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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从 1912年至 1962年之间，和丰华人社区的发展以及兴中学校的

互动关系。本文笔者将分成三章去进行论述。本文的第一章，笔者主要是论述和丰

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与兴中学校的互动关系。和丰华人社区最初的形成与锡矿业有

着密切的关系。随后，和丰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也逐渐多样化，包括橡胶业、花生

业、杂货业、商业等。当和丰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发展起来后，其华文教育一定随

着而发展起来，于是兴中学校就创办了。所以，此章节将会对和丰华人社区的经济

活动进行的论述，以便可以从中窥探和丰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与兴中学校之间的互

动关系。 

 

本文的第二章主要是探讨和丰华人社区的领袖与兴中学校的互动关系。和丰华

人社区的领袖主导了当地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团活动等。兴中学校的发展

有赖于这班华人领袖。他们不但是学校的董事，同时也是社区上各华团的领导者，

甚至参与了当地的政治活动。他们对于兴中学校的发展与建设出了不少力。本章将

对其中几个重要性人物进行探讨，其中包括有王振相、何雨春、周国泰、罗良福、

施坤林等人。所以，此章节将会对和丰华人社区领袖的商业成就和身份背景做出论

述，以便可以从中窥探和丰华人社区的的领袖与兴中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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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和丰华人社区的社团与兴中学校的互动关系。和丰华

人社区有着各类型的社团，其中包括华侨医社、惠东安会馆、华商公所以及福建会

馆等。它们对于兴中学校的发展和建设都有着相当大的贡献。除此之外，此章节也

论述政治社团与兴中学校的互动关系，其中包括战前的国民党与战后的马华公会。

所以，此章节将会对和丰华人社区的社团进行论述，再从其中窥探这些社团与兴中

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后，笔者将总结以上三章所论述的。从兴中学校与和丰华人社区的经济活

动、领袖和社团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他们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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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丰兴中学校是笔者的母校，也是和丰唯一一间兼有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华文学

校。1兴中学校创办于 1912 年，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学校。兴中学校将在 2012 年盛

大举办 100周年校庆，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和好奇，进而希望更加了解学校创办的

经过，这也成为了笔者构思此论文的最初推动力。其次，笔者认为自己身为兴中学

校的校友，应该为母校尽一份心力，此番想法更加坚定了笔者撰写此论文的念头。

一间历经百年的学校，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侵袭而日渐没落，反而有着渐渐繁荣的

现象。兴中学校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不到百人（ 1912）渐渐增加到千余人

（1945），现今的学生人数加起来已达 3000 多人（2010），此番现象令笔者有了

更进一步的动机去探个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兴中学校可以生存到今天？ 

 

和丰是属于近打谷一带，以盛产锡矿为名。在 1880 年以后，华人先贤们闻风

而至前来和丰开采锡矿，并且逐渐安居在和丰。和丰的华人人口逐渐增加。华人先

贤们在和丰开疆辟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市镇，造就了今日的和丰。他们在和丰定

居下来，在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以后，教育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和丰居民的下一

个必需品，兴中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创办起来了。在兴中学校的校史中有提到

兴中学校在创办以后，一直受到和丰华人社区的领袖和社团的支持，他们对兴中学

                                                             
1 和丰区还有 5 间仅有小学部的华文学校，分别是竹芭小学、也朗小学、林马班央小学、连登小

学、沙叻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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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发展都有着相当重要的贡献。1因此，笔者很是好奇这些领袖和社团到底有着

怎样的影响力可以左右兴中学校的发展？兴中学校的创办人、董事长以及董事，他

们在和丰华人社区上都是由这极高的身份地位，而且身兼多个社团的理事，这又与

兴中学校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前人研究成果 

 

（一）      直接相关的论著 

依据笔者的查找，前人没有做过直接相关的研究。 

 

（二） 间接相关的资料 

因为没有直接相关的论著可以参考，故笔者只能通过间接的资料来撰写此论

文。依据笔者的查找，间接相关的资料有以下的各种特刊。 

 

1. 1949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一九四九）》，和丰：兴中中

学，1949。 

2. 1967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一九六七）》，和丰：兴中中

学，1967。 

                                                             
1
六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六十周年纪念刊》，和丰：兴中小学，1972，

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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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89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一九八九）》，和丰：兴中中

学，1989。 

4. 2000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二零零零）》，和丰：兴中中

学，2000。 

5. 2003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二零零三）》，和丰：兴中中

学，2003。 

6. 2004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二零零四）》，和丰：兴中中

学，2004。 

7. 2010 年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二零一零）》，和丰：兴中中

学，2010。 

8. 八十六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州和丰兴中国民型华文小学创校八十六周年

纪念刊》，和丰：兴中小学，1998。 

9. 八十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八十周年纪念特刊（ 1912-

1992）》，和丰：兴中中小学，1992。 

10. 邓如珍、林多顺等：《和丰迈向辉煌》，和丰：霹雳中华工商总会（和丰分

会），2007。 

11. 九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九十周年纪念刊》，和

丰：兴中小学，2002。 

12. 六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六十周年纪念刊》，和

丰：兴中小学，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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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七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七十周年纪念刊》，和

丰：兴中小学，1982。 

14. 翁慧珊：《霹雳和丰兴中中学的改制与发展》，八打灵：拉曼大学毕业论

文，2008。 

15. 五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五十周年纪念刊》，和

丰：兴中小学，1962。 

 

    除此之外，笔者也在拉曼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找到了《霹雳和丰兴中中学的改制

与发展》1，这本论文对于笔者的论文有着很大的帮助。 

 

二、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是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即文献研究、口述历史及田野研究。 

 

（一） 文献研究 

         对于兴中学校的历史方面，笔者是以兴中学校所出版的多本周年纪念刊

和校刊为主要文献。主要的周年纪念刊有：《霹雳和丰兴中八十周年纪念特刊

（1912-1992）》2、《霹雳州和丰兴中国民型华文小学创校八十六周年纪念刊》1以

                                                             
1翁慧珊：《霹雳和丰兴中中学的改制与发展》，八打灵：拉曼大学毕业论文，2008。 
 
2 八十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八十周年纪念特刊（1912-1992）》（简称：八十周年

纪念刊），和丰：兴中中小学，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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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九十周年纪念刊》2。这些周年纪念刊除了记载了当年

兴中中小学的学生班级资料、学生学校生活照、各类的课外活动简介等之外，当中

还记载了兴中学校创建时期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 

 

