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平苗、瑶、傣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金平县 )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 ,地处东经 102°31′至

103°38′,北纬 22°26′至 23°04′之间 ,西接绿春县 ,北邻元阳县 ,并隔红河与个旧市、蒙自县为邻 ,东隔红河与河

口瑶族自治县相望 ,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黄连山省的坝洒县及莱州省的封土县、清河县、勐德县接壤。全

境东西最大横距 115公里 ,南北最大纵距 70公里 ,国境线长 502公里 ,总面积为 3685. 69平方公里。县人民政

府驻地金河镇 ,距云南省会昆明市 477公里 ,距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个旧市 159公里 ,距县内最近的十

里村乡驻地公路里程 13公里 ,距最远的马鞍底乡驻地公路里程 146公里。

2. 行政建制

现金平县所辖大部地区 ,早在汉朝即建立了行政机构 ,隋、唐、五代十国时属南宁州都督府黎州地 ,南诏、

大理国相继统治 ,元代属临安路大甸地 ,明代属临安建水州十五勐十八土司地 ,清代属临安府勐丁 4个土司管

辖 ,清光绪十六年 ( 1890年 )始“改土归流” ,民国后设行政委员管理 ,后来分设平河、金河两个设治局 ,民国 23

年 ( 1934年 ) ,两个设治局合并设县 ,分别取两个设治局首字命名 ,为“金平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属

蒙自专区、红河专区 , 1985年 6月 11日 ,国务院批准改设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 12月 7日自治县正式

成立。 目前全县辖 13个乡 , 1个镇 , 80个村公所 , 11个办事处 , 996个自然村 , 1323个村民小组 (合作社 )。

3. 自然资源

金平县在自然地理上属云岭山脉分支、哀牢山脉延伸地区 ,境内山峰林立 ,河谷交错 ,沟壑纵横 ,各地海拔

悬殊很大。全县最高点为西隆山 ,海拔 3074米 ,最低点为脖河口 ,海拔 105米。全县绝大部分是山地 ,有 10个

分布比较零散的小坝子 ,多在 800米以下地带。其中最大的勐拉坝约 16. 3平方公里 ,最小的巴哈坝仅 1. 19平

方公里。 坝区总面积约 3700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 0. 67%。

本地总体上属亚热带气候 ,每年 5月至 10月为雨季 , 11月到 4月为旱季。 由于海拔高差悬殊 ,气候垂直

变化明显 ,降水量变化很大 ,在海拔较低的坝区 ,气候炎热 ,土地肥沃 ,水源丰富 ,盛产双季稻和亚热带水果 ,而

海拔 1600米到 3000米的山地 ,多为原始森林覆盖。

县内土壤以红壤为主 ,土壤成份中缺磷。 在全县土地总面积中 ,高等肥力者占 22% ,中等肥力者占

55. 19%。据最近的测算结果 ,本县土地面积为 552. 85万亩 ,其中耕地约 95万亩 ,占总面积的 17. 2% ;耕地中 ,

水田 29万多亩 ,干田 3. 7万亩 ,旱地 65万亩 ,共 97万多亩 ,占土地面积的 17. 5% ;全县有林地 217万亩 ,占土

地总面积的 39. 3% ;园地 7万亩 ,占总面积的 1. 3% ;此外 ,估计县内尚有荒山荒地 188万亩 ,约占总面积的

34%。

矿产是金平县的主要资源 ,主要有金、镍、铜、铁、锡矿。 其中铜矿正在开发 ,金矿也有个人分散开发 ,其他

矿产没有大规模开发。 境内潜在水资源比较丰富 ,但开发较少 ,据估计 ,水能蕴藏量 191. 39万千瓦 ,可开发水

能资源 32. 7万千瓦 ,已开发 0. 09万千瓦。 另外 ,境内还有不少地热资源没有得到系统开发。

本县还有众多的珍贵动植物 ,但由于国家有关法律限制采伐和捕猎 ,这些资源不会形成收益 ,相反 ,政府

有时要花一定人力物力保护资源 ,防止偷猎、偷采。

本县自然灾害以洪涝为主。 雨季经常暴雨成灾 ,常造成水土流失、垮山倒埂、淹田塌地、冲路毁桥 ,甚至出

现卷走人畜、埋屋葬家等惨局。

4. 人口与经济

1993年 ,本县共有居民 57329户 (其中乡村 52342户 ) ,人口 300543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 14418人 ,占总

人口的 4. 8%。 非汉族人口 256270人 ,占 85. 3% ,是个以少数民族人口为大多数的地区。

按当年价格计算 , 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14018万元 (人均 467元 ) ,在总值中 ,农业 6706万元 ,占

47. 8% ;工业、建筑业分别为 1394万元和 636万元 ,占 9. 9%和 4. 5% ;其他产业 5282万元 ,占 37. 7%左右。从

数字上看 ,本县工业比重较小 ,农业产值占一半弱 ,产值其他部分主要来自商业、交通邮电、与农、林、牧、副有

关的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党政机关等。在生产总值中 ,劳动报酬 11247万元 ,占 80% ,固定资产折旧 1305万

元 ,生产税 1166万元 ,盈余 300万元 ,第一、第三产业为亏损经营 ,第二产业有盈余。

按照现代通用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来衡量 ,金平县各方面发展水平较低 ,在云南省属于最贫困的县之一 ,

