〈回首三国〉的文章提到了陈老师在华文课堂上生动讲述《三国演义》

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给他留下的深刻回忆。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文学经典著作，在立发先生开创科艺事业

的道路上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颗种子，这在他的心灵深刻的烙印，

就是在他最敬佩的陈绿薇老师的课堂上所蕴含和镌刻的。

他回忆说，不管是哪一类老师，他们教书都一样认真，一样关心学

生。有位罗锦树老师，在得知他小六毕业后准备报读一所普通的邻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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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后，当面训导了他，使他赶紧把第一志愿改写为华侨中学。他以感激

之心说，如果不是罗老师的及时提点，他可能就与华中失之交臂，罗老

师可说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他的生命起点。

除了老师，裕群学校还留给立发先生许多欢乐记忆，其中一项

是——“先生教我读书，我教先生打山猪”。这句话还是同学当时的流

行语。

那时候的新加坡郊外还有许多茂密的原始森林，天然“资源”丰

沛，对于活泼好动的乡下学生，打山猪、抓螃蟹、捞虾……都是他们 

“改善生活的基本功”，这对“从城里来的老师就显得外行了”。他记

得那时候假日“带着”老师一起在郊外设陷阱，放吊钩捕捉山猪，大有

斩获后，师生围坐分享吃山猪肉和捕猎的喜悦，其乐融融，酣畅淋漓。

“6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社会的大环境物质匮

乏，除了大节日，猪肉是普通家庭一般吃不起的。打到山猪或捉到横行

的螃蟹，师生欢乐地一起大块朵颐的场景，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乐趣。”

小学六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要数建新校舍的筹款活动。在他五年

级的时候，由于学生人数激增，董事会计划为裕群筹建新校舍。其中一

项重要筹款活动是放映电影《风筝》与《乘风破浪》，每张票价从1元

开始。

他和同学们参与了这项很有意义的筹款活动，除了在村子里，也到

市区沿家挨户售票。当时的钱很大，1元不是小数目。很多民众热心支

持华文教育，翻箱倒柜凑齐1元。有的家长甚至砸破孩子的储蓄罐来凑

足硬币。裕群学校正是在各处民众的鼎力支持下，一分一角地拼凑，新

校舍才得以一砖一瓦地矗立起来，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所以，当1976

年，为了配合裕廊工业区的建设，裕群校舍被夷为平地的时候，大家都

有难以割舍的爱校情怀，都有十二万分的不舍，都有难以言喻的伤感惆

怅。

“有如楚国屈原的《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

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

亡……’。历史的巨轮，无情地辗过曾经辉煌的裕群学校，令它无奈地

消失在工业化的滚滚洪流之中。裕群，完成了当年艰巨而伟大的教育使

命，它的精神永远活在大士民众的心中。”

立发先生指出，教育工作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宏伟事业，那时

为裕群而默默付出的众多董事、校长陈怀璧先生、老师、职员和校工都

是令人尊敬的无名英雄。

“当时为华校教育付出的人们都是无名英雄，他们是建国一代的中

流砥柱，在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是他们勤勤恳恳，不畏艰辛，

创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华校精神，哺育着无数莘莘学子的茁壮成长。他

们为穷乡僻壤的孩子们提供来之不易的受教育机会，言传身教地告诫着

孩子们，要不屈不挠，以排除万难的意志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与理想；

以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建国时期所做的

奉献有着深远意义，他们为新加坡的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打下了深刻的

烙印，成为新加坡今天经济成长的一个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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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优良传统是立发先生开创科艺中医中药事业所

倚仗的精神支柱。如今他事业有成，仍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使命感，不遗余力地拓展中医和传播各项养生文化，同时也孜孜

不倦地学习清华大学总裁班《资治通鉴》的课程。这正是当年华校生受

学校熏陶下独特的情怀，持续不断为新加坡的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贡献

力量。

n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生物系二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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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愈坚  成功自久
访问裕群学校校友王梅凤女士

