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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师 情 缘
□黄家正

2021 年 4 月 6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致厦门大学百年

校庆的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

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

100 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

领袖陈嘉庚先生立校志向，形

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

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办

学特点，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做出了积

极贡献。纵观厦门大学百年历

程和海内外各界对陈嘉庚先

生倾资兴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的缅怀，不禁让我产生了对同

为陈嘉庚先生倡建的“国立第

一侨民师范学校”（简称“侨

师”）的许多回想。

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系

陈嘉庚先生为实现其“诚以救

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

方”的兴学立国意愿，出资创

办的教育基地。而侨师则是陈

嘉庚先生为培养输送海外华

文教师而极力向国民政府和

社会各界倡议、由国民政府出

资创办的师范学校。侨师虽仅

存 8 年，却为海外华文教育培

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华文

化的海外传播，乃至于国内革

命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另一

个角度呈现出其爱国爱乡、弘

扬中华文化的赤子之心。

倡建曲折

华文教育与华人社团、华人

报刊被称之为海外华侨社会的

“三宝”，共同对华侨社会起着引

导性影响和决定性作用。

长期漂泊的海外生活，使得

陈嘉庚先生深切地体会到：一个

国家贫穷落后，国民就没有尊严

可言。他早就确立了“国家之富

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

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

的理念，慷慨出资创办和资助

了 118 所各类学校。陈嘉庚先

生强调“侨生接受祖国之文

化，比较国内尤为重要”。为鼓

励华侨子女回集美读书，他对

这些侨生的学杂费、寄宿费分

文不取，支持一批又一批的侨

生回国就学。

在办学过程中，陈嘉庚先生

深切感受到师资对文化教育影

响的重要性。他认为“师范是教

育的基本”，把师范教育称为教

育事业的“工业母机”，“没有好

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因

此，他先后在集美创办旧制师

范、女子师范、高级师范、高中师

范科、简易师范、幼稚师范和南

洋华侨师范学校。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南

亚各国的华文学校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华文教师匮乏的状况，引

起了陈嘉庚先生的注意和担忧。

1941 年初，他致电国民政府教

育部长陈立夫，提请国民政府创

办华侨师范学校。他阐述道：“南

洋华侨中小学校，三千余校，男

女学生三十万余人，教师一万余

人，闽粤二省人居多。而南洋亦

未有华侨正式师范学校，所需教

师概从祖国聘来。以闽粤二省现

状观之，所有师校毕业生，已不

敷省内需求，而南洋华校年须增

加千余人，多向省内争聘，致闽

粤教师愈形缺乏。余故电请重庆

教长陈立夫，在闽粤两省各创设

华侨师范学校一所”。

在 1941 年 2 月 18 日致陈

立夫的复函《华侨师范学校应设

于闽粤》中，陈嘉庚先生强调：

“惟国内设校，所以必在闽粤两

省者，以海外千余万华侨闽粤两

者占百分九十以上，而闽省侨

民，尤以闽南人占最多数，故国

内如可设校，必以闽、粤为先，闽

省更以闽南为重，以风土人情之

适宜，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成效。

集美学校之学生，二十年来所表

著于南洋者，大可资为证例也”。

2 月 22 日，陈嘉庚先生就华侨

师范学校校址问题再函陈立夫，

再次强调“设置国立师范学校，

国立校址宜设于闽粤两省，而闽

省尤宜设闽南漳泉辖内，庶实效

方有可期”。

几次与陈立夫沟通交流，反

复争取，陈嘉庚先生还以华侨

界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

提交了《关于在闽粤创设师范

学校提案》，建议不仅需要在

闽粤两省创设国立华侨师范学

校，还应在闽省分区加设普通

师范学校。陈嘉庚先生的这一

提案获得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

国民参政会各界代表的认同和

支持，予高度评价。该提案终

获 1941 年初召开的第二届国

民参政会通过，并决议请政府

迅速施行。

历程艰辛

鉴于时值抗日战争相持阶

段，厦门沦陷，闽南沿海兵荒马

乱，经教育部派员与福建省政府

商洽，国立侨民师范学校于

1941 年秋在闽西长汀开办（即

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1942

年于广东省开办国立第二侨民

师范学校。1945 年初，赣州失

守，长汀告急，侨师迁址漳平县。

抗战胜利厦门光复后，为学

校长远发展考虑，也为了落实陈

嘉庚先生侨师设于闽南的意愿，

侨师获准于 1946 年初迁驻厦门

郊区，校舍设于比邻厦门大学的

曾厝垵仓里社“红楼”。对于此次

迁址，侨师的校友在 60 年后仍

然记忆犹新。他们回忆道“1946

年春天，以培养海外华人学校师

资为宗旨的国立第一侨民师范

学校，突然从漳平搬迁到村里，

200 多名学生、二十几位教职员

工，租借曾厝垵黄姓华侨大宅院

为校舍，大门左边挂起一块校

牌：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

侨师本着继承孙中山先生

实现世界大同之遗志和弘扬中

华文化之精神，教学育人。在校

友的回忆中，在校本部大礼堂和

校庆三周年会场上，出现过侨师

校训，为“敷教育侨”。时任国民

立法院长的孙科亦以“教敷海

外”为侨师第一届毕业生题词。

如此校训，亦是符合陈嘉庚先生

倡办侨师之意愿。

作为国立师范学校，侨师施

行军事化管理，设军事教官掌管

学生作息；学生皆享受公费待

遇，组成机构自行管理膳食，力

求节约；课程安排除了与普通师

