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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静

［摘  要］  计划经济时期的儿童福利在中国儿童福利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该时期的儿童福利

秉承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念，主要进行基本生活福利、医疗卫生福利、托幼

事业和教育福利、儿童参与等 4 个方面的建设，努力使儿童生活得到保障、健康水平提高、素

质提升，但也存在部门分割致使管理效率较低、城乡及单位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计划经济时

期儿童福利的经验与教训为当前儿童福利事业发展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理念；内容；启示

习近平在 2013 年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a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非常重

视儿童福利事业，为当前儿童福利发展搭建了框架。儿童福利理念决定着儿童福利的发展方向。

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在中国儿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探讨这一时期儿童福利理念，梳理

其内容并进行辩证思考，可为当前儿童福利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

一、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的建制理念

郑功成指出，社会保障理念优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优于社会保障技术。b 计划

经济时期儿童福利的理念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该时期儿童福利应从理念

入手。一个国家的儿童福利体系，取决于建构这一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指导思想。c 鉴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内情况，毛泽东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工作，他于 1957 年指出，“没

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d 国家重视儿童，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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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成为那个年代发展儿童福利的理念。

（一）主张集体福利并发扬互助合作精神

国家将儿童视为社会主义接班人，1949年 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把6月1日定为儿童节。

195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更进一步开展儿童工作》中指出：

“儿童工作者应当认识儿童是未来的主人，是新中国的未来的建设者”。a1950年 6月毛泽东给《人

民日报》题词：“庆祝儿童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生产与福利的关系，明确指出，“拿

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b 他认为随

着生产力发展，集体福利也要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集体是儿童福利的提供主体。城市福利的提供主体是职工所在单位，其为本单位

职工子女提供福利；在农村，人民公社或生产队为儿童提供低水平福利。城市职工所在单位除了为

职工建立食堂、医院等公共设施，还为职工子女建立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当职工生活遇到困难，

可以去找工会帮忙，工会作为解决职工困难的机构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劳动保险制度以单

位为依托开展起来，涉及职工及其家属的医疗、生育、救助、残疾等项目，儿童是重要的受益群体。

农村儿童作为集体成员，通过按需分配原则保证儿童口粮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通过集体“公益金”

提取，发展救助、医疗、教育等项目，使儿童能够享受农村集体福利。

国家在财力不足情况下通过发挥互助合作精神，解决了儿童上托儿所、进幼儿园的部分问题；

在师资极度短缺的条件下，通过发挥民办教师作用，由集体给农村教师发工资和记工分，推进了农

村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在农村经济落后情况下，

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高覆盖率，大大降低了儿童发病率和婴儿死亡率，

提高了儿童健康水平。计划经济时期坚持的互助共济原则，调动了个人、集体、国家等儿童福利建

设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了儿童福利发展。

（二）增强体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劳动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死亡率比较高。中南部分地区1950—1952年城乡婴儿死亡率见

表1。可以看出，1950—1952年海南岛白沙县第一行政区婴儿出生数为235，婴儿死亡数为49，婴

儿死亡率达到208.11‰，顺德县大晚乡、连闾乡稔海村、连南县油岭村死亡率也都达到190‰以上。

表 1  中南区部分地区 1950—1952 年城乡婴儿死亡率

调查地区 出生数 婴儿死亡数 婴儿死亡率（‰）

乡村（除朋兴
区外其余均为
广东省所属）

湖北孝感朋兴区 1211 200 165.15

海南岛白沙县第一行政区 235 49 208.11

海南岛儋县那大镇 103 11 106.8

顺德县大晚乡 120 24 200

连闾乡稔海村 42 8 190.47

连南县三排村 62 10 161.29

a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85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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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区 出生数 婴儿死亡数 婴儿死亡率（‰）

乡村（除朋兴
区外其余均为
广东省所属）

连南县油岭村 47 9 191.49

怀集县罗龙村 26 4 153.85

怀集县谭舍村 25 4 160

海陆丰渔村 491 45 91.65

城市
孝感县城关区 847 61 72.02

武昌区凯字营街及新河街 793 56 70.62

资料来源：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编：《1950—1952 年中南区卫生统计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53 年，第 93 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尤为关注母婴健康。早在1949年 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

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注重儿童医疗、卫生、保健，

在城镇迅速建立了全覆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农村则培训大量的赤脚医生并建立合作医疗制

