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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華教：檳城華人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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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年 12 月 8 日，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前一小時，發動了對馬來半島北

方吉蘭丹州的攻擊，搶灘登陸並迅速在一天之後佔領了此北方城鎮，大東亞戰爭

由此掀開序幕。12 月 11 日，日軍戰機空襲轟炸檳榔嶼，戰爭的死亡暗影首次籠

罩在開埠以降的繁華島嶼。經過幾天的大轟炸，英籍官員、駐軍接連逃命，檳城

陷入無政府狀態。由當地各民族派人自組的檳城服務委員會，暫時維持治安與秩

序。但空襲濫炸並未停止，12 月 19 日委員會只能向佔領北馬的日軍司令部廣播

英兵已撤，呼籲停止轟炸。當天日軍入城，正式開啟了三年八個月被殖民的烽火

歲月。 

    從 18 世紀海洋貿易時代以降，檳榔嶼（檳城）就是馬來半島北方佔有戰略

意義的重要小島。這個在 1786 年，早於新加坡開埠的英殖民重鎮，有著人文薈

萃的華人移民社會，五大華人家族和英殖民外商成就了檳榔嶼繁華的商業規模，

遍及的華人會館組織、影響深遠的《檳城新報》、中國南來文人雅士、革命維新

分子聚集，是典型的南洋華人城市。然而，隨著新加坡於 1942 年 2 月淪陷，日

軍接連在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各州展開大檢證的肅清。其時檳城已被改稱「彼南」，

4 月在檳城發動的大檢證，華人首當其衝，經過慘無人道的人口肅清，受創甚深。

其中著名的華校鍾靈中學校舍遭致破壞，尤其有多名師生被控以「抗日份子、共

產黨」的嫌疑被捕，遭致拷問逼供，共有 8 名教員，46 名學生遇害，知識分子噤

聲避難。這是檳城知識界的痛史，重創當地華人社會。這段創傷記憶，因而成為

「彼南時代」深刻烙印的殺戮與破壞。 

    我們翻查記載新馬日侵歲月的相關中文專著，大部分都談及了鍾靈中學員生

殉難的事件，以此作為「三年八個月」的血腥見證之一。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

總會編《大戰與南僑》（1947）載錄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以刻畫知識分子

的死難；許雲樵原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1984）就有

汪洋（汪開競）〈鐘靈中學員生殉難記〉專章。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二文均屬鍾

靈中學教師的見證書寫。爾後陸培春編著《日本軍政下的馬來亞》（2005）、《日

本侵略馬來亞歷史圖集》（2015）都記載了「慘絕人寰的鍾靈師生命案」。甚至到

了鍾靈中學 90 週年校慶之際，校史工委會「有感於母校在日本侵佔期間，許多

學長們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敵運動」，從抗日事蹟擴大為全面校史的綜合論述。

而當中王慷鼎教授撰述長文〈董教學三位一體的抗日運動（1937-1945）〉，全面綜

述了鍾靈中學在日侵前後的角色。換言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是校史難以抹滅的



 

