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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大环境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来自中国，教育体制
和效忠的对象，以中国为本。但是势衰的
中国国情和身处殖民地，以英文为主导的 
新加坡，华社要让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殖民地政府有一套
教育政策，中文学校虽可以创办，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殖民政府惧怕
华文学校被共产党影响，开始压制华文教
育的发展，津贴少设备差，华教难于发
展。另一方面，英校受到重视，学生出路
光明。反观华校生，公务员不能当，薪金
低，满腹怨气，抗争连连，在所难免。由
英文教育者把舵的环境下，民族教育怎能
发展呢？

然而，我们的先贤和对民族教育抱有期待
的有识之士，华人机构，如中华总商会，
在不利民族教育发展的环境下，毅然扛起
发展民族教育的大业而出钱出力。1955年
创立南洋大学，1963年创立義安学院，都
是那个时代的伟绩，我们永铭心中。我们
现略述義安学院的史迹，让義安学子，缅
怀先贤的贡献。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
自治，虽说平等对待4种语文教育，但是政
府在1961年对华文中学教育制度的更改，
学生的反抗，政府把学潮冠以共产党活
动，让华校的声誉大受
打击，再加上左翼政党与执政的人民行动
党的对抗，华教被染上了政治色彩。

本学院的创办

谋事在人，知道谁是当事人，有必要。历
届与義安学院初期发展有关的义安公司董

事会的总理和副总理：－

第十六届（1961-1962） 总理：连瀛洲  副
总理：李伟南，张汉三

第十七届（1963-1964） 总理：张汉三 副
总理：连瀛洲，李伟南

第十八届（1965-1966） 总理：陈锡九 ，
后由林守明接任 副总理：黄诗通，张泗川

1961年的南大学潮，催生了義安学院，这
句话，并不虚构（在1966发表的汤寿柏
报告书有作此提示）。当时以连瀛洲为首
的潮州義安公司，开始在1962年积极筹办
義安学院。另一方面，新加坡正准备加入
马来亚，在这大环境下，让连瀛洲能顺利
创办一间以工商为主的義安学院，符合两
地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也符合政府教育计
划。1963年星马正式合并，成立马来西
亚。

追忆50多年前的历史片刻

第一届1963年，招收的学生有：语文部的
中文系55人，特别班43；巫文系38人，特
别班45人。商业部的会计系104人，特别班
49人；商管系54人。工程部的电讯工程系
54人，应用化学系50人，家政系45人，共
400位正式生，特别班137人，正式入学的

连瀛洲、 张汉三 、 陈锡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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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55名。4月22日新生注册，5月2日正式
开课。在新，马合并的良好气氛下，近五
份之一的学生是来自马来亚各州。不明智
的是，学院招收了中四生，以迎合教育改
革政策，让后来被改为3年学课文凭制埋下
伏笔。

1963年学院有正教授7人，副教授4人，
讲师4人，兼职讲师12人。其资历为博
士4人，硕士9人，学士11人，研究员2
人，专科毕业3人。

开学典礼会上，義安公司
总理兼義安学院董事长连
瀛洲先生重申義安学院将
由小至大而扩展成为一间
大学，大学校舍最终将设
在武吉知马六哩半处。连
氏并强调将義安学院扩
展成一间理想的大学是義
安公司全体同仁最终的希
望，也是全体潮州人甚至
华人的光荣。   

连氏还强调義安公司的经
济状况非常良好，每年收入也非常稳定，
绝对有能力负担每年之经费。连氏又称：
義安公司向教育部表明，公司愿意负担義
安学院开办及经常费用，使之成为一个民
间团体创立的大学，但希望政府当局给与
指导。公司已公推李伟南，连瀛洲，张汉
三，张寿仁，周镇豪，林锦成及敦请林天
骥，林春献，刘英舜，连福明，熊叔隆等
共11人组织成義安学院董事会处理有关学
院一切行政事宜。

教育部长杨玉麟亦赞扬大学城计划，杨教
育部长亦在当日宴会上发言，对義安学院
初步发展表示欣慰，认为義安公司董事所

总理、部长与同学们欢集一堂

義安学院旧址

李光耀总理与夫人参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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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大学城计划非常合理——就是当今的商
业，工艺和语文三部发展成三个学院时，
就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的義安大学而迁入武
吉知马一百英亩的校园。杨氏对義安公司
办学精神予以盛赞，并宣布政府已经决定
以助学金资助義安学院内的新加坡公民的
子弟。

義安学院就在義安公司的资助
下，在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期
待中诞生了。

院长刘英舜在接见记者时着重强
调学院宗旨是重质不重量，将来
招生须本邦华文中学毕业并参加
政府会考及格或剑桥学校文凭考
试及格，或联合邦政府离校文
凭考试及格者，始准参加学院入
学考试。至于聘请教授及职员，
除在报上登
载徵聘广告
外，并将亲
身 前 往 香
港，台湾及
日本洽聘第
一流教授和

各门专才。当时刘院长并透露義安公司将
在武吉知马六英哩半，面积约百亩之广寿
山义地兴建宏伟之大学城，预定三年内完
成，届时義安学院将迁移该处，宣布为義
安大学。

義安学生会成立
学院一周年校庆

1963年12月22日，義
安学生会成立，蔡亚
火当选为主席，并制
定三个目标：（1）照

顾同学利益；（2）为学院增光；（3
）协助培养国家人才。

学生会於1964年5月24校庆日前夕，
在学院礼堂举行宴会，25日举行游
艺晚会。此外，尚有篮球比赛，以及
其他活动。总理，副总理，各有关部
长，教育部长官，義安公司及潮州八

学生会第一/第二届执
委合影 

一
周
年
纪
念
晚
会

李光耀总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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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会馆董事，学院教师，及与学院有关之
文教界领袖均莅临参加。