度，迅速改变了缺医少药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增强了儿童体质。

（三）发展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有3亿儿童，他们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对国家未来将

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效仿苏联采用集中式办学模式，但是后来出现

了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情况，毛泽东注重教育均衡发展，推行全国性扫盲活动，大大降低了文盲率，

保障了广大人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同时毛泽东强调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a。

在这一时期，国家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体系，如举办托儿所、幼儿园，大力发展

义务教育，建立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此外，还成立儿童福利资金会，为发展儿童教育福利事

业筹集资金。虽然高等教育发展有限，但义务教育迅速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获得了初中乃至高

中程度的教育。可见，把儿童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当时发展教育事业所秉承的理念。

（四）倡导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

国家重视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早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中即指出：“我们的教

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b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

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即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针，并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在德育方面，注重儿童品德

和政治素质提高，如树立儿童正面形象、宣传少年英雄事迹等；在智育方面，毛泽东为《中国儿童》

杂志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c；在体育方面，注重儿童健康，而不是唯成绩论，为了提高儿

童身体素质，注重让儿童锻炼身体，全国推广广播体操，重视青少年参与劳动。针对学生健康营养

a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67-368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26 页。

c 仁敏：《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新中国儿童政策理论研究》，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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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较差的国情，毛泽东于1950年6月19日给马叙伦写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为了儿童身体

健康，1951年政务院制定《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落实该

决定实施了如下具体措施：减轻学生课业学习，课程减少一半；改进学校卫生，注重文体活动；改

善学生伙食，提高助学金标准；成立体育委员会和保健委员会，加强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指导。

二、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的主要内容

（一）儿童生活福利

1. 城市儿童生活福利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儿童生活福利网。例如，城市儿童可以凭票得到相应的

物资供应；通过举办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儿、弃婴、残疾儿童；通过多子女家庭津贴与

救济实现对城市多子女家庭儿童的生活保障；生育保险中关于妇女产假规定保障了妇女照顾儿童

生活需要。表2是 1963年各地社会福利事业收养儿童情况。

表 2  1963 年全国城市社会福利事业收养儿童情况

地区
收养儿童合计（人）

健全婴幼儿 残疾婴幼儿 健全少年儿童 残疾少年儿童 流浪儿童

合计 7019 1868 39433 4545 10119

北京市 29 78 3 1 105

河北省 20 28 400 54 685

山西省 34 3 97 17 22

内蒙古 23 93 9 29

辽宁省 151 12 1400 95 1086

吉林省 68 24 890 26 469

黑龙江 65 15 889 35 631

上海市 1382 50 26 23 172

江苏省 1053 497 928 295 774

浙江省 428 161 149 188

安徽省 313 215 2355 294 702

福建省 1500

江西省 81 10 382 28 165

山东省 46 8 1195 112 197

河南省 81 65 922 133 325

湖北省 1113 311 12008 507 496

湖南省 91 89 410 28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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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收养儿童合计（人）

健全婴幼儿 残疾婴幼儿 健全少年儿童 残疾少年儿童 流浪儿童

广东省 413 171 2259 2210 445

四川省 868 65 6282 336 746

贵州省 84 15 405 20 175

云南省 1500 400

陕西省 22 16 216 84 65

甘肃省 423 28 4448 192 266

青海省 78 7 666 19 97

宁夏 6 99 3 8

新疆 127 1411 24 194

资料来源：民政部计划财务司编：《民政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49—1992）》，1993 年，第 208 页。

从表2可见，1963年全国城市社会福利事业收养的儿童包括健全婴幼儿、残疾婴幼儿、健全

少年儿童、残疾少年儿童和流浪儿童。健全少年儿童数为39433人，流浪儿童达10119人，健全婴

幼儿为7019人，残疾少年儿童和残疾婴幼儿占比较小。

2.农村儿童生活福利

农村儿童生活福利主要体现在：通过集体粮食分配保障儿童基本生活；通过农村救灾和扶贫

缓解儿童贫困；通过农村“五保”制度保障无依无靠孤儿、残疾儿童的生活；通过临时救助保证

农村住宿生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有些地区家庭寄养和收养照顾孤残儿童。

农村儿童参与粮食分配，构成了那个时代儿童的主要生活来源。当时农村儿童数占全国儿童

数的80%，儿童即使不劳动也能参与集体分配，尤其是参与粮食分配，这就保障了农村儿童的最

基本生活，构成了农村儿童最大的生活福利。当时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是先按照人口分配，保证农

