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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东南亚殖民当局对华侨教育的压制与华侨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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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教育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但却招致英国、荷兰和法国殖民者先后出台
对华教的政策压制。苛令的出台，反映了殖民者对华校和侨生数量激增态势的担忧，对东南亚华侨教育与中国
本土的跨国互动增强的芥蒂，以及对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思想的恐惧。殖民当局对华侨教育的压制政策引发
华侨的反抗，表现为抗议、交涉乃至于流血抗争，东南亚华侨教育终得以在艰难中存续。对压制政策的抗争是
华侨捍卫教育权的一次成功尝试，华侨群体通过此次抗争进一步团结并加深对母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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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东南亚华侨教育史中，西方殖民者的态度是影响华侨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学人研究的重
要对象。民国时期就已有华侨杂志和社会调查关注殖民当局对华侨教育的影响，包括近代东南亚地区的华
侨教育概况、殖民地教育及殖民政府对华教的政策演变等诸多方面，这些社会调查和原始述评是关于东南
亚殖民教育政策的宝贵资料，但尚不构成系统的分析①。而目前，学界对近代东南亚各殖民当局华侨教育政
策的研究多集中于时代背景、政策实施原因、内容及其对当地华侨教育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而有关华侨对
殖民者压制华侨教育的抗争及其效果的关注有所不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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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期，东南亚华侨教育获得了迅猛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荷、法为代表的西方
殖民者惊愕于华侨教育的快速发展，并采取了压制政策。面对压制，东南亚华侨团结起来，通过抗争保住了
华侨教育的果实，并成功维护了华侨教育的存续。基于上述既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将以一战后英荷法殖民
当局对华侨教育的压制及华侨抗争为分析对象，关注压制政策的内容，并分析该政策激起华侨一众反抗的
缘由、
方式、
效果及其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华侨教育获得持续发展的意义。

一、
一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教育的发展概况
1912 年民国成立后，大力改革旧制，提倡新学制。东南亚华侨对此积极响应，开办新式侨校，华侨教育
迈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无论是东南亚侨居地的华侨教育，抑或东南亚华
侨教育与中国本土的跨国互动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东南亚的华侨教育发展
东南亚的华侨教育，即华侨在东南亚侨居当地开办的、专供华侨子弟就读的教育学堂（或机构）。辛亥
革命后，华侨日渐觉悟，且知教育事业之重要。尽管经济困难，东南亚华侨仍尽力维持侨校存续，使得侨校
和侨生数量不断增加。至一战结束，在东南亚英属、荷属及法属等地共新增华侨学校 98 所。
表 1 1912—1918 年东南亚英荷法殖民地华校增长概况
1912 年

1913 年

1914 年

1915 年

1916 年

1917 年

1918 年

英属地区

13

7

8

3

11

13

21

荷属地区

4

1

5

2

1

2

4

法属地区

2

0

0

0

0

0

1

数据来源：林之光，
朱化雨：
《东南亚华侨教育调查研究》，
载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华侨卷）》，福建教育出
版社，2014 年版，第 566—567 页。

就数量而言，东南亚各地的华校以英属地区增长最多，荷属其次，法属及美属地区有少量增长。除数量
增势外，东南亚各地的华侨教育发展还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各埠华侨“学堂”多改称为“学校”，新式学校
渐成主流。第二，学校多设于各会馆内，由当地侨领或教育热心人士创办维持，办学经费以募捐为主。第三，
董事部为学校最高行政机关，下设校长、总理以及教职员。第四，女子教育应运而起，如：槟城璧如女校、务
本女校、
毓南女校、星洲侨英女校、星洲南华女校、
菲律宾华侨女校等在东南亚各埠开办。第五，实用主义教
育（或职业教育）兴起，菲律宾怡朗乙种商业学校、棉兰华商学校女子部以及星洲东南亚工商补习学校等职
业学校先后创设①。
华侨学校数量增长的同时，华侨教育机关的创建也随即提上日程，荷属华侨率先掀起筹建华侨“教育
总机关”
的激烈讨论。“久处同一艰危之境，而犹无同一之图存教育”
，1906 年 8 月，荷印华侨学务总会应运
成立，
“坚贞蒙难，崛起于素若散沙之华侨教育界中，发奋有为，意者南中华侨教育，其将由此勇猛精进，大
方光明矣”②，该机构当即成为当地有力的华侨教育机关。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类似荷印华侨学务总会这样
的华侨教育领导机构也相继成立，如：法罗南华侨学务总会（1913 年）、英属华侨学务总会（1914 年）、菲律
宾华侨教育会（1914 年）、缅甸华侨学务总会（1915 年）等。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东南亚华侨
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华侨教育实现统一发展和组织管理开启了新局面。

