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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教 育
解放前北海的私立学校

1929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对私立学校有这样的

界定：“凡私人或私法人设立的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及宗教团体设立的学

校均属之”。

解放前，北海设立的学校，大多是私立学校，尤其是私塾，城乡均有，也

是开办最早的学校。

据写于 1952 年的《北海历史》载，北海的私塾在清末已有 70 多间，学生

有 1 千多人。1924 年私塾有 40 多间。1949 年私塾有 50 多间，其中市区有 lo

多间，郊区有 40多间。他们都是称为“北海第×民众学校”。

私塾，有塾师自设的学馆，也有私人、宗教或民间团体设立的私塾，还有

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而开办的义塾。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个教师，但也有

一家人一起任教，或请人助教的。这些私塾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过去

私塾的教学内容设有国文、修身(品德修养)、历史、地理等科目。国文是主要

课程，所学的内容有“四书”、“五经”、古文、名人手扎(如林觉民的遗书、曾

国藩家书等)、尺牍句解、幼学琼林之类。民国期间，有些私塾还参照公立学校

的课程，加设算术、图画、公民教育等科目。有些教会学校，则以圣经作为主

要科目，再加国文、尺牍、算术、修身等学科。

过去读私塾，一至三年级为初小，属启蒙阶段，四至六年级为高小。一般

四年级便开始讲经文。私塾学堂，一般设有大成至圣孔子先师之位，孔子像两

旁写着：“道德配天地，文章胜古今”的对联。每逢孔夫子的诞辰八月二十七日，

学堂都要举行拜祀仪式。读私塾的学生除要拜孔子圣人外，还要做寿头米乙、备

葱备蒜，以冀聪明会算。天天还要背书、背经文，不会背就挨老师戒尺打，画

眼圈，有些家长还送去鯆鱼鞭给老师来管教顽皮的学生。

解放前，北海较有名气的私塾先生有林学年、劳谦五、包国修、钟兰舫等



人。

林学年于光绪 5 年(1879 年)，已个人开办私塾，后称为“北海第一民众学

校”。校址在中山西牛皮巷。林学年是广东三水人，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才，

是晚清秀才。办校之初，他一个人教几十个学生。20多年后，他的儿子、女儿、

儿媳一起任教，有学生 300 多人，是北海颇有名气的私塾。他的学生遍布海内

外，有些已事业有成。1952 年他去世时已年逾百岁，送葬队伍有 1，000 多人。

劳谦五原名劳蒋晋，北海上村劳屋人，是晚清秀才、贡生。他的父亲也是

秀才、贡生。于 1928 年至 1934 年，劳谦五曾办过“尚志学塾”。最盛时有六七

十人，四级复式班，租中山西一间楼房作教室。1945 年至 1946 年，他又在“酸

枣园”(四川北路玻璃厂东边)开办一间名叫“北海第十三民众学校”，请几个高

中毕业生助教，有学生 100 多人，开设的课程与公立小学几乎一样，高小设有

外语(英语)、数学、语文、史地、体育等课程。劳谦五主要执教国文、历史、

地理、图画。他知识渊深，曾撰写过北海抗战胜利纪念亭碑文。他于 1962 年去

世，终年 82岁。

包国修是北海高德包家塘村人，晚清秀才、贡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北

海曾办一间“华兴学塾”，校址设在今市三小与电教部之间，以前是梁宜昌的晒

场。他教过的学生比较有名气的有龙詹兴(又名龙大均)，是留学法国的法学博

士、教授，还有伍瑞锴(解放前曾任广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等人。他于 1938 年