被列为重点扶持的“省级贫困县” ( 1985年前为“国家级贫困县” )。1991年后云南省又把金平县列为“重点贫困

县”和“国务院扶贫攻坚县” ,这些称呼均伴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主要是财政补贴。 1993年 ,县财政收入 117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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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支出为 4573万元 ,支出超出收入 3396万元 (表 1)。 超出部分主要靠国家财政补贴来维持。

表 1　金平县财政状况　　　 (单位:万元 )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县财政收入 601 751 901 1177

县财政支出 2586 3697 3949 4573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3175 3798 4709 -

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278 2807 3478 -

　　在本次调查所选的 4个县中 ,金平县是唯一的民族自治县 ,也是多民族杂居、汉族人口少于少数民族人口

的一个县。 在全县人口中 ,汉族人口占 14. 9% ,数量上位居第三 ,少数民族有苗、瑶、傣、哈尼、彝、壮、拉祜等

族 ,还有未识别的芒人。 这些民族保留了大量自身的传统文化、生活与劳作方式以及思维特征 ,这些特征又构

成了特有的教育传统。比如 ,在“芒人”、“苦聪人”中 ,“教育”尚没有成为一项专门的社会化活动 ,没有从社会生

活中分化中来 ,人们在成长过程中 ,仅从家庭、家族、朋友、长辈等人那里获得各种知识和技能 ,没有专门的“教

师”和“学校” ,也谈不上受教育的作用或结果。 所以这一地区成为国家重点扫盲和推行义务教育的难点 ,也是

职业教育发展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

(二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1. 职业教育的发展
由于金平县是多民族杂居区 ,经济落后 ,教育发展缓慢且参差不齐 ,职业教育的建立与发展就更谈不上

了。在 60年代 ,各公社开办了“农业中学” ,但由于种种原因 ,农业中学很不稳定 ,频繁调整、停办、合并等。1983

年 ,正式成立了“金平县农业技术中学” ,该校为全日制中等农业技术学校 ,位于县城南郊 5公里处 ,兼有长班

和短训班。 刚创办时 ,长班以“畜牧兽医”和“农学”两个专业为主 ,基础课为高中语文、数学、化学、政治、体育。

畜牧兽医专业开设中级兽医药理学、传染病及微生物学、解剖学等 9门专业课 ,农学开设农业经营管理、遗传

与育种、土壤与肥料等 8门专业课。 本校学生由国家提供口粮 ,每月补助生活费 12元 ,享受公费医疗 ,毕业不

包分配 ,可参加招工招干考试 (录用率比较高 , 1985年首批毕业生有 24人被录用 ) ,短训班包括水电、养殖、电

影放映等专业。

1981年前 ,金平只有临时性的“民族师资培训班” , 1981年“师训班”更名并创建了“金平县民族教师进修

学校”。 1985年后该校建成了一幢有 4个教室的校舍 ,一幢住 120人的 2层宿舍楼 ,还设置食堂、实验室、资料

室、办公室、电视室等。该校以培训在职教师为主要任务 , 1988年开办了一个以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为目的

的“民族女生班” ,学制 4年 ,授初中课程 ,共招收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女生 50人 ,由县财政每年拨专

款 5万元实行学习、生活包干。

除师范和农业技术中学 (职中 )外 ,金平县还于 1984年开办了“云南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金平分校” ,该校为

县农牧渔业局下属事业单位 ,开办农学、兽医、林业、会计等专业 ,每学期学生集中 1-2次 ,集中时有听录音、看

录像、听教师讲课 3种教学方式 ,毕业通过考试可获得“中专”文凭。关于 1988-1993年期间金平县职业中学发

展情况 ,请参看表 2。

从成人职业教育发展来看 ,其起步也比较晚。金平县 1959年有了函授教育 ,但并没有得到发展 ,在文化大

革命中停办了。 1978年恢复函授教育 ,主要招生学校有昆明师范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到 1985年 ,已有 26人

参加函授大学学习 , 1988年以后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院、昆明市党校两校也开始招收函授生。1989年 ,“中华会

计函授学校金平函授站”正式成立 , 1989年招 33人 , 1990年招 60人。

1982年初 ,县政府成立“职工教育办公室” ,继而成立 “职工文化补课考试委员会” ,为在“文化革命”中耽

误了学业的在职人员补习文化课和技术课。 到 1985年 ,先后举办初中班 44个 ,补课对象 1095人 ,考试合格

722人。 1986年 ,又开办高中班 ,学生 40人。

1983年首次举办第一次高等 (职业 )教育自学考试。到 1988年 ,共组织 10次 ,专业包括中文、英语、法律、

统计、金融、公安、邮电、党政等 ,共有 1339人报考 ,实考 1132人 ,获学科合格证 644张 , 15人获大专毕业文凭。

1989年后参考人数增加 ,每年 300人以上 ,获单科证书 200张左右 ,获大专文凭者 7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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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平县职业中学的发展　　　 (单位:所 ,人 )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学校数 (所 ) 1 1 1 1 1 1