1963年11月16日，義安公司董事会议正式
接受義安学院要求，添建教室以应二年内
不敷之用，建筑于广寿山，并交建校委员

会负责处理。

義安公司反对義安大学城

1963年12月6日，该公司召开之第十七届
董事会议中，陈锡九发言，指责该公司中
英文章程均有印错，必须修正，陈锡九指
出在该公司章程第六章宗旨所列六
点中，并无明文规定该公司可创办
大学或学院，故義安学院之创立不
符合章程。据声称義安学院面对今
日的困难乃因创办前无详细计划所
致。

陈锡九不止反对義安大学城计划，
并联络义安公司董事，潮邦名人，
许戊泉，蔡宝泉，林应标，陈华木
及杨鑚文等六位董事以捍卫義安公
司和潮人利益自居。他的游说得到
很多董事的支持。

最后，连瀛洲被迫退出董事之职，
陈锡九等董事也搁置義安大学城之
计划，让计划变成了空中楼阁。停
止与建筑公司的合约，義安公司准
备抛出烫手的山芋，最后只同意，
拨出21亩地，30万现金，其他的就
一概不理。这时外面的舆论正传说
停办義安学院，而这意思正符合陈锡九为
首一些董事的心意。

一千多位同学挤在8间教室，明年还要招收
300个学生入校。教室严重不敷，一，二，
三年级分批上课。以致清晨8点至晚上10

点，一个钟头跟接着一个钟头拥挤不堪，
我们有许多同学来自海外，邻近的国家，
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他们漂洋过海，充
满希望来求学，却遭遇这么恶劣的大学生
活。一间教室分成三班使用，但这一切同

学都能忍受，只要看到未来大学城的工程
能够启动准时完成，但不能被利用做義安
公司内部斗争的代罪羔羊。

这时学生会与各系学会的领导对校舍问题
一直被拖延而不能获得解决，都非常焦躁
不安，虽然有智慧，能容忍，但事态继续
恶化祸害千多同学。学生会理事们四处奔

波寻找解决方案，最终求救无门。学生被
迫只好用停课，罢课的方式让義安公司董
事们认识事态的严重性。让舆论，社会人
士对事态的关心和对学生行动的支持。

同学抗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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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抗议大会

1965年6月4日，由于公司声明中对兴建工
艺校舍一切费用概不负责，直接影响到学
院发展计划，和危害全体同学的前途，6月
5日“争取实现大学城”委员会召开全体同
学紧急大会，一致议决：

1．授权争取实现大学城委员会，处理有关大
学城事宜，并全力支持委员会所采取的一切行
动。

2．義安公司应负起宣布建立大学城的责任，而
工学院必须在八月完成，大学四年制课程不能
更改。

3，全力支持一切有利于学院发展的措施，并坚
决反对一切对学院发展的不利行动。

4．谁置全体同学利益不顾，全体同学将不惜任
何牺牲采取行动对付之，一切后果由義安公司
负责。

5．吁请政府当局，友校团体及社会人士密切关
注学院的发展，并请全力支持我们为维护学院
的发展与全体同学利益所采取的合理行动，俾
问题得获解决。

6．全权授予委员会在必要时得派代
表团到星，马甚至北婆各地，向所
有潮籍会馆及有关团体，陈述同学
的遭遇，并吁请给以正义的支持，
使学院各问题，获得顺利解决。

7．呼吁全体同学于6月5日午后在礼
堂集合，以
便听取代表团謁见義安公司总理后

的报告。学生会代表傍晚返回学
院时，大批学生在大礼堂等候会
谈结果，情绪激昂，贴满标语，
表达心声与不满。学生认为公司
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互相指责过
错，不紧急处理问题，而有意拖
延开会，对学生的要求不作出答
复。       

并议决由于公司董事长的态度不诚恳，答

连氏获知同学罢课，特赶来劝阻。

同学“象征式”罢课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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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不明确，全体同学一致要求罢课，从6
月7日上午八时集中礼堂，学院气氛沉重情
绪激昂，进入高潮。全体同学一致决定采
取“象征式”罢课二天，以示抗议，倘事
件未获合理解释，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友校代表前来慰问

6月7日下午三时许全国学联主席奈尔，
秘书魏永生，工艺学院主席陈福贤，秘书
韩文光，福利与社会秘书周应培，组织秘
书沈念非，财政陈文华及星大秘书长王万
才，学生刊物主编邱申立等前来慰问，并
允予全力支持。同学均静坐礼堂，遵守纪
律。委员会在罢课期间，订生活时间表，
有学术研究，康乐活动等。

罢课斗争取得胜利

1965年6月8日，这是罢课的第二天，是日
公司董事在漆街 旧会所召开紧急会议，列
席者有刘院长与学生代表朱兆申，刘广松
及余春成，讨论有关罢课问题。历时三句
钟，讨论过程中情绪激动，结果通过三项
议决案：

*明确宣布義安学院继续开办
*公司负责依照图样建筑工院校舍
*授权学院董事会主持建筑已开工之工院校舍

这项消息由列席同学代表带回学院给罢课
中等候消息的同学们，在大会上报告，这
是同学在是项斗争中的一场小胜利，一阵
欢腾过后，决定次日复课。

同学们竭尽心力的斗争至此告一小段落，
在这过程中全体同学的行动获得友校，舆
论界及教师的全力支持。这还说明同学们
的行动与要求是完全符合情理与公理受社
会所赞许。

自義安公司通过三项决议案，全体学生照
常上课。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已获
解决，相反的，风潮余波未息，又掀起了
一番浪潮。公司董事于6月8日在漆街紧急
会议之三项决议案，到6月19日尚未履行。

风波又起浪潮

“争取实现大学城”委员会于6月21日发表
声明，对義安公司的延搁态度表示不满。

要求公司在23日的董事会议上答复两点要
求：1）公司明确宣布学院工程即刻复工，
并限于明年四月前完成。2）公司明确宣布
義安学院发展成为大学，并于今年内提出
具体的发展计划书。

6月26日“争取实现大学城”委员会再向
社会人士发表声明，坚持两项要求，并肯
定同学之要求并不过分，公司应明确地宣
布逐步实现大学城计划，全体同学今后坚
决的采取一致的行动，并积极地斗争到两
项要求获得完全实现为止。且强调同学绝
不干涉義安公司内部纷争也绝不作代罪羔

