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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教育部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图为当时北京学院路上八大学院的面貌。 （资料图片）

从接管新解放区的教育， 到接收、 改造私立学校和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 新中

国将各级各类性质的学校全部改为公办学校， 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

以此为标志， 我国基本完成了对旧教育的改造， 完全确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 为新中

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每年的

4

月

18

日， 北大燕园内

总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未名

湖前留影，在临湖轩前畅谈，在贝

公楼前唱校歌。他们仿佛回到了上

学时光，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经近

80

岁了。

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北

大学子们总觉得好奇。他们并不知

道，这里其实曾是这些老人学习和

生活过的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

畔至今还有一块石碑，上面铭刻着

“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与燕京大学经历同样命运的，

还有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岭南

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等多所

高校。 它们都由教会或由私人创

办，并在解放初期随着对旧教育的

接收和改造的进行而集体消失。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明确提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

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

的、 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

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

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然而，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如何对待旧教育、旧学校？ 如何建

设适应国情的新教育？在国际资本

主义阵营的孤立、打压下，教育如

何为巩固新政权、为迅速实现社会

主义工业化服务？ 这一系列问题，

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接管公立学校

新中国成立之初， 整个教育

事业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时

期。 教育战线内部头绪纷繁， 百

端待理。

“解放初期， 我们面临着巨大

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国家处在资本

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而且遭到封

锁。 ”曾担任过教育部部长的何东

昌同志回忆：“当时中国民族资本

只有轻工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十

分薄弱，而且大都受外国资本家和

官僚资本控制。 ”

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百废待兴。

1949

年时，新中国不仅不

能生产飞机、轮船，甚至连北京街头

的汽车也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当

时全国的原油年产量只有

12

万吨。

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

强大不起来的。按照毛泽东等中国

领导人当时的设想： 共和国成立

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工业

化建设。这对教育战线提出了迫切

的要求和任务———按照国家建设

的需要，尽快培养建设人才。为此，

中央政府对旧中国的学校进行了

调整和改造。

1949

年

12

月，中央政府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毛

泽东的建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

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

用经验”的教育改造方针。

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

伦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旧教育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

济的一种反映……对于旧教育不

能不作根本的改革。 ”