村居民的基本口粮需要，再按照工分分配。儿童作为集体一员，无论是否参加集体劳动，都能获

得集体收益，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这提升了儿童的地位。

（二）儿童医疗卫生福利

1. 儿童医疗保障制度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儿童没有专门的医疗保障，其医疗保障主要体现在父母所在单位的劳保医

疗制度或公费医疗制度中。当时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是劳保医疗制度，依据是 1951 年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 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国营企业 1953

年计划中附加工资内容和计算办法的规定》要求：统一提取职工工资总额 5%—7% 作为劳动保

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儿童医疗费用在企业生产成本项目中列支的劳保医疗卫生费中支付。“职工

和退休人员的直系亲属的手术费和普通药费的一半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住院费、

住院时的膳食费及其他费用由本人自理，对于确有困难的家庭由企业从福利费中予以酌情补助。”a 

a  刘翠宵：《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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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医疗制度是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员提供的免费医疗福利。1955年颁布的《关于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子女医疗问题的规定》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家属享受半价医疗保障，儿童作为家属

可以享受半价医疗待遇。该规定指出每人每月按公费医疗规定数额缴纳医疗费，解决职工子女医

疗问题。由机关统一管理参加统筹的子女医疗费；对实行统筹困难的单位，子女医疗费用由职工

自理；经济上确实有困难职工，由机关福利费补助其子女医疗费。

农村儿童医疗福利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是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通过赤脚医生队

伍在县、乡、村构建起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通过互助共济原则为农村居民提供保健和医疗服

务的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用较低成本取得了较好效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医疗状况，为促

进农村儿童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2.儿童医疗卫生服务建设

计划经济时期儿童医疗卫生福利有其制度保障，也有服务体系的建设。从提供儿童医疗卫生

福利服务的主体看，该时期儿童医疗卫生福利的提供者主要有儿童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及基层医

疗卫生组织。

妇幼保健站是为了维护妇女与儿童健康设置的妇幼保健基层组织。儿童保健所是对7岁以下

儿童进行保健指导，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促进其健康成长的一种卫生事业机构，它经历了从

无到有再到不断壮大的发展过程。到“1958年底全国共有产院、妇幼保健院230个，床位7500多张，

妇幼保健所站4300多处，儿童医院27处，床位3600多张。此外，还开办了数十处儿童保健所。”a

在培养和训练妇幼保健干部方面，“到1951年 11月，全国各地共训练保育员4340名，培养妇幼

保健员3743名（西南区及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关数据未统计在内），妇产科医师、助产士、保育教

育人员、妇幼卫生行政干部进修者共458名。”b以广州市为例，1953年 8月成立广州市儿童医院，

1954年和 1955年共有门诊283940人（次），有132544个病例，住院有12320人，其中呼吸系统

和消化系统疾病占门诊总病例76.3%，占住院总病例74.1%，而威胁儿童生命最大的就是呼吸道中

肺炎和消化系统中急性（中毒型）胃肠炎（中毒性消化不良），在 1954 年该院肺炎死亡率达

16.1%，急性（中毒型）胃肠死亡率达26.5%，而且多数是在进院后1—2天内死亡。经过组织人力

把1954年和 1955年同月份共计442分肺炎病例详细研究，“使肺炎治愈率由1954年的 64.4%提

高至1955年的70%，死亡率由1954年的16.1%降至1955年的12.4%。平均治愈天数缩短2天。”

北京市儿童医院“自1955年起以中医治疗为主，西医疗法为辅，病死率逐渐降低，至1958年降低

到5.9%。针灸疗法应用于小儿，在北京市自1953年起即为小儿麻痹作系统的治疗，其后在单纯性

消化不良、遗尿症、幽门痉挛等症的治疗上都证明了有卓越的疗效。”从全国来看，到1958年底，

“在较大城市建立了儿童医院己有27处，床位达3682张，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余倍，

各地综合医院也都增设或扩大了儿科。据1958年统计，全国儿科床位总数达2万余张，儿科医师

5100名，为1952年的 3.6倍。”c

a  陆士桢等：《中国儿童政策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44 页。

b  肖爱树：《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3-54 页。

c  诸福棠：《北京市儿童保健工作的十年进展》，《前线》1959 年第 19 期。



·141·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2 卷第 4 期 Vol. 2, No. 4

（三）托幼事业及儿童教育福利

受教育权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公共教育是儿童福利的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在全国5亿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幼儿教育和特殊

