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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8年展開的大躍進運動影響當代中國的許多層面，本文著重於考察當時
所提倡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政策在上海市的實踐，並將該政策視為地方政

府透過教育單位傳遞區域發展的策略，以此了解在大躍進時期區域政治、經濟

政策重新調整下，學生如何參與區域的調整，凝視（gaze）城市的變化。首先
本文將描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政治與思想背景，該運動在中共中央

催生下，經過短時間試行後蔓延至各省市，此時一批與工廠、農村等生產單位

協作、合併的學校應運而生。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涉及的除了教育系統的調整，

學生勞動成果與當地的經濟計劃之間的關係也浮上檯面，藉由考察上述那些與

生產單位協作的學校，可以了解在上海這個中國近現代工商業中心，地方政府

各單位如何調節學校勞動的「產能」避免與既有工廠衝突，而教育單位又如何

的透過話語和教法維持學生甘願（consent）勞動。若以區域變遷考察這段歷史，
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政策完善後，為強化農業生產而設立的農業中學也

與市區內學校在招生問題上有所扞格，尤其當 1959年上海合併原屬於江蘇的郊
縣後。市政府要如何協調學生就學區域，緩和由升學問題所折射的市內區域差

異，本文將藉由這類議題處裡市政府對於市內不同區域、人群發展規劃。經過

上述討論，本文最後將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式不單只是大躍進

時期教育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同區域、職業的勞動讓生產勞動成為學生

親身凝視區域變遷的視角，在紙上的區域政策外，進一步的可以透過勞動實作

其習得的政治話語，參與區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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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業的發展不相容的……可能是反動的…

…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

段之一

《哥達綱領批判》1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的觀念而外，還有煙天念的一句「理

論與實際聯繫」……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

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繫

《整頓黨的作風》2

第一節：序言

在追求社會前進的理念下，藉由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改造社會的為多

數社會主義組織共同的方向，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等書中

提出的按勞分配和公有制的原則提供實存的社會主義政權藉計畫經濟調節社會

總生產的的意識形態基礎，而勞動也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每個公民的權利

與義務。3在此脈絡下，調節和培訓未來生產力的教育部門也成為政府計畫的一

環，畢業後職業分配成為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教育的顯著特色。1958年開展
的大躍進運動讓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係更往前了一步──在中共的政治命令下，

教育不僅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同時也成為生產的一部分。

除了理論意義，實存的社會主義政權以生產勞動為名改變了社會結構，按

勞分配成為新的經濟組織輸送資源的原則，新社會的城市常民則透過居委會、

工會與各級黨組織等政治、經濟力量將各色人群納入「生產建設」計畫中，生

產單位與圍繞其周圍的居民小區成為 1949年之後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特徵。4上

海作為計劃經濟時期的主要工業中心，1949年之後中共尤重於重塑其特性，

1 以下兩段引文除收於該原始出處外，1958年時也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另

編成了縮節本提供外界作為理論基礎，因此以下引文會同時引用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與生產相結合》一書。馬克思，〈哥達

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

林著作編譯局編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5，第 1 版），頁 24； 中國人民大

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與生產相結合》 

（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第 1 版） 

2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 3 卷 （北京市：人民出

版社，1942，第 1 版），P.819 

3 許滌新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上）》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4，第 1

版），頁 106 

4 丁云亮，《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 : 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博

士文丛》，第 5 卷 （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頁 296 



1949年之前上海作為中國外商匯集的商業口岸，工業產值並不顯著，但在 1949
年之後的計劃經濟下，工業產值大幅超越商業（參見 錯誤：找不到參照來源）。

工人群體隨著計劃經濟下大型的煉鋼廠、化工基地及其周邊的工人小區逐步覆

蓋了城市原有的肌理。為了強化工人意識，擴大和鞏固群眾參與生產勞動，中

共在工人間進行大量政治宣傳，過去的研究者曾關注中共在 1949年後上海工人
群體中的教育、宣傳活動，認為在車間的讀報組，工廠的大字報、訴苦會和識

字班對於鞏固生產勞動有所助益。5上海的教育系統也在工人階級的文化培訓中

扮演了吃重的角色，到了 1958年中共中央發動大躍進時，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
係進一步發展，普通教育也納入了生產勞動中，且此時主客易位，劉少奇在

1958年 9 月 30 日提出「辦一個工廠就是辦一個學校」後，康生進一步在 1958
年 10 月 12 日喊出「學校是整個勞動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現在鋼鐵潮流下，

也可以只勞動，不讀書」。6

現代教育理論中偶有討論教育與勞動的關係，如杜威認為認為現代教育的

目的在於調和勞動與休閒（勞心者）的差異，人們也一向對於歐美學生就學期

間持續打工給予正面評價7。現代中國教育史上也曾在北洋政府時期開始施行將

生產性知識與傳遞給學生的常識課程。8相較於之前本章提及社會主義者（不論

是馬克思、蘇共或中共），民國時期的勞動課程的法律基礎則是 1943年的《義

務勞動法》，地方政府也藉此法討論讓民眾義務參與郊區建設，學校的義務勞

動則披上一層「雙手萬能」的德育的外衣，其次才是日後服務國家經濟。9這些

5 請參見丁雲亮一書第二章的部份； 丁云亮，《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 : 1950

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博士文丛》，第 5 卷 （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

社，2009） 

6 大躍進期間學生前往工廠蒐集和學習工人文藝：文匯報，〈上海群眾文藝躍

進再躍進〉，《文匯報》 （1958/9/26）  劉少奇：上海市檔案館，〈B105-2-3-

7〉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康生：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

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25  

7 John Dewey，《民主與教育》 （台北市：網路與書，2006，第 1 版）； 文匯

報，〈勤工儉學有什麼好處〉，《文匯報》 （1958/2/16） 也有一些人認為赫魯

曉夫在 1955年便提出將蘇聯的教育與生產勞動做更緊密結合，以配合戰後復員

的教育方針，並在 1958年 12 月 24 日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關於加強