事实上，对于旧教育的接收和

改造，早在

1948

年底随着解放战争

形势的迅猛发展就已开始。

1948

年

12

月

13

日，校园外传来

隆隆炮声， 打破了清华园的宁静。

12

月

15

日，在中共清华地下党组织

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成为第一个获

得解放的国立大学。

不久，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

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来到

清华，正式宣布接管清华。 全校大

会上， 钱俊瑞传达了接管方针：第

一，清华以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

文化教育，取消过去教育中反对人

民、脱离人民的东西。第二，教育改

革逐步进行， 现有机构与制度，除

了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训练制度

和立即停止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反

革命活动外，其他一律照旧。第三，

学校经费由军管会负责供给，教职

员一般采取原职原薪，暂不变动。

与清华园紧邻的燕京大学，也

听到了解放的脚步声。

燕京大学是一所成立于

1916

年 ， 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 。

1919

年， 美国人司徒雷登出任校

长。 学校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在

北京西郊海淀购买了曾属于圆明

园一隅的私家园林， 建造了新校

区，并延请刘廷芳、洪业、冯友兰、

俞平伯、周作人、钱穆、陈垣、顾颉

刚、 吴文藻等一大批名教授任教。

同时， 学校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

成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经

过几年的努力，到

1929

年，燕京大

学已设立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

共

18

个系，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成就

的大学之一。

在清华大学解放后不久，燕京

大学也获得了解放。

北平解放后，燕京、清华、北大

等高校的学生，都组织了欢迎队伍

参加游行，“欢迎人民解放军”、“毛

主席万岁”等标语到处张贴，甚至

贴到了解放军的军车和大炮上。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对

于新解放区学校的管理，中共中央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对于当地学

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

在接管学校的工作中，中央采

取了“谨慎、稳妥”的方针，对于知

名学者，充分争取，稳定了教师队

伍，学校校舍、教师队伍得以保存。

从黄河到长江、 再到珠江，从

清华、北大到南开、复旦，再到岭南

大学、中山大学，甚至地处西北的

兰州大学， 随着解放军的长驱直

入，一所所学校被顺利接管。

收回教育主权

在旧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大量

存在。何东昌回忆：“

1949

年我们接

管的教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的教育。以高等教育为例，在

211

所

高校中，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学校

占

1/3

以上， 这些学校的教育主权

不在中国人手中。 ”当时还有教会

中等学校

514

所、教会小学

1133

所。

当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 ， 燕

京、 协和、 圣约翰、 金陵、 岭南、

齐鲁等大学都是教会学校。 由于

这些学校资金充足， 虽然规模不

大， 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

生总数的

1/10

，但办学质量非常高，

不少学校可以与北大、清华媲美。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对这些接

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采取循序

渐进的策略，要求他们遵守人民政

府的政策法令，允许暂时接受外国

津贴， 但不准强迫学生信仰宗教，

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课或强迫

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或活动。 同时，

在教会学校中大力进行党团组织

的建设，发展进步势力。

但有些教会学校学生公开抵

制党的领导。 对此，党和政府始终

保持高度的警觉，在发展教会学校

中的进步势力、强化政治思想教育

的同时， 仍以 “着重团结全体师

生”， 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爱国师

生为主。

曾担任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

的夏自强回忆说：“

1950

年，燕京大

学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重

要的变化就是课程改革。首要的改

革就是要开政治课，其他的课程也

要逐渐改造。 一些教授来到燕京，

开始在课堂上讲历史唯物主义，讲

革命史。 ”

1950

年，中央政府收回辅仁大

学自办，这标志着全面收回教育主

权开始进行。

由天主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

学校的行政权长期掌握在教会委

派的外国人手中。 何东昌回忆说：

“解放初期， 我们派人去该校竟遭

到拒绝，后来实行强行接管才解决

问题，斗争是激烈的。 ”

在党的领导下，辅仁大学先后

成立了工会和学生会，增添了马列

主义课程， 教会的权力有所削弱。

但教会方面企图用减少补助经费

来阻止辅仁大学的进步。

1950

年

7

月，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致函校长

陈垣，提出成立一个由教会选任的

新的董事会、减少补助经费、解聘

5

位进步教授等条件， 并停发经费。

为了保证辅仁大学

3000

多名师生

员工正常工作和学习，中央政府按

期支付了该校每月所需的经费。

9

月，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邀芮歌尼到

部里谈话，并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

指示。但教会方拒绝了我国政府提

出的条件，停止向辅仁大学拨付补

助经费。

为了人民教育事业的恢复和

发展， 经教育部报请政务院批准，

10

月

12

日国家将辅仁大学接收自

办。 同时，对辅仁大学的宗教选修

课及信教的教授、学生、员工，保证

一切如常。 从此，辅仁大学回到人

民怀抱，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1950

年

6

月

25

日， 朝鲜战争爆

发。 随着志愿军入朝参战，人民群

众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情绪高

涨，各教会学校也掀起了反对美帝

国主义侵略的高潮。

在岭南大学，学校师生成立了

“抗美援朝委员会”，校长陈序经为

主任， 带头在和平宣言书上签名，

并通过了岭南大学爱国公约。大家

纷纷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声援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

1950

年

12

月，随着朝鲜战争的

深入，美国对我国采取了经济封锁

的政策，教会大学在经济上受到了

严重威胁。

1951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

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关的指示》。教育部根据这一指示，

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

学校会议。

经过讨论，会议拟定了对每所

学校的处理方案，并呈请政务院批

准。 处理方案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立即接收改为公立。 二是暂时维

持私立，准备条件改为公立。 三是继

续由私人办理，改组董事会及学校行

政领导，使之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自办

的私立学校。 至此，包括岭南大学、燕

京大学在内的各教会大学，被中央政

府收回了教育主权。

对此，夏自强回忆说：“

1950

年底

先是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接管美国

人在中国的

13

所学校，其中就包括燕

京大学。 之后，燕京大学宣布改为国

立。 当时我们燕京的学生还请求毛主

席为我们题写了校徽。 ”