教育更为落后，1946年幼儿园仅有13万幼儿，盲聋哑学校仅仅有学生2322人。”a 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但也重视群众办学、多种形式办学。该时期托幼事业及儿童教育福利都

有较大发展。

1.小学教育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教育政策不断调整，小学获得了较大发展，1965年小学学校数达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为168.19万所。具体发展情况如表3。

表 3  1949—1978 年小学发展及适龄儿童入学率

年份
学校数

（万所）
在校学生数
（万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 民办学校学生数

全国学龄儿童数
（万人）

已入学学龄儿童
（万人）

入学率
（%）

学生数
（万人）

比率
（%）

1949 34.68 2439.1 261.5 10.7

1950 38.36 2892.4 662.3 22.9

1951 50.11 4315.4 1426.1 33

1952 52.7 5100 6642.4 3268.1 49.2 246.8 4.8

1953 51.21 5166.4 6818.3 3432.3 50.3 149.5 2.9

1954 50.61 5121.8 7060.8 3633.7 51.5 195.6 3.8

1955 50.41 5312.6 7306.4 3928.9 53.8 257.3 4.8

1956 52.9 6346.6 7639 4780.8 62.6 350.4 5.5

1957 54.73 6428.3 8077.7 4986.6 61.7 500.7 7.8

1958 77.68 8640.3 8579 6886.4 80.3 2190.3 25.3

1959 73.74 9117.9 9254 7337 79.3 2333.9 25.6

1960 72.65 9379.1 9666 7380 76.4 2347.4 25

1961 64.52 7578.6 10142 6428 63.4 1237.7 16.3

1962 66.83 6923.9 10836 6082 56.1 1483.9 21.4

1963 70.8 7157.5 10967 6248 57.0 1618.7 22.5

1964 106.6 9294.5 11377 8089 71.1 2954.4 31.7

1965 168.19 11620.9 11603.2 9829.1 84.7 4752 40.9

1966 100.7 10341.7

1967 96.42 10244.3

1968 94.06 10036.3

1969 91.57 10066.8

1970 96.11 10528

a  刘翠宵：《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治史（1949—2011）》，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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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学校数

（万所）
在校学生数
（万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 民办学校学生数

全国学龄儿童数
（万人）

已入学学龄儿童
（万人）

入学率
（%）

学生数
（万人）

比率
（%）

1971 96.85 11211.2

1972 100.92 12549.2

1973 103.17 13570.4

1974 105.33 14481.4 12350.3 11687.9 93

1975 109.33 15094.1 12261.9 11868.5 95

1976 104.43 15005.5 12193.8 11838.7 96

1977 98.23 14617.6 12100.9 11679.5 95.5

1978 94.93 14624 12131.3 11585.4 94

资料来源：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330 页。

从表3可知，1952—1978年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呈现增加趋势，1959—1962年的自然灾害使

得学龄儿童入学率呈下降趋势，从1963年又呈上升趋势，到1978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可

见，小学教育福利发展对儿童入学率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

2.中学教育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强调中学教育尤其是初中教育要面向农村；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大力举办中学；

同时采取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一是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劳动制度，二是半工

半读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劳动制度；各省市教育厅选择硬件和软件都比较好的学校作为重点办中学，

采取了双重管理办法提高办学质量。在中学教育政策推动下，1949—1978年我国中学学校数呈现稳

步增长趋势，尤其是1965年后大幅增长。虽然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受到影响，但中学学校发展数量没

有减少反而增加。这个时期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校人数、招生人数迅速增加，详见图1和图2。

图 1  1949—1978 年我国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校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7-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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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可见，1949—1978年我国初中生在校生数和高中生在校生数呈现增长趋势。初中生在

校生人数在1958—1960年间出现大幅增长，1973—1978年间呈现稳步增长趋势。这个时期高中生

在校生数比初中生人数少很多，1970—1977年高中生人数逐渐增多，到1977年高中生人数已达到

1800万人。

图 2  1949—1978 年我国初中生和高中生招生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7-

338 页。

从图2可见，1949—1978年我国初中和高中招生人数在1967年前增长幅度不大，从1968年

始初中招生人数大幅增加，同年初中招生人数达到了648.5 万人，比1967年的 198.3 万人增加了

450.2 万人。1968 年之后初中招生人数迅速增加，高中招生人数从 1969 年之后增加较快。即使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学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也在稳步增加。1978年招生数为3360.8万人，