在校刊方面，笔者主要是以兴中中学的校刊为主，其中有《和丰兴中中学校刊

（一九六七）》3以及 2001 年至 2009 年之兴中中学校刊。历年的校刊都附有兴中

学校的创校历史及其发展历史，因为每年校刊的编辑者都有所不同，造成所整理出

来的校史也有所不同，所以每一年份的校刊对于笔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

《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一九六七）》这一本校刊，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其所载之校

史内容也较为可靠，实为笔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二） 口述历史 

由于学校文献资料的不足，笔者唯有通过访问的方式来弥补此缺陷。笔者将通

过访问，去挖寻这些受访者的记忆，以便可以从他们的经验、经历中得知更多关于

和丰华人社区与兴中学校的宝贵资料。在此论文里，笔者总共访问了多位相关人

物。其中包括几位前任董事长、现任董事长、几位曾任教兴中学校的校长、老师

等。 

 

                                                                                                                                                                                     
1
 八十六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州和丰兴中国民型华文小学创校八十六周年纪念刊》（简称：

八十六周年纪念刊），和丰：兴中小学，1998。 
2 九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华文小学九十周年纪念刊》（简称：九十周年纪念

刊），和丰：兴中小学，2002。 
3 马来西亚霹雳和丰兴中中学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一九六七）》，和丰：马来西亚霹雳

和丰兴中国民型中学，1967。 



 6 

（三） 田野研究 

由于受访人物的记忆有限，可能造成口述历史出现错误。有鉴于此，笔者也进

行了田野考察以更加确实兴中学校的创建历史和和丰华人社区的发展努力使。笔者

到访了兴中学校的几个旧址，同时也在旧址 10 公里内的范围进行了实地考察，以

了解兴中学校的创建与和丰华人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 章节简要 

 

前言 

1.交待论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2.陈述与本论文相关的前人研究 

3.说明研究方法 

4.章节之结构简介 

 

第一章 和丰华人社区经济活动与兴中学校的互动 

本章将会对霹雳和丰社区的经济发展做一个详细的论述，以便可以从中窥探和丰社

区的经济发展与兴中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章 和丰华人社区领袖与兴中学校的互动 

本章将会对和丰兴中学校的创办人、历任董事长或董事们的商业成就和身份背景做

出论述，然后从中窥探他们对和丰兴中学校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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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和丰华人社区社团与兴中学校的互动 

本章将会对和丰社区的社团的参与进行论述，在从其中窥探这些社团与和丰兴中学

校之间的互动。 

 

结论 

此章节将总结前面章节所述说的内容。本论文不只记载兴中学校和和丰社区的历

史，笔者更从这些历史中看出学校对社区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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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和丰华人社区经济活动与兴中学校的互动 

 

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中，先贤们对马来西亚的开发是在经济、文化两个领域

同时并进的。他们早期所创建的学校与他们的经济活动可说是缺一不可。兴中学校

是由和丰社区的华人先贤们合力创建的。因此，如要追述和丰社区的先贤们对兴中

学校的贡献或是兴中学校对和丰社区的贡献之时，必定要提及和丰社区的经济发

展，以便能够窥探兴中学校如何在和丰社区的发展中创建以及生存。所以，本章将

会对霹雳和丰社区的经济发展做一个详细的论述，以便可以从中窥探和丰社区的经

济发展与兴中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传，和丰社区之所以名为“和丰”是因为一间小店。当时这里只有一间亚答

木屋小店，经营着咖啡店兼售卖杂货用品的生意，是和丰区唯一的商业中心。和丰

区的居民需要购买日常用品，或在休闲时喝茶谈天，交流信息，唯一的选择就是到

这间小店来光顾，无形中这间小店成为了这些散居在山林乡野劳动者的活动中心。

这间小店的招牌正是“和丰”，所以，当时的居民碰面或是朋友相约时总会问道：

“去哪里？”“和丰”是他们唯一的答案。因此，和丰区的华人就习以为常地以

“和丰”来命名这个逐渐兴盛的小镇。 

 

霹雳州和丰社区的成立与早期锡矿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霹雳州在 1816 年

只有 400 多名华人居民，直到 1848 年拿律地区（Larut Area）发现大量锡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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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有其他各州的华人涌进来。 11880 年以后，拿律南面的近打谷（Kinta 

Valley）逐渐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矿区，那里的锡矿比拿律地区的更为丰富。近打谷

一带矿区的开辟自然吸引各地的采锡者，这里的人口从 1880年的 1000人骤然增加

到 1889 年的 45000 人。2而在 1882 年至 1897 年间，霹雳州的锡业生产中心，才从

拿律渐渐开展到务边、怡保、和丰、金宝、和峇都牙也，构成了有名的近打产锡

区。3因此，依据笔者估计，和丰是在 1880年后才被开发成锡矿区的。 

 

由于近打谷一区在 1892 年被英殖民政府接管，笔者相信在这一年里和丰区也

同时被英殖民政府接管了。近打谷锡矿区的开发，招募了大量华人矿工踏足和丰，

启动了和丰大街的建立以及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丰区华人几乎包办了

当地的锡矿业。和丰区引进了大批的商家和劳工到来开采锡矿，这造成和丰区渐渐

繁荣起来。当和丰区繁荣起来后，其人口有着逐渐上升的迹象。和丰区在还未成为

锡矿区之前只是一个人烟罕见的森林，只住了少数的原住民。自 1880 年近打谷被

开发成霹雳州主要的锡矿区后，和丰社区的华人人口才渐渐多了起来。 

 

 

 

 

 

                                                             
1林水檺 、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

241。 
2林水檺 、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43。  
3
黄尧：《星马华人志》，马来西亚：元生基金会，2003，页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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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和丰社团成立年份 

社团 成立时间 

华商公所 创立年份已无记录可查，只知迄今已

有超过 100百多年历史。因此，笔者

推断其成立年份应该在 1910年前。 

华侨医社 1910年 

惠东安会馆 1911年 

华人慈善剧社 1941年 

兴中校友会 1946年 

霹雳和丰高州会馆 1947年 

增龙会馆 1949年 

和丰韩江公会 1952年 

和丰福建会馆 1956年 

和丰古冈州会馆 1962年 

明德善社 1964年 

和丰广西同乡会 1986年 

和丰客家公会 2001年 

资料来源：和丰各会馆 

整理：钟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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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江沙社团成立年份 

社团 成立时间 

江沙福建公会 1920年 

江沙琼州公会 1941年 

江沙客家公会 1950年 

江沙广东会馆 1961年 

江沙广西会馆 1966年 

江沙潮州会馆 1971年 

资料来源：江沙各会馆 

整理：钟微婷 

 