教育部门所属 - - - - 1 1

其中:初中 - - - - - -

高中 1 1 1 1 1 -

合办 - - - - - 1

其中:城镇 - - - - - -

农村 1 1 1 1 1 1

学生数 (人 ) 147 152 142 120 81 190

教工数 30 24 24 11 24 36

任课教师数 15 14 14 5 10 17

除上述教育之外 ,县委、县政府每年选送一定数量的干部 ,到各级党校学习政治、法律、行政管理等 ,这些

教育内容多与社会形势有关 ,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但具体内容中也含有现代知识和观念 ,对学员有相当大

的启发作用 ,也起到了提高在岗工作人员文化素质的作用。

1993年 ,金平县设有一所职业中学 ,一所教师进修学校 ,一所农艺广播电视学校 ,初步形成了简单的职业

教育体系。

调查中了解到 ,作为唯一的一所职业中学“金平职业中学”建立于 1983年 ,校址在县城外半山腰上。 目前

学校计划搬迁到县城内的高地上 ,已征地 30亩。 征地和平整土地共用去 60多万元 ,其余资金尚未落实 ,预计

全部工程需要 100万元。 现在的校舍和宿舍大部分是 1966年以前的建筑 ,有些还是“援越抗美”时建的弹药

库 ,属砖柱土坯结构 ,共有 5188平方米 ,经鉴定已属危房 ,另有 482平方米的新建宿舍。

目前全校共有教职工 38人 ,其中任课教师 16人。 教师中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 6人 ,职业高中水平的 10

人 ,专科水平的 2人 ,其余为中专毕业。这些教师中大多是国家分配来的 ,有 4名是从外地招聘的。 80年代初 ,

本县为了“吸引人才” ,特到内地省份招徕原属“农业户口”的高中毕业生来此教书 ,到此地工作可以获得“国家

干部”身份 ,这种方式吸引了不少人才 ,本地人对这种做法评价不一。 本校专业教师均为常任教师 ,其中教畜

牧兽医的教师 ,原来在县防疫站工作 20年 , 1983年建校时调到这里 ,教书之余还给农户阉猪 ,每次收费 5元。

目前学校主要有烤烟和种养两个专业 ,现在马上要招收乡村医生班 ,高考录取后才能录取。

从建校至今 ,职业中学共招收了 13个长期班 ( 2-3年 ) , 7期短期班 ( 3-6个月 ) ,最短的班 15天 ,已毕业 10

个班 , 500人。目前在校的有 3个班 , 150多人。学生中汉族占多数。录取学生时不分民族 ,只看分数。全体学

生均住校。

毕业生中有 65%左右 “参加工作” (指成为“国家正式”干部或工人 )。 第一、二期只有农业专业 ,其中有些

毕业生去参加干部招聘考试 ,被录用 ,虽然专业不对口 ,但找到了正式工作 ,有的在乡一级农科站、兽医站当站

长 ,有的在公司当经理 ,大部分已经成为本单位骨干。 当然他们在职业中学学习的专业知识也有一些人在工

作中没用上。 在学生毕业后从事工作的专业分布方面 ,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2. 职业教育发展的局限

( 1)经济贫困

金平县属于“民族自治县” ,享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优惠条件。同时 ,也一直被确定为“贫困县”。 1985

年前 ,金平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 1985年后 ,转为“省级”贫困县 ; 1991年 ,省里把金平列为“重点扶贫县” ,国务

院把金平确定为“扶贫攻坚县”。 所谓“贫困县” ,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称呼 ,它的实质意义在于“财政上享受

国家补贴” ,每一级“贫困县”都意味着相应的一套财政补贴办法 ,级别不同 ,补贴方式、数额也不同。 除常规财

政补贴外 ,金平县还接受“民族地区补助费”、“边疆事业建设费”和“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由此可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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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本身就是国家特殊政策的产物。 长期接受特殊照顾政策 ,也造成本县社会生活方面一些特殊现象。

( 2)财政收入绝对数额少 ,教育方面投入有限

目前 ,教育拨款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这些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划拨使用。 除此之外 ,本县 “教

育费附加”、中央和省给的“普六”、“普九”经费合计 30万元 ,这是本县内主管副县长可支配的全部 “机动资

金”。此外 ,也有一些社会捐赠 ,但数量较少 ,近年最大一次捐赠为 9万元。教育收费受国家政策的严格控制 ,物

价局具体监督。 再说本县群众生活贫困 ,教育收费也十分困难。 这些情况使得本县教育经费一直“紧张”。 另

一方面 ,教育绝对水平低 ,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 ,有限的资金在使用中捉襟见肘 ,穷于应付 ,在这种条件下 ,本

县难以制定自己的奖励、激励政策。

( 3)发展战略上的急功近利

由于国家干部任用制度方面的原因以及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地方当局在发展战略上往往倾向于

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 ,而不是从人才培养、人员培训的角度作出努力。 在每一届干部的任期中 ,或在可预

见的时间里 ,投资教育对本地的发展不会有直接效果 (其成效要多年后才能显现 )。 鉴于教育“远水不解近

渴” ,无法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从实际考虑 ,地方当局在选择“致富”手段时 ,更倾向于申请上级补贴 ,或兴办

工商业 ,并在实际操作中设法绕开种种限制 ,获取资金。县政府似乎穷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 ,而没有余

力去发展没有眼前“实用价值”的教育事业。 这种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 ,是许多贫困县面临的共同

