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陈长乐博士的教育理念
组长：曹宇轩（3B101）
组员：刘宇翔（3B113）、林泓亦（3B135）、吴优（3B128）、胡聿
成（3O207）
1、 研究目的与价值
a)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陈长乐博士 1886至1961年与教育有关的经历以
i.

找出他在新加坡与中国两地的教育理念

ii.

找出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理念中借鉴的地方

b) 研究价值
i.

将我们发现的运用在现今教学的环境上，提出建议，分析趋势，展望
未来。

ii.

研究对象在教育界对新加坡乃至中国各地的大量华人，对新加坡的广
泛外交做出贡献，研究价值重大。

2、 文献研究
a) 陈维龙在《南洋文摘》中发表的一篇关于陈长乐的文章，描述了他的一
生。期中有一段提到他决定回中国教书的原因，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
【1】。

b) 《北京大学史料》。这本书讲述了北京大学的历史，其中大量引用了当时
的著名学校刊物《北京大学日刊》，并由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编写，因此
具有较高可信度。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少关于陈长乐的记载，欲知更多
详情，请见附录【2】。
3、 研究方法与框架
a) 研究方法
i.

关于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并不适合本专题作业，因为研究对象的年代较为久远，当代
人极少知晓他，因此问卷结果会不具有可借鉴价值。
ii.

历史文献
通过在线搜寻找到可能有用的文献，阅读研究文献，通过对比不同来
源的信息来确定文献可靠性。

iii.

学者访谈
采访来自国立大学中文系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黄贤强博士。他对陈长乐
博士有一定的研究。

b) 研究框架
i.

陈长乐在中国的教育理念

ii.

陈长乐在新加坡的教育理念

iii.

比较陈长乐在两地的教育理念

iv.

与现代新加坡教育的联系

4、 分析与讨论
a) 陈长乐在中国的教育理念
i.

注重纪律
陈长乐认为培养人才要从教育抓起，而教导学生服从纪律、认真学习
则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他于1917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英文部教授。在
任教期间，他提出过一些政策，也担任过审核教材的委员，对北大的
英文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3】。

ii.

注重外语教育（特别是英文）
陈长乐在北京大学担任英文部教授，研究过高等修辞学，教授法，也
担任英文部教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过审查采定教科书，甚至还
教过美国宪法。陈长乐在新加坡的教育理念。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
录【4】。

iii.

注重华人教育
陈长乐很关心新加坡华校的经济状况。在1930年11月20日的《叻报》
里记载：“南邦各地吾侨。创设学校。据吾人所知。为数甚众。惟大多
之学校。以经费支绌。迫不获已。时向社会人士募捐。以期延续不

辍。” 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5】。
iv.

注重学习双语
陈长乐博士在当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为当地华人进行许多关于学习华文
的演讲，反映出他对学习中英双语的重视。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
【6】。

b) 比较分析陈长乐在两地的教育理念
i.

共同点
1. 注重纪律
陈长乐博士在中新两国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都是非常注重学生的纪
律。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7】。

2. 注重双语
在陈长乐的时代，双语是被人们所重视的。那时，西方国家快速崛
起，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陈长乐博士希望中国也可以与时并进
，学习其他国家，摆脱落后的情况，变成世界强国。欲知更多详情
，请见附录【8】。

ii.

不同点
1. 注重双语的原因
根据当地的不同情况及需求，陈长乐提倡双语教育的动力也就大大
不同。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9】。

c) 与现代新加坡教育的联系
i.

新加坡现代教育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1. 纪律问题
纪律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如果学生们纪律不好，学习就失去了原本
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有知识，但纪律上劣迹斑斑，到了社会上，便
会制造很多麻烦。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10】。

2. 缺乏学习双语动力
现代的学生，特别是土生土长在以英文为主的新加坡学生，缺乏足
够的动力来学习双语。欲知更多详情，请见附录【11】。
ii.