表三：江沙县华人籍贯人口数据1 

广东 5571 

客家 3336 

福建 2422 

潮州 2 

总数 12793 

 

                                                             
1N.M. Pountney ,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London: Darling & Sdn. 
Ltd. , Bacon Street E, 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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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和表二分别显示了和丰区和江沙区各个社团的成立年份。从锡矿史来看，和丰

是属于近打谷一带的，但从地图上来看，和丰是属于江沙的。从表一和表二中，笔

者可以看出江沙最早成立的社团是江沙福建公会（1920 年）；而在 1920 年以前，

和丰区已有 3 个社团成立了，分别是华侨医社（1910 年）、惠东安会馆（1911

年）和华商公所（无从考究）。从中，笔者可以推断出和丰比江沙更早有华人人口

的聚集以及和丰的华人人口也比江沙多。除此之外，笔者也和丰和江沙的居民口中

得知，和丰以生产锡矿闻名；而江沙是以生产橡胶闻名。从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发

展史中来看，橡胶业的崛起后于锡矿业。不论从社团成立的时间还是华人经济发展

方面来看，笔者几乎可以肯定和丰比江沙更早有华人人口聚集。因此，基于以上所

论述的理由，笔者相信图表三所显示的 1911 年江沙县的华人籍贯人口数据很可能

包括了江沙区和和丰区的华人籍贯人口数据，并且其数据总数的 75%是来自和丰的

华人籍贯人口的数据。从以上数据来看，和丰区最大的方言群是广东人，其次是客

家人。这两个方言群当中，笔者相信有些人士的经济状况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和

丰社区内创建第一间华校（兴中学校）的主要人物却是福建人。根据笔者推论，这

是因为各籍贯人士对于教育的观念有所不同，福建人对于兴办教育很是重视。 

 

1848年太平拉律地区的锡矿开采，掀开了霹雳州经济发展的帷幕。1880年的时

候，范围更阔、锡矿藏量更为丰富的近打谷锡矿区的发现和开发就是霹雳州第二波

的经济发展，两波的开发，大大加速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丰区在1880年以前还是

一个人烟罕见的森林，但从图表三看来，和丰区的华人人口在1911年已达到上万

人，在短短的30年间其华人人口已达上万以上，可见其经济发展神速，并且促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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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口越来越多。和丰社区的华人先贤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赤手空拳，披荆斩

棘，克勤克俭，创立了家业，活跃了和丰社区的经济。由于锡矿业在和丰社区的发

展良好，连带和丰社区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郑良树先生有句话说：“只要有水井

之处，必有华侨，只要有华侨之处，必有华校。”1，华人先贤们在丰衣足食的情

况下，开始思及教育对于下一代的重要性。因此，和丰兴中学校就这样创办起来。 

 

    和丰在 1880 年后被挖掘成锡矿区以后，其华人人口就一直增长着。早期很多

华人只是单身前往和丰开采锡矿，当和丰的经济越来越平稳，他们逐渐把妻儿结果

来，这造成在和丰区出生的儿童大增，于是设立学校变成了和丰区人民的一个需

要。其次，和丰区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当地华人在和丰区的发展也逐渐走向稳定

的阶段，很多人都愿意留下来落地生根。既然打定主意落地生根，对于未来一代的

教育是必需性的，于是兴中学校于 1912 年由王振相（不详）、何雨春（不详）等

人联合创办，初始命名为“兴中学堂”，以方言教学，采用复式教学，当时的兴中

学校乃是私塾阶段。兴中学校是和丰区最早成立的一间华文学校，直到 1929 年开

办初中部，该更名为“霹雳和丰兴中中小学”。2 

 

和丰的华人除了经营锡矿业之外，其余的大多数在矿区经营杂货店或茶室等小

生意。所以，除了锡矿业之外，商业也逐渐在和丰区发展了起来。由于锡矿业在和

丰区蓬勃地开采，橡胶园丘也大规模地种植，英殖民政府从印度引进大量印度人到

                                                             
1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页

23。 
21949 年兴中校刊编委会：《和丰兴中中学校刊（一九四九）》，和丰：和丰兴中中学，1949，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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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丰一带从事割胶、建筑铁路等工作，和丰的人口渐渐地增加了，经营各行各业

的店铺也陆续建立起来了。1和丰区的商业就从“和丰”这间小店开始慢慢地发展

起来。根据笔者了解，在1900年的时候，和丰社区的土地与店屋大部分都是属于一

个英国人的，这位英国人的名字已经无从考查，唯一知道的是他是和丰社区最大的

橡胶园——利兴园的东主。和丰兴中学校的发祥地是在和丰街场尾门牌55号的店

屋，根据笔者向当地的人士查证，此产业在当时是属于一位英国人的，王振相等先

贤向这位英国人租借了这个店面充当学校。而小学部现今的校址（山坡上）也是向

这位英国人购买的。2从以上种种看来，笔者推断这位英国人是当时和丰区的大地

主。 

 

1915年以后，天然胶凌驾锡米而成为马来亚最大的输出品，于是这种跟汽车

制造业有密切关系的原产品和锡米一起构成马来亚经济的生命线。3锡矿和橡胶是

早期和丰区的两大经济支柱，和丰就是在采矿和橡胶种植业的经济发展底下，逐渐

成立和发展起来。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后，其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和丰挟着锡矿业

和橡胶业的优势，开始进入现代经济的门槛。在和丰进入现代经济时代的同时，兴

中学校也进入了现代学校的时代了。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迫使兴中学校注册成为

正式学校，与此同时，兴中学校董事会发起筹款购得和丰大街后小山丘上的一座洋

楼以及7英亩地作为校舍及校地。兴中学校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在里都开始朝新

方向前进，就与和丰区的经济一样，迈向了新的路程。 

                                                             
1
邓乾初：〈和丰〉上，《星洲日报》副刊，1980年。 

2受访者：向世夏，15-10-2011，上午十一时，华侨医社会所，采访者：钟微婷。 
3
 林水檺、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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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以后，霹雳州华人锡矿业的迅速衰退，这造成和丰经济日益下滑，从而

影响兴中学校的收生率。 

表四：兴中学校的学生人数、教员人数以及班级数目（1928-1939）1 

 1928 1929 1933 1935 1939 

学生 250 200   398 

教员 8 8   17 

班级 初小 4级、

高小 2级、

师范2级 

初小 4级、

高小 2级、

师范2级 

  13级，有初

中、小学、

幼稚班及农

科 

 