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全國國民教育的法律〉確立此一原則，但成效

不彰，且中共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遠遠早於蘇聯，因此兩者應沒有繼承關係，

參見： 史曉明，〈二十世紀中期＂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探析〉 （河

南師範大學，2011），頁 13–14； 姚士良，〈蘇聯同行來信祝賀〉，《文匯

報》 （1958/11/10） 

8 1936與 1941年兩個常識教學大綱的教學要點都指出該科設置目的在於讓學

生認識到生產性的知識 课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

学大纲汇编:自然 社会 常识 卫生卷》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 1

版），頁 192,206 

9 上海市檔案館，〈Q248-1-344〉 （上海市：私立上海法政學院，1945）； 上

海市檔案館，〈Q109-1-328〉 （上海市：上海市參議會，1946）； 中央訓練團



看法與中共大相逕庭，延安時期的延安自然科學院長徐特立曾提過：「把生產

當作教育的手段」10，並以此區分純粹的工廠學徒制與「教育結合實際」的差

異11；陶行知的學生，曾任八路軍抗屬子弟學校書記的程今吾認為教育學的前提

是「生產勞動」12，他發展了「在真實的生產勞動和社會運動中的實踐」13的實

踐教育法以擴充陶行知的理論，並將該教法也用於該校。14。延安經驗提供我們

認識大躍進期間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線索，無獨有偶，1958年時任中
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是要改變不將勞動是為

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的實踐並造成學生鄙視體力勞動的教育思想。15就實際層面，

大躍進時期的教育政策如此在乎生產的原因與 1954年劉少奇提出的雛型有許多

相似之處：學校數目無法滿足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升學，待學（上海市的情況，

參見表格 1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中升學率 90）與畢業生專業與工作不

對口造成計劃經濟的人力浪費，中共便要求各級學校積極宣傳，讓學生畢業後

直接參與勞動。16然而高小和初中教育的升學取向很明顯，連該文件亦不能避免

指稱順利升學者較為優秀，為進一步使教師在課堂上正確的傳遞政策，加強對

教師的領導至為重要，陸定一抽象的解釋這一點：教育學是社會科學，一切社

會科學都要跟著政治走。於是，生產勞動不再是學生畢業後才會面對的抉擇，

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編，《蔣主席義務勞動言論集》 （出版地不詳：中央

訓練團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1946，第 1 版），頁 9–10； 王治範、黃質

夫，《中等學校勞動生產訓練》 （上海市：正中書局，1946，第 1 版），頁 

2,3,7,41  Robert Culp 曾討論過民國時期新式教育組織的規訓意義，參見： Robert 

Joseph Culp，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 165–208 

10 徐特立，〈對於邊區兒童的我見〉，《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學

研究所編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 1 版），頁 87 

11 徐特立，〈對牛頓應有的認識〉，《徐特立教育文集》，中央教育科學研

究所編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 1 版），頁 122 

12 程今吾，《新教育體系》 （上海市：上海書店，1948，第 1 版），頁 5 

13 程今吾，《新教育體系》 （上海市：上海書店，1948，第 1 版），頁 103 

14 程今吾，《延安一學校》 （上海市：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1950，第 2

版），頁 14–21 

15 上海市檔案館，〈B105-2-3-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小

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重

要文獻選編》，第 5 卷 （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249–250； 中

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 （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第 1 版），頁 362 在 1961年上海市委針對大躍進三年期間教育發展的檢

討報告中也提到了各類生產勞動對於吸收這些無法升學的學生的幫助，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A23-1-326-1〉 （上海市：上海市委衛生教育部，1961） 同時

嘉定縣教育局也在處理超齡就學的學生，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A23-2-1536-

18〉 （上海市：嘉定縣教育局，1959） 現代學者也是持類似的看法，參見 張禮

永.、郭軍，《共和国教育 60年》，杜成憲編，第 1 卷 （廣州市：廣東教育出

版社，2009，第 1 版），頁 136 



而是政府整頓教育體系的入口。17

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下，學校被重新定位，生產勞動納入正式課

程，此時的生產勞動不再只是服務性課程，而是明確的規定要和周邊的工廠、

農場、公社協作（或者是由生產單位辦學校），其產值與產品也須納入地方政

府的生產與銷售計劃中。18上海市的政策的規劃進一步強調教育場所中的生產勞

動與這段時間內上海的作為「工業城市」19的經濟改組需要相結合，教育局提出

學校能生產的項目後，計劃委員會和相關單位將進行評估，並提供學校技術指

導，有必要的話也對學校貸款以設置可配合產量的工廠（多數學校原先並沒有

實習工廠，有的也不見得能滿足實際生產下的耗損），同時也要求工廠需貼補

學生的勞動收入。20另外，針對學校的區位條件，上海市教育局也指示市區學校

和郊區學校配合當地的生產勞動，例如郊區學校與人民公社合作，市區學校配

合市政府的工業發展準備不同的工廠，也因此在這個時期上海的各級學校學生

經常派遣到農村中支援收割，學校招生量也視農村所需勞動力而調整。21

在教育與生產勞動──或明確的說是市政府的生產計劃──結合下，上海

市原先以普通中學為主的教育系統紛紛與周邊工廠結合，加上 1959年時上海合
併周邊原屬於江蘇的數個郊縣，一時間技工學校、農業中學等各式與生產單位

密切結合的教育機構豐富了上海的教育系統。22配合劉少奇在當時提出的「兩條

腿走路」辦學原則，這段時期的學校形式主要可以區分為兩種：將勞動（當時

又稱為勤工儉學）安排在教學計畫內的全日制學校和半工半讀的學校（如農業

中學）。不論在哪一種類型的學校，教育計畫均要求依附於生產計劃，配合大

躍進期間權力下放，中央的教育政策調整結合了地方政府內數個部門，其過程

對於規劃與參與各方來說都是首次，提供了我們一個新視角檢視地方政府如何

讓學生學習「勞動」。本章接下來的部分將分別針對與工廠協作的勤工儉學運

動和郊縣的農業中學進行討論。23 

17 上海市檔案館，〈B105-2-3-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18 上海市檔案館，〈B105-2-3-17〉 （上海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1958）；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31 

19 上海市檔案館，〈B105-1-1745-8〉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7）  上

海市教育局覺得中共中央在反右運動期間提出學生下鄉勞動僅限農業生產太過

狹隘，進一步提出要配合上海市的「工業城市」背景，中央的指示參見： 上海

市檔案館，〈B105-1-1745-4〉 （上海市：國務院，1957） 

20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49〉 （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51-60〉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58） 

21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黨組，1960） 

22 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第 1 版） 

23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 （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黨組，

1960） 



第二節：學校與工廠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開始後，各級學校最具體的改變也就是強調半

