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有彝、藏、土家、苗、羌等世居

少数民族14 个，主要分布在川西北高
原、川西南大小凉山和川东南山区。

长期以来，土家、苗族聚居的川东

南山区的教育与内地相近。有显著特

点的民族教育主要分布在藏、羌族聚

居的川西北高原和彝族聚居的大小凉
山。

四川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萌芽于

明清两代，并在清末出现了第一次高

潮。在此之前，大多数少数民族子弟

童年至成人，一般只由父兄或师傅言

传身教，授以生产、生活知识。另外，

在藏区，出家为僧的藏族子弟在寺院

中接受宗教和科学文化知识等多方面

的教育；在彝区，跟随毕摩的彝族子弟

可以在毕摩那里学习彝文经书及多种

法术。

明清两代，一些土司、头人等开始

设家馆、私塾教育其子女。一些地方

出现了社学、义学，教育贫寒子弟。及

至乾隆年间，宁远府及所属各县、雷波

厅先后设置书院。1902 年，宁远府所

属越嶲、西昌、会理、冕宁及叙州府所

属雷波厅等地又相继改书院为学堂。

赵尔丰 1906 年任川滇边务大臣后，为

除去扞格，收拾边地人心，分别在打

箭炉(今康定)、成都创办速成师范学

堂、藏文学堂，造就师资，并在巴安(今

巴塘)设关外学务局，委任在籍度支部

主事吴嘉谟为学务总办，大力兴学。

于是，官话学堂、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在

民族地区渐次兴起。1909 年，宁远府

知府孙廷绪在废弃的西吕研经书院旧

址上添设楼房，办起了民族地区第一

所中学——宁远府中学堂。次年，关

外学务局在巴安创办了民族地区第一

所职业学校——巴安陶业学堂。据

1910 年统计，康属办学 200 余所，在

校生 5000 余人；宁属办学约 200 所，



在校生约 6000 人；松潘、理番(今理

县)、茂州、汶川、靖化(今金川)、懋功

(今小金)、马边、峨边 8 县共有在校生

8000 余人。但这时的学堂多属草创，

校舍简陋，图书、仪器等设备和师资奇

缺。各级各类学堂为保证生员，厉行

强迫教育，因而形成了民族地区组织

学生入学的特殊措施——学差制。这

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民主改革前夕。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不休，民族教

育几乎停顿。

1927 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设西

康政务委员会，对教育有所整顿，民族

教育开始复苏。先后于西昌设“化夷

学校”、“宁化学校”，在康定办汉藏官

话学校，在松潘县立高等小学附设“化

夷班”。令各寨土司头人、“夷民”子弟

凡“届入学年龄者均申送进校”。进而

松潘、茂县、汶川、理县联合设立初级

中学。1933 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在康定设立政治分校。1934 年，西康

19 县有中等学校 3 所，小学 56 所，在

校生共有 2，518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为 3．9 % 。

1935 年 7月，刘文辉在康定成立

西康建省委员会，恢复各县教育机构，

增设新的教育设施。下半年，红军转

战川康。国民党明令各县集中财力物

力进行“围追堵截”，教育经费锐减，学

校纷纷停办。1936 年，教育部命令边

地各县设立小学。此时称民族教育为

边疆教育或边民教育。

1939 年，西康建省。四川的民族

教育就集中在当时西康省的康、宁两

属和四川省的松、理、茂、汶、靖、懋、

雷、马、峨等县。同年，四川省教育厅

成立四川省边民教育委员会，在雷波、

马边、峨边、屏山等地兴办边民小学。

宁属筹办省立边民小学 5 所。西康省

设立教育厅后，分别与西康省民政厅、

建设厅合订了《政教联系办法》、《建教

合作办法》，颁定《西康省新学风运动

大纲》。将全省划为 4 个中学区，7 个

师范区和 6 个职业教育区，完善和发

展了建省委员会时期加强和发展教育

的措施及办法。并在康定创办第一边

疆师范学校，在西昌创办第二边疆师

范学校，在 21 县推行国民教育。四川

省教育厅、民政厅、建设厅及卫生实验

处组织了巡回施教队、施教督导队赴

边区施教，改进边民教育，协助推进国

民教育。还在茂县、马边设立边民生

活指导所，开展教育活动。1944 年，

川、康两省对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子

弟施教的学校有小学 130 所，中等学

校 43 所，在校生近 2 万人，另外有 10

余所回民小学。

1946 年，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

后，教育经费支绌，设备简陋，教师薪

俸菲薄，民族地区教育陷于停滞状态。

至 1949 年，西康省康宁两属有各级各

类学校 567 所，学生 30，035 人；川西

民族地区的学校多被停办。

此外，19 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等



国教会先后在康定、丹巴、道孚、巴塘

等县开办教会学校。中华基督教会边

疆服务部创川西及西康两服务区，办

小学 6 所。1949 年，民族地区有教会

学校 11 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民

族地区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

1950～1957 年，四川民族地区教

育获得巨大发展。康属、宁属部分县，

松、理、茂、汶、懋、靖等县的各级人民

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调整各级

各类学校，并逐步从教育宗旨、组织领

导、学制课程、师资队伍、经费体制、学

籍管理等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

时在藏、彝族聚居地区创办、发展了一

批民族小学。到 1953 年，川、康两省

有专设民族小学 160 所，学生 1 万余

人。除色达、普格、布拖、美姑等少数

县外，已建县的藏彝族聚居区各县县

城，都办起了小学。学生全部或部分

食宿在校，国家给学生发放书籍、文

具、伙食及衣物补助费。继而两省提

出和逐步实施在人口比较集中地区，

就地设置学校，增办民族小学的方针，

除特殊困难的适当补助部分书籍文具

外，一般不予补助。并强调新办民族

小学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注意民族特

点，适当延长学制。1955 年，西康省

并入四川省。1957 年，省教育厅在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工作的意见》

中规定：从现在起，民族小学新办校，

应坚持就地办学，学生就近入学的原

则，把 学校办到 民族 聚 居 地 区去。

1957 年民族地区小学达3，141所，在

校生303，319人；中学 33 所，在校生

13，404人；中专(含中师)6 所，在校生

3，058人。其中甘孜、阿坝、凉山(含西

昌地区)三州有民族小学 704 所，在校

生61，291人；民族中学 10 所，在校生

2，172人。

1958～1965 年，民族地区教育大

起大落，曲折发展。1958 年，民族地

区的民主改革全面结束。随着大跃进

的开展，三州“掀起了乡乡办学、村村

读书、人人学文化的高潮”，相继宣称

“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1960 年与

1957 年相比，学校所数和在校生数，

小学分别增长 2．39 倍和 2．42 倍；中

学分别增长 1．8 倍和 2．2 倍。而经

费、师资的增长却跟不上事业发展的

需要。教育内部的比例严重失调，在

彝、藏族聚居区取消或大大削弱了彝、

藏文教学，教学质量下降。1961～

1962 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贯彻

“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民族

地区教育也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牧区

办起 了定点和随牧民迁移的帐蓬小

学、马背小学。到 1965 年，民族地区

小学发展到10，664所，在校生616，906

人；中学发展到 249 所，在校5，890人。

其中三州 有 小 学 3，536 所，在 校生

187，754人；中学 59 所，在校生10，346



人。初步形成了遍及城乡的教育网

络，教育质量有所提高。

1966～1976 年，民族地区教育受

到破坏。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陆续“停课闹

革命”。大批从事民族教育的干部、教

师被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

“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等帽子，遭到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教育制度被破

坏，教学秩序被打乱，校舍、图书、仪器

设备等损失严重。一时间，50 年代以

来逐步形成的各种民族教育办学方

针、政策和措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批判。1972 年，又不顾民族地区特殊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师资状况和

