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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在教育方面大胆实施了新的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原则，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今天重温巴
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政策，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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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of Educational Ｒeform of the Paris Commune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CHENG Shuidong
（ Education Branch，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Jiangxi 3340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aris Commune，it boldly implemented a new policy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se policies included rich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and embodied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ountry，shining light of truth forever． Today，reviewing the policy of educational reform of the Paris Commune is
enlightening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rying to perfect the educational
work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 Paris Commune； education reform policies；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people’s satisfactory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1871 年 3 月 18 日，法国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运动，推翻了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建立了世界
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组织 ———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成立之后，在教育上大胆实施了新的改
革政策。这些教育改革政策包含着丰富的马克国主义教育思想 ，永远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今
天，重温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政策，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仍
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巴黎公社成立之前的法国教育概况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在日益壮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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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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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不断加深。在法国，由于代表着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反动政府，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
经济改革，农业歉收、物价飞涨，经济危机爆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资产阶级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
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直接导致了 1848 年“二月革命 ”
的爆发，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接着，奥地利的维也纳、普鲁士的柏林也先后
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革命的火种迅速传播到欧洲其他各国 ，形成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总态势。 尽管
欧洲革命最后都被各国的反动势力所镇压 ，革命的果实仍然落到资产阶级手里，但欧洲革命的经验教
训，对无产阶级来说，那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 他
们创办了《新莱茵报》，讴歌了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认真总结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同时 ，也认真总结了欧洲革命时期的教育经验与教训，
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反动本质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 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法
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临时政府提出的“国民教育法案 ”就进行过高度
评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1851） 建立之后，临时政府为了暂时满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国民
1801—1888） ，起草了一份国民教育改
教育的民主要求，由当时的教育部长卡诺（ Jazare Hippolyte Carnot，
革法案。这个法案提出学校脱离教会的影响 ，教学计划里删除了神学，废除宗教课程； 规定对 14 岁以下
的儿童实施普及义务免费的初等教育 ，学生得到免费的书籍和膳食； 扩大初等学校课程，拟增加阅读、写
字、法文文法、算术、自然、工农业初步知识、法国地理和历史知识，公民知识和道德、体育、图画、唱歌； 设
立学生助学金，增加教师工资等。对法国临时政府的国民教育法案，马克思指出： “卡诺是一位从事过
组织工作并赢得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 》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
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为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会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
［1］（ P463）
1848 年 6 月的工人起义被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之后 ，法国的国民教育如同法国的全部政治一
征。”
样，被反动势 力 剿 灭 了。 路 易 !波 拿 巴 窃 取 了 第 二 共 和 国 总 统 职 位，任 命 耶 稣 会 教 徒 法 鲁 （ Falloux，
1811—1886） 为教育部长。1850 年立法会通过了“法鲁法案 ”。 这个法案全盘否定了卡诺的教育法案，
规定学校由耶稣会和圣乐会分别创办和管理 ，教会有开办学校的自由权，学校完全服从教会，教士有补
充教师空缺的优先权，无须任何教师资格证书等。 这样，法国的学校教育又交回到了天主教僧侣的手
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 “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
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使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乡镇被赶到另一个乡镇 ，
就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 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法鲁法案 ”的反动本质，指出： “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
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该党在普选权制度下生存的条件 ———所有这一切法律和规定究竟是
［1］（ P457）

什么呢？ 就是拚命企图为秩序党重新赢得各省和各省农民 。”

二、巴黎公社教育改革政策的主要内容
巴黎公社成立 之 后，在 它 存 在 的 72 天 中，“采 取 了 一 些 足 够 说 明 公 社 的 真 正 意 义 和 目 的 的 措
，马克思指出：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 ，便急切地着
施”
［2］（ P344）

