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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的素质教育思想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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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2)

摘 要:素质教育就是促进全体人的素质发展和全面促进人的素质发展的教育活动。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主

要体现为: 实现教育目的的 两改 改造社会、改造国民; 实现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的 两全 全民教育、全

面教育; 实现教育 一重心 个性或人格教育。 两改 、 两全 、 一重心 , 这是素质教育的集中体现,也就是

说,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就是素质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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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实践在中西传统教育中均有体现,如

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柏拉图的和谐发

展教育思想就是证明。而素质教育的提法首创在中

国,它产生于早出人才,多出人才, 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奋斗目标而应试教育弊端凸显的时代背景之下,

兴盛于全民追求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中。这样的时代背景赋予素质教

育的责任和要求是坚持教育对象的全民性, 教育资

源的公平性、教育机会的平等性和教育内容的全面

性。因此学界基本上沿袭三条路径对素质教育进行

了与这一时代要求一致的内涵界定: 一是政府要员

或政府文件的阐述。如 1997年 9月 2日,时任国家

教委主任的朱开轩在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

会上将 素质教育 定义为 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

目标, 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面

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

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

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
[ 1] 9- 11

二是在与应试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个性教

育、终身教育、人格教育等各种教育的关系中提炼。

认为, 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使学生主动发展的教育,是个

性教育, 是人格教育, 是终身教育等
[ 2]
。三是从素

质概念内涵的描述中演绎推导。厦门大学博士生导

师潘懋元认为,素质是先天遗传的禀赋与后天环境

影响、教育作用的结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品

质结构
[ 3] 6
。素质教育促进全体人的素质发展和全

面促进人的素质发展的教育活动。 人的素质的提

高与完善是一个终身的过程, 不但学校教育阶段要

提倡素质教育,终身教育、继续教育也应强调素质教

育。
[ 3] 6
我们不难发现, 以上三种路径对素质教育

的基本内涵与精神实质的把握是基本一致的。以此

为观照,笔者惊奇地发现,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学习和工作时期的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正是当今

素质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教育目标上实现 两改 改造社会、改

造国民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体现在教育目的上是实

现 两改 改造社会和改造国民, 而 两改 的

教育目标正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毛泽东一生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青年时代,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老师, 1970年他与斯诺谈话

时, 仍说 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现在还是当教员 , 不

过他已由小学教员转变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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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而推动毛泽东如此重视教育问题的动因或者

说出发点无疑是全面改造国民进而改造社会, 变革

社会。

青年毛泽东改造社会的思想源于他自小就有的

强烈的爱国救国之心。从 13岁接触改良维新思想

开始, 他就对国家积贫积弱、列强横行霸道、民族危

机深重的悲惨现实有了逐步的了解。对国家、人民

的深厚感情促使毛泽东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和

决心。 17岁去湘乡读书时, 他以诗抒怀, 表达了自

己的远大抱负: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

还,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
[ 4] 8
在东山

小学时他为自己取名 子任 ,督促自己要像梁启超

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新民学会成立时, 他振聋发聩

地提出了 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标, 并指出, 要实

现这一目标, 首要的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变化民

质,培养 新民 。
[ 5] 132

1917年, 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

指出: 今之天下纷纷, 就一面言, 本为变革应有事

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

无术以救天下之难。
[ 6] 84
可见, 一方面他认识到改

造社会是当时贫弊杂生、黯淡闭塞的中国发展的应

然要求,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改造社会与改造国民的

辩证统一性。社会贫弊是 民智之不开 的根源,而

国民之愚 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 6] 1

肩负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伟大使命,深受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诸多教员强烈的教育救国和杜威

的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视教育为

改造社会、变换民质的重中之重。他认为,改造旧教

育是改造旧中国, 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
[ 6] 495
指

出: 我国今日要务, 莫急于图强, 而图强根本, 莫要

于教育。
[ 6] 665
因为, 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

多数失学之国民, 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

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 其力甚大 。因此,

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 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

能力之人材。
[ 6] 96
并具体提出了新国民教育的目标

是德智体 三育并重 、身心并完。
[ 7] 67- 70

与此同时,

青年毛泽东积极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 例如创办工

人夜校并亲自任教, 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实验 新

村 建设, 希望把教育当枢纽, 通过教育一代新国

民,在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建立起有机的精神联系,

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后,他认识到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只能是革命,但仍