办学条件，强调与内地一样“把学校办

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教育又盲目发

展。大量以识字班、季节班、早晚班、

长短班、巡回班等办学形式代替正规

的学校教育。各地自发采取适龄儿童

入学记工分，不入学扣工分办法，不管

迟到早退，只要挂名。这样，少数民族

适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据 统 计 曾 达 到

89 ．6 % 。州县按在校生人数申拨办学

经费。教师中民办、代课教师占绝大

多数，有的甚至还是半文盲，教学质量

十分低劣，小学毕业生实际文化水平

达到要求的寥寥无几。升学不论成

绩，讲推荐保送，初识字者亦可上大

学。办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虚假现象相

当突出，形成了严重的虚肿现象。

1977～1990 年，民族地区教育经

过调整改革，逐步走上从实际出发，稳

步发展的道路。1978 年，省教育厅在

《关于当前我省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

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建立民族语

文教材编译机构，在民族地区开展民

族语文教学，逐步举办公社、大队寄宿

制学校，认真办好重点民族中小学，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等任务和措施。1980

年，省教育厅就三州中小学和中等师

范教育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意见。省

委民工委、文教办和宣传部在成都召

开三州文教卫生工作座谈会，形成了

《关于改进和加强三州教育卫生工作

意见的报告》，经省委转发各地。《报

告》要求对中小学下决心进行调整，把

有限的经费和合格的师资重点用在办

好公社完小和县城中小学上，集中力

量提高教学质量，根据力量和条件逐

步发展寄宿制民族中小学。三州的师

范学校，大力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比

例。

1981 年，全国第三次民族教育工

作会议和四川省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

会议相继召开。为了加强对民族地区

教育的指导，在此期间，四川省教育厅

成立了民族教育处，专门管理和协调

全省民族地区普通教育工作。省政府

印发了《四川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纪

要》，要求民族地区教育继续贯彻以调

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首先集中人

力、财力、物力，办好一批少数民族重

点小学(班)和寄宿制学校，认真搞好



布点。对中学着重整顿提高。除办好

中专外，由州统筹安排，有计划地举办

一些职业中学。按照两个会议精神，

三州压缩了教育事业发展规模。1982

年同 1979 年相比，小学所数减少

32 % ，在校生减少 26 % ；中学所数减

少 16 % ，在校生减少 23 % 。同时，对

办学形式、学制和教学要求、教学用语

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办起了一批

寄宿制民族中小学。

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

通知下达后，11月，中共四川省委、省

政府作出关于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的

决定。要求民族教育从初等教育抓

起，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为 90 年代

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创造条件。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下达。中共四川省委、省

政府在成都召开第二次全省民族教育

工作会议，会后，下达了《关于加强民

族教育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川

东各民族自治县和三州部分条件较好

的地区，大体上按省对内地山区的要

求发展普教事业，有步骤地实施九年

制义务教育。彝、藏等民族聚居地区，

80 年代主要是抓重点、抓质量、打基

础。即在巩固现已达到的初等教育普

及程度的基础上，着重加强重点中小

学的建设，切实办好一批寄宿制民族

中小学；大力提高教育质量，扎扎实实

地培养出一批合格的中小学毕业生；

同时大力培养提高师资，搞好民族语

文教学，为今后普及小学教育，实施九

年制义务教育奠定基础。其他民族杂

散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参照上

述不同要求规划安排。民族地区的中

等教育应及早作好规划，使职业技术

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同步发展。是

年，民族地区有小学9，176所，在校生

834，867 人；初 中 424 所，在 校 生

173，812 人；高 中 136 所，在 校 生

29，331人；中专(含中师)28 所，在校

生9，147人。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颁布施行。接着省人代会通

过了《四川省义务教育实施条例》，民

族地区也相继出台了实施办法。1987

年，省教育厅专门就民族地区普及初

等教育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1988

年，省教委、省民委下发《关于彝、藏族

中小学双语教学工作的意见》。1989

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省对

三州财政包干补贴每年递增百分之二

资金全部用于民族教育。在这期间，

民族地区按省的部署，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逐步推进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的改革。开始分地区、分阶段，以乡为

单位普及初等教育，1990 年，省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教委、省民委关于改进

和加强牧区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在

努力办好乡寄宿制校班的同时，乡以

下实行多种形式办学；依靠社会力量

办学；进一步抓好藏、彝族地区的双语



教学。积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截止

1990 年，民族地区有幼儿园 274 所，

在园幼儿44，681人；小学8，369所，在

校生766，495人；普通中学 415 所，在

校生105，994人；职业中学 39 所，在校

生9，549人；中专 29 所(含中师)，在校

生12，418人；成人教育校点3，631个，

在校学员395，975人。中小学生中少

数民族学生539，566人。中小学专任

教师52，505人。有 9 个县另 47 个乡

实现了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其覆盖人

口占民族地区总人口的 47 % ，其中三

州为 33 ．7 % 。有 13 个县达到了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要求。基本形成了

州有中专，县有高完中，大多数县有教

师进修校，大半数的区有初中，绝大多

数乡有中心完小，63．8 % 的村有村小

或教学点的具有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

教育体系。



第一节 宗 旨

历代封建王朝都对少数民族实行

征剿与怀柔并举的政策。怀柔教化的

目的在于“化夷为汉”，效忠朝廷。清

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边大力

兴学就是为了使藏民学会汉语汉字，

传播汉文化，收拾边地人心，除去 扦

格，宣扬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同化藏

族，巩固清廷对康藏的统治。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的教育宗

旨在表述上较以往进步，“边疆教育方
针”中提出：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

中确定边疆教育方针，即力谋蒙藏教

育之普及与发展；以蒙藏人民知识之

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民族意识之

养成，自治能力之训练及生产技术之

增值；依照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则，

由教育力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之统
一。

1939年西康省政府提出“同化、德

化、进化”政策。以期“德化”代替威服，

以“同化”代替分化，以“进化”代替羁縻，

达到同一文化，进而融化各少数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各民

族一律平等政策。1951 年，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在“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