范相同，还根据海外华教特点加

授英语、马来语、缅甸语及南洋

诸岛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

等相关知识；每周各班有小组会

进行生活、学习、思想上的交流

及参加 2小时的劳动。

侨师几次搬迁，所居校舍均

按陈嘉庚先生提案中所建议，因

地制宜，因陋就简，租借民房、寺

庙和宗祠。最后三年定址于闽南

沿海、侨胞进出国门的口岸城

市———厦门。

贡献卓著

侨师建校八年，共招生十三

届，800 多人，毕业 519 人（第十

一至十三届学生因学校停办未

完成课程，未予毕业）。历年招收

新生，选择生源均参照陈嘉庚先

生本意，注意招收家庭贫苦、品

学兼优者，还重点考虑闽西南侨

乡子弟。学生入学均参加校方统

一出题、分区设点的集中考试，

择优录取。学生努力能吃苦，活动

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敢于坚持

正义。曾有 12 名学生于 1944 年

自愿报名参加远征军，远赴印度、

缅甸参加抗日战争。由于当年时

局影响，侨师毕业生主要流向福

建、广东、台湾等十多个省市和东

南亚海外诸国。他们时逢社会动

荡，在风雨漂泊的大潮流中，忧国

忧民、意气风发、奋勇进取，用所

学之长献身社会、服务民众，成就

一番事业，成效可谓硕果累累，桃

李满天下。

侨师风风雨雨的八年，横跨

中国现代史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两个重要历史阶段，尖锐复杂

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发的

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摆在广大学生

面前，让其思考，促其成熟。抗战

时期，师生积极投入抗战救亡活

动，不少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

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师生踊跃参

加爱国民主运动，奔赴内地参加

人民游击战争。

迁驻厦门曾厝垵“红楼”的三

年多时间，是侨师爱国主义精神

得到充分发扬的时期。中共闽中、

闽西南和城工部三个地下党组织

先后进入校内开展工作，并分别

成立党支部，在开展各项活动中

密切配合，争取思想、行动上的统

一。地下党领导、组织开展了五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宣传革命形势、

造革命舆论，扩大进步思想影响，

争取广大同学投入学运；二是运

用多种文艺形式，歌颂人民、鼓舞

同学，提高民主意识；三是组织开

展民主爱国运动，促使广大学生

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四是创

办 5 所农民夜校，宣传发动农民

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将学

运和农运结合起来。农民夜校同

时也成为地下党召开会议、党员

宣誓、接洽上级领导和印刷文件

的秘密据点；五是发展党员，扩大

组织，抽调党员到内地参加游击

队，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侨师的

三个地下党组织先后发展党员共

178 人（包括农民、职工等），至

1949 年春，党员总数占当时在校

学生的一半以上。少数留在厦门

岛内继续坚持隐蔽斗争

的党员，进行收集情报，

监视国民党军、政动向，

调查政府机构、设备状况

和保护水、电、道路设施

等工作，配合南下大军解

放厦门做出积极贡献。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

导下，侨师的学运如火如

荼地开展。有 1947 年反

对校当局专制的“倒陈学

潮”、声援国立浙江大学

“于子三惨案”反迫害斗

争、支持广州国立第二侨

师“反断炊”斗争及“助

学运动”；1949 年反对国

民党海军军官学校强占

侨师附小校舍斗争，学生

罢课抗议南京“四一惨案”，组织

农村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征兵、

征粮、征税的“反三征”斗争和发

动全校学生驱逐反动教师、特务

教师等。特别是在 1948 年 5 月 28

日举行的厦门岛历史上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意义最深的“厦门大中

专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联合大

游行”中，侨师起了骨干和先锋作

用。从 1947 年到 1949年 7月，侨

师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十几起学生

运动，故获“侨师是厦门学生运动

的堡垒之一”的赞誉，成为厦门爱

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

批准，侨师于 1950 年复办并易名

为厦门师范学校。侨师众学子都

投入到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中，不少定居于海外和台湾

的同学也为传播中华文化和培养

当地英才做出非凡的贡献。

为纪念陈嘉庚先生倡建侨师

60 周年，弘扬侨师精神，应 128 位

校友联名倡议，2001年 11月，以厦

门市政府名义设立的“国立第一侨

师纪念碑”于市文联大厦院内（原

曾厝垵“红楼”旧址）树起。揭幕典

礼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代表中

共厦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的致辞讲话中，充分肯定“侨师

是一所具有特殊贡献的学校，一所

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一所人才辈

出的学校，一所值得为之树碑立

传、应当载入史册的学校，一所它

的事迹和精神教育激励后人的学

校”。纪念碑的建立“就是原国立第

一侨师全体师生员工进步史迹和

爱国精神的形象总结，就是艰苦奋

斗、民主进步、敬业乐群、热爱祖

国、奉献社会的侨师精神的生动体

现，党和政府为这所学校建立纪念

碑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让这座

凝聚侨师精神的纪念碑成为青少

年接受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热爱

祖国、奉献社会优秀道德思想品质

的教育基地，让侨师精神发扬光

大，世世代代传衍下去”。

陈嘉庚先生“苦心孤诣兴教

育，矢志不渝为侨师”的侨师情结

蕴涵着他深深的爱国情怀，是“嘉

庚精神”的又一具体体现，其促就

的侨师精神同样值得赞颂。

侨师原址，曾厝垵著名印尼华侨黄洁传、黄大厝 年投资兴建

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