工（耕）半讀的勤工儉學運動，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各校學生，校級幹部費

盡心力與工廠簽訂合約。24教育部門主要考慮透過設立工廠或擴建實習工廠讓學

生投入工業生產，如果條件無法允許才可投入與生產無關的服務性勞動。25由於

不是每間學校的專業都能直接和工廠對口，勤工儉學無疑的實踐了前述劉少奇

對教育無法滿足經濟計劃的人力需求的言論──將實際運作的工廠引進學校，

讓學生學習實際生產技術。在本節重點在於討論學校和工廠配合的過程，以及

師生在參與計畫過程中的反應。

工廠辦學方案在大躍進開始時得到了極大的鼓勵，天津國棉一廠辦的半工

半讀學校就曾為《人民日報》表揚，其他地方政府群起效尤，學校辦工廠的方

案也在 1958年 9 月 12 日毛澤東參訪武漢時以「必然的趨勢」表揚武漢大學的

自辦工廠。26最初，上海教育局也先後指示轄下學校與必須與周邊工廠合作，藉

由廠校合作替工廠進行技術創新，同時也訓練學生參與勞動的能力，使學校可

以不依賴政府經費自力更生（當時新創的學校也標榜此原則）27。1958年底的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上多半展示學校的自力更生成果，但卻被

前來視察的康生批評為積極性不足，應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配合國家計劃發展更

多高精密工程，不要被老教授和研究所的條條塊塊侷限。為滿足這一點，復旦

和交通大學的勤工儉學納入更多的研發項目，稍後連上海市的中等專業學校都

在勤工儉學成果報告中提到了自己的勞動成果與上海擁有的先進工業技術間的

關係。28

廠校合作的原則最終希望將廠校合一，達到「辦學校即辦工廠，辦工廠即

辦學校」的目的，教育系統規劃工業、理科、醫學等專業大學可以按照市政府

24 多數的檔案不區分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的差異，少數檔案中提到勤工儉學

專指全日制學校將勞動編入課程，半工／農半讀則指的是學校自辦工廠／農場，

兩者之外只能下放農村或工廠勞動，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7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9） 

25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

1958） 

26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

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22,231 

27 文匯報，〈用勤工儉學的辦法 上海三師創建附中〉，《文匯報》 

（1958/3/12） 

28 上海市檔案館，〈A23-2-317-7〉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317-40〉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的工業需求興辦化工、建築材料或精密設備工廠，這類工廠也受到教育部門比

較大的關注，而其他學校則可以興辦一些生活用品的工廠。這些工廠的生產與

銷售計劃則納入計畫委員會與工業行政部門的領導。29

當學校介入工廠，分屬兩個部門的雙方關係就相當多變，勤工儉學政策在

制定階段就多有變化，市委和教育局最初希望工廠將原料撥給有意願的學校，

並讓學生在不影響勞動計畫下爭取有報酬的工作，在一番討論後，正式的政策

改成學生參加勤工儉學並不列入勞動計畫，但在計算生產率時才部分計算。30政

策制定過程中的折衝樽俎在實際環境中就更形複雜，也讓我們看到學校與生產

計劃部門的博弈。生產階段，學校被認為具有研發能力，但計畫分配到協作工

廠的原料是有限的，廠校彼此多有掣肘。31成果方面，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將校內

工廠產出的成果用於購買設備擴大生產，卻反被上海市稅務局索討稅金──直

到 1959年時稅務局終於明確規定學校的產出不需徵稅，但被學校合併的校外工

廠則需徵稅──如此一來又有一些響應政策的學校又成為課稅對象。32隸屬不同

行政層級機構的學校（如電機製造學校屬於中央的電機製造部、鐵路電信學校

屬於鐵道部）進入地方經濟計劃後突然造成配銷體系很大的問題，這些學校可

以向中央機關要求原料，再銷售給上海市內的其他單位；隸屬於上海市的學校

雖然沒有中央單位方便，但勤工儉學所得不須納稅，教育局和共青團反而得提

醒學校從事生產勞動時要避免與民爭利。33此外，由於學校原先的實習工廠不可

29 上海市檔案館，〈B243-1-142-10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節

約工作組，1958）； 上海市檔案館，〈B243-1-142-1〉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

委教育衛生工作部，1958） 

30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49〉 （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1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31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1〉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8） 

32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49〉 （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63-2-651-13〉 （上海市：上海市輕工業學校，1958）； 上

海市檔案館，〈A23-2-344-1〉 （上海市：交通大學，1958） 1961年中央教育部

與財政部更改標準，學校生產的產品只有用於教學使用時才不扣稅，參見： 中

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京市：教

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89 

33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1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上

海市檔案館，〈A29-2-51-69〉 （上海市：電機製造工業部上海電機製造學校，

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224〉 （上海市：上海鐵道電信信號學校，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12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36-126〉 （1958：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1092〉 （上海市：國務院，1960） 就算是服

務性的勞動也是被指定不得與社會上具有服務性質的行業衝突，如學校自辦洗

衣廠，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

會學校工作部，1958）   關於中央機構所屬學校後來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決定可

參見以下檔案，不過檔案指出中央並沒有明確要哪些學校該下放，地方政府可

自行協調： 上海市檔案館，〈B127-2-212〉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勞動局黨組，

1958） 



能滿足全校學生參與勞動，大量學生湧入一般性勞動（這也是教育局認為非專

業學校可以從事的勞動）反而影響市政府的勞動計畫，擠壓了城內失業民眾的

就業空間。有些學校班級全城尋找協作工廠，到處簽約的結果反而壓低工廠薪

資，有些工廠甚至願意讓學生義務勞動，市政府只能要求各部門成立對應的勤

工儉學委員會處理，但成效不彰。34

勤工儉學運動的核心參與者是學生，因此就算在經濟層面上教育部門與生

產部門有所矛盾，鼓勵學生參與勞動、學習勞動的目標並未改變，生產勞動一

詞即指出了學生參與的勞動是生產性的，生產接受計畫調控，因此學生要學習

的不是利潤核算問題，而是如何配合生產計劃進行勞動。上海市教育局在 1958
年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博覽會宣傳了一些中學生參與經濟生產和技術創新

的榜樣：如江寧中學的高三學生周必文改良玩具車馬達使中國玩具在市場上能

「壓倒日本」、上海學生發明無線電話改善公社間通訊，這些故事共同的特色

就是要群眾「發揮社會主義敢說敢做的精神」為計畫服務。35這種「好工人」的

形象刻劃也滲透到生產部門，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三學生在「老工人」

的指導下，撇開了那些虛情假意的企業和繁複的公式做出了鼓風機，讓自己的

班級成為一個小型翻砂廠；另外一所市立新光初中的學生以少年先鋒隊發動郊

區的學生，在老社員的帶領下辦了一個肥料廠；上海具有較大規模的生產設備

的市東中學，在提到與有經驗的工人互動是將學校的實習工廠轉變為生產工廠

的關鍵。這些「好工人」和「老工人」的形象具有正面的教育意義，成為論及

學生生產勞動時必提的榜樣（參見圖 1老工人的形象 91）。36除了學習按照計

畫外，教育單位普遍認為學生學習的是勞動的政治與教育意義，一些學校的輔

導報告中進一步認為就算從不具經濟利益的勞動，只要有教育意義也要讓學生

投入；學校附屬工廠中老師還會解說這些勞動和經濟建設的關係，如上海生產

的機械零件是四川的油田訂購的，學生耽於玩樂，不事生產便會造成國家巨大

的損失等等。37

生產勞動的課程紀錄多數會提到上海市區學生具有的資產階級習氣，而生

34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

作部，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13〉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24-57〉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3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2〉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35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 （上