①1916 年，吉隆坡尊孔学校将该校高等小学改办为商业班，为马来亚的华侨学校重视实用教育、培养华侨商业人才起到
了良好示范。此后，
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学校相继效仿，
在校内开设职业实习教育。如：
柔佛新山宽柔学校附设五七公司；
吉
隆坡坤成女校开设职业学习、怡保育才学校附设学生贩卖部等。参看陈国华：
《先驱者的脚印——
—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
（1690—1990）》，加拿大：
Royal Kingsway Inc，1992 年版，第 130—131 页。
②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
《荷印华侨教育鉴》，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辑委员会，
1928 年版，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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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南亚华侨教育与中国本土的跨国互动
除华社自身的活力外，东南亚华侨教育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助推。北洋政府上台后，奉行“移”
“殖”
“保”
“育”的侨务宗旨。其中，
“育”即华侨教育，是保侨的桥梁，也是建侨的基础，足见政府对华侨教育
的重视①。
落实到政策层面，北洋政府扶植华侨教育发展的措施有：第一，建立华侨教育视导管理制度。1915 年，
高登鲤、梁家义二人受北洋政府派遣，首次以驻外视察员身份赴海外视察侨教②。1913 年北洋政府颁发《教
育部公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令》，首次明确驻外领事对海外华侨教育的视导管理职责③。第二，出台侨
民子弟回国就学的政策。1914 年 2 月，北洋政府颁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明确回国侨生的年龄限制、
保送流程及选拔录取方式等，该规程也是近代中国首部针对归国侨生教育的规定④。第三，制定华侨兴学奖
励机制。1914 年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
“凡是以私财在国外创立学校或捐助学校，培育侨民子弟之华
侨，都可向各驻在领事开列事实表册详请褒奖；对以私财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宣讲所的，也
可准照前项办理及以捐资金额多少给予不同等级褒奖。”⑤
表 2 北洋政府时期的华侨教育法规
法规名称

颁布者

颁布时间

《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

北洋政府教育部

1913 年 2 月

《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

北洋政府教育部

1914 年 2 月（初订）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

北洋政府教育部

1914 年 10 月

《暨南学校章程》

北洋政府教育部核准实施

1917 年 12 月

资料来源：
《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第六册），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年代不详；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北洋政府的相关措施还是富有成效的。1918 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华侨教育状况》显示，海外华校所受捐
助不断增长，且以月捐居多。1917 年，荷属学务总会总理陈显源因贡献突出，获得由北洋政府授予的三等嘉
禾奖章和
“菁莪赞化”
匾额。1919 年，又有淡目、安班澜及三宝垄的中华学校等 40 余名华侨校董（或校长）同
样获得奖励⑥。这一时期，华侨办学十分积极，东南亚及国内的侨校数量明显增多。在荷属东印度地区，
1919
年已有侨校 215 所，学生 15 948 人⑦。在英属地区，至 1920 年，马来联邦有侨校 181 间；海峡殖民地有 313
间⑧。1918 年，缅甸有侨校达 70 余所。国内侨乡的侨校数量也有增长，梅州中学（1912 年）、东山中学（1913
年）、晋元中学（1914 年）、泉州华侨女子公学（1917 年）、集美学校（1918 年）、厦门双十中学（1919 年）等相