可以从陈长乐的教育理念上借鉴之处
1. 纪律问题
教育在陈长乐时代是人们向往的特权，因此大多数的学生都珍惜能
上课的机会并且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有幸报答母校。当时的父母
也相信老师会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而且孩子若是冒犯了老师或违反
了校规，就应当严厉惩罚，让他们明白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可贵
，这间接地赢得了珍贵的成长和发展机会。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当
年的老师能够严格要求，确保每位同学都安分守己并且用功读书。
现代的教育固然重视学生们的纪律。但相比之下，现代对纪律上的
惩罚并没有以前一样严厉，现在人们不会因为纪律问题而被扣分和
影响成绩，但还是会因纪律问题受到其他影响。若触犯的是小事，
学校会从轻计量；若事态严重，学校也会要求学生去学校为他们安
排的特别辅导。更严重的情况之下，还是会被开除，或被令休学
等。因此，我们认为，加强灌输学生要珍惜教育机会的思想是我们
可以努力的方向，而目前的惩罚体系虽然比陈长乐年代较为宽松，
但是不适合变得更加严厉，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家长的强烈不满。
2. 双语教育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注重如何对学生说明学习双语的重要性，让他们自己
有更多的动力学习双语。比如，目前大多数学校，特别是历史悠久
的华校，比如陈长乐曾经教过的华侨中学，都以“学习中华文化”为
修读华文的一大原因。教育部长王乙康也曾表示过“学习语文就像
是学习文化”。我们认为这固然重要，但并不能激起学生足够的学
习热情，因为他们并不像以前的华人那样，时刻心系中国，认同中
国为祖国，因此对中华文化可能并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我们认为
新加坡的学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向学生介绍学习双语的目的与好处
，但课程内容不需要改动。学校可以更加注重介绍学习双语对学生
自己“看得见”的好处，比如更多的就业机会，赶上中国经济转型发
展潮流等，让学生能感受并预见学习华文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优势

，使他们有更大的动力。这点陈长乐在他的演讲中也提到过，但在
华中以及很多其他学校的网站上虽有提到，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强
调。只要有了足够的动力，在学华文的过程中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修养品德，也都不是问题了。

5、 最终成品
我们的最终成品是一篇学术论文。请见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oz3gr2g9tD-ROExZSUt7_LoCaEyvdmY
6、 结论
陈长乐博士作为一名教授和总领事,对中国人及华侨的教育极为重视,并做出相
当的贡献。作为一名教育者,他的教育理念超前,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很有远见,与
新加坡现在的双语教育不吻而合。在现代新加坡社会环境中,双语教育的实施效
果并非突出,其根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不足。我们建议新加坡学校换个角度推广
双语学习,更加注重较为实际的好处。同时,学生纪律和学习态度也令人担忧,这
与现在家长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环境的开放有密切关系。

7、 附录一 更多详情

【1】“亚乐（陈长乐小名）当年留学（留学美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教救
世（他信基督教）。后来发现教会中对有色人种，仍未能一视同仁，并体
验到中国一日不富强，国民即不能取得平等待遇。故学成后献身国家，服
务外交界二十五六年，广东省银行十余年。对国家及华侨有不少贡献，可
谓不负众望。”
对此我们可以得出，陈长乐对华人和中国的处境很关心，并倾尽一生奉献
华人社会，改善世界对华人的认知，服务于华人。这其中也包括对华人教
育的关心，这在下一篇文献中有提到。

【2】例如：“长乐君提议，学生每日讲堂上功课常有漫不加意呼之不应者
，此后当记分数，当每年考试分数之几分。”
陈长乐提议计分惩罚制度，惩罚上课不听讲、作业不好好做、还屡教不改

的学生。由此可以看出陈长乐对学生纪律有高要求，也是他关心教育的一
种体现。当时中国的社会还很贫穷，他想振兴中国，并意识到教育是国家
发展的根本。
【3】根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陈长乐在一次教员会议中提出了“每日计分
数法”，用于记录惩罚上课不专心、作业不好好做、屡教不改的学生。每日
所犯的错误会被记录下来，并从考试分数中扣除。由此可看出陈长乐对学
生的纪律有很高的要求，体现出他重视学生习惯的养成以及自制力的培
养。陈长乐为什么如此紧抓纪律呢？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开始加速发展。旧文化开始走向衰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社
会需要大量人才。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正式与德国断绝外交关
系，同时宣布收回德国租界，停付《庚子赔款》中对德国的欠款。这标示
了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政局动荡，风雨急骤的关头，中国更
需要的是能够服从纪律的人才。陈长乐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才决定
提出“每日计分法”。