何
其荣幸，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和校长王梅凤女士进

行了谈她已经消失母校的访谈。

永远笑容可掬的王校长，一见到我们就把她小学时期的成

绩单放在我们面前。她说：“不像现在的成绩单都是电脑打印，从前的

成绩单都是老师亲笔填写的。这些由老师亲笔填写的成绩单，让我们那

一代的学生感觉特别亲切。”

眼前的王校长也特别亲切！我们排排坐，面向她，仔细聆听她娓娓

道来小学生活的点点滴滴。

位于裕廊18英里的裕群学校给王校长带来许多美好的回忆。她

说，那时读书完全没什么压力，同学们之间也没有竞争。

“我们同学都是邻居，放学的时候会一起玩耍，有时会爬上树摘

水果吃，有时则到水沟抓鱼去，大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感情很好。

我们的常年运动会是10校运动会，和在同一区的孺廊学校、辅华学校、

裕廊学校，还有附近的学校聚在一起举行联合运动会。每年的儿童节，

我们都有机会看电影。在当年，能看电影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都很珍

惜。除了看电影，儿童节还可以拿到一包糖果，或是文具之类的礼物，

大家都非常开心。”

在王校长的记忆中，裕群学校的老师都很和蔼，也很能激发孩子的

学习兴趣。她特别提到一位老师开了集邮班作为课外活动的往事。

                        范怡雯                林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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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开了一个集邮班，通过邮票的‘国籍’和设计，老师

告诉我们邮票可以用来纪念一个特别的日子，有多种纪念意义。当时我

很幸运，因为我的舅母在中国银行工作，每次都把外国寄来的邮票送给

我，我会拿去学校跟同学交换。”她集邮的兴趣也就是在裕群学校开始

培养的。

王校长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她们班要负责表演。班主任弹起钢琴

来，让只有10岁的她负责主唱。接到这突如其来的重任，她竟然一点也

不惊慌，她以无比坚定的信心，把那首歌唱得最好，让其他同学随着她

的歌声翩翩起舞。王校长回忆说：“同学随着我的歌声表演，我觉得非

常的光荣。”

裕群学校的华文老师擅长讲故事，所以华文课特别精彩。这让王校

长从小就热爱华文，觉得华文是最美丽的语言。当时她还是似懂非懂，

却已经觉得华文魅力非凡。她喜欢华文，华文老师也喜欢她，从小学二

年级开始，她就帮忙华文老师做教具。

“我帮华文老师做字卡。老师给我卡片，我拿回家去用马克笔写。

当年的老师只要是学生能做的，就给学生做，通过这样的活动来训练学

生。做学生的也很乐意帮忙做，我们都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

上，从不自私自利，完全以别人的利益为先。”

王校长喜欢阅读，小学二年级就会看报纸了。当时报纸刊登金庸、

梁羽生的小说，是她每天都追看必读的。她也常常阅读其他学校学生的

佳作，并把作品剪出来，贴成一本书。书读多了，从小她就深信“立志

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只要能坚持，一定会成功。她以乐观

积极的心态，走着欢乐学习的每一天。虽然她当时可能无法看懂金庸小

说的内容，但她从不轻言放弃，不断鞭策自己，要求自己进步。金庸小

说看得多，自然也就明白了。

王校长在裕群学校接受教育和熏陶，深受学校以人为本精神的影

响，处处以大家的利益为优先，确实是我们学习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李

白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如果我们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也一定能像王校长一样，对人对事永远充满信心和希望。

n 作者为南洋女子中学校中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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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乡村学校所学 
在事业大派用场

增
志学校是一所很小的华文小学，仅有六班，即小一至小六

各开一班。学校师资，除了一位校长，还有八位老师。学

校座落在万礼路（Mandai Road）12¼英里的史蒂芬李路

(Stephen Lee Road)。

这所小学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学校，校舍由一间旧教堂改建，在上世

纪30年代初由该区的天主教会开办，直到70年代底因为居民多迁至政府

组屋居住而停办。

我在1962年入学，1967年小六毕业。在这六年，我经历了早期新

加坡历史的演变。小一至小四，即1962年至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亚

合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这是一段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虽