问题。从财政上看 ,教育经费一直是县财政支出中的主要项目 ,占 20%以上。在各项财政支出中 ,工业、农业等

投资均可能有某种收益 ,只有教育投资注定没有直接收益 ,所以这被视为一项“纯粹的支出” ,从这个意义上 ,

教育不被认为是一种“投资” ,而被看作是一项“负担”。

( 4)职业教育的困境

据金平职业中学校长谈 ,本县职业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困难 ,没有达到国家标准。本县 30万人口 ,按照国家

的要求 ,要办一所 1000人左右的职中 ,但实际上达不到这个规模 ,最重要的问题是生源不足。这主要有以下几

个原因。

群众把脱离农业劳动、找到“国家正式工作”作为上学的唯一目标。 如果职业中学的学生能找到工作 ,人

们就争相报名 ,一旦不能找到工作 ,就无人问津。 人们普遍认为从事农业劳动不是“工作” ,没有人打算认真学

好农业生产技术后回乡从事农业。 这种就业观念严重影响了职业学校的生源。 职校初建时 ,有两个副县长挂

职任校长 ,由于他们对于行政部门的影响 ,毕业的学生找到工作的比较多 ,所以人们报名很踊跃。 后来学校进

入“正规化阶段” ,创办时的行政因素的作用减少了 ,但人们仍然只关注分配工作 ,只关心包不包分配。 1993年

招了两个班 , 100人 ,当时人们认为能包分配 ,许多人自费也愿意学 ,后来见工作分配不保险 ,有些人陆续辍

学 ,现在只剩下 80人。

职中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很难与实际需要相吻合。换言之 ,“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尚未解决。从内容

来说 ,人们感到无论什么专业都不实用。 其基本原因在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 ,对技术需求甚少。 比如 ,

兽医专业在农村就用不上 ,“农户家牲畜病死了 ,农民并不知道是因为得病 ,也不想找兽医看病……农村养鸡

养猪 ,如算成本是亏的 ,但按农民的算法不亏 ,养了就养了 ,不养饲料也浪费 ,所以对于病、死皆不在意 ,不会专

门花钱治病……耕牛等要受重视 ,但牛看病要花现金 ,不能支付 ,死了还可以再养一头……” (职中校长语 )。

即是说农民宁可让牛死 ,也不肯花钱给牛看病 ,因为农民挣现金的机会太少 ,手中没有支付医疗费的现金 ,有

足够的劳力与随处可取的饲料去养牛。 所以宁可用多养一头的办法抵消病死造成的损失 ,而无法支付宝贵的

现金去看病 (能不能治好还不一定! )。 同样 ,“化肥、果树技术在家乡用不上 ,食用菌家乡人接受不了” (学生

语 )。即使技术本身很实用 ,也不能用为致富手段 ,“不管学得多好 ,回去后无条件、无资金、无市场也没用”。同

时本地乡镇企业不发达 ,就业机会少 ,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也少 ,在有限的各行各业中 ,“各行都有垄断 ,光凭技

术干不起来 ,全靠社会关系 ,靠黑道发展 ,一般人下海也干不起来” (校长语 )。

教学方法也有问题。 至今职业教育缺少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教师基本上用普通教

育和中专的教学方法搞职业教育 ,难以达到职业教育的目标。 由于缺少必要的刺激 ,教师们没有强烈的动机

去钻研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从普通中学来的教师 ,几天就没劲了。无升学压力 ,无质量要求……只有毕

业证 ,省统一印 ,州统一验发 ,学校自己考 ,考试也没有统一标准……” (校长语 )。教师的工作成绩无法衡量 ,既

—43—



无法奖惩 ,也没有激励。

本地人轻视手艺人 ,轻视技术 ,传统文化观念阻碍人们去学手艺、做工匠。 “修鞋、补鞋等手工劳动全是外

地人干 ,本地人鄙视这些行业 ,不屑于干……这是云南人不好的心理素质” (教师语 )。 其实 ,这并不只是“云南

人”的特点 ,而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居民们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

总之 ,在金平县这种经济不发达地区 ,由于传统习俗、就业观念、就业体制以及职业教育自身的各种弱点 ,

人们目前尚没有明显感到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由于本地各项产业不发达 ,除农业外 ,其他产业规模太小 ,能够

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十分有限 ,因此任何一种职业培训 ,刚办一两期 ,就业方面就趋于饱和 ,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

而一些吸收劳动力较多的专业 (如农业专业 )又很少有人报考 ,因为人们报考职中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通过掌

握一种技能 ,彻底摆脱农业劳动 ,如果再学“农业专业” ,岂不是南辕北辙? 另一方面 ,目前分散经营的农业没

有集约效益 ,产值低 ,增值潜力小 ,人们理智地看到不值得为此投入更多精力 ,只要完成上交任务 ,满足口粮、

饲料粮即可。

人们报考职业中学 ,完全出于实用性、功利性的目的 ,唯一目标就是找工作。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现在

一般群众仍认为普通教育才是“正统教育” ,即人们常说的“读书” (类似于传统“四书五经”式的正途 ) ,而职业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非正统的教育 ,是一种技艺 ,不如普通教育“高雅”;但“高雅”的东西毕竟是一种奢侈品 ,终