1929年的学生人数与1928年相比之下少了20%，这是因为和丰区的锡矿业开始没

落，当地的经济状况下滑继而造成和丰区的居民的经济能力下降。一个家庭没有余

钱家长就会把孩子留在家里帮补家计，这种情况从而影响了兴中学校的收生率。再

看1939年的学生人数，其余1929年相比较之下就升了99%，这是因为和丰区在这时

的橡胶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和丰区的经济状况开始转好的因素。 

 

在1940年代以前，霹雳州的经济主要都是以锡矿业为主，但在1941年因为日军

南侵导致经济停顿。在日战时期，和丰区众多华人企业被日本人没收，和丰兴中学

                                                             
1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页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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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更是被迫停办。当时和丰区的经济发展可说是以进入停滞的阶段。1945年日军投

降后，英殖民政府在同年8月恢复期统治，马来亚的经济才逐渐复苏，到了1950年

代，当时锡矿业逐渐没落，而橡胶业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因此，当时以割胶为生的

人非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人在和丰区资本的牙直利集团和高低园集

团，很早便在和丰区开辟了几千英亩橡胶园。1949年，橡胶价钱飙升至300元一

担，造成和丰区更多人投入橡胶业发展。同时，在施坤林的协助争取下，和丰区的

许多人成功申请3英亩橡胶园成为小园主。因此，在锡矿业开始没落后，和丰区越

来越多华人投身进入橡胶业，割胶工人、买卖橡胶、橡胶园主，各式各类的都有。 

 

1948年，由于马来亚共产党发难，以致紧急法令首先在和丰社区内实行，所有

散居在偏僻一隅，以耕植为生的农人，都纷纷被令迁居于政府当局所制定的地区。

1951年，3名英国人园主在和丰被杀害，马来亚共产党的这个举动更是把和丰推向

了深渊之中。和丰区被英政府列为头号黑区。正因为如此，和丰区散居偏僻的耕农

都被迁居于移植区，继而造成了和丰区各大新村的形成，其中包括也朗新村、连登

新村、沙叻新村和林玛班映新村。英殖民政府为这些新村兴建了一些基本的设备例

如警察局、诊疗所、小学、民众会堂、篮球场、足球场、养猪场和神庙等。就因为

如此，和丰区的华文小学再不只是有兴中学校一间华文学校而已，新村内的华文学

校就这样成立了起来，其中包括也朗小学（1951）、竹芭小学（1951）和叻沙小学

（19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已有几间华文小学的创办，其中包括有林马

班映小学（1939）和连登华小（1940），但这并没有影响兴中学校的收生率，因为

当时的兴中学校已开办中学部，和丰居民为了方便让孩子升学，就选择了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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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紧急法令时期，和丰居民被围在一个圈圈里生活，生活无比艰苦，作息时间

也有所限制，因此，和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缓慢起来。当时时局混乱，到处人心惶

惶，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进邻近的小学就读，并没有选择进入兴中学校。依笔者推

断，兴中学校的小学部在这段时间里多少受到这几间新村小学的影响，学生人数微

降，但兴中学校的中学部则无任何影响，因为和丰区就兴中学校一间华文中学。

1960年代，兴中学校的小学部收生情况并未因为紧急法令的解除而得以增加，反而

5间小学的创立成为了已固定的事实，一直影响着兴中学校小学部的收生。 

 

昔日的和丰，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着很多的耕地，曾

披荆斩棘地开辟森林种植木茨，蔬菜瓜类，落花生等。英殖民政府在统治马来亚

时，为了使人民有生活，故对土地的开放是相当的放松，居民愿意耕植，只要呈上

一张绘就多少英亩的土地，就可获得，无需任何繁文缛节的申请。因此在当时的连

登路和也朗路，处处可以见到满山遍野的木茨，当时在连登路5里处就有一间明利

茨厂，向英政府申请数百亩地，种植木茨，以作为工厂原料的来源。这数百亩地曾

被用来种植甘蔗，以提炼原糖，一直到了1950年代，因为橡胶业的蓬勃，该厂才把

该地用来种植橡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丰曾先后兴建了四间木茨粉制造厂，

可见当时木茨业在和丰区的前景是美好的。另外，花生业也是和丰区华人赖以维生

的一个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丰区仅有伍家园和伍和堂制造花生。这两

间店原是药材店，其兼制花生。他们所做的花生除了在当地零售之外，还批发到怡

保。在日治时期，和丰区先后兴建了三间花生制造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兴起的花生制造厂分别有味香园花生厂、同泰花生厂和陈棠记花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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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身兼和丰地方议会主席、也朗区州会议员和霹雳州行政议员的施坤林

（？-1993）曾向有关当局申请在Kampung Sentosa后的一段百亩土地，作为发展当

地的工业的用途。这不但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给和丰区当地的人民，也可以暂时

缓和失业的趋势。此消息一出，和丰区里有意在工业区内建厂的商界人士，纷纷向

有关当局申请，其中包括有家庭工业、养鸡用的农场和其他的轻工业。由此现象看

来，和丰区的经济在1962年后已经转化为工业发展。 

 

不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是之后，和丰区的经济一直顺遂的发展着。锡

矿业、橡胶业、种植业、木茨业等等一直是和丰区人民赖以维生的行业。和丰区的

华人先贤们以锡矿业起家，之后还经历了橡胶业、花生业、商业的洗礼，华人先贤

们并未忘本。在他们丰衣足食的同时，他们和丰社区内致力发展华文教育，兴中学

校的创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此可见，经济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大多数华人在

刚到达和丰区的时侯都是很贫穷的，但是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开辟了和丰这块

宝地，把和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了起来。在和丰区经济蓬勃开始发展起来，并在

之后的持续稳定发展下，兴中学校才得以在这环境下创建，并且逐渐发展起来。兴

中学校培养了各种人才，他们在学成后继续为和丰区的经济贡献。这种情况一直循

环着，持续至今。所以说，和丰的经济和兴中学校是并存的，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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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和丰华人社区领袖与兴中学校的互动 

 

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主要是移民社会，因此大量产生的社会阶层是商人和劳工。

在商人和劳工这两个阶层的中间，还有一个受过教育阶层，因此马来亚华人社会可

分为三个阶级，即商、士、工。商人是社会的最高层，知识分子次之，而工人则位

于最下层。收入的差异决定了马来亚华人的阶级地位，而阶级差别也反映在荣誉、

地位和权力方面。财富是进入华人社会领导层的重要先决条件，这些富裕的人都能

获得领导地位，而其中那些有才干，并且热心公益的人便能成为这个华人社会的领

袖。1和丰兴中学校的创办人、历任董事长和董事们都是和丰华人社区上的商人，

也是领袖，在和丰的华人社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带领着和丰社区的经济发

展，之后再以他们的商业成就对和丰兴中学校做出了不少贡献。本章将会对和丰兴

中学校的创办人、历任董事长或董事们的商业成就和身份背景做出论述，然后从中

窥探他们对和丰兴中学校所做出的贡献。 

 