然当时年纪小，不太能理解时事，但从偶尔学校突然停课，父母亲吩咐

不能出门，略知社会的不安宁。庆幸的是，自从新加坡独立，国家逐步

进入正常状态，学校再也不会有突然停课的困扰，能够专心及顺利地完

成接下来小四下半年至小六毕业的课程。

我特别感激校长与老师乐于献身教育的精神。当年要在穷乡僻壤

执教，实为不易。学生经常交不起学费与杂费，教师必须亲身前往学生

的家庭探访，有时还得自掏腰包，为学生付费。校长老师们为造就下一

代，宁愿自我牺牲，为教育穷困学生，竭尽所能。

印象最深的是张长灼校长，他的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我从他教的

科学课程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动物与植物、温度的测试等科学知识。校

长喜欢制作动物与植物标本，及以其他实物来教导学生学习科学。在我

小五那年，他将一台能够记录一天空气最高与最低湿度的温度计挂在课

室墙上，指导我们记录每天空气湿度的变化，还让我学到了湿泡温度计

（wet bulb thermometer）与干泡温度计（dry bulb thermometer）的

不同与功用。在这所简陋乡村学校所学的科学知识，竟然让我后来在化

学工程领域上，派上用场。校长的教导，对我事业上的帮助，使我永志

不忘。

                         黄训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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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师资结构极为简单，当校长可说是一份打杂的工作。张校长

除了教书，还得负起行政的工作，包括写信给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保护

学生健康。记得当时牙齿保健设施极度落后，不少学生乳牙掉落后，新

长的牙齿很快腐烂，必须拔掉以减轻牙疼的困扰。为此，校长经常要写

信给卫生部牙科部门，请他们协助处理。我的牙齿就是受惠者之一。

还有李惠英老师、余妙芳老师、林少贞老师、谢荣业老师与冯老

师等五位老师，都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老师。小二至小六，我的级任老

师是李惠英老师，她教导主要的课程如华语、公民伦理等；余妙芳老师

教英文，林少贞老师教音乐，谢荣业老师教算术、数学；科学由张校长

教。

当时校方安排这几位老师引领我们整班同学从小一到小六，让我们

有六年的时间，师生相处，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来自家庭的困扰。

为了帮助父母亲务农和做家务，许多同学经常要面对辍学的命运，因为

解决家庭经济来源是的确比读书更重要。老师们都在重要时刻，协助学

生和家长斡旋，让学生能继续读书。我们能有今天，他们的功劳很大！

学校当时只有一位校工，他是苏双喜先生。他负责校园所有的清

洗、打扫与割草的工作。虽然有苏先生打扫课室，学校仍然规定每天各

班有值日生负责在休息时间打扫课室，这其实就是清洁卫生的实践课。

1967年小六毕业，我很荣幸代表毕业同学致谢词。致谢词其中一

小段：“职业不分贵贱，希望不能升学，而必须工作帮助家庭的同学，

能够在工作上刻苦耐劳，并祝贺成功。”如今想起来，还感触良深。当

时生活艰苦，毕业即失学，不是每位同学都能够升学，因此必须要有刻

苦耐劳面对挑战的心志。我自己也出身穷苦乡村中务农的家庭，幸得家

中兄姐的帮助，才有机会继续升学，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我谨以此文，代表增志学校所有校友，向几十年前历届校长与老师

们致敬。他们献身教育下一代，为社会国家做了极有意义的事。他们任

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

作者为增志学校Cheng Chi School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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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公学简陋的设施 
给予了学生童真与玩耍的空间