一頁，自然也成了檳城在淪陷歲月的集體記憶。 

    相較於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其他州屬在大檢證遭遇的大規模屠殺，檳城鍾中事

件不是最血腥的一頁，甚至有些專著處理日侵新馬歷史並無著眼鍾中事件 1。但

我們如何認知聚焦於鍾中師生殉難事件所構成的歷史記憶？對於檳城的華人淪

陷經驗而言，為何在象徵意義上受到矚目？其中鍾中教師在戰後透過書寫的歷史

見證和創傷表述，倖存者的回憶和控訴，恰恰是一奠基於當下情感的創傷性歷史

記憶。爾後鍾中復校，追悼、立碑、出版，同時華文教師管震民撰述的祭文、碑

序，進而填詞的「復興歌」、「追悼會歌」，以及為「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暨

罹難僑胞紀念碑」撰寫紀念歌，在紀史與抒情之間，替鍾中師生殉難事件的敘事，

啟動了歷史與文學的能量。另外，加上管震民個人在淪陷期間遭遇的家庭厄運，

他筆下紀錄日侵歲月的舊體詩歌，沈鬱糾結，力透紙背，彷如一頁心史。套用法

國史學家諾哈（Pierre Nora）的理論，以上種種涉及物質與非物質性的記憶型態，

可視為環繞鍾靈中學師生殉難而相繼形成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指

向人命的殺戮、創痛、倖存，更銘刻了斲傷斯文，斷絕文化的困境，進而負載華

人精神的復興與賡續。在此意義上，鍾中師生殉難已作為民族記憶的一部份。當

我們檢視上述戰爭記憶「文本」如何被建構起來，卻不能忽視，鍾靈中學作為戰

前馬來亞首屈一指的華校，鍾靈的遭遇和災難，內嵌了華教與華人民族情感在新

馬日侵歲月裡的連結。鍾靈受難校史的陳述與建構，恰恰是我們如何看待淪陷期

間的華人集體記憶，尤其對華教構成的影響。 

一、 

    鍾靈中學的前身為鍾靈學校，創辦於 1917 年，與辛亥革命同志淵源甚深。

檳城早在晚清時期已是革命黨人耕耘甚深的根據地。而該校創辦源自二次革命的

討袁運動失敗，追隨孫中山的檳城閱書報社革命華僑邱明昶、許生理、陳新政等

人，為教育新時代青年，設立兩等小學（初小、高小）的鍾靈學校。至到 1923 年

正式改組為鍾靈中學。2該校董事、師生的民族情懷，因而跟國民黨政治立場接

近，入黨師生不在少數。日本侵華以後，鍾靈師生熱烈參與各種抗日援華運動，

包含義捐、義演、義賣、義賽，購買公債等的賑災宣傳，還有人積極北歸，投入

中國的抗日戰場。抗日事蹟成了鍾靈中學的榮耀，卻也同時在檳島淪陷時期，校

政停擺，校舍封禁，遭竊破壞嚴重。而在 1942 年 4 月間的日軍大肅清行動中，

鍾靈師生更首當其衝，全校八名教師，四十餘學生被酷刑逼供，罹難犧牲。戰後

鍾靈中學刻有殉難師生紀念碑，悼念校史上血淚的一頁。 

    這段師生殉難的歷史，最初由戰後的倖存者之一，鍾靈中學華文教師張叔英、

                                                      
1 林水檺、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雪蘭莪：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1984）。

Andrew Barber (2010). Penang at War 1914-1945 (Malaysia: AB&A) 
2 葉鍾靈：《檳城鍾靈中學史稿（1917-1957）》（新加坡：華裔館，2009），頁 15-25。 



 

數學教師王世毅於戰後的 1945 年 11 月，先後在不同報刊披露鍾靈師生的蒙難經

過。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幾乎紀實陳述鍾靈師生被捕的時間，詳記人名，

逼供經歷，獄中同事的際遇，以及出獄後掌握的同事死難消息。歷經九死一生的

遭遇，王世毅和黃峇福為少數被捕的倖存者，這段紀錄實有見證的意味，為死者

鳴冤，也為鍾靈中學的劫難，尋求超越的意義。王世毅如此寫到：「現學校開學

在即，被難仝人十名，惟黃君與余尚健在，劫後餘生，仍得繼續為本校服務，真

可算萬幸了。」3我們再看張叔英〈鍾靈中學師生蒙難記〉4的血淚控訴： 

 

  當日寇準備南侵之際，早有特工人員網布谷地，鍾中師生平時之領導救國 
  工作，已爲日寇洞悉。登陸之日，日寇故不聲張。直至翌年春，敵憲開始 
  搜索，由新加坡漸及北馬。迨四月初，檳城被檢，鍾中即這其主要目標。 
  一頁慘痛之血史，就此開端。時鍾中教職員已多先期離檳，惟尚有十一人 
  留校，一日深夜，悉被圍捕入獄，灌水，炙燭，上電，飼狗，釘手足…… 
  濫施毒刑，慘絕人實。結果，不屈而死者，有李詞傭、管亮工、朱宣儀、 
  柯粹桐、林振凱、簡德輝等六烈士。其餘五人拘禁三月餘始釋。查企唐出 
  獄後，以傷重，昏倒途中而死，饒百迎不久亦告不治，僅王世毅、黃峇福、 
  梅英榮三人，得回家調養，重慶更生。全校學生及工役被捕者，亦達數百 
  人，而死者農及其半。殘暴日寇，竟將鍾中師生一網打盡，而校具亦毀切 
  一空，以洩歡憤，言之痛心！ 
  今者，暴敵屈伏，天日重光，秩序漸復舊觀，而鍾靈中學亦從事修葺校舍， 
  定本年十二月八日正式復校開學。回憶四年前之同日，正暴敵南侵之時， 
  予任鍾中秘書職，僅以身免，痛定思痛，淚涔涔下也，是以記之。 

 

以上兩篇記錄，大致詳述同仁受難經歷，卻同時總結了日軍早已鎖定鍾中師

生的抗日援華的背景，鍾中師生遭遇劫難，實跟華人抗日的民族情懷脫不了關係，

尤其在「暴敵屈伏，天日重光，秩序漸復舊觀」之際，復校不忘處理創傷經驗，

尤其淪陷期間死難者眾，消息混沌不明。戰後的調查顯得急迫，「鍾中紀念殉難

師生委員會」成立，為傷者亡者伸張正義，也為鍾中歷史銘記傷痕。1947 年 1 月

鍾靈中學整理受難紀錄，出版《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紀念性的見證

與紀念儀式隨即啟動。其中更詳盡的肅清前後的各種營救、獄中見聞等紀錄，當

屬華文教師汪洋（汪開競）〈鐘靈中學員生殉難記〉。他根據被捕而倖存同仁的口

述史料整理，同時指出鍾中兩位資深華文教師陳少蘇憂憤而終，管震民家逢巨變，

                                                      
3 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中華公報》1945 年 11 月 28 日。轉載自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