【4】出生在多元化的新加坡，陈长乐从小就接触英文并在英文环境下长大
，因此到中国执教英文也算是一份颇为适合的工作。但笔者认为，陈长乐
选择教英文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寄予厚
望，称:“吾国以病夫闻于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
于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新文化运动，不光是抛弃以前的封建社会
文化，更多的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迈向国际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这样才能打破中国“东亚病夫”的印象。陈长乐认为要让中国迈向国际化
，外语的教育必不可少，特别是当时全世界普遍使用的英文。因此，陈长
乐决定执教英文，所教的多所学校也都是如此。如1922年在复旦大学，以
及几年后在广东大学，甚至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都是执教英文。由此可
看出，陈长乐在教育上与先后担任中国驻外总领事时一样具有大局观，而
且不光是对中国人，而是全世界的华侨都尽心尽力，希望改善华人受歧视
的现象。

【5】当时的华侨教育处于十分窘迫之境。因此陈长乐博士召集一些华校代

表谈话，希望可以展开募款活动，资助这些华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他对华文教育走向没落的担忧，也可以了解他对华文教育与文化的重视。
在他的眼里，忽略了华文教育会让整个社会文化坍塌而使中华文化被遗
忘。陈长乐因此十分焦急，马上开会为华校募款，希望保住这些学校，让
华文教育继续走下去。1930年代初，华校的创办才兴起不久，尚未有人专
门编写适合本地的教材，因此普遍使用中国的教材进行教学。陈长乐意识
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与中国差异很大，因此使用中国教材不一定合
适。根据1930年12月6日《新国民日报》的报道，陈长乐以领事馆的名义
向全球华人征集适合新加坡华侨学校的教材，呼吁南洋热心教育的专家以
及华侨教育团体踊跃提交教材供审核，以尽快提高本地华校教育水平。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长乐迫切希望提高华侨教育水平的心情，反映出他
对华文及华侨教育的重视。
【6】陈长乐在1931年6月8日的演讲中，他提到了学习华文的重要性，其
中一个理由就是解决‘谋生问题’。根据《叻报》，他说：“此后要谋生，懂
得中西文字，和懂得中西语言的，总比单识英文的容易得多啦！”。由此可
见，陈长乐博士富有远见与智慧，很早就意识到学习双语在社会上所占的
优势。因此，他在担任新加坡总领事时经常劝国民多多学习国语，并尽力
激发国人对学习华文的兴趣，以便以后有更好的谋生技能和机会。

【7】譬如在中国的时候，学生所犯的错误会被记录，考试成绩会被扣分。
在新加坡的时候，罢课也算是纪律上的问题，因为学生对学习有着不良的
态度，因此陈长乐要去和罢课学生们进行训话，纠正他们的学习态度。陈
长乐也非常注重双语教育，长时间的英文教学经历和新加坡发表的多篇演
讲都说明了这一点。
【8】他知道学习英文是中国和华侨学生的一大出路，是国家变富变强的一
大要素。但同时，他也深知华文对华人的重要性，如果只注重学习强国的
西方语言，华人的后裔迟早会忘记自己的根源。他坚信作为炎黄子孙，人
们不可忘本，必须把华族的文化传承下去，确保自己的国民有能力生存于
英语社会，又不会忘记自己的母语。因此，他在中国和新加坡都努力推广
与献身于双语教育。