1952

年

5

月， 教育部公布了关于

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设置方案，这是

将教会大学彻底改造，并使之融入到

新教育体制的关键一步。

据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 、

后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的谢道渊

回忆： “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 由

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一个工作组 ，

在学校里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 。

经过商量， 北大保留文理学院， 工

学院分到清华， 医学院、 农学院都

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农

业学院。 对于院系调整， 由于刚刚

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 燕大师生没

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经过调整，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

所有教会大学，与原来的公立、私立

大学融合到一起， 组成新的大学，原

有的校名均被取消。 如燕京大学的文

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

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 圣约翰

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 交大、同

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

学院。 岭南大学各院校分别并入中山

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华南

师范学院 、华南农学院 ，校址 “康乐

园”成为中山大学的校园……

尽管

1951

年底至

1952

年的全国

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标志着党对

于旧的高等教育的改造基本完成。 虽

然教会学校曾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但正如学

者叶张瑜所评价的那样，它们在教育

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

向作用，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

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

直接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

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 它

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

栋梁之才，也为中国后来的大学提供

了师资。

改造私立教育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造基本完成，

旧教育的改造重心逐渐转向基础教

育领域，尤其是各类私立的中等和初

等学校以及农村的私塾。

据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统

计，全国已解放地区（不含西南六省、

西北三省数字） 共有私立中等学校

1467

所，占总数的

48%

；在校学生

36.6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

42%

。在城市中私

立学校的比重更大，比如京、津、沪、

宁 、 武汉

5

个市当时共有私立小学

1452

所，占小学总数的

56%

；私立中学

439

所，占中学总数的

84%

。

私立学校的比重如此之大。 如何

正确对待私立学校， 加强领导与管

理，一直是中央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

问题。

按照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提出的设想，对私立学校“一般采取

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

针。 但随着国内社会形势的变化，私

立学校出现了学生锐减，学校经济困

难的问题。 以湖北省为例，

1948

年时

该省有私立中学

98

所 。

到

1950

年

6

月，全省私立

中学只有

35

所， 几乎全

部要求补助。

到

1952

年 ，私

立学校的发展愈

加艰难。

6

月，北京市委在《关于北京

市中小学校学生负担及生活情况的

报告》中，反映了北京市中小学多数

学生交费困难、生活较苦的情况。 毛

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如有可能，应全

面接管私立中小学。 ”

