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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inequality in inter-ethnic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stubborn disease” that hinders national harmony of Brazil.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uota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issue of racism has 
become a polemic debate in society. By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system and deep-seated racial 
issues, and comparing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multi-ethnic education between Brazil and 
China in multiple directions，it contributes to reflecting on the deficiencies of ethnic 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o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level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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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西作为一个多人种组成的国家，人种间教育的不平等一直是阻碍国家和谐的“顽症”。
在以实现高等教育平等的原则建立起的配额制的出台后，种族主义问题又成为社会热议。通过

探寻配额制的起源和深层次的种族问题以及从多方面比较巴西与中国的多民族教育异同，有助

于反思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不足之处，并推动其实现多层次性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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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巴西作为南美最大的多种族国家，种族差异问题一直是困扰国家发展的问题之一。配额制

就是在人民的呼声下设立，同时也将种族问题推向高潮。以推动种族教育为目标的配额制引起

社会各界不同的反响。但反观这一制度以及分析巴西种族问题的根源有助于同样拥有多民族的

我国反思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上的优缺点。本文通过对配额制的分析和研究出发，探寻巴西种

族问题的根源，以及透过我国与巴西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对比分析进而找到我国在一事业上的不

足，最终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2 巴西配额制与其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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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制的精神最早体现在印度于上世纪30年代实行的保留政策，其意义是为了保障该国长

期受种姓制度无形压迫的“贱民阶层”的高等教育权利。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所采纳以缓解

白人和黑人间的教育以及就业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该制度在巴西的发展始于21世纪初，后于

2012年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投票通过批准实行高等教育配额制，目的是减轻自殖民时期遗留

下来的教育和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在公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巴西高等教

育界存在两种配额制，即社会配额制(cota social)和种族配额制(cota racial)，但是从本质上来看

两者皆是为特定的人群保留一定的高等教育入学名额。前者的限定人群为就读公立高中且来自

低收入或贫困家庭的学生，而后者的受众人群则为少数人种的学生。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为最

早采用该制度的高等院校，具体实施为50%的入学名额分配给来自里约热内卢州公立学校的考

生。接下来更多高校逐渐采用了该制度来选拔考生，具体配额比例根据高校的不同情况来定，

与此同时配额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优化，种族配额制受众群体从黑人到同时也涵盖印第安人、

混血人种和奴隶后代人群；社会配额制的受众人群从公立学校的低收入考生到同时也涵盖残疾

考生。 

巴西基础教育中公立学校不收取学杂费而私立学校相比之下学杂费高昂，长期以来公立学

校的教育质量通常要远低于私立学校，包括师资力量、基础设施、课程设置和教育活动等。这

一现象也直接导致了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从而中高收入的白人阶层更

愿意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以便顺利进入公立大学学习，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中免学费的公立大

学通常占领着最好的教育资源，长期以来公立大学垄断着巴西大学排行榜的前五名，如2020
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前五所上榜的巴西大学皆为公立大学，这也导致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就读于公立大学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图1.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巴西前五所上榜大学(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2019) 

在整个巴西社会中白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通常比其他人种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

享有更多的社会财富，2019年巴西国家地理研究所(IBGE)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领导层的工作

者（更高薪资）中白人的占比为68.6%，除此之外，白人每月薪资为2796雷亚尔，而黑人或混

血人则为1608雷亚尔。2017年的同期数据表明白人薪资为2516雷亚尔，黑人或混血人为1621
雷亚尔。从数据来看这两个群体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并且从2012年以来的调查都显示黑人或混

血人的薪资水平一直都低于白人。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中高收入阶层基本被白人所垄断，进而引

发了教育界长期的不平等；该机构的同期数据显示2018年白人文盲率为3.9%，而黑人或混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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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盲率却为9.1%。长期以来，白人所代表的中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拿到进入高等教

育的入场劵；而与之相反，其他人种所代表的中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越来越难得到进入高等

教育的机会，这也间接加深了巴西人种间的社会鸿沟和地位间的差异。所以在2012年正式实施

配额制之前，很多政客对该制度表示了支持，如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富克斯(Luiz Fux)和
罗莎·韦伯(Rosa Weber)，以及前法官若阿金·巴尔博萨(Joaquim Barbosa)等。 

 

图2. 2018年各人种领导层工作人数百分比(IBGE, 2019) 

 

图3. 2018年各人种文盲人数百分比(IBG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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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7及2018年各人种薪资变化(IBGE, 2018&2019) 

