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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今日中国，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转变经济结构”。雾

霾消散，蓝天再现，河水变清，全要寄望于“转变经济结构”。没有人

才，“转变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了“转变经济结构”，需要在教育

上下力气。今天，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可以为我们的教育

改革带来启发。 

 

一、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因素 

 

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民主教育

思想的开山人杜威及其学生胡适，一个是中国的书院传统。 

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记载，毛泽东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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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曾经对斯诺讲：“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

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

模。”显然，他曾经深受胡适的影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

间，曾多次旁听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的课。经过他的岳父、北大教授

杨怀中的推荐，他曾专程拜访过胡适，向胡适请教与新思潮有关的各种

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后

来，毛泽东也曾自称是胡适的学生。1 

从 1920年 3月 14日毛给周世钊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准备了大半

年之后最终决定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也与胡适的影响有关。2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曾得到胡适的支持。1919 年他在长沙创

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在该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在

自己主持的《每周评论》（1919 年 8 月 24 日出版的第 36 号）杂志的

“新书评介”一栏中撰文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

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

重要文字。……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的推介促成〈民众的大联

合〉先后被《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

报》、《星期评论》等多种报刊推荐转载。可以想像，当时胡适的赞扬

曾经给初露身手的毛泽东以很大的鼓励。 

胡适支持毛泽东回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想法。“自修大学”的名字是

出于胡适。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和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的记载，

1920年 1月 15日毛曾经专门就创立自修大学一事登门向胡适求教，并

留下学校章程的草稿。几天后，又再次登门取回了胡适修改的《湖南自

                                                        
1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 4期。 
2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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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学章程》。3  

胡适则是杜威先生的学生。杜威是美国现代民主教育的开山人。所

谓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教育。在民主教育中，学生被视为有尊严

的人，而不是经过精心训练就可以形成一些条件反射的马戏团中的动

物。胡适之外，杜威先生的学生还包括陶行知、张伯苓（南开大学创

建人、西南联大创建人之一）、蒋梦麟（曾任民国教育部长）、郭秉

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郑晓沧（曾代理浙江大学校长）、陈鹤琴

（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李建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

长）等。 

通过胡适，毛泽东也曾经间接地受到杜威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湖南

长沙组织过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首批亟待研

究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毛泽东

在长沙所创办的“文化书社”所经销的图书中，包括多种杜威的著作，

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

治的发展》等。4 

1964 年 7 月 5 日，在与毛远新谈话时，毛讲到：“反对注入式教

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

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5 

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古代的书院传

统。毛泽东曾经在私塾中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岳

麓书院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曾几次短期借住在岳麓书院。在毛泽东撰

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他在批评现代学校的三个“坏处”

                                                        
3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 4期。 
4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 4期。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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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列举了传统书院的长处，认为“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

学校实在优胜很多。”6 

 

二、尊重学生的人格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尊重学生的人格。毛曾经

尖锐地批评所谓“现代学校”：“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

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

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

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

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

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

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同时，毛肯定了传统书院

“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的学习方式。7 

毛认为，师生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

“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

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8 他

1958年 5月 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

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举这么多例子，目的

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

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

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

                                                        
6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党建读物出

版社 2013年，第 26页。 
7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26页。 
8《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 1967年，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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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里解放出来。”9 他在 1965 年说：“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

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10 

 

三、平民教育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强调平民主义教育。在《湖

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明确声明“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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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书院非

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

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

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

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固不能使

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

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11 自修大学“并求知

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12 

 

四、自学为主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再一特点是倡导“自学”。早在创立湖南自

修大学时，毛就批评当时的学校“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

                                                        
9《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4页。 
10《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24页。 
11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26页。 
12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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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

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13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始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出“干

部班要用讨论式”。14  

他 1964 年 6 月 8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要自学，靠自己

学……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

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

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

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15  

几天以后，7月 5日，在与毛远新谈话时，他又讲到这个问题：“你

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

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

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

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

回答 50％，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

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16 

 

五、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一贯主张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时期他曾经批评当时的

教育：“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

                                                        
13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26页。 
14〈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 12月〉，《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第 2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册，第 83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册，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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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

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

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

浅。”17 他 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

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

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

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8  

毛泽东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

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

学习。”19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他甚至有过一些偏激的言论。他曾说：“农

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20 

 

六、体脑并重，倡导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专设“劳动”一章

（第七章）：“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

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

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21 1958 年，毛泽东

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

动化。”22 他具体提出“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
                                                        
17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8页。 
18《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24页。 
19《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0页。 
20《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3页。 
21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30页。 
22《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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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

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

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

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

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

动。”23 1964 年，他进一步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

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24  

 

七、反对以学生为敌的考试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成绩表示”一章中写道：

“本大学学友成绩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甲、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

文；乙、每学期届满时所作之论文；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作之论

文。”25  

毛泽东在 1964年 2月 13日的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

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

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

看书去做。例如，出 20 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

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 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

没有创见的，给 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

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

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

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
                                                        
23《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2页。 
24《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6页。 
25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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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26 

 

八、结语 

 

毛泽东曾强烈批评的现代学校不尊重学生、不鼓励学生自动自发

的学习和研究。这种灌输式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并不是中国

本土的东西，而是 20 世纪从欧美和前苏联先后引进的。毛泽东曾经列

举传统书院胜于现代学校的三个长处：“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

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

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27 这确实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民主教育传统。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8 在他所说的“三人”中，包含着自

己的学生们。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29 他所“患”者，包含

对学生人格之忽视。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民主教育传统的影响，毛泽

东与倡导民主教育的杜威一拍即合，成为杜威最早的“中国知音”之

一。 

作为民主教育的倡导者，杜威与这种陈旧的、僵化的教育方式战斗

了一生。在杜威于 1952 年去世以后，他的民主教育思想才逐渐在欧美

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才逐渐被校长和教师们所接受。 

发展能力比传授特定知识更重要，教育的意义在于点燃“思想之火”

而不是灌满“知识之桶”。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已经形成

了高度的共识。 

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是一个

                                                        
26《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16页。 
27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第 26页。 
28《论语·述而》。 
29《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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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个经过训练就可以形成一系列条件反射的“巴甫

洛夫的狗”。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正在逐渐形成共识。 

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中，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热衷于传授

知识而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将学生视为“管理”

的对象，尚未能学会尊重学生的人格。 

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这些言论，我们感到，他确实属于杜

威最早的一批“知音”。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确实有过人的洞见。今

天，教育改革正在逐渐步入“深水区”，教育改革中一些长期被“绕道

走”的难题已经很难回避。这时，重温毛泽东这些关于教育的洞见，可

以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们一些鼓舞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