议的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的教育建设

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少

数民族教育必须是新民主主义内容，即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并应采取适

合各民族人民发展和进步的民族形式。

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要结合各民

族的具体情况。现阶段少数民族教育

工作，应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分别采

取巩固、发展、整顿、改造的方针。

1955年，西康省教育工作会议将民

族教育政策归纳为：“民族学校必须培养



出能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实现总任务

的人才，这就要求民族学校培训出具有

一定政策觉悟、文化素养和健康体质的

全面发展人员。培养学生成为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在办

学中“要充分估计到当地人民的风俗，宗

教信仰及其它一些具体情况，坚持慎重

稳步和正面耐心的说服教育方针”。

1980年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

断强调，民族教育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坚持社会主义的

办学方向，坚持“三个面向”，坚持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各族学生，

把他们造就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贯穿到学校教

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去，不断增强学生热

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感情和信念，

增强改革开放意识以及适应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在中等和

中等以上学校中以民族理论和党的民

族政策为内容，对师生加强热爱祖国、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引导他

们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

教观，提高他们反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

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自觉性。坚持

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调动宗教界爱

国人士支持教育工作的积极性。

第二节 特殊的办学形式

一、寺院教育

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藏族地区，

全民信奉佛教，政教合一。寺院教育有

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对藏族文化传

播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藏官鼓励男

子出家为僧。子弟入寺，不但有优厚待

遇，受人尊敬，还可学到佛学、藏语文、医

学、天文、历算、绘画、哲学、建筑等多方

面的知识。僧侣就是社会上的知识分

子，寺院既是政治经济、宗教活动的场

所，又是文化教育传播的中心。故出现

了“寺院即学校，宗教即教育”的现象。

年幼子弟入寺，称笨觉(意为未受

戒的小徒弟)，年满 18岁受戒，称扎巴。

寺院组织笨觉和扎巴学习，有固定的 1

～2名有学识的僧人担任教师，集中全

寺笨觉、扎巴进行集体教学，也有的由自

己的师傅亲自传授，随师学习。学习期

间，还得学习喇嘛寺宗教活动礼仪和替

寺院或师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

动和杂役。受过戒的喇嘛去西藏拉萨



一带寺院继续学习 12 年后，经考试合

格，授予“格西”学位(意为善知识者)即

可出任中、小喇嘛寺堪布。

以格鲁派为代表的寺院教育在发

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1)严格的

学程，固定的教材。一个学僧进入显宗

学院研习经论，一般要经过13个班级的

学习，15 年以上的学程，教材以五部经

典为主，其它经论为辅。(2)严格的考试

制度。除清廷封的大活佛外，堪布(主管

寺庙的负责人)等重要神职几乎都是经

过辩论式的考试选拨出来的有学问的

高僧担任。(3)注意背诵和专精。要求

学僧在熟读背诵经典的基础上深透领

悟、触类旁通。

50年代后，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

政策。1978年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政

策的贯彻，党和政府采取允许个别喇嘛

寺试办小学、爱国高僧分片参与扫盲两

个层次上，由政府提供教材，接受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管理等办法，发挥爱国宗教

人士的办学、助学积极性。

二、毕摩教育

毕摩是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彝

族地区从事原始宗教如司祭、占卜、驱邪

等活动的人。只有毕摩和极少数上层

人士能认识运用本民族文字。因此，毕

摩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颇受敬重。毕摩

既负责宗教迷信活动又充当教师角色，

将彝文经书及各种法术传授给弟子。

学习期限不定，人数不等，目的是培养新

的毕摩。

三、民族寄宿制教育

1906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奏

设关外学务局，勒令各县开办官话学堂

和初等小学堂。办学之初，实行强迫教

育，规定边民子女无论贫富，六、七岁都

需送入学堂，有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并

罚银5～50 两，按其家资课罪。既入学

堂，除犯规章者不计外，其余必须学毕

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途

辍学。各地土司、头人因藏民对送子弟

入官立学堂读书心存疑虑，采取派“乌

拉”办法，以部落为单位下达支应学差名

额，抽签决定送子弟入学堂读书。未抽

中者负担凑集银两和粮食，供应去学堂

支应学差者的生活费用，并免去支应学

差者家庭所负担的“乌拉差役”。学生自

带口粮在校寄宿，笔墨书籍由学校发给。

应派的学差名额确定后，中上等的富有

家庭自行雇人顶替入学，土司头人，则持

强依势，强迫村民集资代为雇人支应学

差。一些地主、牧主家当派学差则由他

们的佃农或农奴的子女顶替称为雇读。

雇读时间，有的按月，有的按季，有的按

年，有的不定期。雇读生的报酬分为出

钱、替差徭和供糌粑三种。出钱的年均

每月藏洋 10 元左右或每年 100～200



元。贫苦藏民受雇入学后，家中差徭如

乌拉杂役、背运、交纳草料、酥油等酌情

减免，由村民轮流替当，有的还为雇读生

提供衣服、酥油、糌粑、盐巴等，以便带往

学校食用。

1929～1931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

在彝族地区设立了“化夷学校”和“宁化

学校”也由县政府强令抽派彝族儿童，一

律强迫在校寄宿，管理严格。

1937 年，各地所办边民小学，多数

实行寄宿，政府指派经管人，供给学生食

宿、书籍、衣服费用。私立小学也多强令

住校。藏族地区的“学差制”和彝族地区

的强迫教育，从办学形式说是一种原始

的寄宿制教育。

50年代后，国家根据民族政策和少

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确定集中人力、财力

和物力开办“包吃、穿、住、用和医疗保

健”的寄宿制学校。四川民族地区的专

设民族小学多数实行了学生全部食宿

在校，设立较高标准助学金的办法。但

六七十年代只有部分民族小学采取了

让远道学生在校食宿的办学形式。

80年代以后，中共四川省委、省政

府一直把办好寄宿制民族中小学作为

加强民族教育的重点措施予以强调。

三州等民族地区1980 年开始相继举办

了一批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班校，并根据

民族教育的主客观条件和发展水平，在

实践中创办了多种规格的寄宿制中小

学，大体有3种类型。

重点寄宿制民族班 分高小、初中

和高中，原则上办在县城中小学内，在较

大范围内择优招生，在人、财、物力配备

上按重点中小学对待，学生全部住校，

吃、住费用以国家补助为主。这类校班

着重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民族人才，积累

办学经验，推动面上工作。

普通寄宿制民族班 在一定范围

内择优招生，主要办在区级中小学内，少

数初、高中办在县城中学内。学生基本

上全部住校，国家补助伙食费的一半左

右，有的借给被褥等。这类班级着眼于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半寄宿制高小民族班 原则上办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中心校，面向全