对此， 教育部迅速进行了研究，

发现私立中等学校和小学的经费，主

要依靠收入很高的学费和政府的补

助来维持，学生及其家长对高额的学

费不满。 而且，当时的私立学校还存

在师资缺乏和教学内容不适应社会

需要等问题。 当年

9

月， 教育部发出

《关于接管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决定

自

1952

年下半年至

1954

年，将全国私

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 改为公

立。 具体办法是：先接办外资举办的

学校， 后接办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先

接办成绩较坏的学校，后接办成绩较

好的学校； 先接办经费困难的学校，

后接办经费还能维持的学校；先接办

中学，后接办小学。

1953

年

1

月

7

日下午， 苏州城内，

醒目的大红横幅悬挂在私立振华女

子中学的大礼堂内。 苏州市文教局负

责人宣布，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接管

振华女中并将其改造为公办学校。 话

音还未落定，全场沸腾，师生们拍手

欢呼，热烈拥抱。

坐在主席台上的私立振华女中

校长王季玉， 望着这所由母亲和自

己亲手把持大的学校， 脸上洋溢着

微笑。

振华女中是由苏州开明士绅王

谢长达纾家兴学举办的一所私立学

校。

1917

年，王季玉从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硕士毕业后， 婉辞各大学的聘

请，承继母志，接办振华。 她多方奔走

劝学，筹措经费，聘请社会名流章太

炎、蔡元培、李根源、陶行知、竺可桢、

贝时璋等为校董， 并延聘俞庆棠、叶

圣陶、苏雪林、杨荫榆、王佩诤等名师

教学。

同时，王季玉秉承美国教育家杜

威的教育理念，在学校设置了丰富多

彩的课程，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

各项能力。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她就

提倡学生进行课外研究， 拓展思维，

组织演讲会、辩论会、英文会等学生

社团，并聘请名师指导各类课外兴趣

小组，如雕刻、绘画、国乐、文艺、家政

等，使学生全面发展。 著名作家苏雪

林、叶圣陶，曾先后担任该校文学会

的辅导老师。 在王季玉的精心培育

下，振华女校蜚声江南，陆续培养了

王淑贞、沈骊英、费孝通、杨绛、何泽

慧、彭子冈、陆璀等一批杰出学生。

不过， 旧中国工商业底子薄，再

加上长年战乱，振华女中在办学中出

现波折。 学校曾辗转苏州乡下、上海

租界，艰难办学。 作为校长，王季玉本

人每月仅领取生活费二三十元，大部

分工资都用来扩建学校和资助贫困

学生。 振华女中成为公办后，她不必

再为筹措办学经费四处“化缘”。 “现

在不再愁钱了！ ”王季玉欣慰地对学

生说。 而她的教育理想———为多数人

服务也已经变成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与当时中国的所

有私立学校一样，振华女中被革命的

潮流裹挟着与社会一同前进。 如今的

苏州十中，其前身就是振华女中。 该

校语文教师徐思源说，当时师生们认

为， 学校的性质从私立改为公办，不

仅办学经费得以保证，师生的生

活条件也有了保障。 更重

要的是，学校摘掉

了那个时代让人

忌讳的“私”字。 去掉了“私”校的标

签， 意味着师生的政治地位提高了。

“改制”使得全校师生精神为之一振，

为建设新中国更加勤奋工作和学习。

在解放初期，私塾曾是对广大农

村地区教育最有力的补充。 由于缺少

学校甚至没有学校，因此农民多选择

送子弟读私塾。 以皖南地区为例，解

放初期全区有私塾

3768

所，相当于正

规学校的

2

倍以上， 学生

45327

人，相

当于小学人数的

1/3

；塾师

3768

人，相

当于小学教师总数的

75%

。

杨念久原是山东省邹平县青阳

乡中心村的一名私塾先生， 解放后，

他被任命为村小学的校长， 与其他

4

名教师一起，吃住在学校所在的破庙

中，工资是学生家长提供的每月

30

斤

粮食。 虽然教学条件恶劣，生活待遇

很低，但杨念久和老师们仍然兢兢业

业。 除了语文、数学课外，学校还为学

生开设了音乐、美术、手工等课。 每星

期两节的体育课，则是在附近干涸的

河床上进行。

但是，随着对农村旧教育改造的

深入，当时不少地方的干部，将私塾

的存在看作是教育发展的阻碍，把塾

师统统看作是 “顽固腐朽” 的“老古

董”，是“封建文化的忠实传授者”，采

取严加取缔和管制的方法，让塾师去

务农。 如川西的华阳县规定：“凡距离

中心校三华里，初小二华里以内的私

塾一律取缔。 ”这些行为，对农村地区

教育造成了损害。

接办私立中 小学的工作直至

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

成才基本结束。 这项工作对新中国

教育的发展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 正如何东昌曾总结的那样 ：

“这完全确定了中国教育的性质， 是

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社会主义教育， 在政治方向上是

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和为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服务。 中国人第一次收回

了教育的主权， 并为新中国各项建

设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总体来说， 接办改造私立学校

这项工作是健康的、 顺利的， 但也

存在一些偏差。 如对于私立中小学

接办得过早过多， 许多地方没有采

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未将个别办得

较好的学校适当加以保留； 有的地

方接办时， 认为私立学校教职工都

是反动的， 严重挫伤了这些教职工

的积极性。 特别是对农村私塾不顾

当地实际情况的取缔， 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从接管新解放区

的教育， 到接收和改造包括私立学

校、 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 中

央政府将各级各类性质的学校全部

改为公办学校， 并在高等教育领域

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以此为

标志， 我国基本完成了对旧教育的

接收和改造。 虽然在接收和改造旧

教育的过程中 ， 出现了一些偏差 ，

但却为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

工业国， 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由新民

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本文受到中央教科所方晓东、

李玉非研究员的指导，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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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央人民政府接收燕京大学， 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

迎。 （资料图片）

“一五” 期间， 普通中学迅速发展。 图为当时的北京实验中学教师在给学生讲解人造卫星知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