【9】陈长乐在北大教书的年代，正值改革开放运动。要让中国迈向国际化
，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这样才能打破中国“东亚病夫”的印象。陈长
乐认为要让中国迈向国际化，外语的教育必不可少，特别是当时全世界普
遍使用的英文。因此，陈长乐在中国注重双语教育的原因是振奋祖国。
陈长乐博士在当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为当地华人进行许多关于学习华文的演
讲，反映出他对学习中英双语的重视。陈长乐在1931年6月8日的演讲中，
他提到了学习华文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解决“谋生问题”。由此可
见，陈长乐博士富有远见与智慧，很早就意识到学习双语在社会上所占的
优势。因此，他在担任新加坡总领事时经常劝国民多多学习国语，并尽力
激发国人对学习华文的兴趣，以便以后有更好的谋生技能和机会。因此，
陈长乐在新加坡的教育理念从以爱国为中心转移到以谋生为中心，这体现
了新加坡社会对陈长乐教育理念的影响。

【10】随着时间的推进，父母越来越袒护自己的孩子，往往不愿让他们受
到哪怕是言语上的伤害。当父母拒绝让校方严加教育孩子时，甚至成为孩
子的坏榜样，让老师很难再树立权威，导致了现在的学校纪律越来越难维
持，“问题青少年”的问题日渐凸显。根据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近期在国
会上宣布的数据，过去三年中，新加坡的大学处理了56起与性骚扰有关的
案子，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国立大学学生偷拍事件。在南洋理工大学，最
近曾在四天内发生了两次偷拍事件。除此之外，在新加坡的中小学，校园
霸凌事件越来越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新加坡的校园欺凌
事件数量在全球排第三。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学生纪律问题。

【11】相比于陈长乐的时代，他们没有“振奋中华”这样伟大的动力，而更
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这导致对自己前程迷茫的学生意识不到学习双语
的重要性。另外，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会对华族的文化造成冲击，导致
华族学生对华族文化的认同感被“稀释减淡”，造成他们对学习华文的兴趣
下降。学习双语的动力的不同导致陈长乐博士的担忧得到了印证：现代的
华人学生，华文变得越来越差，渐渐的偏向于英文，因此现代的双语教育
的效果有限。现代多元文化及安稳的社会影响了双语教育的目的，而它又
影响了学生学习双语的动力。

8、 附录二 陈长乐大事年表
我们制作大事年表的目的是为了对陈长乐的人生经历有个更全面的了解，这有
助于我们分析陈长乐的人生轨迹以及他的想法。
年（岁）
1886
1903（17）
1917（30）-1918
（31）
1918（32）
1922（36）- 1930
（44）

1930 （44）– 1932
（46）

大事摘要
出生于新加坡
毕业于英华中学：受校长感化，皈依美以美教会，且
出任传道。
留美：本来似乎要传道济世，但是发觉祖国一天不强
大，华人就会被欺负。
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
回星州：兼任南洋华侨中学英文主任【1921】
开了实丹福汽车公司（Stamford Automobile Co.）
回滬：于复旦大学授课

帮助缓解南洋大学的危机及帮助维持秩序 【
 1923】
帮助南洋大学物色书籍 【
 1924】
被委任为琼海关监督兼北海交涉员【1925】并在1926
三月年成为琼海关监督
1925五月就任琼海关督、兼琼州交涉员
于1927被委任为特派广东交涉员
1927年成为粤海关监督
下广州：遇胡汉民荐之于孙中山先生，执广州英文日
报（Canton Gazette）笔政；兼任广东大学英文主任
在外交部担任美洲司司长
当新加坡总领事（24/10/1930 宣
 誓上任 –
31/09/1932）。
（由于这段期间细节繁多，记录于此略显混杂，特节
录于另一表中。详情请参阅附录二）
1932年9月
 27日，被派署到三藩市（旧金山）当总领
事

1932（46）-1948
（62）
1937（51）

加尔格答、芝加哥总领事

1938（52）
1938不久后
1959（73）
1961（75）

胡适之请他到华盛顿当一等秘书
告老还乡：任广东省银行，星州分行行长。
患大病
病逝

9月18日，被调任渥太瓦（Canada）总领事；12月
21日到任。

备注 /资料来源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南洋通讯
申报 1921.09.19
申报 1924.03.16
申报 1924.06.06
申报 1925.12.12
申报 1926.03.13
申报 1926.05.06
申报 1927.07.13
粤省要讯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新国民日报
叻报
星洲日报
槟城新报
南洋商报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6辑，驻外交领事馆职
员录
南洋学报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6辑，驻外交领事馆职
员录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南洋学报