乡招生。学生离校近的走读，离校远

的住校或自带午餐干粮，国家补助部

分生活费，这类班级主要着眼于普及。

1985 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提

出：寄宿制民族中小学要实行多规格、

多层次、多渠道办学，每个州、县要根

据需要与可能条件，规划好重点寄宿

制与普通寄宿制中小学、半寄宿制小

学的布局，逐步达到民族聚居县、区、

乡都有寄宿制班(校)。对各类寄宿制

民族中小学学生的生活费，国家分别

给予大部分或少量补助，其余部分通

过集体资助、学生家长负担或学校的



勤工俭学收入补贴等多种渠道解决；

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可完全由集体

经济组织或学生家长负担。补助费应

逐步增大奖学金的比重。

1985学年初，全省民族地区共办

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校点 527 所，在校

生45，324人。其中三州 511 所，在校生

43，765人，占中小学民族学生总数的

19．7 % ；重点寄宿制中小学生约 1．2 万

人，占中小学民族学生总数的 5 % 。

1986 年 10 月，省教育厅、省民委

在会理县召开了全省寄宿制民族中小

学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办好寄

宿制民族中小学的 5 条初步经验，并

要求继续加强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教

育，努力办好现有的寄宿制班校，提高

教育质量，充分发挥其在民族教育中

的骨干、示范性作用，并根据各地需要

和可能条件，稳步发展。

1987 年，省教育厅又在《关于民族

地区普及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

中强调，三州等民族地区，要本着“抓

重点、抓质量”的精神，进一步充实各

种规格的寄宿制民族班校，充分发挥

它在巩固学额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承

上启下作用。

1990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

委、省民委《关于改进和加强牧区教育

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将省对三州财政

包干补贴递增百分之二资金，甘孜、阿

坝两州集中用于办好牧区的乡寄制学

校(班)，凉山州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县

的乡和其它县的聚居乡举办寄宿制学

校(班)。同年，两委下发了《关于用好

百分之二资金搞好三州民族寄宿制、

半寄宿制乡中心完小建设的通知》。

《通知》制定了民族寄宿制、半寄宿制

乡中心完小的发展计划，并要求百分

之二资金只能用于住校学生生活费补

助(标准生均每月在6～15元以内)、生

活用房修建费补助和集体生活设施购

置费补助。

截止 1990 年学年初，全省民族地

区共有寄宿制中小学生59，092人，占中

小学民族学生总数的 20．7 %，其中三

州有57，037人，所占比例为 20．69 % 。

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巩固率高，学生在

思想品德和体质方面进步显著，教学

质量有大幅度的提高。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民族

地区为响应“把学校办到农牧民家门

口”的号召，各县还大量举办过耕读学

校、简易小学、巡回小学、帐蓬小学(马

背小学)和半日制学校。这些学校虽

然方便了群众入学，但收效甚微，更多

的流于形式。70年代后期即被撤销或

停办。



第一节 学 制

清末，民族地区所办官话学堂学

制一般为两年；两等小学堂和中学堂

多数执行“癸卯学制”，初等小学堂修

业 5 年，高等小学堂修业 4 年，中学堂

修业 5 年；师范传习所为应急措施，学

制 1 年。

民国初年，民族地区中小学均按

“壬子癸丑学制”办理，初小修业 4 年，

高小修业 3 年，中学修业 4 年。1922

年开始又执行“壬戌学制”，初小 4 年，

高小 2 年，中学 6 年(分高、初两级，各

三年)。直至 50 年代初期，基本上没

有多大改变。

1940 年，各地贯彻“西康省整顿

义务教育指令”所办的短期小学和简

易小学，推行的是一年制和二年制。

师范学校的学制，则因情况与需

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一至二年制

的短训班，四年制的初师，三年制的中

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

区大多数中小学实行与全省基本相同

的学制，并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

了一些变通办法，五六十年代主要有：

一、 小学办预备班

学制实际上延长为 6 年半或 7

年。民族小学举办为期 1 年的预备

班，主要学习汉语，结合进行拼音字母

和数学的教学，为学生正式进入一年

级扫除一些学习上的障碍。

二、 三、四年制的速成小学

招收年龄较大、有一定生产生活

经验的青少年，办速成小学。凉山学

制 3 年，阿坝学制 4 年。学生入学后

先扫盲，然后完成小学主要学科的教

学任务。



三、 四年制耕读小学

招收民族青少年，学习粗浅的文

化科学知识及农牧业生产常识，半耕

并读，毕业后直接为民族地区农牧业

生产服务或升入农业初级技术学校或

民族初中。

1978 年 12 月，省革委批转省教

育局《关于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几个

问题的意见》正式规定：多种形式教学

的学习年限，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

以学完规定的教材才升级或毕业为原

则，不要强求一律。以后民族地区部

分小学继续举办预备班，有的实行四、

二分段，有的重点寄宿制民族高小实

行四年制，先用 1 年时间补课，有的重

点寄宿制民族初中实行四年制。这一

规定直到 1990 年也没有改变。

第二节 教学计划

清末，官办学堂主要开设修身、官

话、图文、体操共通科目，历史、地理等

科由各校自由排授。两等学堂基本按

照《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开设课

堂。中学堂则按《奏定中等学堂章程》

规定开设课程。

民国时期，民族地区中小学、中师

等开设的课程与内地学校基本相同。

50 年代后，民族地区大多数中

学、师范和部分小学，实行与全省一致

的教学计划。彝、藏族中小学在 50 年

代及 70 年代后期实行民汉双语教学，

其教学计划由州教育行政部门参照全

省统一的教学计划制定。三州制定的

教学计划主要有：

甘孜州 1958 年制定的民族初

中教学计划，要求一年级每周开设汉

语文 7 课时，藏语文 3 课时，数学 6 课

时，历史 2 课时，社会主义 2 课时，地

理 2 课时，生物 2 课时，生产劳动 2 课

时，体育 2 课时，音乐 1 课时，图画 1

课时，另全学年体力劳动 14 天，参观

6 天；二年级除每周减少 1 课时汉语

文，增开设 2 课时的物理，取消课时外

体力劳动外，开设的课程、课时、参观

天数与一年级相同；三年级除每周减

少 1 课时数学，增开设 2 课时的化学，

取消音乐、图画，体力劳动课增至 28

天外，其余的与二年级相同。

1984 年制定的适用于以汉文教

学为主，藏语文仅作为一门课开设的

全日制藏族小学的教学计划要求一年

级每周开设思想品德 1 课时，汉语文

13课时，数学 6 课时，体育 2 课时，音



乐 2 课时，美术 1 课时；二年级每周开

设的课程，课时与一年级相同；三年级

每周除减少汉语文 2 课时，增开设 4

课时的藏文外，其他的与一、二年级相

同；四年级除每周增开设自然 1 课时

外，其他的与三年级相同；五年级除每

周减少汉语文 1 课时，增开设地理 2

课时，自然 1 课时外，其他的与四年级

相同；六年级除每周取消地理 2 课时，

增开历史 2 课时外，其余的与五年级

相同。

另外，适用于不学汉语文的藏族

简易小学教学计划要求一年级每周开

设思想品德 1 课时，藏语文 14 课时，

数学 6 课时，体育 1 课时，音乐 1 课

时，美术 1 课时；二年级、三年级与一

年级相同；四年级每周除减少藏语文

2 课时，增开设农牧常识 1 课时，藏族

历史 2 课时外，其他的与三年级相同；

五、六年级每周除减少藏族历史 1 课

时，增开设农牧常识 1 课时外，其余的

与四年级相同。

阿坝州 1956 年制定的藏族小

学教学计划要求一年级每周开设藏语

12 课时，算术 6 课时，体育 2 课时，唱

歌 2 课时，图画 1 课时，手工劳动 1 课

时；二年级与一年级相同；三年级每周

除增开设 1 课时藏语，减少 1 课时唱

歌外，与一、二年级相同；四年级只在

三年级的基础上增开设 1 课时算术；

五、六年级每周开设藏语 6 课时，算术

5 课时，历史 2 课时，地理 2 课时，自

然 2 课时，体育 2 课时，唱歌 1 课时，

图画 1 课时，手工劳动 1 课时。

1982 年阿坝州制定的民族小学

教育计划，与甘孜州制定的几类民族

小学教学计划大同小异。

民族初中教学计划(两类)表



凉山州 1958 年制定的民族小

学教学计划要求：一、二年级每周开设

汉语文 13 课时，算术 6 课时，体育 2

课时，唱歌、图画、周会各 1 课时；三、

四年级每周在一、二年级的基础上增

开设彝语文 2 课时，手工劳动 1 课时；

五、六年级每周开设汉语文 11 课时，

算术 6 课时，历史、地理、自然、体育、

农业常识各 2 课时，唱歌、图画、周会

各 1 课时。

1978 年制定的彝族全日制小学

教学计划(以汉文教学为主)要求：一

年级每周开设思想品德 1 课时，汉语

文 4 课时，彝语文 10 课时，数学 6 课

时，体育2 课时，音乐、美术各 1 课时；

二年级每周除增加汉语文 6 课时，减

少彝语文 6 课时外，其他的与一年级

相同；三年级每周在二年级的基础上

汉语文、数学各增加 1课时，彝语文减

少 1 课时；四年级每周除减少汉语文

1 课时，增开设自然 2 课时外，其他的

与三年级相同；五、六年级每周开设的

思想品德、数学、自然、体育、音乐、美

术课时与四年级相同，不同的在于汉

语文开设 9 课时，彝语文开设 2 课时，

增加劳动 1 课时、地理 2 课时(五年

级)、历史 2 课时(六年级)。另外各个

年级还开展了课外活动。



全日制六年制彝族小学教学计划表



民族聚居地区特殊的语言环境、

文字基础和教育规律，决定了民族地

区必须实行双语教学。这里的双语教

学是指既用汉语文教学又用民族语文

教学的教学体制。四川主要在彝区和

藏区分别开展了汉彝、汉藏语文双语

教学。另外，50 年代前有些回民学校

开设有回文经典课。

第一节 双语教学的开展

清末，岭镇荣土司在自己所办学

堂第一次使用了“诺苏”(彝族)文字课

本。内容包含“诺苏教育后代的哲学、

伦理学、历史知识和传教士用拉丁文

写出转译成彝文的欧州科学知识摘要

等”。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了“铸造

边缴办事译员与各种实边教习”，在康

定创办速成师范学堂，在成都创设藏

文学堂，把藏文、英文和汉文课的教学

列为首位，继而在一部分官话学堂、初

等小学中开设了藏语文课。

1935 年 1月，川康边防总指挥部

特令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康定开办汉

藏语文传习所，饬令各县选送汉、“夷”