去世，终年 83岁。

其他开办私塾还有：

庞耀臣曾开办“梅邨学塾”，校址设在光明里。他的学生有李梓明，中野川

合小(日本中野顺三之妹)等人。

岑霭臣(人称“豆皮岑”)曾在“宜仙楼”开办过私塾，多收广州商人的子

弟。

钟兰舫于抗战前，曾在中山东路海关附近办过私塾。吴光文、黄家蕃等人

都是他的学生。

杜寿卿和他的妻子庞玉姬，抗战前在中山西路也办过私塾。

李文泉和劳瑞梅等人，于 1943 年至 1944 年间在中山西五小对面曾办“培

英学塾”，最多时有七八十学生。



其他开办私塾的还有：陈文甫(在文明路)、杨贺瑞(在五小附近)、潘荔峰(在

金鱼港附近)、罗家馨(在知史街)、李华霖(在菜园)、郭李综(在中山东)、蒋兆

文(在珠海东)、钟德平(在兴华街)、周丰进(在西兴街)等等。

此外，北海市郊开办私塾的还有：普度震宫地母庙有一间，地角有两间，

高德的福音堂、头社、正街各有一间，大墩海、咸田、高沙龙、独树根华光庙、

高德庙、开光、西边垌、平阳、白屋、铜鼓岭、苏屋村、驿马、陈敬、禾塘、

吉车、小岭、大山、翁山、赤壁、关井、上村、白泥塘、龙潭、中村、曲湾、

北背岭、新旧场、彭家村等处各开设有一间私塾。

外国教会在北海设立的私立学校也有 10多间。其中有些学校开办的时间长

些，有些学校开办不久就停办了。

民国以前，外国及外国教会在北海设立的学校有：

英国义学 分男女两所。男义学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女义学创办

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两所义学均设在普仁医院(今市人民医院)内。当时学

生入学均不收学费，还可在学堂食宿。1905 年，英国男、女义学各有学员约 70

人。英国义学的办学经费，由英国各处的好施善士捐助。

法国学堂 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该学堂有教师两名，专授中、

法两国文字。每年大考一次，学习成绩好的可以获奖。颁奖时，法国领事将邀

请部分中西官员参加。1905 年，该学堂有学童约 40名，其中有 1 名葡萄牙学童。

德国德华学堂 该学堂的办学经费由德国人捐助。校舍设在德国教堂内(在

今市公安局大院内)，学堂教授中、德文字及体操。有教师 3 名，其中 2 名德国

教员，1名中国教员。德华学堂亦分男女两所。男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女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1905 年，计有男学童 43名，女学童