①周尚：
《战后华侨教育》，
《教育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
第 96 页。
②二人后在泗水期间与振文学校教员产生意见分歧，不得已折返中国。此后的 1916 年、1917 年及 1919 年，
奉命到东南亚
黄炎培和林鼎华等人。
调查华侨教育情形的北京政府官员还有熊理、
③该法令共八条，
明确规定了领事对海外华侨教育的职责。如：向华侨学校宣达教育法令；处理华侨学务上之纷争；必要
时向各学校表达意见，
指导改良；
处理华侨学生回国就学事项；考核小学校教员及负责褒奖各学校教职员等事宜。参见《教育
部公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令》，
载《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第六册）》，商务印书馆出版，
出版年代不详，
第 35—36 页。
④该规程规定：回国就学的侨生年龄需在 15 岁以上，在各居留地华侨学校毕业后由各地领事官酌加试验后保送；国内各
学校对侨生在试验成绩所差十分以内从宽录取；为国语未甚熟练之取录学生设立国语补习班等。《教育部公布侨民子弟回国
就学规程令》，载《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第六册）》，
商务印书馆出版，
出版年代不详，
第 60—61 页。
⑤福建省档案馆编：
《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351—1352 页。
⑥黄昆章：
《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5 页。
⑦《荷印华侨教育鉴》，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辑委员会编，
1928 年版，
第 376、
408 页。
⑧[马来西亚] 郑良树：
《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载《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论丛》，新加坡东南亚学会，1986 年版，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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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开办。1918 年，暨南学堂正式复办，更名为“国立暨南学堂”。该年 3 月，该校就接收了来自英、荷属的东南
亚侨生共计 53 名；至 9 月暨南学校开学典礼，时有侨生共 70 人①。
民国成立后的 10 年内，东南亚华侨兴学风气渐浓，并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教育互动，总体呈现振
兴发展的趋势。

二、一战后英荷法殖民者对华侨教育的压制
华侨教育发展的突飞猛进，是东南亚殖民政府始料未及的，也标志着殖民政府早期想要与侨校竞争华
侨生源以推行殖民同化政策的企图破产。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爱国浪潮在东南亚华侨社会高涨，
令东南亚的殖民者歧视华侨教育日甚，英、荷、法属东南亚殖民政府决定对当地的华侨教育施以政策压制。
（一）英国殖民者对华侨教育的压制政策②
1920 年 10 月 29 日，英属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
（Registration of Schools
2.教科
Ordinance 1920），成为英国殖民者压制华侨教育的开端。该法令规定：1.殖民政府随时有权封闭学校；
书须由政府编辑；3.教员须经政府许可，方可担任，否则驱逐出境；4.查有不合政府之意旨之学校，当重责该
校负责之人③。法令表面声称管制对象为所有学校，矛头实则指向华侨学校，意图控制华校以维护英政府的
殖民利益④。
《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对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侨教育的冲击是巨大的。随后，英国殖民者在东南
亚其他属地也出台了类似的法令，如：
《英属砂捞越禁止华侨教授国语条例》
（1924 年颁）、
《英属砂捞越之学
校注册条例》
（1925 年颁）及《英属三州府 1926 年学校注册条例》等。其共同点，也都是以“注册”之名，行监
控华校教职员及削弱华校之实。那些在条例出台后三个月内无法获得殖民政府所颁注册证的华校，即被认
定为违法者；凡是未经注册或从事政治宣传损害殖民地利益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员同样也被殖民当局认定违
法⑤。
除此之外，英国殖民政府又于 1923 年增设了 1 名欧人副教育提司和 1 名华人督学，以监督和管制华
侨学校⑥。据统计，1925 年至 1928 年间，至少有 315 所华校被英殖民当局认定为损害殖民地利益的政治宣
传工具而导致取消注册，其中包括为华裔工人和成年人而设的夜校⑦。
（二）荷属东南亚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的压制政策
荷印政府对华侨教育由同化至压制的政策转变，以 1923 年《荷属东印度学校条例》为标志⑧。该条例规
定：任何不受政府公款的“非欧洲人”
，想要自行开办教育，必须将其设教的意图、教授性质、教授地点等具