学生各 1 名，专门研究汉康语文的各

种特点。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招收

藏族师资训练班，把国文、藏语作为主

修课。同年，川、康、甘、青边政研究会

通过的《治边政策纲要》中提出“采用

各族固有语言文字与汉文并列”的要



求。1936 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提出

“在藏族小学高级班加授藏文”，并要

求汉藏文并重。1944 年西康兴办藏

文研究班。宁属开设一期彝文班，一

些私立小学，如岭光电所设斯补边民

小学，一度也开设彝文课。师范学校

一般都开设有民族语文课，但一般收

效甚微。

50 年代后，教育部和教育厅对

藏、彝族学校的民族语文教学作过多

次指示。1953 年 11 月，教育部对西

康省西昌专区的《民族小学语文教学

计划》指示：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小

学，其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

学。西昌各地彝族，有新彝文可供使

用，彝族小学各科课程，应从一年级

起，用本民族语文进行教学。汉文课

系自愿学习性质，倘该地人士希望其

子女学习汉文，以从小学三年级起加

授汉文为宜。招收两个以上少数民族

的学生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分别设班，

用本民族语文教学。1955 年西康省

教育厅、1956 年四川省教育厅都对如

何具体实行民族语文教学发出过指

示。因此，彝藏族地区小学很注重民

族语文教学。但由于缺乏师资和经

验，在教学计划和教材使用上存在一

些混乱现象。1956 年以后师资教材

逐步得到了解决。实行民族语文教学

大体有两种类型。(1)阿坝州的藏族

小学，聚居地区的各科以藏语文进行

教学，加授汉语文课；杂居地区的各科

用汉语文进行教学，加授藏语文课。

(2)甘孜、凉山、西昌的藏、彝族小学，

各科用民族语文进行教学，加授汉语

文课。三州的一般中学都没有实行用

民族语文教学，但有的师范学校和民

族中学开设了民族语文。

1958 年，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的贯彻受到干扰，民族语文，有的作为

一门课程继续开设了一段时间，多数

地方完全取消。

1973 年，毛泽东要求进行民族政

策再教育。藏族地区首先恢复了中小

学的藏语文教学，凉山从 1976 年开始

用规范彝文在少数小学中进行教学试

点。

1978 年 12 月，省革委批转省教

育局《关于当前我省民族地区中小学

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民族聚居

区的中小学都要开设民族语文课，杂

居区可单独设民族中小学或民族班，

以便开设民族语文课；民族师范都要

开设民族语文课。省政府 1981 年批

发的《四川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要求：使用少数民族语文进行教学，可

先小学后中学，先语文后其他学科，根

据具体情况和群众意愿，采取多种形

式逐步铺开，少数民族师范应把少数

民族语文课作为一门主科，积极培训



提高少数民族语文师资。

1983～1985 年，省教育厅连续几

次召开了中小学藏文、彝文教学工作

会议，专门研究藏、彝语文教学工作问

题。1985 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

规定：彝藏族地区要有步骤地实行“各

科用汉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民族语文

课”以及“各科用民族语文教学同时开

设汉语文课”两种体制并举的方针。

“各科用彝、藏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汉语

文课”的，只在彝、藏族小学和少量中

学里试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要办好彝文或藏文的中等专业学校、

中师民族语文班和高等院校的民族语

文专业，大力开展用彝、藏文扫盲的工

作。

教育部门要把彝、藏文各级各科

教师的培训提高，作为整个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要内容，认真规划和实施。

1985 年同 1979 年相比，实行彝、藏文

教学两种体制的学校增长了 6．5 % ，

民族中小学生增长了 83 ．4 % ，教师增

长了 99 ．0 % 。

1988 年，省教委、省民委提出《关

于彝、藏族中小学双语教学工作的意

见》：(1)双语教学工作要积极稳步地

实行两种体制并行的方针。(2)制定

切实可行的双语教学体制建设的规

划。其原则是双语教学体制的确定要

以当地语言环境为基础，同时考虑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学效益和群众

的意愿；双语教学体制建设的发展步

骤必须同基础教育的普及进度相衔

接；双语教学两种体制特别是以民族

语文教学为主体制的发展速度，必须

同教材、师资建设的可能性相适应；按

教育教学规律确定和处理好双语教学

两种体制中小学各科的教学要求和上

下衔接；规划要由下而上制定，应有目

标、有步骤、有保证措施，规划的实施

要落实到乡和学校。(3)抓紧抓好彝、

藏文教材建设工作。(4)大力抓好双

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五、加强双语

教学的研究、实验工作，稳步提高教育

质量和办学效益。

在省的指导下，彝、藏族地区积极

规划、推行民族语文教学工作，开展民

族语文教学的学校逐步增多，民族语

文教学师资队伍逐步扩大。1990 年，

开展两种体制民族语文教学的中小学

达 1，486 所，学生为 94，824 人，专任

教师为 2，214 人。



第二 节 教材编译

1935 年 1月，川康边防总指挥部

设立西康小学教材编订委员会，专门

研究课程暂行标准，编订汉藏合壁教

本。

西康建省后，教育厅成立了地方

教材编纂委员会，但因人力有限，至

1945 年仅出版藏文初步一二册和宁

属边教课本一种。1941 年，四川省教

育厅要求为边区编印特殊教材。

50 年代，藏文教材的编译工作，

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由区人民政府

的编译委员会兼管，1955 年，设置了

小学藏文教材专职编译人员 5 名；川

西行署所属的茂县专区，则请喇嘛翻

译汉藏对照课本，也有由县和学校自

行编译的，1956 年四川省教育厅设立

了藏文教材编译室。彝文教材的编译

工作，一直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川康工作队和西昌专署合作进行。至

1957年，编译出齐藏文初小语文、算

术课和彝文初小语文课本。

60 年代初，教材编译机构相继撤

消。甘孜州中小学 60 年代前期开设

藏语文课所用教材，由该州文教局教

材室自行编译，至 1965 年编译了小学

藏语文课本 1～6 册。

1977 年 8月，省革委同意三州教

育局成立少数民族语文教材编译机

构，此后，凉山、甘孜两州相继建立了

彝、藏文教材编译室。阿坝州将该编

制划给编译局，由该局负责教材编译

工作。

1981年 2月，全国第三次民族教

育工作会议决定，全国中小学藏文教

材由教育部牵头，组织西藏、青海、四

川、甘肃、云南五省区教育部门统一编

译审定。1982 年后，开展藏语文教学

的中小学陆续使用五省区协作编译的

教材。

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关

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要认

真搞好彝、藏文教材编译、出版工作。中

小学和中等师范彝文教材由凉山州教

育局负责编译，省民族出版社出版。接

着扩充了四川省凉山彝文教材编译室。

彝文中小学和中师教材的审定由省教

委民族教育处负责组织进行。

到 1990 年底，已编译出版以藏语

文教学为主的中小学大部分课本和教

学参考书。已编译出版小学到高中二

年级除汉语文、外语和音、体、美以外

的各科彝文教材和部分中师彝文教材

以及相应的主科教学参考书和部分配

套资料。



第一节 经 费

清末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主要

来源于政府拨款，同时以缴获充公的

财物和官绅、群众捐助为补充。1907

—1910 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先后

三次在边务经费项下拨银 12 万两在

川边兴学；并将在巴塘、定乡、稻城等

地战乱中缴获财物变价处理银 5．4 万

余两拨作添补、修建学堂、制购学生衣

履等费用；批准将2，800两银的罚款归

入学堂，以王志仁 90 亩充公垦地租银

拨作道孚学堂的常年款；同时关外学

务局总办吴嘉谟、德格土司多吉僧格

等人捐银3，590两，土地、房屋、布匹、

青稞等若干以助学。这样，教育经费

支出得到保证，学校发展较快。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没

有着落，清末兴办的学校多数停办。

1930—1934 年，康区关外各县及康定

师范传习所大部分的教育经费由川康

边防总指挥部按预算支付。宁属按省

规定，指定几种税捐为教育专款，并从

学田款产租息收入、地方税附加、公款

和私人损赠、教育基金、学生缴纳一定

学费或学米中筹集。1936 年，教育经

费改由县统筹统支，县财政稽核委员

会统管，列入地方预算。规定新制各

县局，教育文化支出不得少于县预算

25—30 % 的标准。但这样弊端百出，

诸如有预算无财源，拖欠挪用，经办人

员贪污侵吞等日甚一日。从这一年

起，连续七年，国民政府每年都给四川

省边民教育一定补助。1936 年为 1 ．5

万元。1938 年，中央拨给西康建省委

员会教育费 14 万元法币，其中边疆教

育费 6 万元，义务教育费 8 万元。

1939 年以后，国民政府采取教育



部直接办理边民教育的办法，设置国

立小学、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等，同

时地方政府补助配合进行。1941 年，

西康省政府针对教育经费困难情形，

以及被中饱侵吞种种弊端的状况，提

出教育经费独立收支保管、清理学田

款产、饬令地方增筹三条办法进行解

决。此令出后，经社会各界争取，西

昌、会理、康定、泸定、巴塘等县教育经

费得以独立。1941～1944 年，西康省

共支出教育经费1，910万元。后省临

时参议会及西康大学筹备委员会又决

定将中央拨还给省的田粮征购券款划

拨1，800万元作为充实中等学校设备

费用。到 1949 年民族教育经费虽逐

年有所增加，但货币一贬再贬，物价飞

涨，且中央补助跟不上，学校规模渐次

缩小。

民国时期，国立专科学校、师范学

校、职业学校及中小学经费由教育部

直接划拨，较省立学校的经费充裕。

1947 年教育部向在康定、泸定、冕宁、

德昌、盐源等县的学校拨款 314 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

区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国家各级财政拨

款和多渠道筹措以及收取学生少量的

学杂费。除去教育事业的正常性支出

外，中央和省在划拨各种专项经费时

对民族地区教育实行倾斜并给予特殊

的补助费。

1951～1955 年，按西南文教部和

国家逐年下达的少数民族补助费数额

及规定的使用范围，川、康主要用于扶

持民族小学教育的创办和发展。从

1953 年开始，按教育部解决当前主要