［3］（ P56）
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 ”。
公社在“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 ”的斗争中，对国民教
育采取系列改革措施，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巴黎公社的成员当中有不少是第一国际的成员 ，他们非常了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公社教育
1840—1915） ，就是公社成员中一位少有的熟悉德国科学社
委员会主任爱德华!瓦阳 （ Edouard Vaillant，
会主义，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革命家之一 。瓦阳曾经和马克思有过联系，受到过马克思的
直接影响，能够较为彻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教育政策的制定 ，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贯穿
到公社的教育改革之中。
巴黎公社教育改革之前的法国教育 ，由于“法鲁法案 ”的实施，学校教育已经完全控制在教会僧侣
的管制之下，学校的管理权牢牢掌握在高级僧侣手中 ，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是由牧师、僧侣和修女充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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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校教育都被神密的宗教色彩所笼罩 。因此，巴黎公社成立后，着手改革国民教育的任务已是迫在
眉睫。
巴黎公社教育改革政策的主要内容 ： 第一，无产阶级掌握对教育的领导权、教育为无产阶级斗争服
务。巴黎公社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责范围为“着手教育改革”、“起草免费、普及的全部世俗
［4］（ P43）
教育的法令草案”等。
这样，公社完全掌握了教育领导权。“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
委员组成……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务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
［3］（ P121）

公社教育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就是按照这个革命原则产生的 ； 第二，实施普
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
［4］（ P193）
及免费的义务教育，“让农民的儿子和财主的儿子一样受到同样的教育 ，而且是免费的教育 ”，
公
社规定： “凡在公社学校上学的学生，今后一切学习用品，概由教师向区政府领取，免费发给。 教师不得
［5］（ P305）
； 第三，实行政教分离，学校脱离宗教管制。1871 年 4 月 3 日，公
以任何借口，向学生索取费用”
社颁布了“政教分离”法令，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属于宗教团体的所谓永世产
［5］（ P91）
业，即所有动产和不动产，现宣布为国家财产 ”等。
公社通过这个法令，取消了国家用于宗教事务
的一切开支，并把教会的一切财产转为了国家财产 ”。接着又下令，取缔学校里一切宗教迷信活动和设

施： 如宗教图画、书籍、圣母像、十字架等，禁止祷告，废除神学课、宗教歌曲、圣史等； 第四，坚持普通教
育、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公社的“教学改革可以保证每个人都具有真正的社会平等的基础 ———每
个人都有资格受到全面的教育，并且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研究和学习他所爱好的与他所能够胜任的
［6］（ P152）
职业，而革命就是要通过教学改革来巩固实际上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 ”。
公社规定，“凡
六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只要持有区政府的证件即可报名入学 。已在该校上学的儿
［5］（ P252）
童，不必再办入学证。”
公社积极倡导开办各种职业学校，建议各区公署，把关于最适合于迅速建
立学生既能学习某种职业并可受到完全的科学和文学教育的职业学校的房屋和机构的建议与资料 ，送
［7］（ P455）
1871 年
交前国民教育部原址，并敦促各区公署同教育代表团协商，使职业学校尽快地开办起来。
5 月 6 日，公社开办了第一所职业学校，规定“凡年满十二岁的儿童，不分居住区域，均可入学，以便充实
［5］（ P354）
随后又开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女子职业学校 ，开
他们在小学所受的教育，同时学习一门专门技术。”
设了素描、泥塑、木雕、牙刻等实用性课程，另外还开设其他课程，以充实学生的科学知识和文学知
［5］（ P401）
识。
第五，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师队伍，关心教师工作和生活，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巴黎公社特
别重视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 ，使教师从政府的压迫和神职人员的监督下解放出来 ，成为自由
的公民和令人尊敬的活动家。教师的地位大大提高，物质待遇明显得到改善。巴黎公社革命以前，男教
1，
000—1，
900 法郎的占 23% ； 男助理教员每年工薪 400—600 法
员每年工薪 750—950 法郎的占 75% ，
600—900 法郎的占 23% ，
1，
000 法郎及其以上的占 12% ； 女教员一年所得，只有 600 法郎；
郞的占 65% ，
女助理教员所得更少，每年只有 350 法郎。 公社成立以后，情况大不相同。 公社规定： 学校校长 （ 男教
000 法郎； 男助理教员最低工薪为 1500 法郎。同时规定女教员获得与男教师同等的
员） 工薪每年为 2，
工薪。这样以来，公社中男教员的年薪平均提高了 1—1． 5 倍； 男助理教员的年薪平均提高了 1—2 倍；
［8］（ P594—595）
女教员的年薪平均提高了 2—2． 5 倍； 女助理教员的年薪平均提高了 3 倍多。
巴黎公社通过立
法手段来提高教师工资，规定男女教师同工同酬，男女教师工资待遇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