3 有关于配额制的社会争议 

不可否认配额制在巴西取得了一定成果，其最大的作用即是提高了该国其他人种的入学机会，

1997年的巴西教育部数据显示仅有2.2%的混血人种和1.8%的黑人完成了大学课程，但在2012
年正式实施该政策以后，教育部公布的2013的相关数据显示提升至11%和8.8%。政策颁布之后，

巴西社会出现了很多支持声音，这也代表着公众对长期以来的种族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并继而尝

试用该政策深入打破社会固化和修正自殖民时期就出现的历史遗留的种族歧视问题。与此同

时，配额制实施的初衷也包括消除基础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之间的鸿沟，进而为社会不同阶层

和不同人种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图5. 配额制政策实施前后各人种完成大学课程的比例变化(IBGE, 1997&2013) 

尽管配额制是一项被视为对巴西教育和社会有益的政策，但也存在很多反对声音，从高校

的角度来讲，由于配额制的考生通常各项学习能力和成绩不如私立学校的考生，那么这样的招

生政策会损害大学的发展和影响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种族公平而牺

牲教育质量的做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很多配额制考生由于公立基础教育的不完善导致虽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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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公立大学，但是却频频出现跟不上教学进度从而产生厌学和不能融入班级的情况。所以

配额制如果想更好地解决教育不公问题，也需要关注基础教育，力争降低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巨

大差异，使得公立学校的孩子也能得到高水平的教育。除此之外认为随着配额制的实施，国家

的人种间不平衡会继续加剧，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种族冲突。具体来讲，首先一些不符合配额制

要求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将失去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其次按照肤色和人种来定义学生并区别对

待的原则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不平等，会使这一部分学生被贴上所谓的“贫穷”和“愚蠢”等消
极且带有歧视意味的标签，并长期忍受一些歧视言语甚至是暴力行为，还有一些配额制学生因

为忍受不了社会和学校的压力而被迫退学，继而导致这部分人群的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

同发生改变。例如2012年圣保罗州立大学文学院非裔配额制学生和2015年罗莱马州联邦大学印

第安裔配额制学生在大学食堂皆遭受种族歧视性言语，更严重的是2016年出现了一宗南大河州

联邦大学印第安裔配额制学生在学生公寓门前遭到种族歧视性暴力行为等。通过这些现象可以

看出，配额制政策受益群体和非收益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为了尽可能避免被歧

视，一部分即使满足配额制政策的学生仍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高考。总的来说，配额制在某种

程度上也被一部分公众视为间接加剧种族主义的利器，继而该政策会加深受益者群体和非受益

者群体间的鸿沟，并不可避免地加重巴西社会的固化问题。 

4 关于公平和种族歧视的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巴西社会上关于公立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争论一直层出不穷。2001年反

种族歧视大会在南非举办，在此之后巴西高等教育中不同人种的入学比例引发公众的强烈讨论

并无形之中给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很快社会各界开始探讨教育严重两极化的问题，并推动各

大高校实行配额制以保障除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的受教育机会。然而这一政策当时并未得到学

术界的认可，因为各领域学者坚信这对品学兼优但却不满足配额制政策的考生来讲是一种极大

的不公平，只改变大学的招生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会降低高等教育的学术标准。巴

西社会学家也是前国家地理研究所主席西蒙·施瓦茨曼称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公平的同时保持

教育质量，他也认为配额制可能会引起教育质量的降低，又或者也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即大学在录取配额制学生之后又被迫劝退一部分这些学生，其原因是他们不能跟上课程进度。

显然学生学习水平的参差不齐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使得教师团队很难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业

需求同时也会间接使得配额制学生遭到一种无形的心灵和尊严打击。大学会综合考虑大部分的

学生而无法仅仅为了满足一部分配额制学生来降低教学强度和学业压力。其实问题的关键所在

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因为实际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缺少政府的财

政支持，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水平呈断崖式下降，所以有经济能力支付每月学费的家庭选择将

孩子送入教学质量和基础设施更为良好的私立学校。 

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中对“种族歧视”
者一词作出了定义，即“谓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

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

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基于这个定义可以从深层次的角度分析配额制，虽

然该政策的出发点为保障少数人种的利益，但实际上是将巴西各人种按照肤色和种族进一步区

分开来，并且配额制的实施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反作用。从巴西法律角度来分析，1889年联邦共
和国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然而从那之后并未实施具体且详

细的法规政策以捍卫人种平等和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所以配额制的出现也是反映了白人