①吴学谦：
《百年暨南史（1906—2006）》，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17 页。
②英国殖民者针对东南亚华侨教育的压制政策主要集中于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地区，至于其在东南亚的其他属地，如
英属缅甸地区，或被英国殖民者认为华侨教育进展不突出或对殖民利益威胁较小，
少有压制政策出台。
③⑤Yung Yuet-Hing，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ates 19001941，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1967，pp311-318.（附录 A）
④1925 年，东南亚英属殖民政府再次颁布《1925 年学校注册修正法令》，
赋予教育总监更大权力，
以拒绝让任何参与所谓
“颠覆”活动的教师注册。同时禁止学校采用一些“不合适”的课本，这些课本主要是含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内容的书
本。 参见柯嘉逊：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999 年版，
第 23 页。
⑥ Philip Loh Fook Seng，Seeds of Separation：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 1874 -1940，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96.
⑦柯嘉逊：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999 年版，第 31 页。
⑧20世纪 20 年代前，
荷印政府对华侨教育以同化政策为主。1908 年，荷立华侨学校成立。该校由荷兰殖民政府开办，
欲
与华侨开办学校争夺生源以遏制华校发展。类似的荷属官办学校还有荷立土人小学校、荷立土人初等补习学校、荷立土人师
范学校等。
“这些学校，
虽由殖民政府设立，
却无一白种人后代就读。”
殖民政府的华侨学校开办后，
与华校基本保持并立竞争
的态势。参见孝胥：
《东南亚实地调查录》，商务印书馆，
1918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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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告说明；教育必须接受政府派定的官厅、视察员监视和检查（包括问询以及进入学校、学生宿舍检查
等）。而对于有违上述情节者，地方长官按情节轻重有权对其施以拘留、罚金甚至作犯罪处罚①。通过条例，
处罚甚至取缔华侨学校及教员拥有绝对权力②。《东南亚旅行漫记》曾记载：
“凡是新
荷印殖民当局对限制、
客登岸，如果带着书箱，或是行李内夹有书籍的，不问而知是斯文人，一定扣留无疑……还有一种是荷兰人
发明的‘不注册的注册’
（每个学校要招生开学的时候，一定要将学校用的教科书，教员的姓名、籍贯、年纪、
学生的数目及种类列一个详细的表册送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审查过教科书的内容，他们信得过没有宣传国
③
家主义的思想了，没有赤色的教员了，然后才准你开学”
。