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48–52,75–79 

36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 （上

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2,8；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

合展覽會編，《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6 

37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32〉 （上海市：上海機械製造學校，

1958）；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2 



產勞動扮演了改造上海市新一代的居民的重要角色。38 由於前述各級政策部門

在勞動時間、酬勞分配上沒有辦法達到一致的規劃，學生便在夾縫中找空隙，

有些學生認為既然勤工儉學是一門課，兩星期的課程結束後也該回學校讀書繼

續升學；有些學生則將生產勞動視為賺錢手段，認為「擺麵攤」39才一本萬利；

有一些人想趁機到對自己有利的單位工作，例如電影院售票、點心店賣點心、

到街上撿菸頭等；也有些人認為在協作廠工作有利於日後職業分配。40共青團和

學校的檔案中將上述行為認為學生的舊社會的背景產生資產階級習氣無法配合

新社會的計畫（對比於一些出身工人家庭的子弟反倒更尊重自己的父親）41。由

於教育局指示學校管理勞動報酬，學生只配給衣服或食物票。在激勵學生勞動

和避免學生抱怨自己「不滿 16歲，這和舊社會童工有什麼區別」42、「國家是

好了，個人卻苦了」43間（有些學生甚至引經據典抱怨列寧只說過「學習、學習、

再學習」，沒說過「再勞動」）44，勤工儉學只好回歸教育層面解決：以勞動課

成績或加強小組學習等方式鼓勵學生，並不斷表揚學習老工人的道德，甚至乾

脆讓學生駐廠勞動，以車間中工人之口強調學生須服從生產紀律，「脫去少爺

皮，換上工人繭」。45換句話說，雖然生產勞動讓學校與工廠結合，甚至讓學生

進入了工廠，但其教學方式仍是透過教育性的獎懲傳達生產勞動。

城市學校的勤工儉學提供了地方教育單位宣傳自身配合區域計畫的機會，

38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大膽革新中學教學》 （上海市：

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50〉 （上海

市：上海市教育局，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 （上海市：中共

上海市中等專業學校委員會，1958） 

39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2〉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40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

作部，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5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3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 （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

1958） 

41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68〉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學校工

作部，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

生部，1958） 

42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30〉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43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64〉 （上海市：上海電機製造學校，1958） 

44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22〉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45 上海市檔案館，〈A29-2-69-211〉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鐵路電信信號學

校委員會，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05-7-328-30〉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

局，1958）； 上海市檔案館，〈B127-2-212-35〉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

1958）；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73〉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普

教處，1960）； 毛仲磐，〈勤工儉學的小故事〉，《文匯報》 （1958/7/17）； 

文匯報，〈勤工儉學的又一重要形式〉，《文匯報》 （1958/8/14） 



學生在大工地與大機械旁參與社會主義勞動、大興土木為勤工儉學運動最為常

見（參見圖 3 學生參與建築工地生產勞動 93），學生的勞動力深為教育局所讚

賞，還估計出「十五個學生大約等於一個工人」46（上海市教育局對學生與勞動

力的核算參見：表格 2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

94）。除了工廠勞動，基礎建設勞動讓學生們得以參與各項公共工程，這類和

工人、城市共同勞動的活動激發了人們對未來的想像。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校

這類中等專業學校協助建設工業住宅、廠房和丈量土地；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

喊出「與水爭路，與時間爭路」的口號修建曹陽到安亭的公路，華東師範大學

醫學院學生還喊出「提前跨入 1960年而鬥爭」47，此外，小學生也在少先隊與

城市建設局的帶領下築路，中學生則參與市政府填平法華濱的建設──「為紅

領巾興建跳傘塔」──協助清汙（參見圖 2學生支援基礎建設：清汙 92）。48

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中，勤工儉學讓學生們希望藉由勞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

高樓大廈中，親手砌上一塊磚」49──勞動將學生鑲嵌進了區域的發展中。

第三節：城市與郊縣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是大躍進在教育上的折射，大躍進中建立的人

民公社運動徹底的改變了農村，上海教育部門也在 1959年上海合併數個原屬江

蘇的縣份後開始面對廣大農村中的教育問題，當年編輯的上海市編鄉土地理教

材中就介紹了這些郊縣的田園風光，並強調郊區產業的目的在於「保證城市蔬

菜的大量供應」，並強調這類分工可以逐步消除城鄉差異。50過去的研究者注意

到大躍進時期的農村教育在掃盲和增加農民對科學認知的努力，不過本章關注

的是農村教育政策與地方政府的產業人力規劃間的關係。51與市區不同，長期以

46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 （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

1958） 

47 上海市檔案館，〈B127-2-87-33〉 （上海市：上海市勞動局，1960） 

48 上海市檔案館，〈A29-2-53-164〉 （上海市：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校，

1958）；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42–43；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

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紅領巾的社會活動》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8，第 1 版），頁 60–61 

49 上海市檔案館，〈B127-2-87-33〉 （上海市：上海市勞動局，1960） 

50 上海市教育局，《高級中學適用 上海市鄉土地理教材》 （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1959），頁 62 
51 John King Fairbank、Roderick MacFarquhar，《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囯史(1949-

1965)》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 版），頁 435–449； 張禮永.、

郭軍，《共和国教育 60年》，杜成憲編，第 1 卷 （廣州市：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9，第 1 版），頁 148 



