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经费研究

尚 微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极其艰苦的农村、战争环境里, 创办了为数众多的

小学,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依靠拨款、设立教款筹募资金、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形式, 为小学教育提

供了经费。本文力图依靠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资料,再现当时小学教育经费

的使用和筹募情况。

关键词 教育经费 陕甘宁边区 义务教育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创办的客观环境是在农村的环境里,办学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如 1938年

延长县许多小学在没有黑板的情况下,利用石板代替黑板上课, 据 1938年 10月 延长县 9月份教

育工作报告  , !设备上都差不多了, 大部份都有黑板, 有十余个学校未有黑板, 大半都是拿石板来

代替的, 还有些学校黑板破烂, 准备重新做。至于桌椅、教室、操场都有了。校牌有部份的挂起来

了,大约在十月份即可全部挂起 ∀。# 此后几年里, 延长县的小学设备均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如

1940年下半学期,延长县多处学校的桌凳缺少,只有八九处学校的桌凳还够用,据 1941年 2月 延

长县 1940年下半学期教育工作总结 指出: !二区安沟有学生三十多名,而只有桌八张,凳六条。∀∃

据 1941年 8月 延长县 1941年上学期教育工作报告 , 1941年上学期延长县 !桌凳、教室、黑板凳

稍微够用的有十五处,但离完全的够用还远∀。% 尽管环境如此艰苦,但是, 陕甘宁边区并没有放弃

发展国民教育,小学教育仍然是免费的义务教育,那么, 边区小学教育经费是如何解决的?

一 小学义务教育政策

陕甘宁边区小学是义务教育,免收学生学费, 1937年 4月 29日 新中华报 公布的 关于群众

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  中就规定小学一律免收学费: !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 中等以上的学校免

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 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以暂时抛弃谋生职

业,学习更高的学问。∀&但这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规定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 只是强调普及教育。

1939年,教育厅的相关文件开始强调初级小学为 !义务教育∀。如 1939年 8月通过的 陕甘宁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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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 9月份教育工作报告  , 1938年 10月 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33。

延长县 1940年下半学期教育工作总结  , 1941年 2月 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35。

延长县 1941年上学期教育工作报告  , 1941年 8月 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36。

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  , 新中华报  1937年 4月 29日。



小学规程 规定: !小学一律不收学费。小学不得向学生征收杂费。小学不得随意向儿童募捐。∀#

陕甘宁边区所强调的义务教育,是指学校的开办费和教师的津贴由边区财政厅和各地区提供,学生

的学费、书籍费免除, 而学生的口粮是由家长提供的。 1941年教育厅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小学规

程  规定: !小学一律不收学费和杂费,学习用课本由学校免费发给; 小学生所用纸、笔、文具等学习

用品及衣被、伙食概由学生自备。∀ ∃ 1940年 12月,边区政府及教育厅联合颁布了 陕甘宁边区实

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要在陕甘宁边区逐步普及义务教育,并规定 !义务教育年限暂定
为初级小学三年 ∀。% 具备下面两个条件的县, 实施义务教育: 1.三分之二以上学龄儿童的家庭经

济能力能供给子女入学; 2. 当地能筹措实施义务教育后所需之教育经费二分之一以上。并且规定

六年内逐步推行义务教育, 1940年 12月 16日, 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布指令, 在延安、延长、延川、固

临 4县首先试行义务教育。& 当时所说的义务教育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义务教育概念相同,既包括

政府对学生的免费义务,又包括学生必须上学的义务。

二 小学教育经费支出状况

尽管边区政府十分穷困,经费有限,但是仍然对于教育事业非常重视,教育经费占了政府经费

支出的第三位。( 边区教育经费的支出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教育经常费,包括办公费、津贴费、伙食

费、制服费、书报费;一种是临时费,包括修理桌椅、路费、联欢等临时支出的费用。但由于边区本身

并不富裕,因此陕甘宁边区小学一般小学教育经费也不多,设备极其简陋,有些学校没有桌椅,没有

黑板。随着抗日战争发展和陕甘宁边区经济条件的改善,边区小学经费逐年提高。 1937年的时候

一般小学办公经费每月只有 6角到 1元 5角,教员每月津贴只有 1元整。) 1938年, 每所小学的办

公费每月只有 5元几角钱。这 5元几角钱是这样分配的,教师粮食费 2元,菜钱 1元 2角, 津贴费 1

元 5角,学校办公费只有每月 3角到 9角 (依人数多寡决定 )。∗

1939年小学的经费支出状况如表 1、表 2:

表 1 1939年小学教育经常费支出表: +

办公费 津贴费 伙食费 制服费 书报费

完

小

学生数在 50名以下者, 每

月 5元, 50以上者, 每增加

10名增加 1元。

校长、教职员每人每

月 1元 5角,杂务人

员每人每月 1元。

照当地政府机关

一般规定

照政府工作人员

一般规定, 每年 2

套。

每月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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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  , 1939年 8月 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 案卷 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 陕甘宁边区教

育资料  (小学教育部分 )上,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63页。

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  , 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  陕甘宁之部下,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印, 1942年,第 695页;陕西省档案馆

藏,全宗 10,案卷 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小学教育部分 )上,第 106页。

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  ,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小学教育部分 )上,第 81页。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内部发行 ) ,第 2辑, 1987年 7月第 1版,第 526页。

一年来边区的国防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6年 9月版,第 137页。

同上书第 137页。

边区的文化教育状况  , 1938年 8月,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183。

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支出暂行标准  , 1939年 8月 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2。



办公费 津贴费 伙食费 制服费 书报费

模

小

学生数在 25名以下者, 每

月 2元, 在 25名以上者, 每

增 10人增加 5角。

教职员每月每人 1

元 5角

照当地政府机关

一般规定

每年 2套 每月 5角

普

通

初

小

学生数在 30名以上者, 每

月 1元 5角, 50名以上者,

每月 2元

教职员每人每月 1

元 5角

照当地政府机关

一般规定

每年 2套 每月 3角

表 2 1939年边区小学临时费支出表: #

开办费 修理设备添置费 联欢费 奖励费 (运动会,检阅会与各种竞赛 )

完全小学 20元 每学期 5元 每学期 5元 每学期 5元

模范小学 每学期 5元 每学期 2元

普通初小 每 10个学校,设备修理与联欢费合在一起 10元

但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各县的经济状况相差较大, 各县具体执行教育厅的政策的时候,还有所

不同。如神府是边区特别穷苦的地区, 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 1940年下学期和 1941年上学期, 神

府县的教育经费全部由县三科 ∃发给, 而没有依靠地方自筹, !一切办公用品、纸墨、笔全由三科酌

量发来,另外每月四元杂支费洋,教职员伙食粮费等统由三科发来 ∀。%

1942年,由于物价上涨,边区小学教育经费略有增加,见表 3:

表 3&

项 目 完全小学 中心小学 初级小学

办公费
每班每月 15, 20元 30人以下, 每月 5元 30人以上,

每 10人增加 5元

每校每月 5, 10元 (实物 )

书报费 每班每月 4元 每校每月 10元 每校每月 6元 (统一订阅 )

津贴费

校长每月 5元, 教员每月 4元, 杂

务人员每月 2元,每年另发棉、夹

鞋各 1双,毛巾 2条,或折价发钱

校长每月 4元 ,教员每月 3元, 实

物供给同完小

每月每人 3元 (实物供给同

完小 )

伙食费 每人每天 5, 6角 每人每天 3, 5角 每人每天 3, 5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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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支出暂行标准  , 1939年 8月 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2。

三科:据 1942年 陕甘宁边区五年教育工作概述  (全宗 10,陕西省档案馆藏 )中阐述,教育厅直属小学校由教育厅直接领导,

各县小学由各县政府第三科领导,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由各师范学校领导。边区政府教育厅下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第三

科、督学室和编审室,其中第二科负责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而第二科负责小学和社会教育。各分区专员公署和各县也

同时下设主管教育的第三科,他们分别向教育厅汇报工作。

神府完小 1941年上学期工作总结报告  ,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246。

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开支暂行标准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教育方针政策部分 )上,西