在校生数为6799.9万人。

3.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1978 年我国民办教师队伍快速发展，见

图 3。可以看出，1949—1978 年中学民办教师数远高于小学民办教师数，且小学和中学民办教师

持续增加。1949 年的民办教师为 10.5 万人，此后民办教师队伍发展迅速。1977 年，“当年民办

教师人数达到 471.2 万人，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 56%。至此，民办教师的增长达到了历史的

顶峰。”a 在国家教育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民办教师为扫除文盲、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做出了

特殊贡献。浅井叶子（日）曾经这样描述：“新中国根据‘以民教民’这样的从解放前传下来的

革命传统，开始招聘民办教师 ..... 不管在多么偏远的山村都有学校和教师，这为扫盲教育创造了

很好的条件。”b

a  王献玲：《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第 58 页。

b   （日）浅井叶子著，王国勋、刘岳译：《1949—1966 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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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49—1978 年我国小学和中学民办教师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刘英杰：《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681-683 页。

（四）儿童参与

儿童参与概念源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参与是最高层次的儿童福利，也是儿童的一

项重要权利，可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儿童参与主要体现在城市儿童享有青少年

宫等福利设施，其为校外教育的主要阵地；儿童参加“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青年团活动；部分

儿童还能够参与文学、文艺创作、电影拍摄，比如《祖国的花朵》就是儿童参与题材的好作品；

部分儿童还可以参与福利站管理，如邯郸市工人俱乐部曾开辟儿童阅览处，完全是儿童自己管理。a

农村儿童参与主要体现在参与劳动。农村儿童参与劳动有3种形式：一是“半工半读”学校

有组织的劳动；二是学校勤工俭学劳动；三是参与农村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半工半读”学校，

劳动课是儿童必修课，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劳动。学校组织的除草种地等农活，培养了儿

童的劳动观，也锻炼了儿童劳动技能。

三、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的基本评价

（一）主要成效

1. 儿童生活得到保障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生存层面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计划经

济时期城市儿童通过单位保障、社会救济、福利机构、多子女家庭津贴、凭票获得物资供应、生

育保险等方面，有效规避了生存风险，提高了生活质量，大大减少了流浪儿童数量，保证了大灾

面前儿童的生存需要。在当时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国家把儿童生活需要摆在重要位置上，推动了

儿童生活福利的发展。

a  《关于邯郸市工人俱乐部儿童自己管理的儿童阅览处的通讯》，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895-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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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儿童生活福利通过集体分配制度满足儿童的基本生存需要，通过灾后家庭临时救助保障

儿童度过难关，通过学校师生粮食供应保障儿童健康，通过家庭寄养和收养满足孤残儿童照顾需要，

这些临时制度安排在规避儿童生存风险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时，“五保”制度保障了孤残儿童最

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其最基本教育及医疗需求。虽然“五保”制度不是专门针对儿童群体的制度

安排，但对于孤残儿童生活起到了有效的保障作用。此外，农村扶贫工作对于缓解农村儿童贫困、

保证儿童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2.儿童健康水平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儿童医疗卫生福利在当时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下，实现了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全覆

盖，体现了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儿童医疗卫生福利事业的高度重视。劳保医疗与公费医疗制度下

的儿童享受医疗福利、合作医疗制度保障了农村儿童的医疗待遇，从而实现了儿童医疗保障制度

全覆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城乡儿童死亡率较高，到20世纪 70

年代末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有很大改善，1981 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从 1949 年前的 200‰下降到了

34.7‰；人均期望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1981 年的 67.9 岁；结核病的发病率也下降了

60%—70%。可见，中国医疗卫生福利取得巨大进步，儿童从中受益。

在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儿童免疫和传染病防治工作，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健全

的防治网络。“截止1951年 1月，全国接种牛痘儿童近1.2亿名。此外，近百万儿童获得卡介苗

接种或百日咳、白喉预防注射。”a 国家还加强对脊髓灰质炎、结核病、伤寒、回归热、痢疾等慢

性传染病预防。国家于1962年研制成功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1965年研制成功高度减毒麻疹活

疫苗，大大降低了婴幼儿发病率和死亡率。据1974年 6月 2日新华社报道，随着国家对儿童健康

水平的重视，婴幼儿发育营养状况逐渐改善，学龄前儿童身体状况改善，茁壮成长。

3.儿童素质不断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90%的妇女是文盲、女童入学率只有20%。”b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