來，農村教育面對的入學率和鞏固率（學生入學後不休學）52雙低的問題，人民

公社開始後，中共應許了公社在食物和福利上都會躍進，但糧食產量躍進意味

著地方政府徵糧量也會上升，農村得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此時，教育與生產勞

動相結合的原則也就運用到農村，動員市區學生協助收割、修水利與郊縣學生

就讀半農半讀學校就成為這段時期的特色。

農業中學始於 1958年 3 月中江蘇省委的民辦農業中學座談──農業中學不

只是半工半讀，行政領導上歸公社管理，同時配合公社的生產──參與此次座

談的陸定一在聽聞這種學校後，特別指出要各地興辦農業中學，以民辦為主的

農業中學開始大為風行，不但 4 月 21 日《人民日報》更以社論鼓勵，該年 12
月 10 日中共八大更在關於人民公社的指示中規定人民公社需自辦小學、農業中

學。53在此風潮下，上海也興辦了農業中學，同時鼓勵郊區的普通學校和人民公

社結合，進行半農半讀（當時上海以市區為主，郊區範圍不大），但普通學校

進行半農半讀時往往參照勤工儉學的政策，力求增加學校的產量，於是便有學

校和跟人民公社搶土地的糾紛。54隨著 1959年原屬江蘇的郊縣帶入更多郊縣農

業中學後，上海市政府對農業人力、糧食生產的規劃也就更清楚的反映在這些

學校的計畫上（上海市政府對市區、郊區學生的勞動力估算，請參考：表格 2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 94），以下將由此出發，
從普通學校協助農作開始，再進入公社中的農業中學，討論教育安排和課程如

何折射市政府對農業區域的規劃。

上海市內學校在大躍進開始之後就編有農業知識課程，許多學校也在操場

上設置「紅領巾農場」等集體勞動農場供學生種植教學作物，但整體來看這門

課並不是很受重視，至 1963年，全市負責此課程的教師僅一半出身農業相關的

職業學校。55下鄉勞動多半在寒暑假間舉行，與農業知識課程不同，其目的在於

讓學生接觸農村，在道德上願意去農村服務，在大躍進開始之前被稱為「義務

勞動」56。由於上海市教育局對學校設置工廠的規劃，不具技術專業的文科學校

52 郊縣學生升學率不佳的情況可以參考 表格 1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

中升學率 90 ，而就算到了 1965年，在農業中學等學校已經做到一社一校下，

金山縣十七所農業中學的學生流失率還是超過 40%，請參見： 呂型偉，《上海

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 1 版） 

53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

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1 卷 （北

京市：中國文獻出版社，1995，第 1 版），頁 615–616 

54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11〉 （上海市：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局，

1958）； 文匯報，〈普通中學改成農業中學〉，《文匯報》 （1958/3/28）； 文

匯報，〈上海郊區辦起 420所中學〉，《文匯報》 （1958/4/4）； 文匯報，

〈上海郊區大辦農業學校〉，《文匯報》 （1958/8/18） 

55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小學農業常識教學經驗》 （上

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 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

型偉編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 1 版） 

56 在教育界可見的「義務勞動」指示大約起於 1957年在暑假前的反右運動告

一段落後，共青團中央轉發各省市展開義務勞動的通知，要學生，一開始集中



和中學便經常前往農村協助勞動，這也是大躍進之後常見於報端的「教育與生

產勞動相結合」形象（參見圖 4學生下鄉勞動 95）。57市東中學紀錄該校學生

於寒假期間赴農村協助清淤、興修水利的過程，公社的生活讓學生了解農村的

情況以及農作流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認識農村中的階級，學生們利用自己

在社會主義課中的學習成果判斷出哪些人是依靠城市生活的舊地主，並和農民

討論農業合作化的好處。58合作社幹部、老農與學生會談的教學方式在參與夏、

秋兩季的收割勞動中也相當常見，那怕是在 1960年農業普遍歉收的時節，這樣

的教育方式依然可以讓學生體認到公社化對農作物產量的好處（偶爾有一些破

綻，金山縣朱涇公社的農民趁學生到公共食堂吃飯時說「這是你們來了才搞得

這樣好的」59，但這位農民說完立即遭到旁人糾正）。市區學生到農村勞動之餘

也帶著認識大躍進期間新農村的作業，老師們會安排讀報、政治學習和調查活

動，讓學生認識對周遭工作的農民進行調查，讓學生體會「為了保證工人老大

哥吃好，寧願自己吃少」和「把農村建設的跟城市一樣」農業規劃願景。60

與市區學校的走馬看花不同，人民公社中的農業中學負擔的是公社的生產

需求，一般的農業中學（上海的農業中學以初中為主）設有試驗田，師生在內

耕作，由於公社補助和學生學費只能佔其運作經費很少的部分，試驗田和師生

協助公社生產所得相當重要。時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長的楊西光從不諱言農

業中學設置就是要緩和農民對子弟被迫放棄升學的反彈，學生程度與勞動時間

的客觀因素使得農業中學的課程必須有所精簡，為農業生產服務，例如將歷史

課程與其他科合併，加強農業常識課程（參見圖 5 農民中學的形象 96）。61 

在高等院校，1958年之後在大躍進的背景下，中學生也逐步加入參見： 上海市

檔案館，〈C21-2-1036-62〉 （上海市：上海市委，1957）； 上海市檔案館，

〈C21-2-1036-171〉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57）； 上海市檔案

館，〈C21-2-1036-221〉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57）； 程永寧、

許學習、周自進，〈大學生到農村義務勞動〉，《文匯報》 （1957/8/5）； 文

匯報，〈上海中等學校師生三萬人 寒假期間下鄉義務勞動〉，《文匯報》 

（1958/1/25）； 文匯報，〈上海中小學生暑假生活豐富多彩〉，《文匯報》 

（1958/7/27）  大躍進開始之後，寒暑假期間支援農村收割仍被稱為義務勞動，

郊縣也會組織「義務勞動辦公室」負責相關業務，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

〈A72-2-23-5〉 （上海市：嘉定縣「三秋」義務勞動辦公室，1959） 

57 上海市檔案館，〈B243-2-176〉 （上海市：上海市高等教育局，1959） 

58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勤工儉學在市東中學》 （上海

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24–33 

59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4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60） 

60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4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60）； 徐峰，〈第九女中三秋勞動善始善終〉，《文匯報》 （1960/11/8）； 

文匯報，〈向明中學全面安排三秋勞動和生活〉，《文匯報》 （1960/10/12）；

文匯報，〈將青春獻給壯麗的農村教育事業〉，《文匯報》 （1960/11/14） 

61 上海市檔案館，〈A23-2-492-93〉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60）； 上海市檔案館，〈A23-2-549-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60）； 上海市檔案館，〈A23-2-489-1〉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農業中學的師生來源相當複雜，1958年開始興辦農業中學時，願意且有資