羊。

学生罢课发表声明

在忍无可忍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抱
着沉重和悲痛的心情，宣布義安学院全体
同学维护自身前途利益而正式罢课，以抗
议義安公司漠视同学利益，推卸责任及不
遵守诺言等不合理行为。我们必须强调：
当一千多名同学的利益受到危害和得到不
合理的照顾时，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是应
该而且必要的。

众所周知，我们的父母千辛万苦地把我们
抚养长大，给我们修完中学后又让我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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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義安的怀抱，为的是希望我们能在一个
优良的环境，学术言论自由的大学修毕四
年大学的课程，期以将来能为国家社会服
务，造福人民，我们选择義安就读，主要
是受了美丽的大学城计划所吸引，无不认
为義安公司的社会信誉，必能负起所许下
的诺言，而逐步实现这座宏伟的大学城。

義安学院董事辞职

1965年5月 ，義安总理林守明表明欢迎政府
和各界，给与赞助。林氏说公司正等待以

汤寿柏为首的五位学者的报告书，才与政
府进行洽商发展事宜。关于義安是否能成
为一间大学，他持否定态度。林氏推诿義
安公司财力不足，兴办大学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

1965年5月28日，学院理事会会长连瀛洲率
全体董事向義安公司总辞，更令学生人心
惶惶，也使社会人士十分关注。他不赞
同義安公司停建工艺校舍，对理事会不
表信任。连氏表示義安学院应该办下
去，而且应该依照计划继续扩建。他认
为：（一）公司资产雄厚，总资产超过
4000万，（大约值今日的20亿），以
盈利就足于以支助学院，（二）由于政
府已资助中小学发展，公司可把此款项
转拨给学院，（三）義安公司是大众公
司，应该取之社会，用诸社会。

義安总理接见学生会代表

1965年6月5日，義安公司总理陈锡九，
副总理黄诗通，董事林守明，接见学生
会9人代表，他们是余春成，朱兆申，
潘正锋，刘广松，廖雪妃，吴武海，蔡
亚火，郭绪嵩及王宏川，会谈超过3小
时。黄诗通代表陈氏发言，黄氏指出義

安公司乃属潮州人的会馆，对扩建大学城
计划，因经济能力所限，无能为力，但现
存的義安学院，只好续办下去。他表示将
成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后续问题，但学生
会代表认为目前已有专家学者担任，不必
多次一举。黄氏透露，过去的義安学院董
事部所进行那些计划，他们全不知情，義
安公司对大学城之计划，大表反对。義安
公司代表说将在一星期后召开董事会议，
讨论相关事宜。

義安公司与连瀛洲决裂

義安公司总理陈锡九和副总理黄诗通，会
见学生会代表和报章所透露的各项争论，
真令学生不知所措。

黄氏 称  ：義安公司只允拨出三十万元资
助学院，对其他要求并没答允，若连瀛洲
有能力建设大学城，他可一身承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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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认为大学城只是一个宣传广告，根本
是空谈，只不过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受罪罢
了。

陈氏称：義安公司仅属潮州人的一个小小
组织，一向不对外宣扬。義安公司不知晓

连瀛洲已经与建筑商签合约兴建大学城，
真相无法获知。若不终止合约，将来卖地
偿债将难以避免。

连瀛洲在義安学院发表书面声明，否认：
（一）大学城计划为宣传而发：连氏列出

公司会议已议决将金文泰地段拨给義安学
院，并函告教育部，（二）義安公司不知
情：连氏指出義安学院的理事会11人中，
有六位为義安公司代表，義安公司总理，
副总理是当然代表。

1966年的几件大事

1．同学大会

从1963年-1966年，公司
与学生的摩擦不断，公司
言而无信，一直推诿，拖
延。

義安学院汤寿柏
报告书建议

1．把義安学院应成为一间
公众学院。

2．義安学院的创始人及其
职员为使義安学院代替南
洋大学成为能负众望的一
所华文大学，他们热情期
待梦想早日成功。开办

初期義安公司和院长就以
三院七系的大学规格招聘

教职员。但现在一切梦想付诸东流。

3．汤寿柏的分析和细述，其报告书的精神
就是把学院吸收到的华文源流毕业生，训
练成为一名技工，而不是工程师，这违背
義安学院创办的宗旨与愿望。
汤寿柏报告书与争取逐步实现大学城计划
是两回事，如果当时能两马齐驱，百花齐
放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事情继续恶化而没有解决，但工作没有停
止，学生会拟定一份“粉碎汤寿柏报告
书”。初步工作除了分别派代表晋见刘英
舜院长及各级级长会议以外。11日上午学
生会与各班同学，召开学会联席会议，深

研汤寿柏报告书内容，至晚上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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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寿柏报告书

1966年10月7日，義安公司接受汤寿柏报告
书，同意重组義安并改为公众学院。希望
政府给与经济上的支持。

其摘要（一）问题之性质：学院应改成公
众学院，公众学院，即初级学院，不授予
学位。报告书提到：義安学院之创始人及
其职员为使義安学院代替南洋大学成为符
合众望之一所华文大学，他们急欲证实，
義安学院将获得成功，他们都怀着此种虔
诚之精神与动机。但忽略了成立体系最

重要之基础，如教授阵容，学生品质，设
备，经费。

（二）義安学院之任务：提供专业训练，
包括工艺与商科。

（三）義安公司之贡献：義安公司在能力
范围内，长期捐助学院各项活动，而学院
则永远保留[義安]名称。

（四）既然学院已公布颁发学位，唯有推
荐颁发学位给目前在籍的学生。

（五）组织方面：由義安公司，教育部，
经济发展局代表，本国工商业界著名人
士，院长及教职员代表等17人组成義安学
院理事会，负责管理与策划。

3．学生代表分访各方

1966年10月11日，義安学生会，
派刘伟逊，王孙杰，林两盛，江
桂裕，四位同学与義安总理见
面。提出（一）不愿将高等学院
变成初级学院，（二）有关学位
问题，（三）有关预科班级夜班
问题等。