總會編：《大戰與難僑》（吉隆坡：隆雪中華大會堂，2007），頁 100-101。 
4 張叔英：〈鍾靈中學師生蒙難記〉，《申報》1945 年 11 月 26 日。 



 

均屬戰時鍾中的受難經歷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汪開競以依藤為筆名，在 1957
年 9 月出版《彼南劫灰錄》，以散文敘事，兼具史筆，替檳城的淪陷歲月留下珍

貴蒙難實錄，同時編入《鍾靈叢書》系列。此書出版適逢馬來亞聯邦獨立，卻同

時是鍾靈中學接受政府津貼，率先掀開華校改制的序幕，全馬華社譁然，學潮應

運而生。華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緊張，日據檳城的血淚回憶，隱然遙接鍾中於戰

時的傷痕，亦有寄寓眼前的變故。戰爭、華教與民族情感，構成了思考新馬華人

精神結構的一個側面。 

鍾靈復校之初，梳理蒙難史實之餘，追悼忠烈亡魂，刻畫受難心曲，是撫平

傷痕的必然儀式。華文教師管震民（1880-1962），浙江台州府黃岩人，1934 年 12
月南渡檳榔嶼受聘於鍾靈中學。他跟當時鍾靈中學同屬華文教師的汪起予、陳少

蘇有「鍾靈三老」的美譽。三人皆有深厚的古典詩文教養，締造了鍾靈中學和檳

城興盛的詩風。  

檳榔嶼淪陷，被佔領的恐懼，最深刻的莫非大檢證中對華人知識分子的傷害。

管震民深受其害，兒子管亮工任職於鍾靈中學的體育教師，曾參與訓練回到中國

戰場的抗日機工。5新馬抗日援華的顯著功績，當屬 1938-39 年間徵募 3000 餘名

南洋機工回到中國，參與滇緬公路的戰時運輸。6南洋機工是新馬抗日籌賑的戰

時華人動員的重要記憶，熱血激情的集體記憶。管亮功因此被檢舉與拷問，在檢

證中終難逃一死，管震民筆下的戰爭書寫，藏有喪子的遺恨。管震民筆觸細緻，

勾勒了戰時的恐慌，以及以鍾靈中學為主的華校生遭遇的苦難。這類詩沒有故實，

直白率真，以焚坑作為關鍵意象，盡訴檢證之殘暴。 

 
積悶填胸掃未清，苦無竹葉解餘醒。突聞令下嚴搜檢，樹上烏鴉亦噤聲。 
通衢小巷斷人行，蒙馬虎皮眾目驚。祇恐當前頭一點，便將粉筆背書名。 
犢子偏遭猘犬傷，無情縲絏肆摧戕。西河有淚從何灑，誰辨平生是俊良。 
荊天棘地欲何之，檻鶴籠猿祇自悲。跬步不離防觸阱，鍾靈二字怕人知。 
（〈檳嶼淪陷後於壬午四月六日大舉肅清焚坑之慘更不忍聞聊賦四絕以誌

餘痛〉）7 

 

大檢證可謂檳島淪陷歲月裡，最激烈的殺戮。管震民對任教還不足十年的鍾

靈中學遭此創傷，憤恨難耐。他的詩盡是紀實筆調，刻畫肅殺氛圍，帶出坑儒的

                                                      
5 關於管亮工參與南洋機工訓練事蹟，參見葉鍾靈：〈檳城華僑機工回國服務紀實〉，收入陳劍

虹、黃賢強編：《檳榔嶼華人研究》（檳城：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2005），頁 316。 
6 關於機工的相關研究，參考葉鍾靈：〈南僑籌賑總會徵募機工回國服務史實〉，《陳嘉庚與南洋

華人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工委會，2013），頁 36-86。 
7 管震民：《綠天廬吟艸》（檳榔嶼：管震民先生七秩榮壽紀念壽管委員會，1949），頁 7。 



 