成立时托幼事业非常落后，重养轻教，且保育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统一领导，托幼事业所提供的

服务数量和质量与人们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国家在发展生产和解放妇女的方针指导下，加快发展

城镇托幼事业，起到了照顾和保护儿童的作用。到1978年托幼组织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经济效益

好的单位都逐渐建立起了托幼机构，并配备相应管理和保育人员。

义务教育是计划经济时期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该时期儿童教育福利的主要内容。中小学发

展大大提高了儿童科学文化素质，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一是文盲比例大幅度降低。20世纪50年代

中国向苏联学习，实行从小学到大学免费教育，为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许多寒门学子

通过国家助学金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国家建设者，整个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各种教育形式使文盲率从

约80%下降为20%以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二是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 。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对教育改革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注重儿童

的思想和道德教育，提高儿童的道德水平；三是重视校外教育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城市儿童主要通

a  肖爱树：《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5 页。

b  韦钰、郝克明：《中国妇女教育的现状与展望》，《山东女子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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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少年宫等校外教育形式享受到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比如绘画、音乐、科技创新等活动，这些活

动注重寓教于乐，满足了儿童对校外教育的需要，使孩子在实践中提高思想认识、培养兴趣爱好。

农村儿童校外教育主要是少年儿童识字班、夜校等形式，这种半农半学业余儿童学校，对于扫除文盲、

提高儿童文化水平、掌握生产技能和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大众教育的发展。

（二）教训

1. 部门分割致使管理效率较低

行政管理是需要注重效率的，“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a计划经济时期儿

童福利的城市管理机构是单位；在农村是三级管理，生产队为基础。中央与地方关系虽经过放权和收

权不同阶段，但是中央与地方是严格上下级关系，通过上传下达，就可以把儿童福利具体事项布置下去。

儿童福利管理分散在妇联、民政、青少年工作等各部门，呈现碎片化管理格局。这种部门分割管理导

致儿童福利多头管理格局并影响至今。目前儿童福利社会化，资金筹集、管理、服务、监督等方面都

实现了社会化，但儿童福利仍然被分散在各个部门管理，看似很多部门都在管理，但一旦出问题，又

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形成儿童福利管理中“多龙治水”和“多龙不治水”的不佳局面。

2.城乡及单位间不平衡

郑功成曾指出，我国传统福利制度是不平等的福利制度，首先是城乡之间不平等，其次是不

同单位之间福利不平等。b在这种不平等福利制度之下，生活在集体中儿童所享受的福利也不平等。

以儿童生活福利为例，城市救助内容丰富，通过建立儿童福利院把一些残疾儿童组织起来。同时

城市儿童能享受到来自父母职工福利，多子女家庭还能享受儿童津贴。农村儿童生活福利除了“五

保”制度和一些临时措施，保障对象只涉及到农村一些特殊儿童，如孤儿和残疾儿童，其保障范

围小，救助力度小，福利水平受制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城市儿童生活福利较农村儿童生

活福利更完善，儿童生活福利打上了城乡分割的身份烙印。在城市，不同单位的福利也不平等。

机关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在福利待遇方面不同，儿童生活福利由于附着

在城市职工福利上，也存在着因父母所在单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问题。

四、 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的启示

（一）建立儿童津贴制度与制定家庭支持政策

计划经济时期多子女、生活困难家庭能够得到家庭津贴，这对目前建立儿童津贴制度具有启示。

目前尽管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由于养育儿童生活成本较高等原因，家庭生育意愿偏低，

这将影响未来中国的人口均衡增长和人力资本竞争力。建立儿童津贴制度是儿童福利发展的规律

和必然趋势。欧洲福利国家普遍建立了完善的儿童津贴制度，如牛奶津贴、生活补贴等，保证了

儿童生活质量。以瑞典为例，其儿童津贴支出排在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第2位，有领养补贴、单

a   朱坚强：《论行政管理效率观——兼谈我国行政管理效率的现状及其改观对策》，《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b   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年，
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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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活补贴、教育补贴、儿童抚恤金、残疾儿童护理补贴等诸多项目。

计划经济时期的儿童救济和多子女家庭补贴都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福利，对于当前建立家庭支

持政策可起到指导作用。“从儿童福利视角出发，家庭的资源具有无偿性、天然型、便利性、不

可替代性、无限发展性等特点。”a 儿童福利如能够以家庭为单位并纳入家庭支持政策，可以防止

儿童生活陷入困境，防止弃婴现象发生。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家庭功能，提供父母育儿假期，