将教育放在基础性的地位, 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

度认识到改造人心、改造思想, 推动人的发展才能达

到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如他创办

湖南自修大学时, 明确提出其教育目标是让学生

不断修学, 还要有向上的意思, 养成健全的人格,

偂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 7] 122
而且, 自

此以后,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 新民 目标一直

贯穿到青年毛泽东教育指导思想的始终。以毛泽东

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不断改造国民、提升国民

素质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的旧貌换新颜,一个积贫

积弱的旧中国被成功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二、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上实现 两全 全

民教育和全面教育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体现在教育对象和教育

内容上是实现 两全 全民教育和全面教育, 而

两全 教育正是素质教育的实质。

全民教育就是教育要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公

民,要全体公民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青年毛泽东

指出以往的 书院和官式大学, 将学术看得太神秘

了, 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

然的不能参与, 从此学术为少数 学阀 所专, 与平

民社会隔离愈远, 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

的怪局 。 无钱的人于大学, 乃真 野猫子想吃天

鹅肉 了 。
[ 7] 121
因此, 在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中,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

的大学,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

。
[ 7] 121
该大学的教育目的和任务是 以期发明真理造

就之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
[ 7] 111

全面教育就是促进人的德、智、体等方面的发

展,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这也是教育本身要提

高的问题。早在 1916年 12月 9日, 毛泽东在给黎

锦熙先生的信中写道, 古代有 三达德, 智、仁与勇

并举 , 今之教育者, 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

言 。
[ 6] 59

1917年他提出了德智体 三育并重 , 身

心并完 的思想。在这三育中, 体育是根本, 是基

础,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

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

道德之舍也 。
[ 6] 67
在身体好的基础上, 德育要放在

优先发展的地位。毛泽东一生始终将德育放在第一

位。品德如灵魂,立人先立德,树人先树品。而文化

是根本, 普通知识要紧, 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

人, 他的学问, 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 。在新民学

会第三次会务上, 毛泽东 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

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

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 也有兴会,喜研究

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 及教育方法等。
[ 7 ] 98

可见,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普通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 也即今天的通识教育内容。