歷史控訴，檢視日軍對知識分子的戕害。「鍾靈二字怕人知」極其傳神，銘刻 1942
年 5 月 20 日的創傷，及其深沈的震慄和驚恐。在這肅清抗日分子的行動裡，鍾

靈中學師生的遇難，在某個程度上象徵了戰前華人教育和知識分子的斷絕。鍾靈

在這裡顯然被昇華為一種受難的華人主體和精神。 

相對於其他被捕的倖存教師的回憶書寫，管震民見證的鍾靈的苦難，投射了

教育／斯文斷續的恐懼和危機，成為他在戰時與戰後創傷書寫的一個原型。1946
年 2 月 28 日，鍾中的追悼會上，他撰述「追悼會歌」。哀婉淒切的歌詞，為檳城

華教歷史刻下犧牲的意志。 

  
  聽哀悼樂聲悠揚，哀輓聯幛掛滿會場。 
  安眠吧，看日落東洋。我中華民國大放榮光。 
  敬為我們殉難師生謹掬心香 在鐵蹄下為教育而犧牲 
  還有豐碑青史永留姓氏芬芳 魂兮歸來同鑒此衷藏 

 

然而，更為動人心魄的，還是他先後於 1946 年春天撰述〈鍾靈中學追悼殉

難師生祭文〉、〈鍾中殉難師生紀念碑序〉二文，駢文體式，字句鏗鏘，張揚國仇

家恨，控訴力道之深，實屬罕見。 

 
      嗟我多士，鍾中錚錚。文才武學，遐爾蜚聲。……倭寇視之，更若仇讎。 
      鞭笞拷撲，不問情由。活埋瘐斃，暴骨山坵。人神共憤，天地為愁。8 

 

迨偷渡重洋，首淪孤島，先毀最高之學府，大捕無辜之師生，非稱元祐之

黨人。即置東林之名籍，為一網打盡之計，用百般殘酷之刑，縲絏同羈，

罪非公冶，焚坑重演，毒過贏奉，鬼哭神號，人天共憤，暴屍露骨，魂夢

何安？為教育而捐軀，豈生人所逆測乎？噫！幾聲原子，三島為墟，國恥

家仇，共洪流而逝東海，成仁取義，貞石而樹中庭，何殊血食千秋，永保

馨香之勿替，且慰藉遊萬里，長留姓氏之同芳。9 

 

    祭文與碑序，皆以教育之創傷記憶為核心精神。故而「焚坑重演，毒過贏奉，

                                                      
8 管震民：〈鍾靈中學追悼殉難師生祭文〉，《綠天廬詩文集》（文鈔）（檳城：綠天廬，1955），

頁 22-23。 
9 管震民：〈鍾中殉難師生紀念碑序〉，《綠天廬詩文集》（文鈔）（檳城：綠天廬，1955），頁

6。 



 

鬼哭神號，人天共憤，暴屍露骨，魂夢何安？」，銘刻的是教育者的犧牲，已是

家國民族存亡旦夕的一縷英魂。管震民在檳島淪陷時，擔任鍾靈中學國文科主任

和教師。他對鍾靈師生的犧牲觸動甚深，甚至以秦朝焚書坑儒描述斯文遭致摧殘

的慘劇。不但著墨了日軍佔領期間的暴政惡行，同時悼念了一代知識青年的斲傷，

以及檳島華人文化的腰斬。管震民的創痛並不難理解，華校是華社的一線斯文，

作為南來教師，他自覺承擔了賡續文化的命脈。這是鍾靈師生殉難嵌入檳城歷史

記憶的關鍵環節。教育乃百年樹人之事業，因此在詩的筆觸裡，我們同時看到悼

亡與重生的拉鋸： 

 
滿冊創痕雜血痕，斑斑老淚亦兼存。坑儒慘劇逾秦政，實錄成編慰楚魂。 
後死能分慈幼責，遺孤當拜故交恩。興邦教育基童穉，轉瞬群才雪宿冤。

（〈書鍾中殉難師生哀榮錄〉，頁 52） 

 

教育作為興邦之盛舉，必然是跨過歷史血淚與傷痕的積極思考。1947 年 12 月鍾

靈師生紀念碑正式揭牌。管震民因應寫作的律詩，寄存歷史教訓，最能看出其時

知識界如何重塑鍾中師生殉難跟華人民族事業為一環的重要抒情表述。因而紀念

碑存續的歷史記憶，伴隨哀歌，強化了檳城華人去認知這一場戰爭與華教的內在

關係。我們從管震民的詩句，看出鍾靈中學鑄造紀念碑的寄託所在。 

 
豐碑八尺立堂櫺，石實金貞勒姓名。師弟有知魂亦慰，精神不朽死猶榮。 
南風復譜菁莪什，東海惟聞鳴咽聲。大好健兒須記取，強權圖霸業難成。（〈鍾

靈殉難師生紀念碑揭幕書感〉，頁 59） 

 

然而，戰火終究過去。撫平傷痕，以及紀實歷史，兩相並存於祭文、序記與漢詩。

詩與史的寫作倫理，在此獲得一種調和及撫平。從淪陷前的抗日援華，淪陷後的

受難與抗日衛馬，以及戰後的見證與記憶，將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鍾靈中學在

1950 年代的政治動盪時局，面臨的校長、教師被暗殺，華校改制，學潮大興的變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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