王振相（不详）——在兴中学校的多本校刊、特刊中，他的照片永远是排在首

位，在校史的叙述过程中，他的名字也是列在首位，可见其地位分量不轻。王振相

祖籍闽省南安县四都乡人，他是和丰社区华人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著

名矿家，他除了聘请了英国的工程师为他开采和丰地区的锡矿，也聘请了不少华人

为他打工。1912 年，王振相连同和丰社区的其他先贤创办了兴中学校，并且担任

兴中学校多任的董事长。王振相从中国南渡来马来亚，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太

                                                             
1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页 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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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他在太平追随着他的父兄做生意，直到近打谷的寻矿热潮才搬迁至和丰区。清

季末叶，为了资援及发展南洋各地的华文教育，清廷在各区都设置有学务会。民国

开元之后，马来亚也先后设置类似的组织，其中包括霹雳华侨教育会（在怡保，成

立年份失考）。1一般而言，国民党支部的领导层，大致是华人社区的领袖，财雄

势大。和丰兴中学校的创办人王振相先生，不但是国民党的党员，他也是一个大胶

园主和锡矿场主。2他创立的振丰美商号和大同商号让他在事业上有着一番作为，

赚入了不少金钱。 

君闽省南安县四都乡人。慷慨任侠。读书能文。十八岁遵海而南。初在太平佐

其父若弟兄治商。未几移居和丰埠。创立振丰美和大同二商号。乃开矿种植贩木板

料等营业也。颇多赢息。为人富而好礼。积而能分。怡保育才学校。太平修齐学

校。皆捐巨资以助之。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助军饷尤巨。祖国诸灾。侨界义举。要无

不供其奔走。巨其牺牲。其最可敬者。和丰兴中学校。自君创成而后。经济素乏。

每岁皆不惜出千金为维持。其慷慨乐善竟如此。素礼贤下士。重道尊师。遇栖迟南

岛宅祭（俱人旁）颠连之士教员。3 

 

根据以上引文所叙述的，王振相身为一个福建人，他秉承了福建人热爱教育的

性格，对太平修齐学校和怡保育才学校都有捐助，尤其是对兴中学校，更不惜每年

以千金维持兴中学校，让其得以生存下去。和丰社区的锡矿业是以王振相为首，是

一位殷商。因此，王振相在和丰社区上享有一定的领导地位，更甚来说他是和丰社

                                                             
1 林水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新山：南方学院，2004，页 33。 
2 崔贵强：﹤华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收录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57。 
3林博爱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槟城：点石斋印刷有限公司，1941，页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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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人物的头。换言之，王振相的财富，让他得以创办兴中学校，继而成为兴中

学校多任的董事长。王振相也以其财富得到了和丰社区的领导地位，他带领着和丰

华人社区去发展兴中学校，让兴中学校继续成长，让和丰社区的华人可以通过兴中

学校得到华文教育的灌输。要言之，王振相对兴中学校与和丰社区的贡献是非常重

大的。此外，我们从上述引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助军饷尤巨”中可以得知，王振

相非常支持革命，他对孙中山（1866－1925）的革命党捐助了不少钱。因此在孙中

山革命成功建立国民党后，王振相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表五：和丰社区领袖行业与商号一览表 

人物 担任学校职称 行业 商号 

王振相 董事长 锡矿业、橡胶业 振丰美、大同 

周国泰（不详） 董事长 锡矿业  

罗良福（不详） 董事长 杂货店 福成兴 

施坤林 董事长 油站 Esso 

整理：钟微婷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发现，和丰兴中学校的历届董事长或董事成员中，几乎全部都是

商人。他们在商场上大展拳脚，累积了一定财富。由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得到了英

政府的青睐，继而成为了和丰社区和英政府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们利用自己与英政

府的关系，方便和疏通了各种繁文缛节，使得兴中学校的发展更为顺利。除此之

外，兴中学校的董事长或董事通常都是和丰华团的理事们，他们利用自己在华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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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之便，对兴中学校作出了不少贡献。以下是兴中学校领袖与和丰华人社团领袖

的互动一览表： 

 

表：兴中学校领袖与和丰华人社团的互动一览表 

人物 和丰兴中学校 华商公所 华侨医社 惠东安会馆 福建会馆 

王振相 √ √ √   

何雨春 √   √  

周国泰 √ √ √   

施坤林 √ √ √  √ 

杨亦棠

（不详） 

√ √ √   

张巧 

（不详） 

√ √ √   

陈炳容

（不详） 

√ √  √  

赖崇声

（不详） 

√ √ √   

整理：钟微婷 

 

在英国殖民政府来说，商人阶级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商人能够直接促进和丰社

区的发展和繁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到王振相、周国泰等人在英政府中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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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殊地位，让他们成为了英政府和和丰社区之间的重要桥梁。创办一间学校不

但需要一定的财力，更需要与执政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可以让学校可以发展的

更为顺利。王振相、周国泰等人不但是商人，他们更是和丰社区的领袖，他们不但

带领了和丰社区的经济发展，他们更加带领了兴办教育的热潮。他们利用自己的财

富去取得了英政府的信任，继而让他们可以在发挥兴中学校时更加无望而不利。 

 

施坤林，祖籍福建，在和丰社区上拥有很高的领导地位。当时的和丰社区，老

一辈的王振相、周国泰等人已渐渐退下火线，施坤林顺应时机，成为了和丰社区的

领导人物。施坤林并不想王振相、周国泰等人从事锡矿业或橡胶业，他只是一个普

通的商人。同时他也是和丰区马华公会的主席。在紧急法令实行的时期，新村里的

居民获得马华公会的帮助，也是多得施坤林之助。在马来亚独立后的1958年，马来

西亚迎来第一次大选。和丰区是其中一个国会议席，在和丰区境内有着两个州会议

席，分别是也郎和连登。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时任和丰兴中学校的董事长施坤林代

表马华公会则中选为也郎州会的议员。他也在1964年的大选中再次成为也朗区的州

议员，并且在同届被委任为州行政议员。1施坤林利用其政治地位的影响力，为兴

中学校中学部成功取得了校地。
2
 

 