質上學的學生多半是住在鎮上的非農業家庭出身（如舊地主、手工業者），當

教育局指示農村學生應該就近在農村就學、協助生產時，家長們多半不願意接

受，有些農民甚至說孩子能到上海市區的學校就學是「革命勝利果實」62；學校

方面則認為農業中學招生情況不理想，教育局應該把附近市區學校的學生分配

下來。631959年，各地的糧食產量逐漸發生困難，上海農村的情況雖然並非極

端嚴重，但教育局在該年三月指示要釋出超齡學生回社勞動（對於同時期前來

農村收割的市區學生來說，要注意的僅是不可趁下鄉購買農副產品而已64），消

息釋出後引發外界恐慌，家長認為「原來是勞動要動員讀書，現在又要動員勞

動」，學生中甚至傳出初中升學考試一定會讓超齡學生考不上，此時教育局只

好對學生解釋農業中學的教師依然會定時訪視回社勞動的學生，並將有城市戶

口者（市居證）與普通農村居民區分開處理。65農業中學的設立具有將生產勞動

與教育結合的目的，並且以生產為主，但當生產勞動需要更多勞動力時，農業

中學的就學政策就成為政府可以運用的手段，既然可以離開普通中學半農半讀，

那直接在生產隊接受老師定期訪視又有何不可？

農業中學的出現在制度上讓農村可以「留得住中學生」66，使其大致運作到

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完全結束，但在上海這種以城市經濟為主，地理空間

卻包含大片農業區的城市來說，農業中學面對的競爭就沒有最早施行的江蘇輕

鬆：上海市教育單位照其他省市的經驗將農業中學交給人民公社領導，視為生

產的一部分，但其不直接投資的結果導致 1959年寶山縣 38所農業中學還沒有

一個專職的校長；1960年之前上海也一直沒有市編本農業中學用教材（同時期

的普通中學用市編教材已經有數十本，教育局只好讓農業中學先用江蘇編的教

材，直到 1965年乾脆建議是用普通中學教材）67；上海的普通中學設置密度較

高，農業中學為公社服務限制學生前途，城市近郊學生反而不願意就學，於是

發生「就全國來看有發展前途，但還要看具體情況」68。這些問題折射農業在上

海市計畫經濟中的地位，1959年合併郊縣的原始目的在於穩定上海的農副產品

1959） 

62 上海市檔案館，〈A23-2-1536-33〉 （上海市：南匯縣委員會宣傳部，

1959） 

63 上海市檔案館，〈A23-2-549-5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60） 

64 上海市檔案館，〈A23-2-633-14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60） 

65 上海市檔案館，〈A23-2-1536-33〉 （上海市：南匯縣委員會宣傳部，

1959） 

66 陸定一，〈農業中學創辦二周年〉，《人民教育》 第 2 卷 （1960），頁

1–3 

67 上海市檔案館，〈B105-8-805-1〉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5） 

68 上海市檔案館，〈A23-2-489-182〉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9） 有些老師還建議既然國家提倡勞動，接受三年勞動洗禮的農業中學學生

在升學考試時應該要優先錄取，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A23-2-549-57〉 （上

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1960） 



供給，但上海仍是主要工業城市，工業在計畫經濟中佔有極大的比重，但人民

公社的積極性又是大躍進所提倡的，對比江蘇全省農業中學佔有大量田地，自

給自足的情況，上海市教育局興辦農業中學這類與公社結合的學校時顯得有些

躊躇，農業中學的教師們還認為上海是「秘密的」69興辦農業中學。70 大躍進時

期的人民公社、戶口政策和二五計畫使現代中國的城鄉二元化體系完全確立，

學生在城市附屬的廣大的農業區域就學也就被迫認識了兩套系統的差異，雖然

許多人抗拒前往農村支援收割，當地工商業者也不願子弟就讀，此時「勞動」

成為銜接農業與學校政策的卡榫：它指示學生在農村升學不代表受到差別待遇，

只是服從計劃經濟生產要求，學校系統仍是連貫且開放的，而且計畫最終一定

會「消滅城鄉差別，消滅工農差別」71──但在計畫的終點到來前，不同區域所

受的教育卻將學生鑲嵌進不同的生產計劃中。

第四節：小結

關於人們願意投入現代工業的原因，Michael Burawoy以其在美國和蘇聯等

地的工廠田野經驗寫了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中文譯本為《製造甘願 : 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

歷史變遷》72）和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73兩書進行討論。他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資本主義藉由製

造工人甘願（consent）勞動的新方式創造新的社會觀，獨裁型的企業已無法得

到員工支持，人們透過勞資協商機制使得工人成為工廠共生體的一部分，工人

與資方協力排除企業外的工人，並在企業內尋求晉升的機會，這種形式上的平

69 上海市檔案館，〈A23-2-489-177〉 （上海市：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9） 

70 陳光，〈農業中學的新階段和新任務〉，《人民教育》 第 2 卷 （1960），

頁 10–14； 黃茂林，〈一所機耕化的農業中學〉，《人民教育》 第 2 卷 

（1960）； 歐陽惠林，〈江蘇省農業中學的第二年〉，《人民教育》 第 2 卷 

（1960）； 作者不詳，〈農業中學大抓鞏固提高,為 1960年繼續大發展準備條

件〉，《人民教育》 第 1 卷 （1960），頁 54–55 

71 消滅城鄉差別為陸定一展開農業中學政策時的原話，上海市農村工作委員

會在農業中學興辦第三年的回顧報告時又再一次提及過去三年農業中學辦學政

策與區域發展間的關係，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A72-2-416-6〉 （上海市：上

海市委農村工作委員會，1960） 

72 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 : 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臺

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 英文版為： Michael Burawoy，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73 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Verso，1985） 



等（企業內的年資加乘不區分管理階層或工人），使得工人感覺不到被剝削，

企業本身龐大的規模和穩定的內部治理克服了市場的無秩序，使現代資本主義

社會發展出壟斷型資本主義。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就算實存的社會主義

國家透過計畫經濟試圖避免市場的無秩序，但計畫分配的原料和產銷量隨著計

劃始終，工廠為了爭取更多的產量（為了官僚升等或其他因素），工廠間依然

會囤積貨物並彼此競爭產量，社會主義國家的計畫經濟和意識型態雖然避免勞

工直接面對失業，但計畫的不確定性卻不能讓勞工避免被去技術化，同時為了

鼓勵勞工學習新技術（製造「甘願」），塑立工人模範便相當重要，否則在計

劃體系下的工人缺乏自主性，除非政治體制改變，任何形式的動員都不會改善

工人的勞動能力。74

雖然毛澤東主導的工業化與東歐蘇聯式的工業化有理念上的差異（如鞍鋼

憲法和蘇聯馬鋼憲法的差異）75 ，但 Burawoy的研究成果對於本研究有許多啟

發，當工業中的計劃經濟進入原本不負責生產的學校時，校際、廠際，甚至廠

校間的「市場競爭」就隨之展開，如第二節所討論的，廠校的供需關係導致勞

工（學生）地位下降，廠校的主管單位，勞動局與教育局針對彼此生產項目衝

突只能不斷的協調，最後確立以現有工廠為主，並將學校納入生產計劃的原則。

教育部門面對這些衝突，在每次慶祝產量提升之餘似乎有些手足無措，直到

1961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重新確定學校不是康生所說的工廠，而是「以教學為

主」76前，教育單位只能隨著生產量起舞，接受由生產單位提出的廠校合併或計

畫產量移轉，並努力的追趕地方或國家規定的生產指標。77

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到底是教育還是生產勞動，從延安時期以來的教

育發展便沒有一定的說法，教育單位的主事者們和康生、陸定一等人有著不同

想法，現代工業的生產勞動是高度分殊化的，如此一來學習設計專業可能可以

不用離開工作室，這樣的勞動毫無疑問不符合教育單位對勞動的看法。78因此在

74 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Verso，1985），pp 162–164,195–196,200–