                      张芳敏                  卢　宁

访问中华公学校友黄亚弟先生

柔
和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安静的咖啡厅，现年59岁的黄亚弟先

生对我们缓缓叙述远去的往事。

亚弟先生就读华校已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年幼的他生

活在甘榜，与10个兄弟姐妹一同成长。他的父母亲努力工作撑起整个家

庭，微薄的收入却是无法负担所有孩子的学费。对于一个连衣服都要缝

缝补补，大传小重复穿着的传统家庭，身为男孩是比较幸运的。亚弟先

生就是幸运能上学的一人，他在庆幸的同时也为把机会让出来的姐妹们

感到惋惜。后来，错过了上学年龄的姐妹们虽然在天主教会修女的帮助

下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成为超龄学生，却也只念到小学毕业，便要出外

打工，补贴家用。

那是华校鼎盛的时期，亚弟先生的父母也像其他的父母一样，安排

他就读华校。为了节省车费，他们选择了家附近的中华公学。那时的校

园很简单，没有现在多姿多彩的课程辅助活动，也没有繁重的课程，学

校的设施更是简陋。但这对当时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缺憾，而是给予

了他们童真与玩耍的空间。

小时候的亚弟先生是个贪玩、调皮的孩子，他常与同学在课余时

间去草丛里抓小蜘蛛，然后装在废弃的火柴盒子里以备“斗小蜘蛛”之

用。想想现在城市化的环境，当时的小消遣也别有一番风味。

令亚弟先生记忆深刻的是一位教数学的级任老师。他十分严厉，常

常责骂成绩不及格的同学，还用藤条抽打他们的屁股。这种体罚在当时

的家长看来是无大碍的，与现今相比，不知是令人欢喜还是令人愁。

那时候的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五间左右的课室，每年录取大约一个

班的学生。由于当时受教育并非强制性，有的家长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而

不让孩子上学，或者因别的原因延迟入学。所以同班学生的年龄参差不

齐，甚至相差三岁。但是这不造成同学之间的隔阂，大家其乐融融。毕

业后即使进了不同中学，仍会举办校友会聚会。亚弟先生十分珍惜这份

一同长大的友情，直至今天，45年后，10来位小学同学还依然保持着联

系。这不仅让人感叹，流逝的时光虽然在他们脸上添上了岁月的痕迹，

却也升华了他们的情感。就如一坛陈年老酒，年代越久就越香，令人无

比向往。要知道，维系一段近半个世纪的友谊，实属不易。

对于以上的牵绊，亚弟先生相信是受了当时华校所灌输的华族文化

的影响，而现今遗留下来的华校只剩下转型后的模样，令人唏嘘不已。

当时的课堂上，老师会教授成语、唐诗、谚语，每个字都蕴含着一个故

事，让亚弟先生觉得学习华文十分有趣。在那年代，他们还必须在课堂

上练习毛笔字，大楷及小楷。这些华文文化传统，如今已经不存在我们

的教育课程范围内了。看看现今孩子们的字体，他不禁感到心酸。

当时华文考试只有书法和作文。作文和现在不同，有着十分大的

灵活度，不会出现现在的框架式作文，让孩子们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情感。当时的科目全部用华语授课，中学则增添马来语。那时没有华

乐团，但是有唱华语歌曲的课堂，演唱的歌曲有《茉莉花》、《草原之

夜》及一些童歌。不仅如此，他的学校有些女生玩乒乓球，还得了全国

小学优秀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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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弟先生认为，英校与华校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不知什么原因，

华校出来的孩子似乎在数学上就胜一筹。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在亚弟先生

中学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中一中二仍是华语授课，但自中三起便

使用英语授课，连各项科学的课本都换成了英文。不仅学生，连老师都

觉得吃力。甚至有华校的老师仍使用华语授课，考试也用华文出题。这

种突然的改变，许多人并不能马上习惯，于是新加坡的教育便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适应期。

60年代的华校以华语为第一语言，而现存的特选学校则以英语为

第一语言，对华语已没那么重视了。这种转折反映在现代青少年的身

上。孩子们自幼儿园便开始上英文课，结果许多都不喜欢华文。亚弟先

生朋友们的孩子们便曾向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华文，因为他们觉得华

文难写、难记。即便拥有双语优势，他们仍会倾向于使用英语，从而无

法享受华语的乐趣。而旧时华校的学生习惯用方言交谈，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更亲切。但是上课时，他们会努力使用标准的华语。