日为衣食奔波的人们没有条件享受 ,所以平民百姓只能“忍痛”投报职业教育。 从心灵深处 ,人们感到放弃普

通教育是一种“牺牲” ,这种“牺牲”至少应该换来一种可以就业谋生的技艺或资格 ,如果读了职中又找不到工

作 ,那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 ,“鸡飞蛋打”了。因此 ,一旦人们认为职业中学某一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

专业立即无人问津。

一方面是就业市场极易饱和 ,另一方面是人们把职业教育完全视为“就业教育” ,要求它必须帮助人们找

到工作。 在这种环境下 ,职业中学为了保证生源 ,维持生存 ,必须不断地变换专业 ,设置一些“社会急需的专

业” ,一两年就要调整一次专业 ,由此造成师资不稳定 ,教材不系统 ,教学质量低下。 同时 ,对就业趋向的预测

也不可能完全准确 ,毕业生找工作仍然困难 ,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忽冷忽热 ,难以稳定 ,职业中学的社会声望

难以提高 ,人们仍把它视为最后不得已的选择。 目前 ,初中毕业生报考志愿的顺序是:中专、中师、普高、职高。

三、彝良县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一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 地理位置

彝良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介于东经 103°51′和 104°45′、北纬 27°16′和 27°57′之间 ,地处云南、贵州、四川 3

省 9县结合部的乌蒙山区 ,东邻镇雄县、威信县 ,南与贵州省威宁、赫章两县接壤 ,西连昭通市、大关县 ,北与盐

津县、四川省筠连县毗连 ,东西宽约 40公里 ,南北长约 70公里 ,总面积 2804平方公里。境内山峦重叠 ,峡谷幽

深 ,溪流纵横。地形东西窄 ,南北长 ,西、中部低 ,自南向北倾斜。全县大部分地区是被河流切割的侵蚀山地 ,属

中山深切割侵蚀地貌。地表悬崖陡壁 ,沟曲山弯 ,群峰环抱。小盆地 (俗称坝子 )一般仅方圆几里。山川间溶洞、

飞泉散布 ,传说有双江洗壁、渔翁垂钓、凤凰展翅、古树钻墙等八大风景名胜 ,但多年来生态受损 ,均已不存。

山地占总面积 96% ,为典型的山区县 ,最高海拔 2780米 ,最低 520米。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间差异大 ,

垂直变化明显 ,俗称“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

县人民政府位于县境西部的角奎镇 ,三面环水 ,一面依山。西南距昆明 545公里 ,北往成都 603公里 ,东北

至重庆 568公里 ,东南离贵阳 537公里。若与四大城市连线勾勒 ,角奎镇恰巧处于近似中心位置。

2. 行政建制

彝良县历史悠久。 从 28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以来 ,曾分别隶属于梁州、雍州、夜郎国、昭通、宜宾、镇雄等

地。 自民国十一年 ( 1922)起 ,一直隶属昭通地区。 1950年建县 , 1993年全县辖 18个乡 (镇 ) ,其中有 5个民族

乡 , 38个城镇居民组 , 135个村公所 (办事处 ,即村民委员会 ) , 862个自然村 , 292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村民小

组 )。

3.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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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汉、苗、彝等 18个民族。全县总人口 438017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61027人 ,占总人口的 13. 9%。少数

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为苗族 , 41678人 ,其次为彝族 ,近 2万人。汉族人口 376990人 ,占总人口 86. 1%。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156人 ,城区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17人。全县总人口中 ,非农业人口 16739人 ,在业人口为 232114

人。 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为 484人 ,中专 1985人 ,高中 3428人 ,初中 25393人 ,小学 139496人。 15岁以上的

文盲、半文盲数为 152602人 ,占 34. 8%。

4. 自然资源

彝良县资源比较丰富。 自南而北纵贯县境的洛泽河、白水江两大水系 ,过境内的长度分别为 75. 6公里和

27公里。全县主要河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 79. 6万千瓦 ,其中可开发利用部分约为 15万千瓦。县内地下矿

藏丰富 ,有无烟煤、铅、锌、铜、铁、磷、铅土、黄铁、石英砂、冰州石、高岭土、大理石、石灰石等 ,其中石英砂储量

居云南省之首。 矿藏储量大 ,品位高 ,易于开采。

植物资源中 ,除 386个竹作物品种外 ,还有烤烟、木漆、樱桃、猕猴桃、柑桔、梨、核桃、松、杉、椿、竹、天麻、

杜仲、当归、黄柏、竹荪、木耳等 ,其中小草坝野生天麻产量居云南省第二 ,畅销国内外。珍稀植物珙桐、方竹、银

杏、红杉等也有分布 ,省级海子坪自然保护点有古竹林 1. 1万亩 ,境内珍稀动物有獐、鸹、穿山甲、水獭、鲵等。

彝良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 92%以上的人口为农业人口。耕地面积为 538333亩 ,人均 1. 23亩 ,其中

水田约 4万亩。 总耕地面积中 , 25度以上坡地约占 22% ,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及麦、薯、豆类等 ,经济作物主

要有烤烟、油菜等。 全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现有县属骨干企业 17个 ,乡镇企业 2528个。

5. 经济发展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加之基础薄弱 ,彝良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偏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彝良在各