9、 附录三 陈长乐担任领事期间年表
1930.10.5

1930.10.18

1930.10.22
1930.10.26
1930.10.28

1930.10.31

1930.11.2
1930.11.3
1930.11.4

接到外交部的委任状。晋见外长王正延氏、铁道部长
孙科氏、立法院长胡汉民氏、文官厅处长古应芳氏等
，请示任星领后种种设愿应如何办理。
早七时，由香港启碇，与一名兄弟从香港启行到新加
坡。
早上八时乘日邮箱根丸抵叻后，住小坡东南旅馆。同
伴为秘书陈伯通。
在同仁俱乐部欢迎会上演说，说明此次任命来星，将
设法调查侨胞商业凋落、工人失业状况。
华中校友会办茶会欢迎陈长乐。
-曾在九年前执教于华中，所以此茶会让师生联络感
情。
针对国民党在马来西亚活动之事接受《海峡时报》记
者的访问，关于禁止马来西亚国民党活动。

叻报与陈秘书的访谈（
1930.10.23)
星洲日报
叻报与陈秘书的访谈（
1930.10.23)
星洲日报
叻报
星洲日报
新国民日报
叻报（1930.10.29)星洲日
报
新国民日报
叻报译
新国民日报

1930.11.10

参加监江加口礼拜堂所举办的欢迎会。
参加怡和轩俱乐部所举办的欢迎会
约百名失业华侨到领事馆请愿，拟求陈长乐资助他们
回国。
参加同德书报社所举办的欢迎会。

1930.11.13

主持孙中山诞辰庆祝仪式后与各报记者谈话。

1930.11.14

出席琼侨联商会俱乐部的欢迎会

1930.11.16

星洲华侨团体为陈长乐开荣任大会。

1930.11.18
1930.11.23

参加了饮圣俱乐部的欢迎会。
参加了宁阳会馆的欢迎会。

星洲日报
新国民日报
叻报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星洲日报
叻报
新国民日报
叻报（1930.11.18）
新
 国民日报
叻报
新国民日报
星洲日报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1930.12.6

参加华侨国语学校的欢迎会。

新国民日报

1930.12.7

参加了陈氏会馆的欢迎会。

新国民日报
星洲日报

1930.12.28

少年团的征求大会，陈总领事前往训话。

星洲日报

1931.1.17

接见槟城北还侨工的四名代表
请求由陈总领介绍求胡文虎报效棉毡

星洲日报

1931.4.1

《星洲日报》上刊登文章—Sporting Spirit，

星洲日报

1931.4.3

在马来亚华侨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致词。

新国民日报

1931.5.13

华侨中学罢课，陈总领莅校训话，规劝罢课学生。

星洲日报

1931.6.7

于生命堂识字学校中演讲。演题—“为什么要研究国语”

叻报

1931.9.2

接待南京国民政府派来巡查华侨的中央侨务委员周启
刚

新国民日报

1931.9.5

新加坡领事馆呼吁同侨踊跃捐助，救济中国水灾的灾
民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1932.10.2

领馆发出通告，鼓励侨胞们要团结共御外侮，自动赞
助政府交涉解决。但强调不能违反当地法令。
领馆发出通告：东省事变之事已交由国际联合会解决
，强调华侨在殖民地要严守秩序，并切勿与当地日侨
发生纠纷。
在报章上登通告，希望侨胞对于大世界国货展览会之
货物加以研究介绍。
领馆发出通告：希望侨胞能本平时襄赞领馆一样，继
续赞助唐总领事。
在领馆楼下，参加唐总领事的正式就职典礼。