亚弟先生表示，即使现在的孩子是因为制度、考试才学习华语，学

习华文仍是十分重要的。那是华人的根、是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自身的价

值，千万不可丢弃。庆幸的是，新加坡的环境最少给予了孩子们讲华语

的机会，不至于完全抛弃华语。现在孩子不喜欢华文是多方面的影响共

同造成的结果——如家庭环境、生活背景、社会层面，甚至老师、学校

都有关系。亚弟先生认为在可学习的情况下，希望孩子们把双语共列为

第一语言，而不分高低。确保自己扎实掌握两种语言，将会更利于以后

的发展。

他也郑重强调，现在已经没有传统的华校了，孩子们很难说得一口

流利的华语。家长若想培养孩子对华文的兴趣，应该从小向他们灌输华

文知识，多用华语沟通，这样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让孩子在外面用英

语和朋友沟通、回家则用华语沟通，是个妙举。亚弟先生表示，他会鼓

励年轻家长采用这样的方式，并且鼓励孩子从小学习华语，从中体会乐

趣。身为华人，文化背景不该丢，更何况政府也依然鼓励讲华语，注重

双语教学。

亚弟先生认为，华校对整个新加坡的华人功不可没，对学生本身也

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十分认同德明校友捐赠孔子像的行动，那就是饮

水思源、不忘师恩的的表现，是华族文化中重要的品德之美。在访问的

最后，他也热切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消失的华校”的活动与展览会，找

回更多失去联络的老校友，为回忆增添更多色彩。

n 作者张芳敏为德明政府中学高一学生

n 卢宁为德明政府中学中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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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坡 1 萃英书院 
 2 保赤学校
 3 养正学校
 4 应新学校
 5 宁阳学校
 6 端蒙中学
 7 爱同学校
 8 崇福女校
 9 兴亚学校
 10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
 11 启蒙学校
 12 东安学校
 13 三水学校
 14 植哲学校
 15 光华学校
 16 冈州学校
 17 冠英学校
 18 三江学校
 19 南顺学校
 20 同民学校
 21 育民学校
 22 通志学校
 23 东华学校
 24 辅女学校
 25 介毂学校
 26 建国幼稚园
 27 中华学校
 28 中正中学分校
 29 陶英学校
 30 义安女校
 31 育华学校
 32 爱华学校
 33 后觉公学
 34 商业小学
 35 星洲幼稚园暨附小
 36 晋江学校
 37 番禺学校

 38 崇德学校
 39 南侨女中暨附小
 40 职业女中
 41 勤业女校
 42 文选学校
 43 道周学校
 44 陶才女校 
 45 成保政府华文小学
 46 立化政府华文中学
 47 立化政府华文小学
 48 金昇西政府华文小学
 49 河水山西政府华文小学
 50 辅民学校
 51 剑雄学校

 小 坡   52 崇正学校
 53 道南学校
 54 启发学校
 55 中华女子中学附小 
 56 广福学校
 57 崇本女校
 58 南华女子中学 
 59 南华女子中学分校
 60 培青学校
 61 宏文学校
 62 中南学校
 63 建华学校 
 64 合群学校
 65 化南学校 
 66 端蒙学校分校 
 67 擎青学校 
 68 实用学校 
 69 育四学校
 70 椰林学校 
 71 励明学校 
 72 启秀学校

 73 励志学校
 74 圣尼格拉女校暨附小
 75 植群学校 
 76 三育学校
 77 醒华学校
 78 公教中学暨附小 
 79 一志学校
 80 南光学校
 81 东陵学校
 82 翘锐学校
 83 禾山学校 
 84 真光学校
 85 圣功学校 
 86 中国公学
 87 三和学校
 88 知行学校
 89 南安学校
 90 安祥学校
 91 三山学校
 92 民生学校
 93 聚华学校
 94 真理学校
 95 龙山学校
 96 弥陀学校 
 97 武德学校
 98 德新政府华文中学
 99 黄埔政府华文中学
 100 黄麟孙孤儿义学

 巴耶利峇  101 圣婴华文男校
 102 中华女中 
 103 光南学校
 104 培基学校 
 105 侨南学校
 106 大侨学校
 107 化蒙学校
 108 导侨学校