反对汤寿柏报告书

大队人马前往教育部請愿

游行队伍毫不畏惧步行至政府大厦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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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2日，学生会的两名代表，主
席王宏川和执委王孙杰，往教育部拟见教
育部长王邦文，但由於王部长斯时不在教
育部，他们乃留一封函件转交。另外，学
生代表也前往会见潮州八邑会馆司理张良
材，商讨有关问题。上午九时至晚九时，
学生会与各班同学总结报告。“报告书”
的研究。下午四时学生会执委会议。13
日，上午十时，同学大会。

4．学生会开同学大会

1966年10月13日，同学们在大礼堂召开
同学大会，要求義安公司和政府不要接受
汤寿柏报告书。强调義安应在现有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初级学院完全不符合学院的
发展，违反了当初创办的宗旨，及降低了
学院的价值。当天通过的五大原则是：（
一）不承认一切别有居心的无理假设，（
二）三院七系不能无理删除，（三）学位
制度不能借故删除，（四）在现有的基础
上，逐步发展成为大学是符合由小而大，
向上向善的教育原则，（五）继续大学学
术，行政的独立自主。

5．学生集合教育部请愿

1966年10月20日，義安学生会召开全体同
学大会，重申继续坚持五大原则并采取坚
决行动彻底粉粹汤寿柏报告书。呼吁中华
总商会，全马热心的团体，基于维护民族
教育原则，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新大，
工艺学院，南大各学生会代表，也出席当
天大会。会上决议采取和平请愿，分两路
游行至教育部。

队伍经过水仙门

潘正锋，一夫当关，傲立政府大厦前

同学们致血书给李光耀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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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从登路学院经过里利峇峇里到启祥路
的教育部。一路经过乌节路，东陵路，转
入启祥路的教育部，提交备忘录给部长，
但不被接见。学生集中后，静坐抗议，下
午6点30分才散去。当时，游行队伍高举和
张贴抗议标语，因警察的镇压而起冲突，

有数位同学因而受伤倒地。

6．学生到政府大厦
进行请愿

1966年10月25日，百多名義安学院
学生，到大华戏院集中，然后朝二
马路，北干拿路，朱烈街，总邮政
局，安德生桥，到达国会大厦，集
聚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进行和平
请愿。

两位学生会代表王宏川和刘广松，
向李光耀总理呈递请愿书。之后，
学生高举标语，喊口号，一路沿小
坡二马路，沙球涝路，单边街，潮
州巴刹，返回登路学院。

7．教育部答复
学生会

教育部常任秘书奉命
答复学生会致教育部
和总理的备忘录：如
各位所知，義安学院
乃 为 一 私 立 教 育 机
构，由義安公司所创
办。今日该学院仍是
一间纯粹私立学院，

对其政策，管理及财政各方面，政府未加
参与。政府并未采取任何主动试图支配该
学院之发展，至于接管此私立学院之责任
更无从谈起。倘政府参与义安学院之发
展，则此将涉及动用新加坡其他两间大学
及工艺学院发展所迫切需要之款项。倘目
前负责義安学院之所有有关人士明确表示
欲政府参与发展学院时，政府才会对此问
题给与考虑。

会长王宏川与同学们交換意见

同学们致血书与李光耀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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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总理公署前学警冲突

但一切协商，拜访，谈判都无效，汤寿柏报告书发表后环境形势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学生会决定把行动升级，来使事态合理解决。

1966年11月4日，学生会举行第六次同学大会。会后，血书游行到总理公署，为
表达同学诉求的决心，我们要用自己的
鲜血滴在白布上，写上我们的意愿。队
伍浩浩荡荡，前往政府大厦，目的是把
血书，我们的诉求呈交给李光耀总理，
让他能体谅同学们受到義安公司的蒙
骗。

同学们无所适从，盼望政府能来主持公
道，并全力支持学院的发展。游行过程
是非常和平，行动也受约制。队伍经合
洛路，盒巴福建街，大马路，尼律，牛
车水，大坡二马路，史丹福路，水仙

门，沙球涝路，珠烈街，邮政局，安德生
桥，直到总理公署。

新大，南大，工艺学院代表也加入游行队
伍。学生在血书中提出：（一）在本月八
日前宣布废除汤寿柏报告书，（二）无条
件扶助義安学院在现有的基础上向上向善
发展，（三）保证学院应有大学自主及学

术自由。

最后，事情发展却变成了同学们被殴

警察与学生大拉扯

多位同学受伤



76 77

打，被辱骂，有十位受伤同学送往中央医
院。也被无理被拘留和控于法庭。隔天，
这10位游行请愿的同学，被控暴动罪，各
以500元具保，由知知拉惹律师代辩。数月
后都被判坐牢九个月。太冤枉了！

晚间，義安同学召开抗议大会，谴责证府
动用武力和扣押同学。并号召同学展开正

义斗争，开始罢课，

各大学的学生会都发表声明

一）新加坡大学学生联合会之学
生代表，曾目击下列发生于政府
大厦石階前之事件：

一位義安学院学生领袖当时离开
那些静坐的学生，上前与某些站
在封锁线外的新大学生联合会代
表谈话。当他企图重新进入警方
封锁线时，警官颜星告诉他，他
不能进去。在场的负责警官柏斯
证实了这项命令。接着，学生代
表恳请警方讲道理，并了解当时
一触即发的情形，因为被警方下令不准回
到学生队伍里去的人，乃是他们的领袖。

学生代表所恳求的是：鉴于当时的情形极
其紧张，倘他们不加以容忍或抑制，则局
势可能无法收拾。但警方对此项恳求置之
不理。因此，当该名学生领袖企图自行冲
过封锁线时，遂受到警方的粗暴对付。这
种情形激怒了在场的学生群众。他们乃冲
上前去，要求警方对这种高压手段加以解
释，警方非但不对其行动加以委婉而合理
的解释，反而挥棍打学生。警员向学生群
冲过去，于是情势紧张，情绪恶化，终于
酿成混战局面。