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1990年和 1978年相比 ,全县国民收入增长 3. 18倍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1. 27倍 ,农

村经济总收入增长 3. 66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3. 55倍 ,财政收入增长 4. 59倍 ,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增长

15. 43倍 ,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 3. 2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2. 91倍。

尽管彝良经济出现了较好的发展趋势 ,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比较多 ,人口膨胀 ,生态失衡 ,资

金匮乏 ,人才奇缺等一直是困扰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县仍未摆脱贫困和落后 ,部分贫困乡村

尚未彻底解决温饱。1990年全县国民总收入 11418万元 ,人均仅 261元 ,财政收入 1323万元 ,人均 30元 ,与全

国、各省的平均水平比较 ,处于非常落后状态。 1993年全县财政收入也仅 1842万元 ,人均纯收入为 192元 ,人

均纯收入在 400元以下的村占 94. 8% ,其中人均纯收入在 200元以下的村计有 89个 ,共 145450人 ,约占全县

人口的三分之一。 彝良县在 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至今尚未甩掉这顶贫困的帽子。

(二 )职业教育发展与局限

1. 职业教育的发展

彝良县现有职业中学 1所 ,职中于 1981年筹建 , 1984年正式创办。 原为农业职业中学 ,后逐步拓展专业

领域 ,如增设了仪表、卫生、幼师、工民用建筑、乡镇企业管理、家电维修、种植、养殖等专业方向 ,遂易名为 “职

业中学”。 现有学生 458人。

职中录取学生 ,先由报考学生报名 ,参加统考 ,录取中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略低。 但各专业并不相同 ,有

的专业报名者比较踊跃。 1993年录取人数约占报考人数的三分之一 ,有些分数达高中录取线者自愿读职中。

职中生源以农村为主。近年热门专业开始实行收费制度 , 1992年甚至出现自费生。生源充足而且能招到比较

高分的学生 ,彝良的情况与我们在广东或其他地区关于职业中学的调查结果完全不同。

学生毕业证书有两种 ,一是学历证书 ,此与普通高中相同 ,另一是职业技术结业证 ,由县府盖印。 1990年

后明确规定职中学生不参加高考 ,学生毕业后原则上自找职业 ,但县政府每年拨给一定数量的招工、招干指

标 ,这一条在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很少的偏远山区县 ,对于吸引学生非常重要。

职中教师有两个来源: 基础课教师与一般中学无异 ,专业课则从县内各单位延请 ,如卫生专业教师从县医

院请 ,乡镇企业则从乡镇企业局及各企业延请等。 这主要是从有利于实习、就业两方面考虑的。

从成人职业教育发展来看 ,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1)农民扫盲教育。目的是扫除青壮年文盲。据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彝良县 15周岁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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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半文盲占总人数的 34. 88% ( 1982年第三次普查为 36. 74% ) ,绝对数为 152473人。如此众多的文盲一年

内是扫除不了的。 县教委为此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在 2000年前将文盲、半文盲率降为 20% ,每年由县

政府将脱盲指标下达到各乡镇 , 1993年的指标是 5000人 ,由县教委指派专人负责。

现在全县举办的扫盲培训班计 114个 ,接受教育的有 5800人 ,其中女性 3677人 ,占 63. 4%。教师并无专

职 ,由当地小学教师兼任 ,白日教学 ,晚上扫盲。 学习时间与农活节奏合拍 ,农活闲时多学 ,忙时少学。

最近在扫盲班基础上出现更高一层的文化培训班 ,如洛旺乡女子文化培训班 ,由英雄徐洪刚的妻子任班

长 ,不仅识字 ,也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科学技术等。该班学员有 40名女子 ,另有 2名男子 ,主要起保卫安全作

用。 县妇联参与了此班的兴办工作。

( 2)教师系统进修。由县教师进修学校负责小学教师培训 (而地区、省则负责初中、高中的教师培训 )。从世

界银行的贷款中每年均划出一定比例作为专门的培训费。学制 2年 ,脱产学习期间可继续领工资 ,并参加原所

在学校活动。如所在乡开教师会 ,则提前几天通知本人参加。毕业后发给文凭 ,有此文凭方有转为公办教师的

可能。

县教师进修学校从 1992年开始每年招收一届。 现已毕业 107人 ( 1992年 53人 , 1993年 54人 )。 1994年

招生 60人 ,报名 89人。 另外该校从 1994年起举办小学校长培训班 ,当年计划招 60人 ,实收 57人。

( 3)其他技术教育。主要有彝良县农业技术广播学校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另一是由县职业中学主

办的、面向社会招生的各类技术短训班。 此外各部门、单位也不定期举办一些短期培训活动。

调查中 ,我们重点了解了职业中学的发展情况。 职业中学作为一个个案 ,可以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地政

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职中自 1984年兴办 ,至今才 10几个年头 ,却几经反复。 刚创办时比较景气 ,报名者踊

跃。 但由于学生毕业后得不到安排 ,所以生源逐渐短缺。 学生曾为不安排工作的事闹过罢课。 原由政府农业

部门调来的校长在得到允许后 ,转变办学方向:高考。 学校成为变相高考补习班 ,但升学率很低 ,曾连续几年

剃光头。于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始下降。他们戏称职中为“婚姻介绍所” ,因为谈恋爱者超过 50% ,校后一小