1920 年，荷属华侨学务总会视学员熊理被荷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该事件在荷印华侨社会一度轰动。
至 1930 年，因“教授三民主义”
“携带或教授新时代书籍”
“教授含有政治意味的书籍”
“学生作文抵触法律”
被荷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拘禁扣押及停职的华校教员达 33 人④。有荷印报纸对此甚至得意宣称：
“荷印政
府设立荷华学校之步骤已收奇效。在数年内中华学堂将自行消灭。”⑤
（三）法国殖民者对华侨教育的压制政策
汉字和儒学教育在越南历史悠久，其影响让该地的教育殖民同化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因此，法国殖
民者来到越南后，也仅是取消了南圻的汉字教育。在封建势力和儒学官僚影响较大的中圻和北圻地区，汉
字和儒学教育仍被允许与法文教育同时开展。因此，法属东南亚殖民政府的教育限制政策，也主要针对南
圻地区实施。
1924 年 4 月，法国殖民当局颁布《南圻中文学塾规则》，规定：
1.华文学塾仅为华侨儿童开设，分为文字
学塾（私塾）与初等小学塾（国民学塾）两种。2.中文学塾创办人应为在越居住至少 2 年及在其所设学塾地方
居住 1 年，具品行证书须经当地官员允许。3.教职员须经每年举行的华文考试资格，取得文凭。初等小学塾
教职员持有中国公立学校文凭者，须经法国驻华领事馆调查承认，否则仍须参加当地政府的考试。4.同时，
学塾高级班每周须教授法文 4 小时⑥。该规则的颁行，使得法国殖民政府对华校校长、教员的资格核定拥有
绝对的权力，对该地华侨教育发展诸多阻碍。1925 年，法属殖民政府又颁布了《私立学校教职员处分条例》，
对私立学校的教职员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具体的规范。
（四）英荷法殖民者压制华侨教育的原因
相较于 20 世纪初期东南亚各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的“宽松”态度⑦，20 世纪 20 年代殖民当局出台苛令
的原因有：
其一，经过 20 世纪头 10 年的教育振兴，华侨学校快速发展，侨校和侨生数量的激增非东南亚殖民者
所愿见到的。其针对华侨教育的实质，如荷兰人凡登·波须所言，
“或就是害怕华人自办教育发展太快，担忧
⑧
这些学校过分鼓吹国家思想，对东印度殖民利益造成威胁。”

其二，殖民者担心华侨教育与中国本土的跨国互动将使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引向东
①林之光，朱化雨：
《东南亚华侨教育调查研究》，载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华侨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14—615 页。
②乐天：
《东印度华侨国民教育概论》，载《巴城新报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1935 年，
第 89 页。
③梁绍文：
《记英人摧残教育始末（二）》，
载《东南亚旅行漫记》，
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982 年版，
第 204 页。
④《华侨学校教职员出境及被捕表》，载钱鹤编：
《东南亚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
暨南大学东南亚文化事业部，
民国十九
年初版，第 555—556 页。
⑤乐天：
《东印度华侨国民教育概论》，载《巴城新报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1935 年，
第 89 页。
⑥周南京主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12 页。
⑦所谓“宽松”态度，是相对 20 世纪 20 年代而言：20 世纪初，英属殖民政府对该地华侨教育的态度总体是自由放任发
展。尽管有英属殖民地政府设立之华侨学校（1907 年开始），
也仅为向华侨子弟推广英文教育，
对华校无多限制。在荷印地区，
如前述，殖民政府主要以同化为主，亦非强制压制。在法属越南，
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较少限制。
⑧[荷]凡登·波须著，费振东译：
《荷属东印度概论》，
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
第 432—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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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殖民者已经明显感受到“华侨之气已不像从前的颓唐；加以俄国革命的影响，深恐华侨染着此项思
想，殖民政府实万分危险，故消除华侨学校，便无传播的凭藉……”① 而注册法令背后的政治意图，正是预先
针对民党的
“可能影响”先发制人②。
其三，五四运动的爆发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亚殖民政府压制华侨教育的直接动因。当中国国内的青
年在五四运动中号召惩办卖国贼，抵制东洋货，华侨学生亦感触这种轰轰烈烈的精神，开始在东南亚各埠
开展类似运动③。1919 年 6 月，华侨学生在新加坡、槟城和吉隆坡等地发起反对凡尔赛和约、反日示威及针
对殖民政府的抗议，这些抵制活动使东南亚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提高了政治警惕。
“所以，英国人开始加大
力度对付宣扬反帝反殖一事的董事、老师与课本来源，是站在保护政权的立场”④。