新加坡大学学生联合会代表目睹警员以木

棍殴打无助的学生，再者，他们也看到一
名学生倒在地上，被警员的皮靴踢得口中
流血。在五码以外的地方，他们看见三名
警员殴打一名企图跑开的满身流血的学
生。

这是警方以横蛮行动对付学生抗议的目击
经过。

鉴于上述事件，新加坡大学学生联合会发
表声明：

1）谴责警察高压与蛮横对待義安学院学生

2）由于总理相信抗议的权力，当个人或
集体的权力受到侵犯，抗议与示威是必要
的自由，这些自由不是任何民主所能践踏
的。他以往曾鼓励学生示威，以表示他们
对斗争问题的胆量与感觉，它坚决相信，
警方的这些专横行动，祗有使公众人士害
怕警察。

3）恳请新加坡政府谴责有关警员的高压行

罢课期间大联谊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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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要求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公开调
查有关事件。

二）工艺学院学生会发表声明

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当日对義安学院学
生昨日的事件发表了一项书面声明，谴责
警方的蛮横。

三）義安学生当晚举行抗议大会

義安学院学生，当晚
八时许在学院大厦的
天台上开抗议大会。
南洋大学，新加坡大
学及工艺学院皆有派
代表来参加。

大会通过两项议决
案，抗议政府动用警
察殴打与拘捕義安学

院学生。

1966年11月19日
难忘的一夜

同学们正参加天台广场的游
艺晚会，有来自新加坡大学
的代表，新加坡工艺学院的

代表，南洋大学的代表以及新加坡各中学
的学生。数千人挤满天台，大家都带着一
股热爱华文教育，对義安学生被迫害而采
取正义的斗争给与全力的支持。

人群拥挤，歌声嘹亮，载歌载舞，友校代
表们一个又一个理直气壮说出他们的心
声，并给与義安同学鼓励与支持。

这时候，三楼一间教室里十多位義安学院
学生会理事，满头大汗地紧急开着会议，
谈论非常激烈。争论着两个问题：

镇暴警察把大厦团团围住

被扣押的同学深受催泪弹之苦百
多
位
同
学
被
带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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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罢课已一个多月，学生运动在社会已引
起滔天大浪。義安公司，颜面何在？当晚
警方会借着義安公司之名，采取行动。为
保存实力，待大会结束时，同学们应与人
群一起离开学院，只留小部分纠察队人员
留守。

2. 认为目前形势已改变，同学们的正义斗
争，以取得一定的效果，敌人是纸老虎，
我们不能临阵退缩，我们不做逃兵，勇往
直前。

由于争论不休，黄金时光已过，大会在晚
上十点结束，人群陆续离开学院。曲终人
散，理事们的争论也到此结束，同学们也
回去休息。

夜深了，纠察队长来告知，局势非常紧

张，“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逼人。在
深夜2时50分，4辆镇暴车载来整百名戴着
钢盔，左手拿着藤盾，右手拿着警棍的镇
暴警察，气冲冲衝向大厦大门，他们对着
手无寸铁的学生极尽恐吓，殴打，谩骂侮
辱，穷凶恶极，过后，阵阵凄怜尖锐的求
救声，多么无奈！

在1966年11月20日的南洋商报报道说：新
加坡警方于昨夜深夜派出大批警察，将集
中在義安学院的131名的男女学生加以驱
散，并将彼等全部加以扣留。警方此项行
动，乃于深夜2时50分采取，警方在遭到轻
微的抗拒后，将94名男学生及37名女学生
从義安学院带返警局扣留。此项行动中，
警方发射催泪弹，并无学生在此事件中受

伤。

隔天，義安学院校风整顿委员会宣布开除
81名学生，另14名学生被记大过一次。65
名马来西亚籍的学生当晚被捕，立刻驱逐

回马来西亚，永不准入境。这些同学，过
了几十年，还要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取消禁
令。但有些同学至今还不能回新加坡。被
捕的新加坡同学，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28
天。

50年了，回想当年学生到底犯了什么罪，
为了争取一个義安公司允诺建立一所三院
七系逐步完成的大学，这有什么错？因这
事故，有好多同学就此断送求学的机会，
大学梦！彻底破了。

复课后，部分学生不续课，有些班级不足
10人。是故，1968年5月4日的首，二届的
联合毕业典礼上，只有318位获得颁授学

位。

追查各方责任

四岁的義安学院，发生这么多事，结局又
这么悲惨，谁应该负整个事件的责任。“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深刻认为：

一．连瀛洲没有完善发展计划

远在1963年5月25日，开学典礼大会上，连
瀛洲致辞时说明学院发展将按部就班，由
小而大，逐步推进，将来的永久校舍完成
后始谋扩充。他又说：我们将尽力求基础
稳固，保持国际大学的水准，到永久校舍
完成后，扩充为三个完整的学院，组成一
所理想的大学。又说公司决定在武吉智马
与金文泰路的整百亩土地上，建设義安大
学的永久校舍。

平心而论，義安公司理事中缺乏了陈嘉庚
先生与陈六使先生毁家兴学的伟大精神。
如以当时连瀛洲财力，独当一面，也绰绰
有余。“沽名钓誉，贤者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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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義安公司董事会推卸责任

義安公司曾经在1963年4月18日第六届第廿
次会议上通过的大学城计划，没理由推卸
责任，借口无力独资继办学院，要学院脱
离公司成为公众机构。

对这点，连瀛洲在1964年5月20日告同乡
书中：有鉴于开发泰山亭墓地乃建义安大
厦，经济状况非常充实，每年收入也非常
稳定。譬如十层楼義安大厦每年租金收入
除开支外，净余350,000左右，并由开办后
的泰山亭这块地，会获利2,000,000元，故
经济状况非常充实，每年收入也非常稳
定，该竭力创立完整的教育体系 ---- 
由小学至大学。

三.  院长刘英舜误导社会

开学时，院长刘英舜向记者透露：義安
公司将在武吉智马六哩半，面积百亩的
广寿山兴建宏伟的大学城，预计三年内
完成，届时義安学院将迁移该处，宣布
为“義安大学”。并说：学院创办伊