亭则被称为“恋爱角”。退学者也越来越多 ,有一个班入学时是 60人 ,而毕业时则只有 30几人 ,流失几近一半。

在此情况下 ,教委和县政府调换了校长 ,端正办学方向 ,明确规定职中不参加高考 ,每年给职中毕业生安

排一定的招工招干指标。 学校自身则不断拓展专业 ,所设新专业也是有的放矢 ,瞄准社会需求而设 ,或与用人

单位合办 ,如烟草公司投资办烤烟班 ,与广播电视局合办家电班等。 现在逐步走上正轨 ,已面向社会办职业技

术短训班 ,并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在全县经济发展中 ,职中的作用愈来愈大 ,县委县政府也愈来愈重视。 对彝良这类贫困县而言 ,最重要的

不是培养出一批大学生、专科生 ,他们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知识有不少在彝良没有用武之地 ,何况培养出这批

人后 ,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并不回到家乡效力。 所以最要紧的是培养出一批适应彝良县情的、能切实为振兴彝

良经济尽力的初级实用技术人才。而彝良职中在几经反复后 ,终于找准了这个基点。跟踪调查表明 ,职中学生

就业率在 80%以上 ,他们中有许多成为县五大站、八大员 (如农机站、卫生站、植保员等 )的骨干力量。 彝良县

最先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户当中许多也是职中毕业生。

除教育改革与职业中学外 ,县政府的政策还对教育上的许多事情施加影响。如 ,在全县初中试办“ 3+ 1”

班 ,即由初三再加上一年的职业教育 ,为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创造条件 ,掌握专业技术 ;民办、代课教师不参

加职称评定 ,评职称必须先转正 ,而转正又须有合格文凭。 此举固可促使教师自学去争取文凭 ,但其结果对教

学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大益 ,尚无一致意见。 关于希望工程 ,彝良县现有希望小学一所 (英雄徐洪刚的母校 ) ,由

《中国少年报》投资 20万兴建 ;另有 600余名学生享受希望工程捐助 ,年到位资金 6～ 7万元。但这些对于彝良

县近 600所小学和 6万多名小学生而言 ,无异于杯水车薪 ,并无大的宏观效应。吸引外县教师的优惠政策 ,这

一政策虽吸纳了部分外地教师 ,但数量有限 ,对教师队伍整体面貌的改观 ,影响并不明显。

2. 职业教育发展的局限

( 1)经济贫困

彝良县占尽了“老、少、边、穷” ,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经济不发达省份中较突出的特困县 ,国务院 80年代中

期列为全国重点扶持贫困县 ,《彝良县经济状况统计表》和《彝良县政府收支情况统计表》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

种状况必将影响教育经费的来源。 一般而言 ,教育经费的筹措可有以下几个来源: 财政拨款、群众集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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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借贷收入、捐资款项、校办产业与学生勤工助学。 学费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 ,更不用说促

进教育的发展 ,而政府也明文限定学生的收费标准 ;校办产业与学生勤工助学在彝良县也尚未起步。

另一方面 ,家庭经济拮据 ,甚至许多家庭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这至少从两方面影响其子女的教育: 入学率

(或流失率 )高 ;学习质量低。 1993年全县中小学生共计流失近 2000人 ,其中因家庭困难造成者占 86%。虽然

学费并不高 (如小学一年级学杂费书本费计每学期 60元 ,六年级 100元 ) ,但对一些家庭而言这已是一笔负

担。于是一些学生辍学回家干活 ,年龄稍大者出外打工。 5、 6月间流失最重 ,因此时青黄不接。一、二年级小孩

也帮人打猪草、看小孩 ,不求报酬 ,只求吃饱。 很多小学生冬天穿草鞋上课 ,一支 5分钱的铅笔也要用鸡蛋换 ,

余钱还须上交父母。 第六中学一名女生在学校食堂里只买饭不买菜 ,而向炊事员要菜汤就饭。 教师代垫学杂

费现象时有发生 ,但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无力偿还的。 经济困难导致学生不上学 ,或上学之后再辍学 ,更谈不上

家长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其他投资 (如购买课外书等 )。勉强上得了学的 ,回家后也得分出很多时间干活。 经

济上的贫困对教育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2)财政拨款紧张

表 3是彝良县在 1982年至 1993年期间地方财政对教育方面的支出情况。可以看出教育支出占地方全年

总支出的比例从 1982年的 14. 7%增加到 1992年的 21. 0% ,在此期间也曾出现过多次浮动 ,但总的来说 ,地

方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是在不断增加。 但是从基层的乡镇财政支出结构来看 ,虽然教育经费的绝对数字在增

加 ,但是在乡财政的预算内支出中的比重却在减少 ,表 4介绍了彝良一个乡的教育开支情况。如果考虑到物价

上涨等因素 ,教育经费实质上是在下降。 这一趋势 ,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表 3　彝良县历年教育支出情况 ( 1982-1993)

预算内教育支出

(万元 )

占地方财政决算支出

百分比 (% )

占当年总支出百分比

(% )
年增长率 (% )