1945年－1967年新加坡华校名单（按区域排列）

                           施   楷



 109 新华学校
 110 华明学校
 111 凤山学校
 112 华农学校
 113 启志学校
 114 育智学校

 后 港  115 培道学校
 116 明伦学校
 117 醒华学校
 118 南钟学校
 119 崇文学校
 120 圣婴女校
 121 树德学校
 122 育侨学校
 123 洛英学校
 124 新民学校
 125 新民中学
 126 云峰学校
 127 明新学校
 128 和星学校
 129 中国学校
 130 启华学校
 131 育正学校
 132 志成学校
 133 侨声学校
 134 圣婴华文分校
 135 龙溪学校
 136 海星女中
 137 礼逊学校 
 138 中华学校
 139 公民学校

    杨厝港 140 光洋中小学校
 141 聚英学校
 142 中华公学
 143 陶蒙学校

小 坡

 144 培华学校
 145 励华学校
 146 复兴学校 
 147 光华学校
 148 静山学校 
 149 新正学校
 150 农村学校
 151 培才学校
 152 青山学校
 153 培民学校
 154 实笼岗学校 
 155 育才学校  

        樟宜 156 平仪学校 
 157 钟南学校 
 158 育能学校
 159 中星学校
 160 新生学校
 161 启诚学校
 162 进化学校
 163 樟宜学校 
 164 农民公学
 165 新民学校 
 166 民新学校 
 167 培本学校
 168 培达学校
 169 新民学校
 170 民众学校
 171 中华公学 
 172 冠群学校 
 173 统一学校
 174 平民学校 
 175 中华学校
 176 培文学校
 177 卍慈学校
 178 圣公会中学
 179 海星中学

 180 鼎英学校 
 181 新华学校 

        芽笼 182 育英中学 
 183 育才学校
 184 丹诏学校 
 185 俊源学校
 186 星华学校
 187 成志学校
 188 中正中学总校 
 189 华夏学校
 190 东岭学校
 191 民育学校
 192 快乐学校
 193 同敬学校
 194 南侨公学
 195 菩提学校 
 196 栋材英汉学校 
 197 三育学校 
 198 育人学校
 199 海滨学校
 200 霞峰学校
 201 德明政府华文中学
 202 光华学校
 203 立德学校
 204 蒙巴登政府华文小学

        军港 205 培英学校
 206 广惠肇碧山亭学校
 207 华顺学校
 208 建南学校 
 209 实理达学校
 210 培材学校 
 211 广德学校
 212 杏墩学校 
 213 新民学校 
 214 华民学校

1945－1967年新加坡华校名单（按区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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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西山公学 
 216 民正学校
 217 新华学校 
 218 励正学校
 219 中玉学校 
 220 励德学校
 221 华光学校 
 222 中立学校
 223 民众学校
 224 醒侨学校
 225 旺华学校
 226 华南学校
 227 碧峰学校
 228 敬文学校
 229 南光学校

 武吉班让  230 培民学校 
 231 增志学校 
 232 益华学校
 233 启华学校主校
 234 启华第一分校
 235 启华第二分校
 236 圣若瑟华英学校
 237 新民学校 
 238 端人学校 
 239 益民学校 
 240 侨南学校 
 241 正华学校
 242 曙华学校
 243 大众学校
 244 南山学校主校
 245 洛阳学校
 246 培新学校
 247 广扬学校 
 248 南山学校分校
 249 万礼学校 
 250 国民学校 
 251 导群学校 
 252 大众学校
 253 蔡厝港政府华文小学 
 254 青云学校

 武吉知马  255 培华学校 
 256 南洋女子中小学校 
 257 华侨中学
 258 应新学校分校 
 259 励群学校
 260 振中学校
 261 南同学校
 262 培群学校
 263 克明学校
 264 益群学校 
 265 培童学校
 266 联华学校
 267 民主学校
 268 育文学校
 269 德能政府华文中学 

亚历山大 270 育群学校
 271 华侨学校
 272 彰德学校
 273 全民学校
 274 圣德勒撒华英学校
 275 怀南学校 
 276 英汉学校
 277 更生学校
 278 国民学校
 279 英群学校
 280 华义政府华文中学
 281 介民学校
 282 东陵政府工艺中学 
 283 大华学校
 284 振群学校
 285 华光学校
 286 新亚学校