    颜清湟先生在《新马华人社会史》中曾提到：“在兴办教育的课题上，文人，

或说对教育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之人士，较之商人，办教育的理念更为坚定。其实

                                                             
1邓乾初：〈和丰〉上，《星洲日报》副刊，1980 年。 
2陈体安：〈和丰〉第五篇，《南洋商报》霹雳版，2009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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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士’阶级的威望和权利可同商人媲美，尽管他们并非家财万贯，但由于职业

关系，他们却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笔者认为兴办教育需要士、工、商多方面

不同阶层的人士，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同时也需要持有多重身份，他们可以既

是商人也是社区领袖，也抑或是政府联络官或某政党的代表人士。因为有着他们，

华人社区里的华文学校教育才会兴办起来。和丰社区在战前时期有着王振相、周国

泰等人，他们与英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丰社区在战后则有施坤林为代表，身

为马华和丰分会的主席和霹雳州行政议员，他一直与马来西亚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

系。在海外兴学，完全仰赖私人的捐助，清廷鞭长莫及，也自身难保，英殖民地政

府更是袖手旁观，让你自生自灭。2和丰兴中学校在刚开始创办之际，得到王振相

等人的努力筹办，终于筹到一笔金钱得以创校。之后，兴中学校在周国泰、罗良福

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得以一直发展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可成功复校，这都

是有赖于和丰社区的各位华人领袖。这么多年以来，和丰兴中学校培养了不少人

才，这些人才在学成以后都尽量回馈于母校。 

 

 

 

 

 

 

 

 

                                                             
1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38。 
2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页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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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和丰社区华人社团与和丰兴中学校的互动 

 

19 世纪初及中叶中国一波波的移民潮造成华人分散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无

论到了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华人总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落地生根的，这是传统的民族

性使然。华人移民社会的文化主要反映在神庙、社团和学校的建设。学校不但是由

华人先贤们所创办，更由他们来维持，这些学校的现今的发展不但蓬勃，而且充满

生机，为华社及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这都是仰赖社区上神庙、社团的支持。所以

说，神庙、社团和学校这三种文化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和丰兴中学校是和丰社区的

华人先贤们所创办，其依靠着当地华人社团的支持，得以生存至今。故此，本章将

会对和丰社区的社团的参与进行论述，在从其中窥探这些社团与和丰兴中学校之间

的互动。 

 

和丰华人社区最早成立的社团是成立于 1910 年的华侨医社，当时由于和丰区

的环境落后，医药设备也很差，许多南来和丰谋生的华人，在这里披荆斩棘，开疆

拓土，他们对地方上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但他们大多数都在晚年不幸地遭遇

贫病的折磨，痛苦地在苟延残喘。因此，和丰社区上一些热心公益、慈善为怀的人

士，目睹病黎的疾苦，所以倡议建立一所民间医社，即以收留那些不幸的孤寡病

黎，以免彼辈受尽倒悬之灾。幸而在这个时候和丰区华社得到冯业生(不详)的带

领，四方奔走，终于在 1910年 6月间把医社创立起来；并在 11月正式举行开幕。

后迨至 1930 年，再由周国泰领导加以扩建而成为今天华侨医社的面貌，延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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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历届理事会皆能秉承华侨医社创社时的宗旨，尽力照顾和丰区那些需要帮助的

无依贫老。 

 

在周国泰以后，王振相、杨奕棠和施坤林分别前后担任华侨医社的主席。另

外，在战后负责带领和丰兴中学校复校的罗良福，也担任了华侨医社多年的财政。

第二章有提及，王振相、周国泰、施坤林、罗良福、杨奕棠等人都是兴中学校的董

事长或董事，他们同时也是华侨医社的理事。由此看来，凡是华侨医社的理事都是

兴中学校的董事部成员之一，他们在关心和丰社会的民生之余，也替兴中学校出了

一份贡献。除了何雨春之外，兴中学校的历任董事主席都曾先后担任华侨医社的主

席。华侨医社每年都把自己本身的经济来源之一（管理义山所得）捐献给兴中学

校，由此看来，华侨医社支撑着兴中学校的发展。 

 

和丰惠东安会馆成立于1911年，其创办人正是和丰兴中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何雨春。第一章有提到和丰社区最大的籍贯群是广府人，客家人为次，但在和丰社

区最早成立的地缘性会馆却是属于客家籍贯群的惠东安会馆。和丰惠东安会馆是由

祖籍广东省之惠阳、东莞、宝安三属人士所组成的一个地缘性社团组织。他们多数

是从太平跟随着王振相到来和丰采矿，之后在和丰逐渐稳定下来。和丰街尾是和丰

的发源地，而竹芭新村（和丰街尾的后面）最大的籍贯群是客家人。由此看来，虽

然和丰最大的籍贯群是广府人，但最早到达和丰的却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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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惠东安人也非常重视教育，即使是在艰苦的垦荒时期，也忽略子女

的读书机会。因此，惠东安会馆参与了兴中学校的创建。第二章有提到何雨春虽是

兴中学校的第一任总理，但若论参与度的话，其远远不及王振相、周国泰等人，但

他仍然是继王振相之后排名第二的创办人，从这里足可见其对兴中学校的重要性。

笔者相信何雨春是惠东安会馆的在兴中学校的代表人物，兴中学校的校史中从来没

有提及惠东安会馆的贡献，笔者相信惠东安会馆在兴中学校创建的时候应该是出了

不少金钱，所以身为惠东安会馆的创办人之一的何雨春才会名列为兴中学校的创办

人兼第一任总理。1换言之，由于惠东安会馆是在1911年成立的，因此笔者有理由

相信何雨春是惠东安会馆在兴中学校的代表。 

 

和丰社区的人都说华商公所建立至今已有100多年，但实际上的成立年份已经

无所考究。和丰华商公所是由王振相、周国泰等商家联手创办，他们创办此公所的

目的是把和丰社区的商家们团结起来，以求把当地的经济振作起来。关于和丰经济

与兴中学校的互动关系，笔者已在第一章提及，故在此也不赘述。华商公所是属于

业缘性的社团，其第一任的会长王振相，他不仅是兴中学校的主要创办人，他在学

校后期发展中给予了不少的财务帮助。和丰华社普遍认为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只

要你开店、开公司，都是属于商人的一种。所以，和丰华商公所的成员来自各种不

同的行业，其中包括锡矿业、橡胶业、杂货业、花生业等。 

 

                                                             
1受访者：向世夏，15-10-2011，上午十一时，华侨医社会所，采访者：钟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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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医社、惠东安会馆以及华商公所，这三个社团都比兴中学校更早成立，它