问题和重点使用的指示精神，重点用

于藏、彝族地区，适当照顾苗族地区。

但使用范围和补助标准各地有所不

同。一般，人民助学金按民族学生总

数的 25～40 % 计算，每人每年 72～84

元；服装补助费按学生总数的 10～

25 % 计算，每人每年 15～20 元；书籍

文具补助费按学生人数计算，每人每

年 2 元；新建校舍设备购置费按每新

增 1 班1，000～3，500元计算。另外，

有的地方行政补助费按生均每年

39 ．22 元计算；医药费按每班全年补

助 50 元计算；兼收民族学生学校的补

助费按学生人数的 10 % 计算，生均每

年 2 元。

西康省的凉山、西昌彝族小学助

学金和服装费，学校实际执行时基本

上平均使用；藏族地区用评议的办法

发放。

四川省普通中学民族学生的伙食

补助费按民族学生数的 45 % ，月支标

准 11 元计发；服装费按民族学生数

10 % ，年支标准 20 元计发；医药卫生

费按每班年支标准 20 元计发。

1954 年 6 月，四川省教育厅在



《民族教育工作总结报告》中要求，从

当年起坚决把补助费重点使用于藏彝

族聚居区，散杂区则除书籍文具费按

比例补助外，一律不予补助。

自 1956 年开始，中央核拨经费采

取条块拨款的办法。省除将教育事业

费内包括的民族教育补助费继续核拨

民族地区外，还酌情调济增拨了一些

民族教育补助费。该年，省共安排民

族教育补助费 149 万元，其中三州

126 万元。1979 年增为 701 万元(教

育部分配 690 万元，省增加 11 万元)，

其中三州 693 万元。1980 年省拨民

族教育补助费 866 万元(教育部分配

690 万元，省增加 176 万元)，其中三

州 769 万元。这些经费，各地仍主要

用于补助民族学校设备和民族学生书

籍、衣物、膳食。

从 1980 年开始，省对三州实行

“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新体制，民族

教育补助费列入三州财政包干补助总

数，由各地连同其他教育事业费，进行

统筹安排使用。

1981 年，省政府批转《民族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国家支援不发达

地区经费至少应拿出 25 % 用于教育

事业。国家给各地的民族事业补助

费，也应拿出一定比例给教育部门。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1985 年《关于

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从

1985 年，省决定从中央拨给三州的开

发基金中每年拿出 30 % 用于文化、卫

生事业，其中 70 % 用于教育事业；省

财政要逐年划拨一定数量的专款，重

点用于扶持民族地区办好寄宿制中小

学和师范学校。各州(地、市)县财政，

包括民族杂散地区的上一级地方财

政，每年也应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扶

持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央还专设

了老少边穷地区普及小学教育补助及

设备补助费。

1989 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

定从当年起，省对三州财政包干补贴

每年递增 2 % 资金全部用于教育。并

明确规定：甘孜、阿坝两州应集中用于

办好牧区的乡寄宿制学校(班)，凉山

州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县的乡和其他县

的聚居乡举办半寄宿制学校(班)。年

底，中央拨给四川民族教育专项补助

费 280 万元。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

家每年给民族地区教育的各种专项补

助总额达到3，000多万元。

1990 年，民族地区人均预算内教

育经费支出达 26 ．7 元(全省人均为

18 ．8 元)，其中三州人均 30 ．8 元，甘

孜、阿坝两州人均 41．4 元。来自各种

渠道的改善办学条件资金8，198 ．1万

元。中 小 学、中 师校 舍 面 积 达 到

527 ．3 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房基本消

除。木制课桌凳达到 96 万单人套。



图书 195 万余册。

第二节 师 资

四川彝、藏族聚居地区由于社会

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教育基础薄弱，发

展教育特别是发展现代教育的重要问

题是教师缺乏。清末和民国时期，当

政者根据全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办学

宗旨，实施了一些解决教师的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

分重视发展民族地区教育，采取了一

系列有力措施解决民族教育所需师资

问题。

一、教师的派调

清末，民族地区的各府、州、厅、县

学学官，均由朝廷委派，且多由进士或

举人担任；义学和私塾的教习多从内

地聘请举人、秀才或落第生员、宿儒充

任；在藏区、僧人还是教师的主体。赵

尔丰在川边设县兴学时，先以各县制

营号书、通藏语识汉文的丁勇、商人及

其眷属充任教习，后以成都藏文学堂、

康定师范传习所、打箭炉藏语专修学

堂等学生作为师资。为鼓励人们到关

外办学、任教，还采取了“三年届满择

优保奖”等一系列奖励措施。1910

年，关外学务局到内地征调师范生两

批，共 46 人到边地任教。

民国时期，民族地区的师资，小学

除部分从内地聘请外，主要来源于本

地历届师范传习所、简易师范、师范校

的毕业生；中学及中等专业学校的师

资主要从内地大专院校分配而来；校

长由政府委任，教师由校长延聘。延

聘教师的手续逐步严明和规范，1927

年，教育部颁布《检定小学教员规程》，

后又改为《小学教员检定办法》，规定

小学教师必须按规定办法参加资格检

定，合格者发给证书，持有证书才能聘

用。但由于师资缺乏，检定往往流于

形式。其时，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公务

员相当，薪俸一般在 12～30 元大洋。

四川省曾多次甄审边区教师。

1939 年、1940 年两年考录了教师 37

人到边区服务。

1944 年，西康省政府作出《关于

提高教育人员地位的决议》，要求各地

严格甄审教师资历，明定奖惩办法，各

行政人员应积极发动尊师运动。

民国后期，各县教师主要由几所

师范学校及师资培训班培训输送，教

师中师范毕业生增多，师资水平有一

定提高。但因战乱频繁，物价飞涨，教

师的地位一落千丈，待遇越来越差，收



入难以糊口，加之抗战时进入民族地

区的知识分子大多迁往内地，师资队

伍极为不稳。解放前夕，康属各类学

校教师总数不足 200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有教

员大部分经审查或短训后续聘留用。

继而招收社会失业知识青年，从机关、

部队中抽调少数知识分子充实师资队

伍。人民政府将公办教师纳入国家干

部编制，改学年聘用为长期任用，并不

断从内地抽调教师，分配师范院校毕

业生到民族地区任教。

1951 年，成都支援茂县专区教师

30 多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从内地招

收知识青年数十人到折多山以西任

教。50 年代中后期，省教育厅有计划

的分配师范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工作，

仅 1958、1959 两年，内地支援三州的

教师约在千人以上。

1958 年“大跃进”，各类学校盲目

发展，中小学教职工剧增，主要来源是

招收民办教师，因而师资水平直线下

降。到 1960 年，三州的普通教职工达

到9，370 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近千

人。紧接着，大量合并、撤销学校，精

简教师，少数民族教职工一般未作精

简。

1964 年，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

针，全日制民办小学、耕读小学等不断

涌现，民办教师再次增加。1965 年，

民族地区各类学校教职工达19，065

人。

70 年代初，随着中小学的大量增

加，中小学教职工增加较快。其中主

要是民办、代课教师增加较多。小学

教师中，民办、代课教师的比重达

43 % ，凉山州曾达到 54 ．9 %。进入 80

年代，采取继续留任民办教师；择优转

为公办教师；进师范民办教师班学习；

辞退回乡，发给少量辞退金；办理离岗

休息，发给少量生活补助费等办法，分

期分批整顿民办教师，使民办教师在

中、小学中的比重分别降至 1．9 % 、

22．7 % 。

1978 年后，三州的师范专科学校

相继建立，成为 80 年代民族地区初中

教师的主要来源。

为了稳定民族地区教师队伍，鼓

励和吸引内地教师、师范院校毕业生

到民族地区任教，中共四川省委、省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0 年 12

月，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意见：从内地

调往三州高寒地区工作，符合一定条

件的干部教师，可调回原调出地区或

原籍分配工作；就地离退休的年龄，比

内地提前五年，并可回原籍老家或子

女所在地居住；内调和离、退休时，可

随调已工作的配偶和子女一名到居住

地安排工作。

1982 年 6月，省政府批转省人事



局报告规定：从 1982 年 7 月起，分配

去甘孜、阿坝、凉山(不包括原西昌地

区的汉族县)三个自治州工作的高等

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以及分配到

渡口市担任中等学校教师的高等学校

毕业生，在三州和渡口市连续工作 10

年以上，如本人申请回内地时，由三州

和渡口市人事部门联系原籍或其配偶

所在地区安排工作，有关地区应予接

收，并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好。同年 7

月，又决定分去三州工作，家住内地的

中专毕业生也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1983 年 7 月，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大

中专毕业生分配到我省民族地区工作

等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规定：分配到

民族地区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自报

到之日起，享受转正定级工资待遇和

其他福利待遇。

1984 年 9 月，中共四川省委、省

政府下发《关于解决甘孜、阿坝、凉山

三州干部待遇问题的若干规定》确定：

在州工作的小教 3 级，中教 5 级以上

人员，工资均可向上浮动 1 级。各自

治州按省要求，分别县、区，高寒、艰苦

程度，制定了分别向上浮动 1 级、1 级

半和两级工资的实施细则。此外，省

还多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部

门或学校，可与内地教育部门或学校

采取订合同的办法，聘请教师到少数

民族地区教学，内地有关市县应积极

支持。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1985 年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强