始，一切用稳实步骤，循序渐进，种种设
施具有大学典型，且自我欣赏地说：“目
前照论教师资格，课程标准…均按照大学
程度，务求达到国际水准。

院长这番话，误导了许多中外学子来义安
求学，画了一幅美景，可见而不可达。同
时，另有一点，当时创办义安，政府与公
司的意愿是要建立一间工商为主的学院，
渐进为大学。但后来怎么会有中文系，巫
文系。开文学院的学系，应该是院长错误
的指标。

四.  政府應负責任

学院是在政府允许之下创办，至于義
安学院扩充为大学，政府有关当局曾
表示赞同。但学院发展至今天却发生
诸多不

幸事件。教育部实没有理由推卸应负
的责任。第一，二届联合毕业典礼

教育部长王邦文在第三届毕业典礼上致辞



80 81

義安学院的4届毕业礼

学院规定，凡学生修业四年期满，必修科
目及格，并修足140学分者，均得参加毕业
考试。

第一届各系准予毕业之学生有：中文系38
人；马来文系38人；商管系15人；会计系
42人；应用化学11人；电讯工程系17人；
家政系23人，共184人。

第一,二届联合毕业典礼，於1968年5月4日
假新加坡大会堂举行，敦请理事会主席纪
崇主持颁发文凭，教育部长王邦文，刘英
舜院长颁发奖品於学业优异的毕业生。观
礼嘉宾包括政府长官，各高等学府代表，
工商界显达，学生家长等。

参加毕业典礼学生，第一届有149名，第二
届132名，共281名。他们皆穿着礼袍，戴
方帽子，在隆重仪式中接受理事会主席纪
崇颁发学位文凭。

第三届毕业典礼於1969年4月19日假维多利
亚剧院举行，教育部长王邦文亲临训话。
第三届共有126名，其中接受文学士学位有
62名，理学士21名，商学士43名。毕业生

协会筹备委员会於4月20日晚假中华总商
会嘉庚堂举行第三届毕业同学联欢宴会。
与会嘉宾有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社会名
流，文教界人士等数百人。

最后一批105名旧制的学生，在1970年初毕
业离校。

義安学院的始创者--连瀛洲博士
和刘英舜教授

连博士年少失去双亲，於1920年随叔叔来

新加坡，时年14。1929年，创立华兴公
司，为新马两地英军提供杂货。1953年
被选为義安公司总理，发展義安公司在乌
节路的房地产，60年代初期，筑建了義安
大厦。此建筑后来被拆除，改建为现在的
義安城，傲立于乌节路。先生在事业有成
之后，把时间，精力，资源放在教育事业
上。在协助南洋大学的创立后，先生作为
義安学院的创办人，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要把義安学院发展为一所世界级的大学。
不过，在动荡的60年代，義安学院由于种
种客观因素，被教育部所接管，最后发展
为现在的義安理工学院。在1966年，出任
驻马来西亚大使，为期3年。1992年，获
国大颁发名誉博士。连氏终于2004年8月4
日，享年97岁。

刘英舜院长，广东潮州人，15岁离家负
笈上海。拥有中国国立上海暨南大学教育
学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心理学，
学校行政双硕士学位，后攻读博士学位。
她历任中国高校校长；台湾成功大学教
授。1955年，林语堂邀她出任南洋大学的
教育教授兼系主任。院长刘英舜在1970年
退休，于1972年8月10日病逝。留下二间产
业，全捐给義安学院，这义举，实非当年
義安公司诸翁可比。坦坦荡荡，一代女中
豪杰，永世留芳。著作有《心理学十讲》
，《教育言论集》和《我与义安》。

1967年，学院院刊第三卷，院长刘英舜
说了一番话：1965年学潮，刻骨锥心，
记忆犹新，今岁又横遭钜变，英舜虽临深
履薄，运筹策划，以冀转危为安，渡此难
关，然事态严重，端绪万千，终无法扭转
危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本学院迭次
所发生事故，探究其本源，均无关学校行
政，而非英舜所应负责者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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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事故，探究其本源，均无关学校行
政，而非英舜所应负责者也。正是：

義安学院步入历史

1967年2月18日，義安公司召开特别会员大
会，一致赞同接受義安学院发展研究委员
会报告书之建议，同时呈请教育部将该报
告书所建议之義安学院法案，提请国会通
过。

是年9月7日，義安学院法三读通过，并得
到总统批准。自此，本学院成为有法人地
位之独立机构。義安公司根据报告书之规
定：除院长为当然理事外，由義安公司推
举纪崇，李毓湘，林继民，教育部推举孙
耀宗，李绍光，曾健志，经济发展部推举

林和合，另聘请工商界林清
海，林天骥，马连璧，商业界
黄望青，陈笃山，戴益美诸位
先生组织理事会，推纪崇为主
席。

義安工艺学院新貌

義安公司於1966年组织“義安
学院发展研究委员会”，该研
究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使本

学院在一理事会的管理之下，成为一个独
立学院，开设工程与商业等课程。学院新
理事会，於1968年1月24日正式宣布成立，
并於是日下午三时在新校舍会议召开第一
次会议，会前理事会主席纪崇宣布1968年
1月底前，仍留在的登路的行政部门，文科
与商科全搬入在金文泰路的张汉三大厦。

1968年1月24日的记录，義安学院的旧制的
学生仍有406名。

1968年5月4日，王邦文教育部长莅临大
会堂出席義安学院第一和第二节的毕业典
礼，宣布拨款$363,000建立机械文凭课
程。

理事会主席於1968年8月22日举行记者招待
会，宣布由即日起，学院正式改名为義安
工艺学院，今后成为一独立法定的机构，
开设了三年制的机械工程系，电子工程系
和商业管理系。

举行移交典礼

義安公司於1968年9月19日，由总理张泗川
正式把地契和所有与金文泰校园有关的法
律文件移交给学院理事会。移交典礼假马
来西亚大酒店金莲大酒楼举行，教育部长
王邦文亲临主持移交，应邀参与其盛者，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義安工艺学院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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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工兼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伉俪，以及各
界热心教育人士数百人。在典礼中，理事
长宣布筹募建校基金运动开始，義安公司
总理张泗川即席宣布该公司捐款300,000
元。