＊参考《1950年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1959年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会员学校记录》、 

   《1967年华校教师总会暨职工会常年会务报告》三份珍贵文献。

        裕廊 287 维新学校 
 288 孺廊学校 
 289 裕华学校
 290 树群中小学校
 291 裕群学校
 292 醒南学校
 293 辅华学校
 294 光华学校
 295 培德学校
 296 强华学校
 297 崇华学校
 298 南洋大学
 299 萃群学校

    德光岛 300 爱华学校
 301 益华学校
 302 正光学校
 303 英华学校
 304 中华学校
 305 中和学校

    乌敏岛 306 敏江学校 

    绝后岛 307 新华学校 
  （即圣淘沙岛）

 布拉尼岛 308 大众学校



 
  
            
 1 明新学校（戏院街） 
 2 圣心学校 
 3 崇文学校
 4 菁莪学校
 5 天南学校
 6 若愚学校
 7 侨英学校
 8 德馨学校
 9 侨英女校
 10 寿荪学校
 11 通德学校
 12 华侨女校
 13 振德学校
 14 光亚学校
 15 存仁学校
 16 昭孔学校
 17 觉蒙学校
 18 南洋平民学校
 19 正修学校
 20 育本学校
 21 南洋平民学校
 22 觉民学校
 23 娘媛女校
 24 朋科英文夜校
 25 养元学校
 26 大德女校
 27 尚志学校
 28 商科学校
 29 益励学社
 30 正修学校
 31 益励学校
 32 坤成女校
 33 育德学校
 34 英才平民学校
 35 启华学校
 36 三中学校
 37 树人学校
 38 侨星平民校
 39 培正学校
 40 惠群义学
 41 新侨学校
 42 为民学校
 43 群英女校
 44 华强学校

 45 培德平民学校
 46 福青学校
 47 桃源学校
 48 松氏夜学校
 49 怀德学校
 50 益才学校
 51 中英学校
 52 术馀女校
 53 中华学校
 54 兴华学校
 55 尊孔学校
 56 通儒学校
 57 弘毅学校
 58 振东学校
 59 宏才学校
 60 育华学校
 61 广育学校
 62 志钊女校
 63 静方女校（尼路）
 64 振德学校
 65 番祖学校
 66 育美学校
 67 登泰学校
 68 南洋女子体育专门学校
 69 明星学校
 70 知行义学校
 71 广育学校
 72 公馀夜学校
 73 国英学校
 74 华侨义学校
 75 智德学校
 76 星东学校
 77 正义学校
 78 正中学校
 79 裕华学校（裕廊路19里）
 80 陶华学校
 81 光侨学校
 82 新德学校
 83 东亚学校
 84 励华学校
 85 闽粤学校
 86 励明学校
 87 培南学校
 88 鼎美学校

 89 树芸学校
 90 沈氏中英校
 91 光亚学校
 92 农民学校（蔡厝港）
 93 中民学校
 94 在勤学校
 95 爱群学校
 96 星洲音乐院
 97 中华学校
 98 竞新学校
 99 崇侨学校
 100 启智学校
 101 湛华学校
 102 培民女校
 103 乐华学校
 104 南育学校
 105 华育学校
 106 少仪学校
 107 友益学校
 108 幸成学校
 109 民众义务学校
 110 上达学校
 111 中华公学（大马路）
 112 举善学校
 113 新亚学校
 114 少卿学校
 115 启华学校
 116 国风中英学校
 117 发明学校
 118 中和学校
 119 星西公学
 120 福南学校
 121 博文学校
 122 致用学校
 123 怀新学校
 124 大同商业学校
 125 持志学校
 126 启民学校
 127 育贤学校
 128 汉光学校
 129 沙岗学校