群体和黑人、混血人、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种群体间的区别对待的变相扩大化。 



SSH, 2020, Volume 1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 http://dx.doi.org/10.6896/IETITSSH.202011_10.0001 
 

 6 

5  以不同角度分析巴西种族主义的历史 

作为一个多人种融合的大国，巴西的种族主义一直被视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最早可以

追溯到葡萄牙人殖民巴西并采取奴隶制的时期，在当时巴西一度是整个美洲拥有黑人奴隶数量

最多的国家。白人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并可以依托种族主义思想奴役下等人种，尤其是

黑人奴隶。在当时巴西是输入黑人奴隶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宣布废除黑人奴隶制的拉

美国家。即使1888年奴隶制被废除，但于同年巴西政府又实施了“人种洗白”政策，目的是为了

通过支持欧洲移民与当地巴西人，尤其是黑人结婚生子来实现逐渐“洗白”当时的黑人，并最终

使巴西成为所谓的“白人国家”。在当时该项政策的支持者坚称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黑人种

族彻底消失。这就导致黑人民众背负着难以想象的种族歧视压力甚至暴力行为，并且他们当中

的大部分人只能做非常低下的工作，领着不断被压榨的微薄薪水来勉强维持生计。所以这使得

很多黑人更希望与更白肤色的人种通婚，借此来减轻下一代因种族歧视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人
种洗白”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才被废除，1951年国家第一次颁布法律明确规定反种族歧

视，并为歧视行为定罪。从文化角度分析，“人种洗白”思想是对非洲文化的彻底抛弃，反之用

白人价值文化所取代，也就是说，代表着白人文化成为巴西社会的主流文化， 这是一种文化

霸权，从本质上讲与南非上世纪40年代的种族隔离的所谓的思想基础是相似的。巴西白人文化

一直以来都受到整个社会的追捧，被视为流行和高端，包括审美观、时尚观、生活方式、信仰

和习俗等。同时很多电视剧或电影中也在传递着人种优越的信息，例如有些巴西电影中黑人通

常扮演的角色是穷人或者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而与之相反的是，白人通常扮演的是富人

或者拥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这些错误的种族主义思想都会间接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大脑中，

并产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总的来说，巴西是一个多文化融合的国家，不仅包括欧洲文化，

也包括非洲文化、印第安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亚洲文化等。每一种都是组成巴西文化的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因此除欧洲文化以外的文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都不应被抛弃，更不应被

其他文化所替代。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人种关系其实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在巴西除白人以外

的人种一直被视为边缘人种，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于白人，而较低的社会地位又会加重

这些人种的边缘化。从本质上看巴西的种族主义问题不是简单的人种关系问题，而是深层次的

社会运作中显现的弊端。  

6 世界反种族主义斗争 

在世界历史中，曾有多个人种因不同原因深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例如犹太人、吉普赛人等，

他们或遭屠杀、或遭驱逐、或遭隔离、或遭排挤。在仍然存在种族歧视主义的国家中，美国曾

是种族矛盾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所以曾经出现了许多示威游行、罢工和反种族主义的民间组

织。最早出现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活动是在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接下来是1789年法国大革

命时期，并与此同时出现了以“自由、平等、博爱” 为口号的民主自由思想， 正是由于此次震

动世界的革命，法国制宪议会于1789年正式通过了《人权宣言》，其中强调人人自由平等。在

巴西法律中第一次将种族主义定罪是在1951年，之后在1988年的联邦法律中修订了这一条法律

旨在使其更详细和完善化。除此之外，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立法的形式来反对种族歧视，如1976
年英国所颁布的《种族关系法》。欧盟方面也非常重视种族主义问题，在1994年成立了“种族

主义与仇外协商委员会”并在之后于2000年颁布《种族平等待遇指令》，进一步保障了各种族

之间社会待遇方面的公平。与此同时，联合国将3月21日定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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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人民和国际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世界反种族主义斗争中的巨大推动力，对实现彻底的

人种平等具有的重大意义。每一条立法和行动都是反种族主义人民的斗争史，它们代表着人类

和国际社会的进步。然而即使反种族主义的思想被立法保护，但很多国家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并

不十分健全和明确，一部分民众仍存在种族主义思想，人种关系还未真正实现平等，所以在反

种族道路上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全人类一起努力克服。 

为了实现尽可能消灭种族主义思想的目标，首先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至关重要的环

节，同时，也有助于以法律层面保护深受种族主义之苦的人种的切身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其

次，应该加大对教育方面的投资，使各个人种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在这

一过程中，教育机构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应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种平等