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政策，尽管实施的时间短，经验不足，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有的设想未能付诸实
施，但它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原
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有益尝试 ，也为国际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树立了光辉榜样。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着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政策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马克思指出： “即使公
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
［9］（ P677）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 公社的“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
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 ，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

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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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
［3］（ P56）
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
马克思还指出： “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
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公社要让他们
［3］（ P62，
100）
（ 指法国农民） 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 ”
恩格斯
也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政策 ，指出： 1871 年 4 月 2 日，公社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
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 4 月 8 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
征、神像、教义、祷 告，总 之，把‘有 关 个 人 良 心 的 一 切 ’，从 学 校 中 革 除 出 去，此 命 令 逐 步 付 诸 实
［3］（ P7）

，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 ？ 请看巴黎公社。 这就是无
［3］（ P13—14）
产阶级专政。”
列宁也曾经指出，“公社的事业并没有死亡； 这个事业至今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

施”

的心中。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人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完全解放的事业 ，是全世界无产阶
［2］（ p346）
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

三、巴黎公社教育改革政策的当代启示
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政策，尽管距今己有 140 多年，但它是国际无产阶级弥足珍贵的教育和精神财
富，这些教育改革政策和措施对于当前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
1．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了巴黎公社教育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推动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教
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
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并且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教育大国的崛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
势下，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织、碰撞和激荡，西方的实用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沉渣泛起，在教育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增强，反而有日渐弱化的迹象。在深
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有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情形 。因此，在不断全面深化教
育改革的新的起点上，要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实践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 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6］（ P13）
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习近平同志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以我们正在做
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
［10］
发展。”
2． 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义务教育是面向人人、有教无类的教育，是为每一个人发展打好基础的教育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是国家未来发展进步的重大战略决策 。巴黎公社把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作为公社一项重要教育改
革政策，让公社的所有儿童都能平等的接受良好的教育 ，让穷人的孩子也能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这
些政策和措施对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巩固免费义务教育发展成果，促进教育公平仍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普九”与“双基”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面临的
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城乡教育差距较大、农民工子女、弱势儿童等平等享有接
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等问题也遇到实际问题 。因此，让每一个适龄儿童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保障学
生受教育权利，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
3．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 ，事关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富强，其根本旨趣就是
要让所有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巴黎公社的教育政策中，特别强调了“全面教育 ”即素质教育，坚持
普通教育、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儿童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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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一面镜子。在人类社会迈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高素质人才决定着国家未来竞争与发展的实力与
动力。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必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树立教育新理
念、拓宽教育新视野，探索教学新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努力培养和造就能够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担当者 。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
青年要“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
［11］

任。”
4． 牢固树立教师为本理念，切实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
巴黎公社特别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教师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的具体政策
与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对于今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仍有
一定的启示作用。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是基石的奠基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的地位和待
遇得到了普遍提高，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日渐形成。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的工资待
遇和水平仍然跟不上国家经济发展和其他行业人员工资发展水平 ，教师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不
断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 ，是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习近平同志在致全国广大教师的
慰问信中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提
升教师素质，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充分信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支持优秀人才
［12］

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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