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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华与广东女子教育院
■ 陈晓平

同情受虐婢女
奔走创设教育院

陈景华，广东香山人，光绪
年间考中举人， 担任广西容县
知县。 当时广西盗匪遍地，陈景
华抓到著名匪首陆亚发， 两广
总督岑春煊已经答应免罪招
抚，陈景华觉得此人反复无常，
命部下把他枪毙， 由此得罪岑
春煊，遭到通缉。 陈景华逃到泰
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辛亥广东光复， 陈景华出任广
东警察厅长， 一方面对怙恶不
悛的匪徒痛下杀手， 另一方面
却无限同情在清廷统治下饱受
压迫的贫民女子。

1912 年农历二月“花朝日”，
本是郊游庆祝“百花生日”的好
日子， 一个受尽虐待的婢女麦
喜，被警员送到警厅，见到陈景
华之后，只是哭泣，说不出话。 陈
景华让女警验伤，发现麦喜血迹
斑斑，浑身上下几无完肤，因脑
部受伤太重，失去言语能力。 陈
景华本是硬汉子，面对这一苦命
弱女子，为之大恸，安抚之余，派
人送麦喜到医院治疗。

第二天，陈景华紧急约见善
堂负责人，提请协助筹款建设女
子教育院收养受虐婢女，不料善
堂负责人却不断推托， 理由是：
父母教育子女， 都常常加以体
罚，何况婢女？ 有婢女的人家大
多是富人，这个设想会让富人不
安，影响大局安定。 话没有说完，
陈景华拂袖而去。

他找到广东省教育司司长
钟荣光（岭南大学汉文总教习，
后任校长）， 要求把花地黄大仙
祠所属善庆学堂空置校舍拨作
女子教育院院址。 三月中旬，广
东女子教育院的旗帜已飘扬于
百花盛开的花地。

陈景华请真光书院女教员

梁焕真出任教育院主任， 梁焕
真毅然放弃高薪， 来到教育院
从头开始创业。 一个月后，教育
院收养的受虐婢女达到 40 多
人。 到农历六月初，教育院设施
已大体完备， 来院学习的婢女
逐日增加。

教学成果斐然
婢女变身先生

到重阳节的时候，女学生激
增到 400 多人，人数既多，管理
上就产生难题。 婢女在主人家服
役，习惯以偷懒来应付，养成一
些不良习惯。 梁焕真督导学生中
有文化的尼姑， 创办学生自治
会，订立章程，凡遵守章程的，享
有参加音乐、体育、游戏、阅读报
刊等方面的权利，参加自治会的
女生可佩戴胸章。 通过激发学生
荣誉感，混乱很快得到改变。 从
此，寝室、盥洗、晾衣服各种生活
管理，均井井有条。

教育院不仅重视智育 、德
育，对体育也十分重视，平时都
利用场地加以训练。 这一年冬
天， 广州各学校会组织运动会，
也容纳女校学生参加。 教育院女
生听到这个喜讯，都十分高兴，有
60 多人报名，每天刻苦训练。 到
开幕之日，教育院租一艘大船，把
学生送到东堤的东园。 女运动员
灰衣白鞋，辫结鲜红，斜挎红白相
间绶带，引人注目。没有参加比赛
的女生 300多人， 也前来充当啦
啦队员，其中有不少是 8 岁以下，
居然能做到令行禁止，毫不喧哗。
整个比赛， 女子项目共设 18 个，
广东女子教育院取得骄人成绩，
共夺得 13项冠军。

次年春天，时疫流行，教育
院学生也有不少受到感染。 院方
在课室西边设立医疗所，聘请刘
文贞医生诊病，从学生里面选出
12 人，专门负责看护，还在大院

后面设立厨房，专门给患病学生
服务。 流行病横行，导致一二学
生病死，然而失去婢女的富家编
造谣言，说教育院学生很多因为
饥寒而死。

1913 年春， 学生人数达到
400 多人，其中女童超过百人，为
此教育院向黄大仙祠商量，借用
后座当宿舍，被负责人拒绝。 不
久，黄大仙祠发生内讧，向警察
厅报警。 陈景华借此进行彻查，
把黄大仙祠的建筑给幼儿园使
用。 幼儿园用二楼做寝室，购买
铁床几十张， 每床安排两个女
生，购置被褥枕头，每 5 个床位
由一个保姆负责管教。