调，要继续采取措施，做好骨干教师的

稳定工作。不能随意抽调教师到其他

战线工作。不允许内地采取不正当手

段挖走民族地区的教师，已经挖走的

要坚决清退。

1987 年，省教育厅在《关于民族

地区普及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

中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还要有计

划安排一部分汉族教师到民族地区的

学校任教。杂居地区应组织本乡、本

区、本县的汉族教师支援民族乡村，民

族聚居县可由州组织州内其它县的汉

族教师进行支援。民族地区对外地支

援的新老汉族教师在政治上应一视同

仁，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应多加关

心和照顾。

自 1980 年以来，各地按上述要求

和规定，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关心

教师生活，提高教师业务水平，解决教

师的实际困难，大胆引进教师，使民族

地区的师资数量不断增多，素质不断

提高；逐步形成了以本地区各民族教

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基本满足了民

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到 1990 年，

民族地区专任教师小学达37，242人，

普通中学达14，349人，职中达 750 人，

中专(含中师)达1，472人，大专达 608



人，幼儿教师达1，734人。小学、初中、

高中、中师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

73 ．98 % 、46．06 % 、46 ．99 % 、41．67 % 。

小学教师中的少数民族专任教师达

18，022人，占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

48．4 % ，加上当地的汉族教师，已占到

大多数；中学教师中的少数民族专任

教师达4，468人，占中学专任教师总数

的 31 % ，加上当地的汉族教师，已占

到一半。大中专教师主要是靠内地分

配和支援。内地分配和支援到民族地

区各类学校工作的教师约占民族地区

教师总数的 35 % 左右。

二、教师培养

1904 年，西昌县和会理县开办师

范传习所，修业一年。此后数年，西

昌、雷波等县先后开设师范科、简易科

等短期师资训练机构。1906 年，川滇

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打箭炉创办速成师

范学堂，招选制营号书、本地商人等施

以短期训练，即派任教习。在成都创

办藏文学堂，学制 2 年，招收青壮年

120 人，以“铸造边缴办事译员与各种

实业教习为宗旨”。1911 年，关外学

务局在炉城开办师范传习所。每期招

2 班，每班 40 人，学生分招、调两种，3

个月为 1期，学生随招随调。6月，学

务局又呈请在炉城开办藏语专修学

堂，专门培养师资，招录 30 余名，无固

定学习期限，程度较高的学生可提前

任教，较低的学生酌情留校延期补习。

民国初年，宁属各县相继开办各

类短期师范培训班。1914 年，在越熠

创办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首批招

2班 128 人，次年中辍。后迁址西昌

恢复。1917～1926 年间，在康定先后

开办有川边师范传习所、康定师范传

习所、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1928

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在康定设立西

康师范传习所，初期招高小毕业生 40

余人，学制 1 年。1931 年与康定女子

师范传习所合并为西康师范学校。分

男、女生部，学制 3 年。后改为西康省

立师范学校。先办简易师范部，学制

4 年。另开办藏族师资训练班 1 个，

招收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历的学生 38

人，修业 1 年半，毕业后分派各地藏族

小学任教；附设义教师资训练班 1 个。

1932 年，越嶲县创办简易乡村师范学

校 2 所，分设二年制和四年制，招收高

小毕业生。1934 年 10 月，中央政治

学校康定分校奉令招收男女学生 50

名，办简易师范班，学制 4 年。1935

年，松、理、茂、汶联合中学内附设简易

师范班，学制 1 年，招录学生 40 余名。

1936 年，西昌县在礼州开办女子简易

师范校，主要招收女子高小毕业生，不

久停办。马边县长捐资创办恒德师范

学校，先后招男女学生各 1 班。1938



年，西康省立师范学校附设西康特殊

师资训练班，分甲乙两组，甲组招初中

生，乙组招小学生，共录取 120 人，申

送与招考各半，加授藏语文，两年后毕

业，分派各县创办特区教育。后教育

部应西康地方人士要求，将该校改设

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

1939 年，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改为西康省立西昌师范，设师范、简易

师范两部，不久增加体师班。冕宁县

简易师范开办，招收男女学生 62 名。

1940 年，四川省教育厅进行边疆教育

人员临时讲习 1周。四川省立威州师

范学校在理番县境内落成开学，招收

124 人。1941 年，在省立威州、乐山师

范增设边教人员训练班。1943 年国

立康定师范巴安分校成立，招简师 1

班 30 人，后独立为国立巴安师范学

校。西康省政府保送 60 余名学生到

内地国立大学、师范学院肄业，造成边

教师资。同年，在康定办省立第一边

疆师范学校，由关外各县选送藏族学

生，兼收少数内地汉族学生，每年招 1

班，生源中有初中、小学毕业生两种，

分甲乙两组，增设藏语文课及康藏史

地，学制 4 年，学员在校学习两年后到

关外实习 1 年，然后再回校学习 1 年

毕业。该校开办 6 年后与省立商业职

业学校合并。西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开办，招初师 3 班 201 人。1944 年，