思想。同时，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机构与媒体，应该对种族主义思想坚决抵制，宣扬正确思想

和采取正确的反种族主义的措施旨在潜移默化纠正人们的种族观念。除此之外，国家也应该重

视不同人种之间的多文化交流，例如当今巴西宣传和保护黑人传统文化和习俗。这有助于尽可

能提升不同人种间的相互了解，进而加深友谊，促进国家的团结与和谐。当然，帮助和扶持边

缘人种的力度是根据社会实际的现状所调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也要避免对少数人种的

“过度照顾与保护”而引发的反作用。 

7 巴西配额制带给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制度的反思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一直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

为力争实现各人种高等教育公平的巴西配额制虽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策，需要承认的是它

仍可以为我国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带来一定的反思和启示，以下将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进一步分

析。 

7.1 完善预科教育 

在巴西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因为未采用相应的有效措施来强化配额制学生的相关文化知

识和基本技能，这导致受益学生和非受益学生之间有着明显的学习水平和知识储备的差异。进

而很多少数人种的学生即使成功进入了公立大学，仍然很难跟上正常的学习进度，这其实就是

该政策的一大弊端。而对于我国来说，在这一方面我国采取了预科教育的政策，并被视为是培

养少数民族合格高等人才的重要举措。这种特殊的办学形式是对高考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

高等教育的预备性教育，在通常为期一到两年的预科学习中，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内地的高

校会对预科学生进行考核并在期末组织统一考试来决定这些学生是否可以成功转入高校进行

本科或专科学习。一方面这一政策有利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以更好地

适应和融入未来本科学习中的多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在保持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极大提升少数

民族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进而维护民族间的和谐和国家的稳定。 

当然在该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第一，虽然国家有关于家庭经济困难

的少数民族预科学生进行资助的政策，但是并无详述政策的细节和统一资助标准，实质上关于

学生的“奖、贷、助、补、减”政策更多地是由每个开设少数民族预科班的高校来进行规定，每

个高校间的相关帮扶政策参差不齐。另外，通常情况下二本高校的预科教育学费相对高昂，也

使得一些学习成绩达不到一本学校的录取分数的少数民族学生望而却步。第二，关于少数民族

预科班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原则上需要回到生源省就业，但是近几年学生出现了越来越多在内

地就业的少数民族毕业生，许多学生仅仅想依靠该政策来改变自己的学历从而进一步在内地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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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这实际上会使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明显，违背国家制定该项政策

的初衷。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就业的过程中高校普遍缺乏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和管

理，这就使得很多学生并不能实现更好地就业。第三，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问题，现如今很

多开设少数民族预科班的高校通常的以统一大班制授课，可往往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成果。由

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基础和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因此教学方式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学

生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教师团队应该对基础相对差的学生给予更多的辅导和帮助，并在适当

降低学业难度以防止打击其学习积极性。对于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采取适当增加学业难度，有

助于给学生营造一个挑战性学习氛围。总体来说，我国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制虽然解决了巴西

配额制未能完善的问题，但是仍有某些不健全且未落到实处的方面需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7.2 优化双语教学 

在巴西，一部分少数人种的葡萄牙语水平普遍较低，有些甚至不能进行正常的葡语交流，

例如印第安人更多地使用自己部落的语言，最主要的为图皮语系（tupi）和马克罗-热语系

（macro-jê）1。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致力于建设专门的印第安人学校，1988年国家

立法规定了印第安人有权接受双语和多文化教育，但实际上由于专项扶持资金的相对不足，以

及双语教师资源匮乏等原因使得大多数印第安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未能进行全面且高质量的

母语（葡萄牙语）学习。这一现象对于少数人种进行高等教育学习将产生极大的阻碍并从长远

上看不利于其顺利地融入社会。实际上，巴西高等教育配额制的政策中并未深入考虑到这一问

题并给予适当解决和纠正，这就使得一部分葡萄语基础比较薄弱的配额制学生未得到应有的帮

助。那么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在少数人种所在地区的学校继续努力贯彻高质量的双语基础教育的

方针，其次在高等教育中应针对少数人种的葡语学习情况，进行适当的单独课后辅导或者统一

组织葡萄牙语课后学习。 

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来说，全方面普及双语教学同样是重中之重。借助“双语”开展基

础教育学习，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兼备的人才，消除在未来接受高等教育学

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问题；另一方面，不仅保留了少数民族语言，又将有助于拉近少数民族和

汉族之间的距离，促进多民族间和谐相处。但是虽然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并且各少数