三、
东南亚华侨捍卫教育权利的抗争
苛令一出，东南亚华侨随即与殖民政府展开交涉，以捍卫合法教育权利。其中，以英属海峡殖民地和马
来联邦的华侨抗争最为激烈。
1920 年学校注册条例公布之初，槟城华侨钟乐臣便组织当地华人成立“槟城华侨学校联合会”，向英国
殖民政府公开请愿反对这一条例。新加坡华侨庄希泉、余佩皋等人随即发动当地的华侨社团积极响应，并
成立
“东南亚华侨学务维持处”，希冀继续扩大反对学校注册法令⑤。
华侨的不满并未促使英殖政府就此废除注册条例，在反注册条例的风潮中，陈新政⑥、钟乐臣、庄希泉、
余佩皋、宋木林等华侨教育领导人因带头奔走请愿遭英属殖民政府驱逐出境。1923 年，为缓解华侨的反抗，
英属殖民政府也提出给予华侨学校津贴的政策。由于殖民政府的诚意受到质疑，有意愿主动申请殖民政府
教育津贴的华校并不多（1927 年的统计，海峡殖民地申请津贴的华校有 5 间，马来联邦有 59 间）⑦。还有部
分华侨学校，因不愿注册或遭英殖民政府取消注册而毅然关闭。
在荷属东印度，当地华侨对殖民政府的华侨教育压制政策态度两极分化，并灵活采取措施以抵消殖民
教育政策给华侨教育带来的恶劣影响。除极少数主张取消华校、提倡荷文教育的华侨外，大部分华侨仍坚
“改进”。1926 年，荷印华侨学
持开办华侨学校。为缓解来自殖民政府的压力，荷属华侨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
务总会召开“华侨教育研究会”，提出：
1. 将荷属华侨学校教育方针以祖国教育部门所订方针为主，改为“养
成健全之华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培植适于东南亚之充实生活能力，增进各民族感情。”2. 敦促学务总会
删改国内（中国）教材，并编辑东南亚学校教材。3. 外语教学不只限定一种，提出巫文、荷文和英文兼顾等。
4. 设立两年制师范学校，培养师资等⑧。这些“改进”措施，强调华侨教育立足南洋本土、规避政治风险，是该
时期荷属华侨抵御殖民法令的主要内容。
相较之，法属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的限制则偏向
“温和”。所有的法令和规定只是对越南的华侨教育有
一定程度的限制，将华侨学校按照外侨学校的规定来管理，而非消灭华侨教育。因此，当地华侨对殖民政府
教育法令的抗争力度也相对平缓。1929 年，西堤侨领带领七府公所，具呈当时的南圻总督，要求殖民当局取
消该项条例。各公立、私立学校也随即一致为后盾，促使当局放松限制⑨。

①③梁绍文：
《记英人摧残教育始末（二）》，
载《东南亚旅行漫记》，
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1982 年版，
第 34 页，
第 36 页。
②④⑤王琛发：
《陈新政与钟乐臣的忧患岁月：马来亚华人反抗〈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一百年祭》，
《闽台文化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⑥槟城文教先驱，后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命令》，追封其为烈士，赞扬“其精诚易烈，足树侨界风声，乃以迫于强权，竞
使赉志以殁”。 参见邝国祥编：
《槟城散记》，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58 年版，
第 141 页。
⑦ Yung Yuet-Hing，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ates 19001941，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1967，p80.
⑧温广益，蔡仁龙等编著：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466 页。
⑨徐善福、林明华：
《越南华侨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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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华侨的积极作为下，东南亚华侨教育不仅没有被殖民者扼杀，反而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具体
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华侨学校数量和生源持续增长。数据显示，至 1930 年，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校增至 339 间，学生
24 059 人，教员共 1 077 人；在马来联邦，华校数量增至 377 间，学生 22 308 人，教员 903 人①。与英校相比，
华校在当地仍占据明显优势。如在马来联邦，1930 年就读于英校的华族学生占比 28.5%；而就读华校的学
生占比为 71.5%②。1930 年后，这一比例差距更是进一步增大。荷属华校虽受荷华学校挤压，数量也仍庞大。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全印尼地区的华侨学校约有 450 所，学生约 45 000 名，华校数量约为荷华学校的
4 倍，学生则是荷华学校的 1 倍③。同样在法属越南，至 1930 年，该地共有华侨学校 35 所，学生 5 000 人④。
⑤
从以上数据可看出，尽管受到殖民政府的政策打压，华侨教育
“更形发展，几如雨后春笋”
。