西康省订颁《西康省各师范学校推行

辅导地方教育工作分工与联系办法》，

制定《整饬师范教育办法》，划分师范

区，要求规范辅导区内的国民教育。

1945 年，西康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

于西昌开办。课程在第一边师基础上

加设英语、法律常识等。会理简易师

范开办，招 1 班 45 人，学制 1 年。会

理省立云定师范学校开办，招初师 1

班 30 人，中师 1 班 45 人。次年，会理

省立云定师范与简易师范合并，称省

立会理师范学校。1947 年春，会理又

重建简易师范学校。至解放前夕，宁

属有初师 3 所，中师 3 所，共有在校生

约 660 人，康属前后毕业师范生约

2，000人。师范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

遇，但西康省限于经费，远远没达到

1941 年行政院所规定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县人

民政府派员接管各师范学校，并先后

对师范学校进行调整，保留了西康省

立西昌师范学校，西康省立会理师范

学校，西康省的其他师范学校均被撤

销。另在康定中学内设师范部以应师

资急需，设初师、短师、中师班。

1951 年 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

给川南教育厅的指示中指出：对于培

养各民族中小学及文化补习学校的教

师，各有关专区开办师资训练班外，可

采取寒暑假学园方式进行训练。



1952 年，第一批彝族教师经西昌

民族干部学校及各地政府组织的短训

班培训后分赴学校任教。

1955 年，西康省民族教育工作会

议指出：培养民族教师是一个带根本

性的问题。必须大力帮助他们提高文

化水平，并把提高本民族语文知识水

平和提高一般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结合

起来。为了培养民族师资，1956 年，

三州各办了 1 所民族师范学校，次年

西昌地区又开办民族初师 1 所，4 所

民族师范在校生共2，313人，其中少数

民族学生1，000余人。60 年代初，三

州的民族师范学校有的改为普通师

范，有的合并到普通师范，但一般仍开

设了民族初师班。1963 年，教育部批

转云、贵、川三省民族语文工作会议意

见：在师范类学校招收录用少数民族

学生时，放宽年龄界限，适当降低升学

录取标准。到 1965 年，民族地区有中

等师范 6 所，在校牛2，486人。

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有条件的地

方开展了教师培训。到 1977 年后，教

师培训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州、县纷

纷建立教师进修学校、省广播学校工

作站、高师函授站等，对教师进行在职

函授、脱产进修培训。1978 年省革委

批转省教育局《关于当前民族地区中

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对文

化程度过低的公、民办小学教师，要下

决心每年集中短训 1～3 个月，争取在

三、五年内使现有教师逐步胜任小学

教学工作，各州县的教师进修学校要

做好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西

南民族学院应安排民族地区中学教师

的进修和函授教育。并要求安排内地

部分地市和师范院校，对口派遣骨干

教师定期支援，或代培训师资。民族

地区先后委托中央民院、西南民院、西

北民院、青海教院、西南师院、重庆师

院、西昌师专、阿坝师专、康定师专、涪

陵师专等大专院校培训培养中学师

资，特别是藏语文、藏文数、理、化，彝

语文、彝文数、理、化中学师资。1978

年底，民族地区有中等师范 14 所，在

校生5，271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1

所，在校生 400 余人。

1980 年，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

民工委等单位《关于改进三州教育卫

生工作意见的报告》提出：要扩大师范

学校招收民族学生的比重。1981 年

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少数民

族地区中师招生要实行择优录取和规

定比例适当照顾相结合的办法，增招

少数民族学生。

80 年代中后期，康定民族师范学

校、凉山民族师学校和马尔康民族师

范学校先后被国家教委列为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师资培训合作项目的执行

学校。儿基会给每个学校提供了价值



21 ．2 万美元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包

括 W E—7700 系列语言实验设备，索

尼专业型摄录相系统，理、化、生实验

仪器，胶、复印机和巡回教学用车等 5

部分。为少数民族师资的培养、培训

和素质提高提供了很大帮助。

1985 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进一

步要求：各地要加强对师范学校的领

导和业务指导，提高学校的培训能力，

辅以办预科，适当延长学制等措施，保

证培养出合格的新师资。民族杂散地

区的中等师范学校，应根据需要举办

民族班。一两年内，首先要帮助广大

教师过好教材教法关，使其基本胜任

教学。省高教局、省教育厅要在省属

高等师范院校举办进修班，招收民族

地区具有中师文化程度的在职教师和

少数优秀的应届中师毕业生进行培

训，使其达到师范专科或本科毕业程

度。该年，三州多数县建起了教师进

修校，凉山州建起了教育学院。西南

民族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和州、县教师

进修院校开展了高、中、初师函授工

作，有许多教师参加了中师广播学校、

电大、函大学习。三州安排五所中等

师范学校担负了一部分在职教师的系

统培训提高任务。成都、重庆帮助阿

坝、甘孜培训了部分在职教师和中师

学生。

1987 年，省教育厅《关于民族地

区普及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要

求：脚踏实地地培训提高现有教师，注

意抓好骨干教师的培养和素质很低的

那部分教师的提高工作。办好中等师

范学校，大力培养本地本民族的合格

新教师。中等师范学校招生，全省对

山区、民族地区实行降分照顾，定向到

乡的办法。师范学校对降分录取的学

生应单独编班，先学 1 年预科，再按三

年制进行正规的师范教育。

1988 年，省教委、省民委在《关于

彝、藏族中小学双语教学工作的意见》

中强调：大力抓好双语教学师资队伍

建设。实行分级负责制，在职小学教

师的培训提高，由县负责。在职中学

教师的提高和小学新教师的培养，由

州负责；乐山、攀枝花市的彝文小学教

师由两市举办中师民族班培养。近期

也可商请凉山州代培一部分骨干教

师。凉山、甘孜需要的藏、彝文小学教

师，由双方协商代培。中学、中师新教

师的培养由省统筹安排解决。

截止 1990 年底，民族地区有中等

师范学校 14 所，在校生6，949人，其中

少数民族学生4，177人；高等师范学校

3所，在校生2，810人，其中少数民族

学生约占一半；各级的师资培训工作

开展正常，并加强了中学师资，特别是

双语师资的委托培养培训。




	综述
	第一篇  教育行政
	第一章  机构设置
	第一节  清末的机构设置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机构设置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机构设置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一节  管理体制
	第二节  教育事业计划管理
	第三节  教学业务管理

	第三章  教育督导
	第一节  机构和队伍
	第二节  督导内容
	第三节  督导制度和办法


	第二篇  官学、书院、义学、社学、私塾和科举制度
	第一章  官学
	第一节  管理与教师
	第二节  生员
	第三节  教学内容与学规
	第四节  经费

	第二章  书院
	第一节  设置
	第二节  山长、教师及待遇
	第三节  生徒、学规和章程
	第四节  教学内容和考课
	第五节  设备和经费

	第三章  义学、社学和私塾
	第一节  义学和社学
	第二节  私塾

	第四章  科举制度
	第一节  乡试
	第二节  会试  殿试


	第三篇  小学教育
	第一章  普及小学教育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的义务教育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普及小学教育

	第二章  学制
	第一节  学制的变化
	第二节  学制改革试验

	第三章  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
	第四章  领导管理
	第一节  领导管理体制
	第二节  学校的组织领导

	第五章  学籍管理与成绩考查
	第一节  学籍管理
	第二节  成绩考查


	第四篇  幼儿教育和特殊教育
	第一章  幼儿教育
	第一节  教育与保育
	第二节  行政管理

	第二章  特殊教育
	第一节  盲、聋、哑教育
	第二节  弱智教育
	第三节  工读学校教育


	第五篇  中学教育
	第一章  学制和课程设置
	第一节  学制及培养目标
	第二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

	第二章  领导管理
	第一节  领导管理体制
	第二节  学校管理体制

	第三章  成绩考查与学籍管理
	第一节  成绩考查
	第二节  学籍管理


	第六篇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章  职业学校教育
	第一节  宗旨、学制及管理体制
	第二节  学校类别、课程及实习
	第三节  学生

	第二章  中等专业学校教育
	第一节  学生
	第二节  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
	第三节  领导管理

	第三章  职业中学教育
	第一节  培养目标  办学形式  管理体制
	第二节  专业、课程及实习
	第三节  学生


	第七篇  成人初、中等教育
	第一章  清末的成人教育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成人教育
	第一节  教育经费
	第二节  教育实施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人教育
	第一节  扫除文盲
	第二节  农民文化技术教育
	第三节  职工文化教育
	第四节  干部文化教育


	第八篇  中等师范教育
	第一章  领导管理体制
	第一节  领导管理
	第二节  学校内部管理及机构设置

	第二章  学制  课程设置
	第一节  学制
	第二节  课程设置

	第三章  学生
	第一节  招生
	第二节  学生待遇
	第三节  学生毕业分配及服务


	第九篇  民族教育
	第一章  办学宗旨和办学形式
	第一节  宗旨
	第二节  特殊的办学形式

	第二章  学制和教学计划
	第一节  学制
	第二节  教学计划

	第三章  双语教学
	第一节  双语教学的开展
	第二节  教材编译

	第四章  经费和师资
	第一节  经费
	第二节  师资


	第十篇  教师
	第一章  教师的来源和发展状况
	第一节  私塾教师
	第二节  幼儿园教师
	第三节  小学教师
	第四节  中等学校教师

	第二章  教师的任用管理
	第一节  资格
	第二节  考核  检定  登记
	第三节  人员设置
	第四节  任用

	第三章  教师职称
	第一节  职称改革的原则
	第二节  各级教师的职责
	第三节  任职条件
	第四节  考核  评审

	第四章  教师工资  福利待遇  社会地位
	第一节  工资
	第二节  福利待遇
	第三节  社会地位

	第五章  民办教师
	第一节  聘用及管理
	第二节  工资待遇

	第六章  在职教师培训
	第一节  培训机构
	第二节  培训方法


	第十一篇  德育  体育卫生
	第一章  德育
	第一节  德育的内容
	第二节  德育的原则方法
	第三节  德育的途径
	第四节  德育的工作机构及管理

	第二章  体育卫生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师资队伍
	第三节  体育工作
	第四节  卫生工作

	第三章  军事训练  童子军训练
	第一节  军事训练
	第二节  童子军训练


	第十二篇  教育经费
	第一章  教育经费来源
	第一节  清末时期
	第二节  民国时期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二章  教育经费管理
	第一节  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第二节  经费管理的法规制度
	第三节  教育经费的使用及标准
	第四节  学杂费管理
	第五节  贷金、奖学金及人民助学金

	第三章  基本建设及危房改造
	第一节  基本建设
	第二节  中、小学危房改造


	第十三篇  教仪建设  勤工俭学  电化教育
	第一章  教仪建设
	第一节  领导管理
	第二节  教学仪器的供应与生产
	第三节  实验室建设

	第二章  勤工俭学
	第三章  电化教育
	第一节  机构和队伍建设
	第二节  设备
	第三节  教材建设
	第四节  培训人员和成果评审


	第十四篇  教材、教研和报刊
	第一章  教材
	第一节  教材使用和编审
	第二节  教材管理

	第二章  教育科学研究
	第一节  教育科研机构
	第二节  教育科研活动

	第三章  教改实验
	第一节  各时期的主要教改实验活动
	第二节  教改实验管理

	第四章  教育学术团体  教育报刊
	第一节  教育学术团体
	第二节  教育报刊


	附录
	一、行政官员概览
	二、著名书院简介
	三、四川省重点中学概览
	四、教具中心及校办教仪厂情况
	五、部省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名单
	六、《四川省志·教育志》(上册)主审及撰稿人名录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