1932.10.9

参加华侨各团体欢迎唐总领事复任大会。

新国民日报

1932.10.11

参加了华侨各团体的欢送会。

新国民日报

1931.9.23
1931.9.26

1932.5.25
1932.9.17

新国民日报
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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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五 个人反思
a) 曹宇轩
今年的专题作业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一种成品类别——学术论文。我们必须
要从零开始，一步步学习写作学术论文的方法与严谨的格式。身为组长，
我也学到了安排组员的时间，如何把写作论文的工作碎片化，才能分配给
大家。我也学习到了许多使用Microsoft Word软件写作论文的工具，比如
脚注，自动目录等。我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题。比如我们
所需要阅读的史料都是上了年代的纸质报刊的扫描版本，这导致有些文字
我们看不清，需要请教专业人士或者靠另一篇内容相似的文章印证。这教
会了我参考多方资料的习惯。有些资料使用了很多方言与繁体字，并且是
竖着排列的，这对我们阅读速度提出很大的挑战。为了更高效的阅读文字
，我们使用了一款图片文字识别软件（OCR），将文章中的字识别并翻译
为易读的简体中文。虽然我认为我们的专题作业完成的很好，但是还是有
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我们的成品仅是论文，有些单一，因此不一
定有人有兴趣读。因此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来过，我会让专题作业的成品更
加多元化。
b) 吴优
这一年的专题作业的确使我获益不浅。在与组员沟通的过程中，我不仅在
合作方面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在学术上也得到了许多新的进展。例如，在
我做这个专题作业之前，我并没有在意到陈长乐博士这个人，以及他所为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我更也没有意识到新加坡教育系统所存
在的问题，如纪律问题以及学生们缺乏双语能力的情况。因此，这个专题
作业提供给我而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在学术上的能力，以及增长了
我的见识，扩大了我的眼界。虽然说在研究及寻找资料方面我遇到了许多
问题，但是，我最终在组员及辅导老师的帮助之下逐渐掌握了使用NUS
LINC 以及 NLB （国家图书管理局）搜索资料的方法，为我以后的学术之
旅殿下了牢固的基础。
c) 胡聿成
陈长乐博士对华人做出巨大的贡献，从推广华文文化到教导学生们生活中
的种种道理。热爱学习、母语，把学习母语当成一种而乐趣，而不是应付

学习与考试。语言是文化之根，遗忘了母语，我们的文化何在？他的教导
理念让我明白了不可忽略母语的重要性。讨厌母语只会让别人（西方国
家）瞧不起。他勤奋学习，注重双语的精神让我是不是想起不要忽略自己
的好时光，端正好自己的学习态度，努力学习。没有纪律，一个人就是失
败的。这份研究也让我看到了一前读书有多困难，政府不支持华校，所以
陈博士捐出自己的钱让人编辑教学资料给华校学生所用。作为一个成功的
人，他并没有忘记社会所个他提供的一切，无私的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
贡献。因为陈长乐博士的历史记载极少，我们学会了从国大的电子图书馆
查找并提取相关资料，帮助我们的调查。
d) 刘宇翔
在今年的专题作业中，我有幸在研究陈长乐博士为教育所作出的贡献以及
他对于教育的看法。就如他所说，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因
为政府的资金援助而开始视教育为他们该有的权力。这导致他们产生一种
得过且过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他们只学习自认对自己未来有用的科目
，比如英文，而开始忽略自己的母语。这造成了很不良的环境，让学生们
认为自己讨厌自己的母语，不想学自己的母语是合理的。在现在双语通用
的社会中，掌握双语已不再是个优势，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所以我认为
陈长乐博士建议提醒了我们要努力学习，把教育视为一种特权并且全力以
赴，不要浪费大好青春.
e) 林泓亦
在今年的专题作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不仅我没有写过这种学
术论文，我也没有接触过对华文教育的看法。从一个30年代的博士的角度
看华文教育,实在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陈长乐博士对未来华文教育
的期望也让我陷入了沉思，我们学习华文，意义何在？是不是只是为了让
我们记得我们是华人，还是因为利益，跟随中国的崛起？陈长乐博士对未
来的展望不止停于双语教育，而也看到了学生们会有的纪律问题，虽然体
罚制度在现代社会已名实存亡，但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1930年代的社会与现代社会差别十分的大，那现在我们也被给予了更多资
源以及机会，但为什么学习双语的却没有30年代时的那样重要？我们尝试
在论文里寻找着答案，现在的华文教育，还是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探讨，中
华文化在新加坡的流失，也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