1982 194. 0 22. 4 14. 7

1983 224. 4 28. 8 21. 4 15. 7

1984 265. 7 24. 5 18. 6 18. 4

1985 382. 4 30. 6 20. 3 43. 9

1986 365. 0 29. 4 22. 2 - 4. 6

1987 431. 7 22. 5 19. 1 18. 3

1988 524. 0 22. 5 20. 9 21. 4

1989 617. 8 22. 3 21. 0 17. 9

1990 663. 2 21. 5 19. 6 7. 3

1991 874. 4 21. 7 18. 8 31. 8

1992 1093. 0 19. 8 18. 6 25. 0

1993 1341. 0 22. 4 21. 0 22. 7

表 4　彝良县毛坪乡财政收支及教育支出

预算内收入 (元 ) 预算内支出 (元 ) 教育支出 (元 ) 教育支出比重 (% )

1989 972829 667066 448890 67. 3

1990 665153 821727 546775 66. 5

1991 689336 847050 490043 57. 9

1992 743585 1141353 662774 58. 1

1993 1093387 1346135 728385 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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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彝良县经济发展状况及教育投入情况。 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发展滞后

势必会从两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 一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二是家长对子女的智力投资。 下面分别论述。

尽管彝良县对教育的投资占财政支出的较大部分 ,但由于底子薄 ,绝对数小 ,所以教育发展经费仍然严重

不足。 分管教育的赵副县长称自己是四个副县长中需要用钱最多、而实际拥有又最少的。 这必将导致改善办

学条件的困难 ,并进而影响教师、学生教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彝良县许多校舍是草房 ,下雨之日屋内淅淅沥

沥 ,有的学校没有厕所 ,有的学校没有操场 ,更谈不上体育设施。 1993年 6月 2日三中一学生因在宿舍竖立的

铁床上做引体向上 ,致使铁床倒下 ,该生当即死亡。一些中学住宿学生只能睡在地上。17平方米的房间要睡 24

人 ,另外尚有部分危房没有重建。 虽然世界银行贷款使危房状况有较大改善 ,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危房和陈

旧的设施。

( 3)地理环境恶劣

地理因素对彝良教育的影响较大。彝良境内山峦重叠 ,峡谷幽深 ,溪流纵横。大部分地区被河流切割成侵

蚀山地 ,属中山深切割侵蚀地貌。地表悬崖陡壁 ,沟曲山弯 ,群峰起伏。有“山塞疑无路 ,湾回别有天”之称。小

盆地一般仅方圆几里。 全县最高海拔为 2780米 ,最低仅 520米。 54万余亩的耕地中 ,水田仅 4万亩 ,约占

7. 5% ,其余全为山地。 耕地中 25度以上的坡地占 22%。

上述种种经济和自然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发展 ,同时也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因为职

业教育依赖于上述诸多因素的作用 ,还取决于社会就业方面的因素。

( 4)既缺乏人才又无法安置人才

彝良县从干部到农民均感觉缺人才 ,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尤其是干部 ,明显感到“才”对“财”

的制约。 许多工厂、项目之所以接近瘫痪 ,正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才去启动。 对于彝良县而言 ,其最高学府只

是高中 ,许多人才是自己培养不出来的。 自己培养出的极少数人才到外地深造后 ,绝大多数又不愿回来 ,所以

从总体而言 ,彝良县教育和经济建设是脱节的。 尽管职业中学兴办后 ,局面有所改观 ,但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职

业教育来谋取工作的希望是渺茫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长、学生乃至教师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彝良县从 1987年起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录用干部 (乡、村 ) ,但编制太少。如 1991年全县招

乡干 13名 ,其中高中毕业者 7名 ,初中毕业者 6名 ; 1992年招乡、村干部 64名 ,其中高中毕业者 23名 ,初中毕

业者 41名。对于每年两千多名毕业生而言 ,这个数字未免过小。

与此同时 ,自发外出的人数却在增加 ,这即是所谓“离土又离乡”的流动人口。 外出者由县职业介绍所开

具介绍信 ,因而职介所被人们讥为“政府人贩子”。 外出打工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增加。 据县职介所所长

称 ,自发劳务输出的数字每年不少于 1万人。 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体力活 ,如打石料、挖土方、搞建筑

等。他们并不怎么需要专业知识 ,也自然没有文凭的要求 ,但劳动所得却并不低。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务实

的农民眼中颇具诱惑力。 所以有家长让子女辍学外出打工的 ,也有学生自己偷卖家中粮食备足路费后不辞而

别的。 这种现象无疑对职业教育的生源萎缩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而未经过职业培训的农民 ,只能靠出卖

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换取必需的生存资料。

综上所述 ,经济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类专业、管理人才的缺乏 ,而造就各类专业、管理人才的职业

教育和培训机构又受到了经济贫困的制约。当然 ,在近期内根本改善彝良的经济面貌 ,几不可能。但若扭转局

面 ,职业教育还是有所作为的。 需要的是重点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职业教育 ,利用民族的资源优势 ,开发民族

经济 ,拓宽就业渠道。为培养大中专学生而教而学的做法并不适合彝良。彝良输送出去的人才并不多 ,而且他

们成才后大多并不能为振兴彝良效力。 所以应让学生分流 ,并在教学上增加科技、农业方面的知识 ,办好职业

教育 ,培养各种初、中级技术人才 ,让学生从教育中得到实惠 ,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振兴彝良经济的力量。 (待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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