为单亲家庭或者贫困家庭提供专项津贴，实行灵活工作模式平衡职工工作与家庭关系。政府还可

以向家庭购买服务，让家庭成员在照顾孩子时，能得到部分照顾费用，使其安心照顾孩子。

（二）重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并发展托幼事业

儿童福利体系的核心是科学进步的儿童福利观念 b，一旦理念出现了偏差，儿童福利的发展路

径就会随之改变。计划经济时期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为促进目前教育福利良性发展提供了理

念方面的借鉴。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出现了重视儿童分数、忽视儿童德育培养；重视儿童学习

知识，忽视儿童身体营养均衡；重视书本教育，忽视人文素养提升等现象。究其原因，这与改革

开放后注重经济发展，教育产业化有很大关系。“教育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已形成规模巨大的儿

童教育消费产业，形塑出了商业色彩浓厚的儿童消费文化。”c 这种取向值得检讨。

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法律、政策等形式规定妇女产假以便照顾儿童，规定工厂设置哺乳室、

托儿所、幼儿园等，这种做法已经超越传统意识。鼓励群众发展托幼事业，满足了职工及其家属

从事生产、走向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幼儿园总量供给不足，有些地方幼儿园“一园难求”；幼

儿园结构失衡，城乡、地区之间在服务数量和质量上差距巨大；幼儿园入园价格高加大了儿童父

母的生活压力。这种现状与长期以来对幼儿园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有直接关系，也与取消单位举办

托幼事业有关。因此，需要政府在托幼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筹资中承担更大责任，并应鼓励

各单位为员工举办托幼事业，以此作为员工福利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树立积极预防思想和培养全科医生

计划经济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是积极预防，为了预防儿童疾病发生，国家注重在托儿所、幼儿园、

中小学、农村基层公共设施内加强疾病预防与宣传，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目

前许多家长缺乏防病意识，尤其一些婴儿发病率极高，这与儿童身体弱小、抵抗力差有关系，也

与家长不懂婴幼儿喂养及护理知识有关。为了防止儿童疾病发生，尤其是一些常见病，需要注重

儿童喂养及护理知识宣传，提高儿童预防疾病能力，促进健康中国目标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注重发挥基层赤脚医生的作用，有相当一部分赤脚医生既懂中医又懂西医，在

儿童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亦可以就近为儿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开放后，由于对传

统中医和儿科全科医生培养重视不够，导致儿科医生短缺，影响了儿童疾病预防与治疗。为了解

决儿科医生尤其是儿科全科医生短缺问题，应在医学院增设儿科专业、增加培养年限、加大培养

力度，培养儿科医生学习中西医各个科室医疗知识，提高儿科医生预防与治疗疾病的能力。

a  陆士桢：《建构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体系》，《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b  陆士桢：《建构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体系》，《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c 林晓珊：《“ 购买希望 ”：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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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校外教育和拓宽社会参与途径

计划经济时期校外教育组织一度获得较大发展。通过校外教育城市儿童身心得以愉悦，实践

能力得以增强。改革开放后，学校教育注重应试教育，校外教育缺乏，甚至户外活动都显著减少，

这种局面亟待改变。而想要拓展儿童参与社会的能力，就要跟进相关配套服务。对于儿童群体而言，

集体旅游和家庭旅游是儿童走进自然、了解社会、对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儿童在旅游

时半价优惠政策很多时候不能得到实现，还有一些游乐场所本应免费向儿童开放，但由于是私人

举办，所以儿童很难享受到优惠政策。国家在儿童参与方面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投入更多资金，

促使儿童参与成为常态。

鉴往事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虽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一时期儿童福

利是改革开放后儿童福利发展的起点，对新时代儿童福利事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新

时期儿童福利的构建，应在习近平民生思想的指导下，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坚持以共享为基石，

实行多元主体共建共治”a，不断满足儿童群体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China's Child Welfare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Liu Xiaojing
(School of Law,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ild welfare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ld welfare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child welfare adhered to the 

philosophy of cultivating qualifi ed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Basic living support, 

healthcare, childcare, education and child participation were key areas of policy. During this period, 

children's basic livelihoods were guaranteed and health and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were improved. Yet 

problems such as low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caused by segmentation, rural-urban gap, and inequality 

among different work units existed. Child welfare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provides insights for 

building today's child welf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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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及未来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