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和兴中学校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从华侨医社、惠东安会馆以及

华商公所与兴中学校的互动关系来看，华侨医社大部分的历任主席都是兴中学校的

历任董事长，而惠东安会馆和华商公所的创办人也是如此，另外，福建会馆的创办

人施坤林也是兴中学校在独立后的董事长。兴办教育需要一笔巨款才能成功，由此

可见，这些在和丰社区里享有崇高地位和财力雄厚的华人领袖们，他们利用社团的

号召力去帮助兴中学校的发展，很自然地就把和丰的教育兴办了起来。兴中学校的

历任董事长或董事成员中，就有多位是财力雄厚，又在和丰华社上享有崇高地位的

领袖，其中包括王振相、何雨春、周国泰、罗良福、杨奕棠、施坤林等人。 

 

第二章有提及，兴中学校之所以能够创建起来和发展起来，多得了王振相的捐

助。除了领袖自己个人的捐款之外，和丰社区上的华团也对兴中学校给予了不少的

金钱捐助。和丰的各个华人社团都有着它们自己的经营之道，华侨医社的主要收入

是帮忙看管义山（参考附录），惠东安会馆、福建会馆、华商公所等则是依靠成员

的会费或日常捐献来维持着它们华团的开销。换言之，兴中学校得到和丰社区华团

的固定捐助，得以继续发展下去，而兴中学校也成为了一个让和丰社区的华团得以

展开它们维护华文教育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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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人领袖们和和丰华团的捐助之外，从 1924 年开始，英殖民政府津贴华

文学校，其中包括兴中学校，但数目却是不多。以下是 30 年代霹雳州华校接受津

贴金历年记录表：1 

 

表：30年代霹雳州华校接受津贴金历年记录表2 

年度 间数 津贴金额 每间得 

1929 49 45472.00 928 

1930 51 57499.00 931 

1931 69 53607.00 776 

1932 69 54611.00 791 

1933 68 54981.00 808 

1934 69 54897.00 795 

1935 70 55000.00 785 

1936 96 69548.50 724 

1937 111 89222.00 803 

1938 121 103591.50 856 

 

以上的表显示了 30年代霹雳州华校接受津贴金历年记录表，从 1929年开始接受津

贴的学校间数越来越多，从 1929 年的 49 间到 1938 年的 121 间，因此笔者估计就

                                                             
1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页 204。 
2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页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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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兴中学校在一开始的 1929 年并没有接受津贴金，其在往后几年就开始接受英殖

民政府给予的津贴金了。虽然兴中学校开始接受英殖民政府所给予的津贴金，但这

都不能够维持兴中学校的开支，兴中学校。兴中学校从开办之初，就获得和丰华社

上下阶层的支持，华侨医社、惠东安会馆以及华商公所的捐款是兴中学校经济来源

之一。除此之外，在 20 年代到马来亚独立之前，普罗大众的月捐、特别捐以及年

捐也是兴中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 

 

第一章提及和丰的经济发展与和丰的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兴中学校创建的另一

个原因是关于着中国在 1911 年所发生的辛亥革命，是华校诞生的另一因素。兴中

学校在早期的创建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其在后期的发展中也与政治有着

莫大的渊源。不过，这种政治因素从早期的中国转化成了本土。辛亥革命成功，使

到马来亚不断有华文学校创办，“只要有水井之处，必有华侨，只要有华侨之处，

必有华校” 1，无论大城市，也无论小乡镇，更无论甘光僻壤，华校的花朵到处绽

开。和丰社区当然也不例外，和丰兴中学校创立于辛亥革命的隔一年，其创校背景

与国民党脱离不了关系。在早期的校歌中，有着这么的一句“规模宏大的兴中，是

我华侨所经营，德智体育美，教育完备又日新，大家努力做个好学生，做个三民主

义好国民”2。三民主义是由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

本纲领，所以笔者推测兴中学校在创办与发展的初期和中国国民党有着莫大的关

系。这除了刚才在第二章所提及的王振相是中国国民党的一员中可以看出之外，还

                                                             
1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页 144。 
2
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霹雳和丰兴中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12-1982）》，和丰：兴中中小

学，1982，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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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中国国民党政府捐款给兴中学校中看出。以下是 1938 年霹雳州华校接受津

贴金情况表： 

 

表：1938年霹雳州华校接受津贴金情况表1 

学校名称 津贴数额 中华民国政府资助 

育才 每年约 6000元 兼领侨委会辅助 

女子 每年约 3500元 侨委会每年 1200元 

培南 每年约 2650元  

明德 每年约 2000元 侨委会每年 1000元 

南华 每年约 3000元  

华联 每年约 5500元  

三民 乙等津贴 中国津贴国币 1500元 

兴中 每年约 3000元  

 

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捐款之外，在 1929 年兴中学校创立中学部的时候，国民

政府第一任主席林森为兴中学校的中学部在礼堂正面浮雕了“兴中中学”四字。以

上种种都证明了兴中学校与中国国民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兴中学校的师资大多

数来自于中国，以下的一段回忆录可说明： 

当年，就有一位献身教育的陈开泰老师，第一站落脚在兴中。陈开泰并不是教

育科班出身，据说是一位国民党武官，身材魁岸，三角眼，不苟言笑，一派军人作

                                                             
1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页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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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中学校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已经日渐疏离。在马来

西亚独立之后，再加上王振相的退休，兴中学校与中国国民党更是在无瓜葛。这时

的和丰社区已进入民主的时代，人民都有组党结社的自由。因为如此，各个政治团

体先后在和丰区成立了的支会，其中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和人民进步

党等。和丰华社的政治组织是始于 1948年后的紧急法令时期，三年后的 1951年，

和丰马华公会就成立了。在和丰处于黑区的这段时间里，马华公会捐出许多金钱帮

助刚迁入新村的居民，如福利救济、赠送建筑材料、农耕工具、重建及修建华小等

等。马华亦积极协助村民从事农业活动以增加村民的收入及提高他们的生活素质。

马华公会所付出的努力也获得新村人民的积极反应，几乎所有的新村都成立马华公

会支会。和丰社区这些政治组织领导人物依然是和丰华人社区中的领袖人物，其中

包括施坤林、杨奕棠等人。换言之，和丰区的政治团体有赖于和丰华社的实质存在

其力量的支持。 

 

从1912年起，和丰华人社区通过兴中学校董事会去创办、维持和发展兴中学

校。兴中学校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紧急法令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冲击和抗战，依