 130 震旦学校
 131 育新学校
 132 循循学校
 133 华侨水产航海学校
 134 中星学校
 135 华侨学校（巴耶利峇）
 136 敬庐学校
 137 华侨师范学校
 138 民凯学校
 139 敬勤学校
 140 建清学校
 141 竞明学校
 142 国民学校
 143 华东学校
 144 华联学校
 145 群英学校
 146 粤华学校
 147 公正学校
 148 育贤学校
 149 侨光学校
 150 育新学校
 151 广文学校
 152 仰文学校
 153 三育学校
 154 南强学校
 155 启民学校
 156 启智学校 （军港路）
 157 星光学校
 158 端华学校
 159 岭南学校
 160 益智学校
 161 华英学校
 162 培群学校 （大成巷）
 163 培华学校 （巴耶利峇）
 164 华强学校
 165 有恒学校
 166 民光学校
 167 启华学校
 168 志修学校

＊参考许苏吾编著的《1950年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

战后停办的华校名单                            施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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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中学校规



取自《黄埔情缘五十纪念集》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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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培养之恩
涌泉相报

  养正校友会  敬 贺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饮水思源
  黄埔中学“情缘永续”筹办校友  

同   启



——国家永远的资产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消失的华校

展 出 成 功 展 出 成 功

2014年华校校史展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至诚恭贺

三 山 校 友 会 
敬  贺 端 蒙 校 友 会 

敬  贺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明新小学1967年六甲班同学 

祝 贺

精神万古
气节千载
吴秀华老师           冯英贞           陈慧群
黄良华                    辜月蓉           许锦盛
郭诗平                    林荣生           杨淑惠
李伟栋                    赖佩芳           许嫦俸
黄子浩                    黄益胜           麦权荣
陈邦立                    许美湘           罗美荔
沈茂俊                  翁启慧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同  贺

展 出 成 功

中 华 校 友 会
南 华 中 学 校 友 会
立 化 中 学 校 友 会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放眼新世纪
开启华教情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新 加 坡 培 风 校 友 会 
敬  贺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同  贺

展 出 成 功

道 南 校 友 会
爱 同 校 友 会
崇 福 校 友 会
南 侨 校 友 会

光 华 学 校 校 友 会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盛 典 圆 满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南 华 小 学 校 友 会 
敬  贺

——国家永远的资产

 消失的华校

展 出 成 功

2014年华校校史展

至诚恭贺

杨 厝 港 培 华 校 友 会 
敬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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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艺中医药学院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Web:  www.sciencearts.com | E-mail: call@sa-college.sg | Fax: 67451235

Add: 150 MacPherson Road, Science Arts Building, #06-01 S(348524)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CPE Reg No. 200819996D

(03/06/14 - 02/06/15)

询问电话 Contact Us : 6744 8004

科艺中医药学院成立于2008年，是隶属于科艺私人有限公司的注
册中医药学院。学院秉承“推动中医药文化教育，传播养生保健知识”
为宗旨，自成立以来在各大院校积极普及中医药文化课程，学生人数
超过3万，反响热烈。

同时，学院也推出多样化的中医药延续教育课程与养生保健项目，
为我国民众的保健事业做出贡献。学院课程包括：

• 普及教育课程 - 中医药保健讲座，学生和社团的普及教育课程

• 文凭培训课程 - 提升养生保健专题执业技术/文凭课程(ITEC/WSQ)

• 延续教育课程 - 系列专题课程，强化专业知识和提升技术水平

实
践

班
2014

授课语言: 中文 (具多年临床及教学经验的注册中医师授课)

授课时间: 每逢星期五7– 10pm (每个主题共10堂)

主题 学习重点

中医玄机
•中医基础学 •诊断学

（四诊合参 + 辨证论治）

中药奥秘
•中药学 •中医药膳学

（药膳品尝）

经络养生
•经络学 •生理解剖学

（推拿与刮痧）

精神养生
•《黄帝内经》 •亚健康

（时辰养生）

实践中医的养生智慧!
深入浅出——系统学习基础中医学，
辨证施治——掌握养生保健精萃，
有效提升自我与家人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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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年华校校史展

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华校生6万7856人，那是华校巅峰时

期，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

这些已消失的华校，是国家永远的资产，它们在过去100年为新加坡培养

了众多杰出人才，创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昌盛。即便这些学校已从新

加坡的教育景观消失，他们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我们不能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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