義安稳健地发展

1970年10月，学院有754位学生，机械工程
341位，电子工程176位，商课课程237位，
教职员26位。

1970年11月6日，教育部常任秘书李昭铭博
士就任院长，推行系列改革：1。注重工艺
教育，2。改用英语为教学媒介3。开启第
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以便在1974年达到容
纳3000名学生的学府。

随着这个发展计划的展开，学院的教学媒
介语也从华语改成英语。在1971/72的新学
年里，200名新生之中有15名马来族，1名
印度族。

1970年11月23日，为第一个五年的发展计
划，向亚洲银行借九百万，政府资助两百
万。在得到義安公司的另一段40英亩的土
地，学院开始在1971年大兴土木，第一阶
段，建筑面积达8370方米，并扩建图书馆
和食堂。第二阶段，再建10235方米的建
筑。

1972年4月，与英国伦敦中央工艺学院
Central London Polytechnics，签署6年技
术协助计划，以提升国际认可。在1972年6
月，3位来自该学院的资深教师，分别担任
副校长，电气和电子系客卿顾问及商业系
的客卿顾问，协助義安长达3年。

1972年6月，136位第一届義安工艺学院生
毕业，71位读机械，26位电气与电子，39

位商课生。

1973年8月11日，第二批毕业生得到義安和
伦敦中央学院联合颁发的文凭。

1974年5月，第三届毕业生共有251位，得
到義安与伦敦中央学院的联合文凭。

1975年3月24日，孔杰舜 接替李昭铭博士出
任義安工艺学院院长。

1968至1977学院有两段时间录取新生，一
是4月，一是10月。从1978开始，改为一年
招新一次。

1 9 7 1 年 到 1 9 7 8 年 ， 总 工 程 共 花 费
15,000,000元，并于1978年7月14日由国家
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开幕。

几年之后，随着校舍的增建，收生人数不
断增加，所开设的新课程也越来越多，在
1980年，国会通过了義安工艺学院的修正
法案，義安公司只有3名代表在理事会中。
学院的收生人数在80年代的3000人，激增
到1986年的9000人。

1980年，学院共开设了5个系和4单位的课
程，即建筑，商业，电子与电气，机械，
造船与维修，4个学术课程是：英文，数学
与科学，教育科技，和图书管理文凭。

1980年2月，政府把義安的发展，财务管
理，重新规划。新義安法令指明理事会的
委任，增设副院长，学生会的成立规则。

1980年11月7日，新学生会成立，由学院
管理委员会的学生监管部门管辖。学生会
代表是从各个系推举出来的。学生会成立
后，各种活动都如火如荼地展开。

1981年，展开了第二个五年扩展计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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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義安学院历史的评论

在编录義安学院-历史遗孤的时刻，我们意外的寻找到两则外人对我
们义安学院的评述。看了之后，我们更觉得我们是历史悲剧中的牺
牲品。50多年了，回想起来，真是五味杂陈。请大家看看下列摘录
的文章，就有所领会。

1. 義安学院创办记事
（20/12/2009写，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義安学院在新加坡教育历史虽然仅仅是惊
鸿一瞥，但从其1963年创办至1967年改组
的4年短暂时段所经历的政治过程，却是相
当珍贵的新加坡史料。了解義安学院个案
有助于解读南洋大学的发展历史，对比义
安学院和南洋大学在这时段的人事变迁历
史可以凸显当年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政治
思维和政策。
義安学院来去匆匆，即便是当年的義安毕
业生在多年后的访谈中回忆起这一件前尘

往事也似乎有些茫然。诚然，社会已经忘
却了義安学院的历史。

温故而知新，重新认识義安学院历史可以
让新加坡人明了华文教育变迁的政治历史
过程，亦有助解读今天新加坡所面对的学
习华文困境的历史背景。

刘英舜的《1963年之義安学院》是收录在
学院周年刊的学院发展简报，提供了当年

后，義安工艺学院各项设备，已可媲美新
加坡工艺学院。

1982年3月19日，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郑永顺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 改名为Ngee Ann 
Polytechnic，以便更好地反映它所提供的
教育。不过华文名则继续保留，直到90年
代才改名为義安理工学院。

我们的牺牲，值吗？

感谢大家花了不少时间阅毕这篇摘录自当
时报章报道和诸刊物，让您对義安的往
事，多些了解。

半个世纪了，我们这群身历其境的老義
安，对往事仍历历在目。在那个年代里,
我们没能力做出更好的选择，唯有忍受被
腰斩的残酷现实。还好，50年来的经济发
展，让我们这批在困苦中长大的华校生，
能比其他同龄的同胞多受些教育，这是我
们的福气。

在这太平盛世间，希望所有的義安弟子
们，和社会人士，反思一下。没有義安公
司，新加坡能有一间著名的義安理工学院
吗？没有義安学院同学的正义抗争，義安
公司会在1966年，维持初衷，把義安续办
下去吗？若没有学生的示威和罢课，头破
血流，政府能伸出援手，把義安承办下去
吗？不信，重新看看在罢课期间，教育部
是怎样答复義安学生会＂！（见教育部答
复義安学生会的报导).