有 15 名。除有 13 名男童兼习德文，每人每月须交费 1 元外，其余男女学童均

不收费。

民国以后，外国教会在北海设立的学校有 12间：其中开办中学 2间、小学

9 间、神道学校 1间。有些学校是民国前延续下来的，只是变更了校名。其中有：

私立华文中学 该校是英国教会北海中华圣公会开办的，筹建于 1924 年，

开办于 1925 年，校址在普仁医院内，位于华文小学东边的教室。开设初中一班，

第二年便停办了。英国传教士董恩典是该校的董事长，劳蒋晋是华文中学的校



长。

私立圣三一中学 该校是广州英教会办的，成立于 1908 年，1940 年因战乱

从香港迁来北海，校址曾先后在普仁医院和双孖楼，曾有学生 300 多人，办过

初中及高中一班，抗战胜利后于 1947 年迁回广州。陈德隆曾任过该校的校长。

私立中法学校 1920 年法国开设，初名法文学校。校址在东二巷建园(今北

海警备司令部位置)。1923 年迁至法国医院医生楼(已拆，在解放路广慈商场位

置)，改名为中法学校。

私立华文学校 该校是英国基督教安立间教会(后改为中华圣公会)开办

的。据曾在贞德女书院读过书、也在贞德女校教过书的劳瑞梅说，英国男义学

是私立华文小学的前身，专收男生。校址在普仁医院(今市人民医院)内，位于

贞德女校的西边，北边是圣路加堂，华文小学与贞德女校只隔一条巷供师生出

入。英国传教士董恩典曾是华文小学和贞德女校的董事长，劳蒋晋曾任过华文

小学的校长。该校最盛时约有 100 名师生。颜以钦、樊振道等人曾在该校教过

书。

私立贞德女校 据劳瑞梅说，英国女义学是贞德女校的前身。校址在圣路

加堂的南边，在今“贞德女校旧址”，它与位于西边的华文小学的教室大门遥遥

相对。英国女义学于 1916 年改为“贞德女书院”，后来改为“贞德女校”。该校

主要课程是圣经，还有国文、英文、史地、数学、修身等科目。有些文盲女信

徒、传教士董姑娘和卑姑娘还教他们学习拉丁化的罗马字，以及生活和工艺的

有关知识。贞德女校和华文小学的高年级的学生，每天上课前，均举行宗教仪

式，即合唱一首福音唱诗，以及读几节圣经。当时，低中年级的学生要学习四

福音(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高年级的学生要读熟保罗书信。

贞德女校曾有两间分校，一是设在兴浪街(新中路佑安社附近)的贞志分校，

一是设在高德下底沙旧教堂的贞光分校。苏志光曾在贞志女校任教。许德闻曾

在贞光女校任教。

1914 年前，英国传教士陈师奶曾主管英国义学。陈师奶跳井自杀后，由肖

耀东(英国女传教士)接管贞德女书院。1917 年由苏志光(广东肇庆人)来接管。

1919 年，英教会派董恩典(又称董姑娘)来接管英国教会办的各个学校。苏志光

未来之前，贞德女校的学校食宿均在校内，不得越校外一步，星期天学生都要



到圣路加堂做礼拜。学生想回家，得经批准，由女家长来将学生带回，贞德女

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教徒的女儿。苏志光来校后，禁令大开，非教徒女儿也可

人校，可收不寄宿的女生。

当时贞德女校分甲、乙、丙、丁四班，约有学生 100 多人，初期全部都由

女教师任教，后来请广州王鹄臣男老师教尺牍，请一位姓郭的男老师教“四书”。

1926 年，董恩典因侮辱中国国旗而被驱逐出境，贞德女校及英教会办的华文中

学、华文小学等校均因此而停办。

私立贞志女校 该校是美国教会以浸信会(五旬节教会的前身)之名于 1931

年设立的，校址在旧糖街，抗战后停办。

私立信义小学 该校是德国粤南信义会办的，前身叫德华学堂，1927 年改

为“中德小学”，1945 年改为信义小学。这间学校因办学经费等原因，常续辍相

随。校址在近德国楼的光明里，有校舍 9 间，开设六班有学生 200 多人，后因

办学经费枯竭，于 1950 年 8 月停办。李爱兰曾任过该校校长，有教职员工共 8

人。

私立建光小学 该校是美国五旬节基督教会于 1946 年开办的，开初时叫美

华小学，1948 年已开设六班，有校舍 8 间，学生 200 多人，校址设在五旬节圣

洁会内(东一巷南端)。袁瑞华、黄挺超曾在该校任过校长。后因办学经费枯竭，

于 1950 年 8月停办。

私立培德小学 该校是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于 1946 年办的，有平房校舍 25

间，开设六班，有学生 300 多人，校址位于今和平路市人民电影院的西边。陈

维蕃曾任该校的校长。私立圣公小学该校是英国中华圣公会于 1941 年开办的。

初称为圣三一小学，校址在圣路加堂内，后迁到和平路三小内。1945 年改为圣

公小学。有学生 400 多人，1948 年成立校基会，曾纪岳任董事长。曾子卓曾任

过该校校长。该校附设有幼稚园，有幼师、保育员 2 人，招收幼儿 30余人。该

校还办过圣公小学儿童夜校，由教员和高年级同学共同负责组织上课。1952 年

11 月该校被政府棒管。

涠洲天主堂小学 是法国天主教涠洲天主堂开办的。校址在涠洲岛盛塘村。

棘丁书院 又名圣德修道院，是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于1922年以后开办的。

校址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及红楼。主要收容雷廉两地的孤儿或教会子弟，进行神



道培训和奴化教育。平均每年约有 50 至 80 多名学生参加培训。学生培训时与

外界完全隔绝关系。雷廉地区的不少中国神父及神堂管理人员都是从棘丁书院

培训出来的。

其他私立学校还有民间团体办的、宗教祠堂办的以及私人出资或合资办的。

其中有：

私立旭初中学 1947 年秋由广西同乡会的许绍敏、黄宗蓬、李文卿等人筹

资开办的，校址在双孖楼，有学生 200 多人。

私立高凉中学 1947 年秋由高州会馆的陈伯英、罗家英等人筹资创办的。

校址在中山公园西南角，校舍简陋，有学生 100 多人。

私立廉阳补习学校 这是一所短期中学。1949 年秋由龙起翔等人筹资开办

的。高、初中各招一班，租用壁巴楼为校址，有学生约七八十人。

私立敬和小学 1946 年秋由广州会馆创办的，有七班。校址在沙脊街(今五

小)。学生最多时有 200 多人。其办学经费靠广州会馆的 10多间出租屋来维持。

私立“超光”女子小学 该校于 1926 年由北海革命先驱张达超(时任广东

妇女解放协会北海分会主任，年方十八)筹办的。当时，因“贞德”女校停办，

有不少学生失学，张达超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十师及其家属的支持下，为

解决学生的失学问题而自费开办的。张达超自任校长，并亲自上课，也请她的

启蒙老师和弟弟来义务授课，免费施教。校址在东一巷附近的几间民房。开学

不久，该校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了。

私立小学“普文学园” 1932 年春，合浦一中的朱仁发、徐万全、朱爵发、

谭士春、傅增光，王杰仁等六位同学，在“广成兴”布厂附近，租赁民房“泰

益昌”(今红星戏院对面)作教室，创办私立小学“普文学园”。普文学园的负责

人是朱仁发。当时由于师资缺乏，他们六人边读书边教书，利用白天课余时间

或晚上时间，开设同全日制公办小学一样的课程，其中有国文、算术、历史、

地理、美术、体操、音乐等课程。那时的国文教材半新半旧，有古文观止、故

事琼林、尺牍(即书信)等内容。除了星期天和春节期间休息外，该校寒暑假也

均照常上课。开初办学，分初、中、高三个班，有 70多人。初级班采取复式教

学，高级班毕业后，可报考初级中学。“普文学园”培养的小学生，许多人也能

考上中学。1935 年夏，徐万全等同学高中毕业后，“普文学园”就自行解散了。



此外，北海还有四间乡村保甲小学，是靠宗族祠堂一部分田产来作办学经

费的。其中有马栏保校一间、龙潭保校一间、黄屋村保校一间、包家塘保校一

间。以上四校的学生共有数十人。

参考书目：《北海杂录》、《北海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