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87页。



项 目 完全小学 中心小学 初级小学

制服费
每人每年发棉、单、衬衣各 1套 每人每年发棉、单、衬衣各 1套 每人每年发棉、单、衬衣各

1套

修理设备费 依据需要保持最低限度开支 政府补助 40% , 其他群众自筹 由群众自行解决

生产、卫生、

保育费
按一般规定

粮食费
依据家庭状况发 1, 2人粮食 根据家庭状况除本人粮食外, 酌

增加 1人

同中心小学

1943年全年的教育经费共花费 66115000元,各地区、各县的教育经费支出不等。绥德分区教

育经费共支出 6 952382元, 占该分区各县全部经费开支 ( 61739143元 )的 11%强, 而清涧县,教育

经费支出 663156元,占该县全部经费开支 ( 4291561元 )的 15. 4%。这些费用, 不包括政府支出的

公务员、教职员、学生的粮食。# 1943年开始, 各县教育经费归县政府统筹统办。 1943年下半年各

地区、各县小学教育经费支出情况略有不同,如吴堡,见表 4

表 4∃

纸 笔 墨 灯油 炭 洋火

完小 120张 10支 8两 24斤 7200斤 1包

中小 150张 4支 4两 9斤 2400斤 5盒

普小 120张 2支 4两 6斤 1800斤 3盒

关中分区:完小每人每月麦 2斗,中小每人每月麦 1斗,普小每人每月麦 5升。

曲子县:完小每校每月 400元,中小每校每月 100元,普小每校每月 50元。%

边区教育经费的审批也是有原则的, 凡是学校必须的费用经过审批能够得到批准,一些娱乐费

用,往往需要各县、各学校自行解决。如定边县完小 1939年上半年,就靠多方募捐与帮助得到了一

个篮球。1939年 4月 定边县三四月学校报告  指出: !过去只有排球铁环绕 (跷 )板等,学生经常

要求添篮球。所以我们在四月四日儿童节发动各机关慰劳儿童,共得大洋二十余元。买花生糖果

等食品费洋十余元,和去年冬烤火费剩洋 (因教室太冻政府允许学生募捐的 ) , 做了一付篮球牌

(架 ),买了些绳, 打了一个铁环, 又把政府一颗篮球暂借他们。过去只有二三十本, 又向私人中捐

到十余本,借了十余本,共有六十余本。报纸有政府送新中华报二份,解放报有教员订一份,边区教

师二份,现在成立了学生阅报室 (图书馆 )。∀&

边区的民族小学学生的一切费用由政府供给。如定边县政府于 1942年 4月开办了一所伊斯

兰小学, !学生之一切费用概由政府负责发给,现在经政府第三科协同回民杨阿訇共同负责合办,

该校已于三月间开学,现在共有男女学生十七人,除阿文外, 其他课程与一般小学相同,颇得当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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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  ,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183。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  ,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183。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  ,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183。

定边县三四月学校报告  , 1939年 4月 3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274。



民之赞助∀。#

从教育经费的使用上,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经费是极其节省的, 陕甘宁边区办学条件虽

然十分艰苦,但仍然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并将学校办的有声有色,确实是了不起的举措。

三 教育经费来源

陕甘宁边区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是靠两种方式:一是从边区政府给各学校的教产公产中获得

的,一是从群众中劝募的。

边区政府为筹措教育经费,曾经颁布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 1939年 8月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各

县教育经费筹措暂行办法 ,规定: 1. 各县教产公产之收益,教产公产指土地、房屋、森林、营业、牲畜

等。这部分是如何得来的呢? 各县原由各县县政府所管有的公田拨归教产;尚未分配之荒地或熟地

全部或部份拨归教产;原属神庙产人民自愿拨归教产;一姓或数姓所有之社坟地在一姓或数姓同意下

划归学田;各县教育基金 (指现金 )之常年花利收益。2.所没收之买卖婚姻款,经县政府判决没收之赌

博款或罚金以及经县政府判决之缠足罚金,均全部作为教育经费之收入。 3. 学校自行生产之收益。

4.如果前几项教育经费不敷之处,在自愿原则下,得向人民劝募。但劝募教育经费每年只能有一次。∃

1942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又颁布了 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暂行条例  , 各县教育经费的来
源主要有下列各项: !一、各县旧有之收益。二、各县政府第二科所经营之一切土地、房屋、森林、牲