202 

75 毛澤東，〈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况的報告〉，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 13 卷 （北京市：中國

文獻出版社，1996，第 1 版），頁 109–124 

76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 （北

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 1 版），頁 294 

77 如交通大學與上鋼二廠增建的車間合併之後，上鋼二廠便將 1958年鋼產量

移轉交通大學，其他較小規模的合併也有榆林區的銅仁合金工廠與長陽中學、

上海電焊機廠與江浦中學，也是配合工廠生產計劃擴充人力，參見：上海市檔

案館，〈A23-2-344-20〉 （上海市：交通大學，1958）； 上海市檔案館，

〈A23-2-344-126〉 （上海市：公私合營上海電焊機廠，1958）； 上海市檔案館，

〈A23-2-344-124〉 （上海市：公私合營銅仁合金工廠，1958） 而一些研究者把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過程中行政單位的混亂導致教育計畫混亂歸咎於大躍進

時期的教育錯誤的「依賴群眾」，參見：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

命」研究》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 1 版），頁 165–172, 373 

78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52〉 （上海市：上海建築工程學校，1958）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中，教育性獎懲遠比生產上拒絕學生繼續前往工廠

工作有效，在 1957年生產勞動政策初步進入學校時，上海市教育局就認定必須

避免學生間的「生產競爭」，只能維持教育性的「生產競賽」79。如此雖不至於

與 Burawoy提過的「內部國家」80──工人在企業內部爬升並競爭，成為制度的

一部分──類似，但學生在班級的獎懲制度下是平等的，如此一來唯一獨立於

生產之外的只剩下不需要因為勞動效果差異而接受獎懲的教師，在反右運動剛

結束的年代裡，教師在勞動中處在監督學生和參與勞動的雙重角色，反而變成

「不夠積極」的對象。81

在獎懲與車間、農場的生產鼓勵下，教育單位向學生傳遞了政府的勞動計

畫，在政治輔導員的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車間中的學生利用工人的趕工術

語喊出了「現場好比戰場，輕傷不下線」、「校內好學生、廠內好工人」82的口

號，政治輔導員也會藉機組織學生鳴放，改變教學計畫讓學生的課業表現能與

生產表現一致。83小學的社會主義課程也透過實際參訪人民公社，透過訪問、調

查讓學生認識在上海郊區設立的人民公社如何改變城市生活。84如此一來教育結

合生產勞動的課程便有了一種職業參訪、實作的性質，這類活動對學生具有一

定程度的吸引力，農業中學的學生認為「下放（生產）是光榮的事」85，1963
年編纂的上海市初中生作文選中就收錄了南匯縣的一位初中生在三夏勞動中透

過同學的鼓勵，學會打麥並立志日後當個農民的文章，這類「自願者」往往被

地方教育單位視為模範，在後來的回顧中，地方教育單位進一步認為教育與生

產勞動相結合有效的讓畢業生服從分配，甚至還能支援外地建設。86

79 上海市檔案館，〈B105-1-1745-8〉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57） 

80 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 : 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臺

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頁 279 

81 上海市檔案館，〈A29-2-51-167〉 （上海市：上海船舶製造學校，1958）  

由於勞動成為一種教育方式，此時老師和學生都受到生產小組管理，乃至於有

些學生看老師上工太辛苦，還會高喊「我以小組長的名義，命令你休息！」，

參見： 上海市檔案館，〈A23-2-370-30〉 （上海市：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

1958） 

82 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65〉 （上海市：上海水產學院，1958） 

83 上海市檔案館，〈A23-2-344-165〉 （上海市：上海水產學院，1958） 類似

的教學方式在沒有配置政治輔導員的中等學校中則是由老師進行，老師跟著學

生在實習工廠和外面的工廠中勞動，同時調整上課規劃，參見： 上海市教育與

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大膽革新中學教學》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8，第 1 版），頁 33 

84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紅旗引導少年兒童前進》 （上

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12–14 

85 學生們抱怨松江縣城北農業中學下放超齡學生時把背景不好但沒超齡的學

生也下放了，公社黨委陳朝貴本意為「為何不培養工農子弟，而要去培養這些

人呢？」，但學生卻對下放背景不佳者能到第一線不滿 上海市檔案館，〈A72-
2-863-7〉 （上海市：共青團上海市委辦公室，1961） 

86 施振洪，〈我在勞動，我在鍛鍊〉，《上海市初中生作文選》，上海市中

小學生作文評選選委會編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64，第 1 版），頁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從最初要解決就業、生產問題到最後成為週期性改

變教學計畫的校外活動，學生在不同職業、勞動現場的教學經驗對其傳達了一

種觀看城市的方式。政治課、社會主義課中不斷的彼此鳴放、檢討和評分也讓

他們得以勞動為標準凝視（gaze）87自己的同學與生產現場的其他人。與紙本上

的學習不同，這次進入生產現場的機會除了凝視自己所在的區域，更是實作了

地方政府與國家的計畫，並藉由勞動和一系列與之配合的課程，將生產方式內

化為生活型態，直至今日我們仍可看到中國大陸的各級教育部門延續部分這類

在大躍進時期誕生的政策。88

41–43 ； 呂型偉，《上海普通教育史》，呂型偉編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4，第 1 版），頁 221