在文盲半文盲比例非常大的旧中国, 乃至在当代中

国,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科学素质的提升仍是教育

工作中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三、教育 一重心 人格或个性教育

美国个性心理学家阿尔波特 ( G. W. A llport)认

为,个性是决定人的独特行为和思想的个人内部的

身心系统的动力组织。它由个性倾向性、个性心理

特征、自我意识三部分组成。它包括人对社会环境

的态度、行为和完成某种活动的潜在可能性如需要、

动机、理想、信念、世界观、性格、兴趣和能力等。它

较少受生理、遗传等先天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在后天

的培养和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在心理学上, 人格

即个性,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

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素质教育尤为注重

个体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人格或个性教育。培养自

由的个性或独立的人格也是青年毛泽东教育思想的

重心。

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毛泽东很 不满意中国

国民性的奴隶心理,坚持人应具有独醒的觉悟,以重

塑民族的新人格 。
[ 8 ] 70- 71

他认为国民 奴隶根性

的根源是封建伦理。 1917年 8月 23日给黎锦熙的

信中, 他痛斥封建伦理扼杀人性,使人养成目光短浅

之 奴性心理 , 全失却其主观性灵 , 完全不能主

宰自己的命运,被统治者 颠倒之, 播弄之,如商货,

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
[ 9 ] 29

儒家的根本教义是

三纲五常, 它的中心思想是要剥夺大部分人 独立

自主的人格 , 去做 忠臣 、孝子 、烈妇 、侠

友 。 要求人们完全忘记自己, 泯灭个性, 以 服

从 为 天职 。 这种极大的虚伪性,正掩盖着一个

不可告人的真实意图: 即压抑个性, 泯灭个性, 使广

大劳动者成为帝制下的顺民 。
[ 10] 34
而旧教育是封建

伦理压制人的个性的工具, 必须摧毁之。在毛泽东

看来, 学校采复古主义的教育方针,向学生灌输旧道

德,教育与实际相脱离,不许学生参加爱国主义的政

治运动,不准他们接受新思潮, 把学生训化为家庭的

孝子顺孙,社会的柔儒顺臣, 培育国人的奴性心理。

而且, 学校课程繁重,严重地摧残了学生的身体,学

校状况使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

细 。由于学生体质差, 难于胜任繁重的功课, 意志

情感脆弱, 德智随之而颓。
[ 11] 243- 246

扫除 奴性 , 培

养 新人格 是教育的必然要求。

何谓 新人格 ? 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人

格,是那些有理性、有思想、有意志、充满创造力的,

在道德和事功方面的楷模,
[ 12 ] 25- 27

即 精神个人主

义 ,一曰 发达自我 , 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

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精神、身体发达就是强

身健体,尽心完性, 实现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 造就

独立人格,达到 变化民质 的目标。二曰 发显自

我 , 即表现自我, 实现自我, 实现 个性的解

放
[ 11] 137 - 138

。

如何 重塑民族的新人格 ? 通过 思想的解

放, 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

放 。教育的解放在于改造旧教育, 创造新教育。

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 岂区区 改良其旧

云云,所能凑效乎?
[ 6] 453- 454

还要 创造其新 ,尤其

要提倡新教育。新教育是全体人的教育,理应全员

参与、全方位动员,齐心协力共促教育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痛斥旧教育与社会、家庭脱节的状况,强调指

出 全体之教育, 不仅学校而止, 其一端则有家庭,

一端则有社会 。
[ 6] 393
新教育被青年毛泽东视为社

会进化之工具。 1918年 6月, 他与蔡和森、张昆弟

等同学在长沙岳麓山下设 工读同志会 , 打算建立

一个人人平等的新村。次年, 毛泽东草拟了一个详

尽而周密的新村建设计划。实现新村的计划是这样

的: 创造新学校, 实行新教育, 让学生们在农村半

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 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

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 13 ] 53
可见, 青

年毛泽东推行新村实验的目标, 就是通过创办新

学校,实施新教育, 创造新家庭,创造新社会,进而创

造新生活,从而造就有独立自由人格的全面发展的

人
[ 14] 127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 虽然毛泽东认

识到革命而非教育是改造旧中国的根本手段, 但他

依然坚持教育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依然将自由个性或独立人格的培养视为教育工作的

重中之重。1921年 8月 1日, 他创设的湖南自修大

学就证明了这一点。 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

个及全体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

设, 窃取此意
[ 7] 122
。

此外,在教育的途径思想上, 青年毛泽东强调要

实现 两结合 教育与生活相结合、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 1917年, 青年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实

习教师时就十分注重让学生接触生活,注重教育与

生活相联系, 这从他遗留至今的唯一一份 国文教

授案 中大量攫取学生身边的石料、雨伞、路程、各

种毛织物等生活实际来辅助教学就可以得到证明。

而湖南一师半工半读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模

式对毛泽东影响是深远的, 从青年毛泽东创办工人



夜校和主持一师附小的工作,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

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

一贯坚持该教育途径思想。在教学方法上, 青年毛

泽东主张 两因 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如他的

实习教案通篇体现了启发式、倾情式的教学方法;在

工人夜校中,他结合工人所处的现状和国家形势有

针对地开展教学工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 (校长 )期

间,他坚持教授、训练、养护三种教育方法并举;在湖

南自修大学, 他倡导 少而精 、讨论式和学生自学

的教学方法等,为后来他提出著名的 十大教授法

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 青年毛泽东教育思想无论在教育目

标、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重心还是教育途径、教

育方法等方面均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质内容和基本

要求。时至今日,青年毛泽东的素质教育思想依然

在强化素质教育理念,创新素质教育方法,改革教育

评价体系,为师生搭建知识、素质、能力展示平台,全

面有效地开展素质教育工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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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Theoy ofM ao Tse- tung inH is Youth

ZHOU X iao- li
(Teach ing Depa rtm en t for Id eolog ica l and P ol itica lTh eory, H unan F irstNorma l Un iversity, Chang sha,H unan 410002, Ch ina )

Abstract: Qua lity- o riented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 activ ity wh ich is to prom ote the qua lity- orien ted of a ll people and overall

qua lity- o riented of development. Th is study found that the educational theory o fM ao Tse- tung in h is youth contains awea lth o f qua l

ity- o riented educationa l content, w hich can be broad ly summ ar ized as follow ing, educationa l purpose is to ach ieve the Tw o chan

ges transform ing soc iety, transform ing people, educational targets and educationa l con tent is to ach ieve the Two A ll educa

tion for A l,l comprehens ive education; the A co re persona lity education. The thought of the Two changes , the Two A ll ,

the A co re em bod ies theQuality- or iented educa tion. That is to say, the educa tiona l theory o fM ao Tse- tung in h is youth is qua lity

- o riented educa tion.

Keywords: the youth M ao Tse- tung; qua lity- or iented education; education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