畜、矿产等公产自民国三十一年起全部拨作教育资产,其收益作为教育经费。三、各县寺庙、祠会之

土地、房屋、牲畜、树木、现金等,除已拨作当校 (原文如此 )校产者外,经调查属实提请县参议会讨

论拨一部或全部作教育经费。四、各县每年所运公盐除完成边区财政所规定数额外, 其超过数额所

得之盈利,全部拨作地方教育经费。∀%并且强调各县属于教育经费之资产, 县政府应切实负责保障

不被侵占,对教育经费之开支, 应负责保证不被拖欠或亏短。

这两个条例的区别在于 1942年的条例取消了前一条例 !所没收之买卖婚姻款,经县政府判决

没收之赌博款或罚金以及县政府判决之缠足罚金, 均全部作为教育经费之收入 ∀一项和学校自行

生产之收益一项。之所以边区教育厅将学校自行生产之收益一项去掉,是由于一些学校的生产任务

过多,教学计划难以完成,教育厅不再强调学生必须参加生产,尤其是初小学生,不鼓励参加生产。

据 1942年 1月 5日的 解放日报 报道: !关于教育经费, 直属学校、团体、机关经费,仍由教厅统

筹统支,各县教育经费以自足自给为原则。∀&具体各县筹措教育经费过程中,通过教产公产收入作教

育经费,还是从群众中劝募,就要视各县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是从教产、公产中获得或从政府的地方税

收中附加,如 1942年 11月国民教育经费通过两部分获得, !一部分为整理各县公产教产所得,另一部

分在地方税收中拨付或附加,如绥德将斗佣全部拨作教费, 而延安、定边等县则在斗佣蓝佣上附加五

厘,牲畜买麦手续费上附加一分等办法解决之。再有不足,则由人民自动捐助∀。( 还有一些县,没有

教产、公产之收益,只能从群众中劝募。如 1941年延长县由于没有教产、公产之教育经费收益, 因此

教育经费多数是从群众中劝募而来,由延长县政府统一筹募。延长县共有 10个区,由于各区小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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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简讯  , 解放日报  , 1942年 4月 25日。

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筹措暂行办法  , 1939年 8月 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2。

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暂行条例  ,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2,案卷 1351。

本年教育中心工作  , 解放日报  , 1942年 1月 5日。

陕甘宁边区五年来教育工作概述 , 1942年 11月,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13。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

费,一般征收 1%到 2%。蓝佣:应为染布所交纳的费用。



量不一致,各区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因此教育经费如果以区为单位筹募的话,就有多少之分。因此,延

长县政府为了平衡教育经费在各区的分配,以县为单位统一筹募,由县里在各区之间再进行协调。#

筹募及使用情况见表 5:

表 5 延长县 1941年 1月至 1942年 2月之间的教育经费劝募与使用情况: ∃

日 期 1941年 1月至 6月止 1941年 7月至 1942年 2月止 合 计 注 明

收

入

数

经

费

劝
募

其
他

小
计

劝募粮食

2090482元 33539 2124021 向群众劝募的。

218359 218359
出卖课本之收入与完小营业

收入

2090482 251898 2342380

30000石 30000石 是向群众劝募的。

支
出
数

经费 863220 968820 1832144

粮食 3390石 3390石

结存 经费 510236元 粮食 26610石

备考 结存的经费与粮食由教管委会保管着。

另外各县为了保证困难时期度过经费难关,普遍设立了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不得随便动用, 只

能将基金所收益的花利作为教育经费。如 1939年的 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  , 规定建立各

县教育基金, !使达到各县都有相当数量的基金,在和平时能增益教育经费, 帮助教育的发展,在交

通阻绝时或政府经费困难时,能独立解决本县的经费问题∀。%

1942年之前,教育经费由各县政府第二科负责保管,第三科支配, 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审核,

教育厅批准。1941年,各地陆续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专门负责劝募及教育经费的

审核工作。如延长县 1941年教育经费归二科管理, !管理委员会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县第二科起

了保管经费大的作用 ∀。& 1942年,才转由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管理,保证教育经费能够专款专用。

教育经费保管 (管理 )委员会由 5人组成, 一般是由该县县长,第二科科长, 第三科科长,县委宣传

部长及群众团体代表共同组成,县长为主任,第三科科长为副主任。

建立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达到教育经费能够切实归教育部门使用,因为 1942年之