87 John Urry在 The Tourist gaze中將 Foucault 提過的現代醫學的凝視（gaze）

概念運用在旅行上，他認為旅行手冊提供了觀光客觀看景物的角度，而且觀光

客只會按照其指定的角度拍攝照片，在此將Urry的概念延伸到教育上，與旅行

手冊不同，教育文本透過評分、班級經營讓其提供的凝視更有效力，Urry原始

的說法參見： John Urry，The Tourist Gaze （Thousand Oaks：Sage，2002） 

88 在就學過程中接受政府分配進入生產單位勞動這一種計畫經濟時期的產物

在今日依然存在，只是換了面目，2003年 3 月的《南方周末》指出大陸學生習

於畢業前一年或甚至更早開始在企業實習，勞力供給過剩讓企業乾脆不支付實

習生薪水，此一怪象和計畫經濟時期人們的就學經驗有關，由於學長姐、家長

在計劃經濟下的經驗造成的壓力，新一代的學生只好不斷地壓低自己在「實

習」市場上的薪資，以祈早日就業，而這類現象在今日依然存在，並更加嚴峻，

參見：楊支柱，〈取消實習，放棄計畫經濟就業觀〉，《南方周末》 

（2003/3/28） 而協助勞動對於學生尊重勞動成果的道德教育迄今仍為人看中，

陝西省教育廳於 2013年 4 月還指示轄下城市學生參與農村勞動（但和大躍進時

期講究學校負責的生產量不同）參見： 劉振，〈省教育廳要求城市學生要參加

農業生產勞動〉，《西安日報》 （2013/4/1） 而校辦產業在 1980年代雖然被
譏為「學校辦社會」，但校辦產業在市場化深入之後也有了新的面貌（上海部

分參見：圖 6 2000年時上海市各級學校校辦產業產值與比例分配 97），例如知

名的北大方正、清華紫光集團，而國務院為了避免產校間的衝突，2003年成立
的清華控股公司也就是在政策不允許學校全資企業和校辦企業下的中介單位，

參見：龐瑞锋，〈高校企業：光環下的意外〉，《南方周末》 （2003/9/11）；

丁偉，〈清華大學：只做股東，不當“父母”〉，《人民日報》 

（200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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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49-1978間上海市三級產業占 GDP比重89

89 資料來源： 上海市統計局，《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統計資料

（1949-2000）》 （上海市：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第 1 版），頁 8–11 



年分 市區升學率 郊縣升學率

高
小
升
學
率

1958 97 117

1959 98 88

1960 91 78

1961 91 61

1962 87 57

初
中
升
學
率

1958 82 54

1959 96 60

1960 93 75

1961 72 31

1962 66 31

表格 1 1958-1962 間上海市高小與初中升學率90

90 呂型偉編，《上海普通教育史》 （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 1
版），頁 219,220 



圖 1老工人的形象91

勞動可能是為自己的，也可能是公益的，老工人在學生背後的出現展示了

一種傳承，這不僅是文宣上的意義，在各校的勤工儉學紀錄中也提到學生混合

編入工廠車間接受工人指導。

91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 （上

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49 



圖 2學生支援基礎建設：清汙92

大躍進期間正是上海市政府透過二五計畫的經費清理轄下棚戶區的時期，

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參與市政工程（並認為將棚戶區改造為公園對人民以及學

生有利的），除了形諸於文字上的棚戶區外，學生也在勞動中認識了社會底層。

92 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青年學生在勞動中躍進》 （上

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第 1 版），頁 43 



圖 3 學生參與建築工地生產勞動93

這張可能拍攝於 1959年解放台灣宣傳工作展覽會（1959-1962間上海舉辦

過多次這類活動）的照片中，風起雲湧的學生參與生產勞動也入鏡，顯示學生

在地方政府的教育下支援國家計畫的形象。

93 上海市檔案館，〈H1-15-10-5〉 （出版者不詳，1959） 



表格 2 1959-1963 間上海市區與郊區學生人數與勞動力折算94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中

小

學

7.38 1.50% 8.5 1.60% 10.1
4

2% 12 2.70% 13.1
5

3%

中

專
3.97 0.30% 1.4 0.50% 6.2 0.55% 6.6 0.60% 6.8 0.60%

高

校
5.59 0.40% 6.4 0.40% 7.04 0.45% 7.5 0.50% 8 0.50%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16歲
以上

（萬

人）

學生折

合勞動

力比例

（%）
小

學
0.72 2.96% 0.32 3.30% 0.5 4.12% 0.74 5.13% 0.78 5.61%

初

中
2.81 3.45% 3.25 4.10% 3.63 5.35% 4.42 6.68% 5.32 8.17%

農

中
0.94 1.39% 1.15 1.70% 1.01 1.99% 1.51 2.94% 2.05 4%

高

中
1.67 0.52% 1.78 0.60% 2.04 0.66% 2.12 0.69% 2.17 0.70%

中

專
0.5 0.16% 1.04 0.30% 1.06 0.40% 1.26 0.48% 1.45 0.55%

在這份 1960年底上海市教育局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市區與郊區的學生人

數，以其中可以充當勞動力的 16歲以上學生比例來看的話，郊區學校，尤其是

農業中學能提供的勞動力遠勝於市區學校數倍

上表為市區學校，下表為郊區學校。

94 上海市檔案館，〈B105-2-268-2〉 （上海市：上海市教育局，1960） 



圖 4學生下鄉勞動95

這張拍攝時間不詳的照片是常見的學生支援農村形象，在教師的帶領下，

學生接受老農的指導協助農作，並與老農晤談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在大躍進

時期尤其重要的是認識農村生產合作化的重要性，這類照片構圖的方式和前面

幾張學生支援工業都有類似的手法：學生一定得接受工農領導進行勞動。

95 秦風老照片館編，《上海製造：1950-1960年代》 （桂林市：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10，第 1 版），頁 98 



圖 5 農民中學的形象96

大躍進期間農業中學負擔多項任務，除教育農村子弟外，以教師的名義下

放城市幹部，並且鼓勵學生到城市學習新技術再帶入農村都是政府賦予它的生

產任務，上圖為學生參觀新作物，下圖為下放幹部擔任教師傳達農業知識

96 上圖：陳根寶，〈上海市農業中學一年級學生在上海農業試驗站辣椒田裡

參觀，了解新品種的生長情況〉，《文匯報》 （1958/8/15） 下圖：尚凡，

〈下放幹部，農業中學的骨幹〉，《文匯報》 （1958/6/22） 



圖 6 2000年時上海市各級學校校辦產業產值與比例分配97

在 1950年代勤工儉學運動之後，各校都保有大量的工廠，加上 1980年代
開始的市場化風潮，學校育成、技術或人力移轉蔚為風行，這也就形成當代中

國學校中龐大的校辦企業體系，不過與 1950年代的情況類似，這類企業首先得
面對的就是校企間的經費劃分或人事任命問題

97 《上海市教育地圖集》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市教育地圖集》 （上海市：

中國地圖出版社，2003，第 1 版），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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