为培养人才，教育院请来教
育专家碧卢夫人（西关慈爱幼稚
师范学校校长） 给学生传授保
育、家政知识。 学生曹雪馨，原是
西关某富家婢女，自己跑到教育
院要求收容。 她跟随碧卢夫人学
习几个月，成绩特别优秀，兼管
教育院的幼儿班。 巧合的是，这
个幼儿班里面，有她主人的两个
儿子。 周末，她领着两个学生回
家，主人十分惊奇，不敢再把她
当做婢女，竟尊称为“先生”。 昔
日常遭鞭挞的婢女，一变而为老
师，这正是陈景华的社会革命目
标。 他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是政
治革命， 还应该是社会革命，要

革除清廷不人道的社会制度。
1913 年春，教育院把黄大仙

祠各座建筑修葺完毕，有匿名善
士给教育院送来几架织布机，遂
借此机会成立工艺科， 学员达
50 多人， 聘请广州工艺局织造
科教师任教，又请来留日的工艺
美术师传授扎花、 刺绣工艺，不
久又增加印刷、藤器制作、缝衣
等科目。 学生每天上午上文化
课，下午修习工艺课。 工艺科才
开办几个月，成绩斐然，广东女
子师范学堂举办女校成绩展览
会，教育院选送的布匹、图画、刺
绣、藤器作品，均被展览会评为
优等。

至此， 教育院学生达到 600
人，原有校舍不敷使用，急需建
设第二校区。 刚好院址隔壁有一
幅土地“永兴围”，面积 80 多亩，
业主听到教育院有此需要，不仅
愿意低价转让， 还捐献一笔经
费。 接着，花地翠林园业主朱氏，
又将翠林园整个捐给教育院。 院
方借此发行彩票， 每票 1 元，抽
中头彩的， 可得到整座园林，市
民本着做慈善的心态， 踊跃认
购，院方得到一笔巨款，用来建
设第二校区。 至此，教育院占地
一百多亩，前临花地河，绿树掩
映，芳草萋萋，设施齐备。 院方规
定每个星期天为校园开放日，准
许学生家人入校参观。 婢女的父
母见到校内环境、 设施十分完
善，都双手合十，感激不置。

引发富豪仇视
身后无以为继

教育院收留私逃婢女，让蓄
婢的富家感到威胁， 投稿给报
纸传播不利言论， 甚至说院内
有不少学生受虐而死。 院方邀
请各报主笔、评论员 60 多人前
来实地考察。 记者们查阅了学
生总名册，证实除个别重伤、重
病送院不治外， 并无学生在院
内去世。 记者们在院内考察半
日， 随后给予很高评价：“楼叠

二层，结构轩敞，一水环绕，万绿
葱茏，鸟语花香，扑人欲醉。 各女
生午膳之余，游戏草场中，唱歌、
击球以为乐……诚痛苦无告婢
女之福地也。 ”

然而好景不长。 1913 年孙中
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
派军阀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大肆
迫害老同盟会员。 陈景华已感受
到危险，但他没有像其他老同志
那样逃亡海外，是因为牵挂女子
教育院。 他四处奔波，找慈善界
人士商量，希望找到可靠的机构
接手。 正当他紧锣密鼓为教育院
办理善后的时候，接到龙济光邀
请函， 请他中秋节到督署赏月。
不料当他抵达督署时，龙济光当
即宣读袁世凯电文，指陈景华为
乱党，立即枪毙。

陈景华死后，代理院长徐慕
兰将教育院全部档册上交给警
察厅，立即辞职。 警察厅派来一
个接收员，原是轮船上搜查走私
的悍妇。 全体女生听到陈景华死
讯，群集草坪上大声哭泣，并为
陈景华布置灵堂，罢食吊唁。 悍
妇喝令学生解散，被一个女生咬
伤，教育院遂停课一个多月。 此
后，龙济光治下的警察厅决定停
办教育院，女生大多由其旧主人
或父母领回，另有 120 人转到西
村增埗的广东工艺局。

女子教育院给婢女、孤女以
深切关怀，给她们提供物质生活
条件与教育条件，充分展示了陈
景华这个民主革命家的深切爱
心与改良社会的决心。 但也应该
看到，他做慈善过于激进，收容
逃婢实际上是向旧制度开战，应
有一个渐进过程。 陈景华之死，
跟他触及士绅利益有一定的关
系。 历史学家陆丹林认为，正是
那些婢女逃亡的富豪士绅，对他
恨之入骨，发电报给袁世凯要求
枪毙陈景华。 我们应继承陈景华
悲天悯人的慈善精神，同时也要
注重方式方法，使得慈善事业细
水长流，为社会创造长期福荫。

（据《善城》杂志）

� � 民国初年，同盟会员、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创办广东女子教育
院，对受虐婢女、无家可归女子进行收容教育，嘘寒问暖，修复心理
创伤，授以知识技艺，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人才。 广东女子教育院只
存在一年多时间，其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加以总结。

陈景华像

女子教育院第二校区

女子教育院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