然屹立不倒，这都是归功于和丰的华团或政治团体。纵观以上分析，和丰兴中学校

创办时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当地华人社团、中国国民党和知名乡绅的捐助而来。马

                                                             
1符气克：〈陈开泰办学精神〉，此乃私人回忆录，并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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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政府也只是拨付教师薪水和小部分办公经费。大部分经费

仍然靠学校自筹。所以，有了华侨医社等华人社团，和丰区华人安身托命的基本架

构大致上已是完成。有了这些原级性的组织，和丰华人社区立刻进行了第二阶段的

建设，那就是传播自己的文化。他们所谓的文化就是指华文教育，所以和丰社区的

华文教育，甚至于兴中学校才得以创建及发展下去。不管是创办在战前还是战后的

和丰区华人社团，他们依然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他们支持着当地的华文教育，支持

着兴中学校，也守护着和丰华人社区的一切，成为了和丰华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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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可否认，和丰华人社区是由华人一手开辟而来，他们的到来与锡矿等经济活

动脱离不了关系。和丰华人社区的领袖通过各种经济活动去累计财富，再利用这些

财富去兴办华文教育，兴中学校就是这样创办的。在兴中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和丰

华人社区的领袖也担任着和丰华人社区先后在和丰华人社区里成立了各类型的社

团，华人领袖带领着这些社团对兴中学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和丰华人社区的

经济活动、领袖和社团都与兴中学校的创建与发展有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因为和丰的经济活动促使华人先贤定居于和丰，并且使到他们累计了一笔财

富。因为有财富，华人先贤得以建立他们的民望，继而成为和丰华人社区中的领袖

人物。和丰居民定居于此，他们需要教育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于是和丰的华人领

袖利用了他们的财富去创建了兴中学校。由于华人领袖在和丰华人社区中具有一定

的领导地位，他们参与各种社团的互动，各成为了各社团主要的领导人物，社团在

每年都有固定的款项拨给兴中学校，让兴中学校得以成长。因此，兴中学校的发展

过程中因为有着和丰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领袖和社团的参与，这才得以顺利创建

并且发展下去。 

 

笔者和丰华人社区可以继续支持着兴中学校的发展，以求兴中学校可以培养出

更多的优秀人物，并且回馈于和丰的华人社区。兴中学校和和丰华人社区这种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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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的互动关系使到兴中学校得以顺利发展到今日，即使经过了 100年，依然屹立

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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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访问记录 

 

受访者姓名 访谈日期 访谈地点 访谈时间 

向世夏 2011 年 10 月 15 日 华侨医社会所 上午十一时至中午

十二时 

林多顺 2011 年 7 月 20 日 林多顺家里 上午九时至上午十

一时 

扈良初 2011 年 8 月 11 日 扈良初家里 上午十时至上午十

一时 

邓乾初 2011 年 10 月 15 日 Esso 邮站 中午十二时至中午

十二时半 

施观保 2011 年 10 月 15 日 施观保家里 中午十二时半至中

午一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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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表 

表（一） 

和丰社团成立年份 

社团 成立时间 

华商公所 创立年份已无记录可查，只知迄今已

有超过 100百多年历史。因此，笔者

推断其成立年份应该在 1910年前。 

华侨医社 1910年 

惠东安会馆 1911年 

华人慈善剧社 1941年 

兴中校友会 1946年 

霹雳和丰高州会馆 1947年 

增龙会馆 1949年 

和丰韩江公会 1952年 

和丰福建会馆 1956年 

和丰古冈州会馆 1962年 

明德善社 1964年 

和丰广西同乡会 1986年 

和丰客家公会 2001年 

资料来源：和丰各会馆 

整理：钟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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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江沙社团成立年份 

社团 成立时间 

江沙福建公会 1920年 

江沙琼州公会 1941年 

江沙客家公会 1950年 

江沙广东会馆 1961年 

江沙广西会馆 1966年 

江沙潮州会馆 1971年 

资料来源：江沙各会馆 

整理：钟微婷 

表（三） 

江沙县华人籍贯人口数据 

广东 5571 

客家 3336 

福建 2422 

潮州 2 

总数 12793 

资料来源： N.M. Pountney ,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London: Darling & Sdn. Ltd. , Bacon Street E, 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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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兴中学校的学生人数、教员人数以及班级数目（1928-1939） 

 1928 1929 1933 1935 1939 

学生 250 200   398 

教员 8 8   17 

班级 初小 4级、

高小 2级、

师范2级 

初小 4级、

高小 2级、

师范2级 

  13级，有初

中、小学、

幼稚班及农

科 

资料来源：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

教师会总会，1999，页 274。  

 

表（五） 

和丰社区领袖行业与商号一览表 

人物 担任学校职称 行业 商号 

王振相 董事长 锡矿业、橡胶业 振丰美、大同 

周国泰 董事长 锡矿业  

罗良福 董事长 杂货店 福成兴 

施坤林 董事长 油站 Esso 

整理：钟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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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兴中学校领袖与和丰华人社团的互动一览表 

人物 和丰兴中学校 华商公所 华侨医社 惠东安会馆 福建会馆 

王振相 √ √ √   

何雨春 √   √  

周国泰 √ √ √   

施坤林 √ √ √  √ 

杨亦棠 √ √ √   

张巧 √ √ √   

陈炳容 √ √  √  

赖崇声 √ √ √   

整理：钟微婷 

表（七） 

30年代霹雳州华校接受津贴金历年记录表 

年度 间数 津贴金额 每间得 

1929 49 45472.00 928 

1930 51 57499.00 931 

1931 69 53607.00 776 

1932 69 54611.00 791 

1933 68 54981.00 808 

1934 69 54897.00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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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70 55000.00 785 

1936 96 69548.50 724 

1937 111 89222.00 803 

1938 121 103591.50 856 

资料来源：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页 298。 

表（八） 

1938年霹雳州华校接受津贴金情况表 

学校名称 津贴数额 中华民国政府资助 

育才 每年约 6000元 兼领侨委会辅助 

女子 每年约 3500元 侨委会每年 1200元 

培南 每年约 2650元  

明德 每年约 2000元 侨委会每年 1000元 

南华 每年约 3000元  

华联 每年约 5500元  

三民 乙等津贴 中国津贴国币 1500元 

兴中 每年约 3000元  

资料来源：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页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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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图（一）：1967年兴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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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施坤林 

 

 

图（三）：华侨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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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949 年兴中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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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兴中永久董事长 1 

 

 

图（六）：兴中永久董事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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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王振相 

 

 

图（八）：1967 年兴中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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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在兴中的日子里 

 

 

图（十）：萍聚水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