其二，华侨教育体制结构进一步优化。与 20 世纪初期相比，
20 年代以来华侨教育完成了私塾到新式教
高
育的过渡，在学校体制、岗位设置等方面有大幅度的改进。华校办学层次进一步细化，分为幼稚园、初小、
级中学、英文等不同层次。公民、英文、自然、训育、商业等新式课程均有增设，教材大多出自商务印书馆或
中华书局，以国语教授为主（或国语、方言并用）⑥。华校的办学条件各有差异，但经费多数由华侨社团、
董事
或华商捐赠。体制结构上的优化，使华侨教育体系的建构趋于稳固、健全。
其三，东南亚华校和中国本土的互动增强，是超出东南亚殖民政府意料的。当华侨教育无法得到殖民
政府的善意时，东南亚华侨转而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英属注册条例出台后，当地华侨即派代表回国请外
交总长对英使提出交涉，希望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同时，华侨学校的教科书也依赖中国供应，由中国编著
的教材成为当时马来亚华侨学校教材的主要来源。在荷属地区，如 1924—1927 四年间，各地上百间华侨平
民学校相继开办⑦。这些学校专门招收贫侨子女、工人和店员入学，教授反帝反封建内容的知识，密切配合
祖国的革命斗争。
20 世纪 20 年代后，东南亚华侨在国内侨乡大力投资教育。据统计，1925—1927 年在晋江的 120 所学
校中，私立学校占比 63.5%，而这些私立学校中 70%由华侨开办⑧。同时，国立暨南大学的生源也十分可观。
据 1929 年 1 月 1 日该校教务处统计，国立暨南大学共有华侨学生 775 名。其中来自荷属地区的侨生最多，
共 342 名；其次是来自英属地区的侨生 252 名；美属菲律宾地区 36 人；法属安南 13 名。1926 年至 1929 年，
暨南高中师范科共毕业学生 122 人，其中不乏数量的学生于毕业后前往东南亚各地侨校服务⑨。

结 语
本文梳理了一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教育快速发展的概况：侨校和侨生数量大增；学制和管理机制优化以
及东南亚华侨教育与中国本土的跨国互动增强等。这些表现同时也招致英荷法殖民政府的芥蒂，压制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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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法令和政策因此出台。以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荷属东印度以及法属南圻为典型，广大华
侨针对殖民教育政策展开了激烈抗争，东南亚华侨教育终得以在艰难中存续和发展。
在东南亚，华侨向来被西方殖民政府视作弱国侨民，对其从未有平等之对待，更遑论给予华侨任何教
育权利。一战后，东南亚华侨针对殖民政府华侨教育苛令的抗争因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首先，这是华侨捍
卫自身教育权利的成功尝试。经过此次抗争，西方殖民政府压制华侨教育的企图被击退；东南亚华侨的教
育需求和权益得到捍卫。其次，华侨在抗争中加强团结并组织起来。此次抗争，参与华侨人数较多、规模较
大，各地华侨组建了统一的教育领导机构，扩大了华侨教育体系。再者，华侨对母国的联系和认同进一步加
深，并涌现出如陈嘉庚、李清泉、邱元荣等著名侨领，而中下层华侨对宗亲、家乡的发展同样关注，从而加深
了对中国的认同①。
（责任编辑：黄文波）

Suppression of Colonial Authorities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Resis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after World War I
Wang Lan Chen Y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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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howed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around World War I, which
caused suppressive policies from the British, Dutch and French colonists. These policies reflected the colonists' concerns about the
surge of Chinese schools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grievances about the in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a, and fears for the nationalism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oppressive policies also led to the resis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as protests, negotiations and even bloodshed sacrifices.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finally survived.
The protests were a successful attempt to defend the right of overseas Chinese for education, through which th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ir home country further united and deepened.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 Polici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Resis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①庄国土：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 年间东南亚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4 期，第 113 页。
- 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