前,各种教育经费没有计划,不固定, 没有任何制度,管理不严格, 一些县的教育经费有时被挪做他

用。如 1941年,延长县教育经费曾经被其他部门借去使用, !在区收集起一部分还尚未交县的中

间,他们往往暂借为营业临时金 (时间很短, 多区都有 ) ,只有三区曾一次用了八百元达一月之久,

三科知晓多次向其讨索才交来 ∀。(

有时教育经费由于边区经费紧张,往往不能按时到位,教育厅的批文要等下面各县三科呈上经

费粮食审批报表后,才能发下,而教育厅又往往不能及时批复。如 1941年 8月 20日延长县上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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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 1941年上学期教育工作报告 , 1941年 8月 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36。

延长县政府呈送两年来的教育工作报告  , 1942年 5月 2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案卷 39。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教育方针部分 )上册,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49, 50页。

延长县 1941年上学期教育工作报告  , 1941年 8月 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36。

延长县 1941年上学期教育工作报告  , 1941年 8月 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 10,案卷 36。



教育厅的 1941年上学期教育工作报告指出: !三科向教厅及粮局做上去的经费粮食预决算表不能

按时批来,以致各县不能按时发下,如去年十一、二月之粮,粮局至今尚未支来, 使教员吃粮问题发

生困难 (三科曾写过好几次信终无效 ) ∀# ,县三科只能暂时向粮库借粮,维持教师的基本生活。

1942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规定各县公产收入全部划作教育经费基金,由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

适当分配,按时分呈财、教两厅备查,但对公产本身非经上级批准,不得擅自变卖或变更, !限于五月底

前将全县旧有教育款产整理完毕,并将全县所有公产调查登记清楚∀。∃ 二科原来管理教产及公产情
形,向管理委员会正式交代清楚,并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工作。各县均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经费管

理委员会,管理教产公产等教育经费收入。 1942年之后,申请教育经费要向教育厅打报告,做计划,待

教育厅审批后方可领到,改变了原来没有计划的状态。如 1942年合水县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经费保管

委员会,由地方人士及政府共同组成,加强对教产的管理,同时停止在群众中劝募教育经费。%

各小学为了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还组织学生进行生产,如定边县完小在 1939年 4月定边县

完小工作报告指出: !种菜,学校城内分到差不多半亩园子, 完全种好, 城外分到八垧地, 还未种。

我们计划如在不妨碍学习原则下可以种完。另外学校教员学生集股买了两个猪喂。∀&1939年延长

县完小开了 13垧荒地, !照规定要开十二垧荒地,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经过教职员的热烈讨论和

俱乐部给全体会员深入的传达和相当解释,而得到全体学生的一致拥护和赞成, 并由本校生产小组

与俱乐部在不妨碍学习的原则下,共同组织了突击队 (约十七八人, 都是身强力壮的年龄大的 ), 与

普通队 (约十五六人, 年龄大的儿童与女生 ) ∀( , 最后,学生们不仅完成了开荒 12垧的任务, 还超额

完成了一垧。有一些学校学生的生产能够盈利并解决学生的粮食,如延川县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

1940年上半年延川县学生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出伙食费 7元 2角 (每日 2至 4分 )。学生每天吃两

顿饭, 每星期吃面两次,其他时间均吃米, 灶上烧柴均由学生自己集体轮流打,结果上半年的柴完全

自给。) 1942年延川县第一完小上半年学生打柴共 5万余斤,合洋 8000余元。种菜 1/4亩, 种谷

子 3垧多,卖菜两次共赚洋 1402. 35元。 1942年上半年延川县女子完小养了 11头猪, 买猪花掉洋

3720元,年底卖掉 9头猪,入大洋 4010元;因管理不善被狼吃掉 1头猪,值洋 700元;还剩 1头猪值洋

500元。这样算下来,一年盈利为 790元;如果加强管理,避免狼吃猪,一年盈利可增加到 1490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就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小学和学生数量

由抗战初期 1937年春 320所小学、5600人发展到 1945年 1395所小学 (其中普通小学 295所,民办

小学 1038所,完全小学 62所 )、32500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经费的使用情况和小学经费

的筹措状况带有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时代特征,但也给我国现在农村义务教育以启示。

(作者尚微,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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