摘录自新加坡文献馆
www.sg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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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学院时的重大事项记事录。根据这一
篇文献可以追记義安学院的草创历史。

回顾历史，1963年2月2日李光耀以冷藏行
动清算反对势力从而巩固了政权。同年9月
23日，政府褫夺陈六使公民权。3日后，陈

六使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政府通过
政治途径结束了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10年
关系，对掌控南洋大学理事会已如探囊取
物。为此，李光耀原有的政治战略已是明
日黄花，所以義安学院的政治价值亦不复
存在。这也就是義安学院走向改组而最终
变质的基本原因”。

2. 勾画義安学院创办历史
（02/04/2010写，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義安学院在华文教育历史里只是瞬间的一
闪而过，因为学院在政府干预下很快的变
质，1963年5月开课，1966年10月出台汤寿
栢报告书，1967年进行改组学院。
回顾这一段历史，学者有必要追究的问题
是義安学院何以来去匆匆？特别是，在当
年的时代环境下，忙于打击华文教育的李
光耀政权何以要多此一举，允许義安学院
的创立？换言之，自认英明与务实的人民
行动党政府何以要自找烦恼，制造华文教
育问题？

直接涉及義安学院创办史的记述相当欠
缺，虽然如此，其中部分事迹还是可以从
1981年2月9日连瀛洲的口述历史档案和
1992年出版的连瀛洲传记中一窥端倪。这
些史料是口语的文字记录，内容零乱与缺
乏结构性，但是，却还足以勾画出一个连
瀛洲版本的義安学院历史。
此外，当年参与创办義安学院的美国学者
白鲁徇(Lucian Pye)在其著作里有一些史
料片断。因此，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整理出
创办義安学院历史的一个轮廓。

義安公司与潮州八邑会馆是潮州社群的最
高机构。新加坡开埠的次年，1820年潮州
人建粤海清庙作为族人社区中心。1845年
潮州人成立義安公司，1929年组织潮州八
邑会馆。義安公司购置坟地开辟义山，也
兴办教育，有端蒙学校，端蒙中学、義安
女校、義安小学和義安中学，之后，1963

年创办義安学院。

義安公司在草创年间通过会员筹资500银
元，1880年买下乌节路的250亩地，也在汤
申路，金文泰路买下土地。公司业务主要
是收租以维修坟墓土地，会馆康乐和办教
育。義安公司在1931年正式注册成为法人
组织，由于作风谨慎所以在其后的20年只
是稳步发展。1952年连瀛洲担当主席，在
12年间即到1964为止，公司大事发展尤其
是创办了学院。

连瀛洲成为主席后的首件大事是发展在乌
节路的地段。当年这片土地是用做农耕共
有8家菜园，耕地后的山丘有1万个墓穴，
除几间店铺外，大片土地还没有充分商
用。由于政府有意征用，所以加速发展这
片土地变得更为迫切。

1960年代初公司兴建義安大厦，有100间公
寓和10间店铺，租戶主要为外交使节和跨
国企业主管，租金收入是每年50万新元。
有了这些固定的收入，筹办義安学院的经
费问题也得到部分的解决。这是促成创办
義安学院的客观条件之一。

连瀛洲白手起家于1936年出任潮州八邑会
馆主席，以及酒商同业公会司理。1941
年年方34岁成为最年青的中华总商会主
席。1942年二战期间到中国重庆成立银
行。1947在新加坡成立华联银行。1955年
参与筹建南洋大学。连瀛洲热心教育亦是
促成创办義安学院的客观条件之一。

然而，连瀛洲为何不把华社资源集中在南
洋大学，而要另起炉灶？

在连瀛洲史料里有两段文字可以提供部分
答案：其一，‘一件令他感到失望的计
划：陈六使要尽快发展南大，连瀛洲却以
敎育素质为重。陈六使是大学理事会的领
导有他自已的想法。1960及1970年间政府
施压要求改组敎学但徒劳无功。’

其二，‘在南大创办上连瀛洲和陈六使的
意见分歧，陈六使要培育更多大学生而连
瀛洲则强调素质而非人数。连瀛洲除了照
顾南大建筑的建设也亲自到美国聘请林语
堂出任校长。由于对质量的分歧林语堂的
团伙离开南大。当林语堂离开南大后，连
瀛洲转而集中精力发展義安学院。连瀛洲
和义安公司在二战后，当连瀛洲出任主席
时就开始筹集资金办一所学院。’

根据这些史料，连瀛洲在发展南洋大学的
问题上和陈六使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另起
炉灶。

白鲁徇版本的历史略有不同。白鲁徇
（1921-2008）在中国陕西出生是传教士的
儿子。他专长研究中国文化，也是一名政
治学者善于比较政治。当年，在吴庆瑞的
介绍安排下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白鲁
徇和Arthur Singer，两人来到新加坡协助
规划義安学院的发展。
白鲁徇在一篇2000年代初的文章里记录了

创办義安学院的社会背景。新加坡华人社
会有帮会之分，主要是方言地缘和政治倾
向之区分。中华总商会是由各个方言群的
帮会共同组成。总商会亦由于政见不同而

分为亲国民党与亲共产党的两派。

白鲁徇以陈六使和连瀛洲两人为例子，指
出福建帮的陈六使创办了南洋大学，所以
潮州帮的连瀛洲就有必要创办義安学院来
分庭抗礼。此外，白鲁徇亦点名连瀛洲是
国民党党员，所以和亲共产党的陈六使在
意见观点上有所不同。

根据史料，1942年连瀛洲在蒋介石控制的
重庆开银行，所以连瀛洲和国民党有所关
系是事实。至于陈六使有共产党背景的指
责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证据，文献上有所
记载的事实却是马来亚共产党一把火把陈
六使的橡胶厂付之一炬。

从白鲁徇的历史叙述来看，创办義安学院
是因为华社帮会之争与国共政见之争的历
史结果。

综合这两种说法，另起炉灶创办義安学院
有三个原由，一是，连瀛洲和陈六使两人
之间在如何办校的观点上有争执。二是，
福建帮和潮卅帮之间的华人社群竞争，三
是，亲国民党和亲共产党两派之间的政治
倾向不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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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伟逊的指引，符昌全所提供资料和图片，杨建和和吕
永华，陈吉舌，司徒仲明等的编制下，我们终于不负刘金
山会长所托，呈交此文摘给马来西亚義安校友会，载入
２1周年纪念特刊。

我们查看了符昌全同学从档案局和国家图书馆所取得的昔
日报章报道和照片 ；義安公司的150年纪念特刊；義安工
艺学院1972年摄影学会影集，会长林瑞发和副会长陈元东
两位校友为正，副主编；義安学院院刊；新加坡文献馆；
和英文版的義安首25年的发展，这6个文献，提供了我们所
想要的资料。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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