民族地区积极响应《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但基础双语教学中仍有一些不足

有待完善，一方面缺乏专业的双语师资队伍，具体上各地的少数民族教师的普通话要求并不一

致，一般来说对于少数方言复杂地区普通话标准要求为三级甲等及以上，但是很多民族教师仍

达不到标准；而同时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师数量不足，所以应继续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普

通话培训学习，力争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双语教师来满足少数民族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

我国地域辽阔，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多样化，所以双语教学忌统一、固化或死板。具体需要根

                                                

1 1884年德国科学家卡尔·恩斯特·冯·拜尔经过对巴西印第安人的考察研究将其分为四大部

落，即图皮- 瓜拉尼族、热族、努亚努阿克族以及卡拉依巴族。又将印第安语部落语言分为两

种语系，即图皮语系和马克罗-热语系。（周世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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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情况如语言，人口和学生学习能力等，开展和深入多样化教学精神，制定

特定的教学目标同时搭配不同的教材和教学活动。 

7.3 少数民族教育师资建设 

此处以巴西印第安人教育为例，该人种教师培养真正得到国家重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同

时期一些非政府组织宣传并积极推行“印第安教师培养计划”。接下来到上世纪80及90年代，各

州政府纷纷采取不同措施来提升印第安教师的专业水平及对其进行专项培养，但在当时师资建

设的重点还在基础教育，之后随着几所大学响应号召，如圣保罗大学，罗莱马州联邦大学，以

及马托格罗索大学等，印第安教师师资建设的范围也延伸到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现如

今，巴西对于印第安教师的培养，主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第一，设立印第安教师培训中心，由

国家教育部提供技术和经济扶持，教师们不仅在培训中心可以接受专业的培训课程，还可以共

同研究教学活动和教学方法等。第二，针对印第安教师学历水平相对较低的问题，国家支持鼓

励教师进修。第三，对于印第安学生的教材、书籍的编撰和学习视频创作提供相应的资金鼓励。

但在印第安人教师队伍建设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印第安教师学历依旧是一大问题，同时

双语掌握程度普遍不高。其次，教师薪资待遇和补助较低与工作环境相对简陋，这就导致吸引

较非印第安人教师来加入到师资团队中和留住人才教师的任务变得更具有难度。最后，双语教

材及印第安人专属教材的贫乏使得印第安教师的工作更具挑战性。 

我国少数民族教师培养和管理一直被视为提升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重点，但在当今少数民

族师资建设中仍面临着一些与巴西类似的问题，第一，少数民族教师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缺

乏专业培训和进修机会。与非民族教师相比，民族教师很多并非是师范专业毕业，且他们的受

教育程度普遍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所以在这方面应鼓励民族教师提升学历，进行专业进修，并

由国家每年为其提供来内地学习的机会，同时应对优秀民族教师给予专项奖励。第二，长期以

来民族教师的薪资待遇普遍低于非民族教师，少数民族教师的缺编现象也使得少数民族师资建

设变得困难重重，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也进一步阻碍了师资

队伍的优化，这就导致民族教师的数量一直得不到提升，仍有一些地区出现“一师多科”甚至“一
师一校”的现象。当然近年来我国也致力于提升民族教师的薪资待遇，部分少数民族贫困县教

师月薪已达7000元，并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教师的月补助和相关待遇。这类政策不仅提升了民族

教师的幸福感并从长期来看非常有利于“教师回流”。但从整体上来讲民族教师的薪资待遇仍处

于非理想水平，仍需要不断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来进行扶持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建设。 

7.4 少数民族教育经济扶持 

虽然巴西配额制并未对少数人种教育的经济支持作出规定，但是巴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

一直以来都积极致力对少数人种提供各项经济扶持，此处还是以印第安人教育为例，在基础教

育方面，国家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印第安学校完善师资、优化教学设备以及推动学校结构性改革

等；在高等教育方面，国家每年为高校提供专项资金来用来以各种方式补助印第安人学生，如

奖学金等。 

总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扶持资金以国家专项补助为主，地方政府的教育补贴为辅，

搭配一定的政策倾斜，同时资金管理也由国家直接规定并由各地政府执行。这些经费一方面有

助于保护教师团队的建设和学校基础设施的完善，另一方面，对无论是进行基础教育还是高等

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经济助学，如减免学杂费、提供生活补助和奖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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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西少数人种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类似，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经济扶持的来源过于单一，

暂未调动起社会各界的经济支持。国家需要每年给予大量的经济拨款来为其提供稳定的经济帮

助，这给国家以及各级政府造成一定压力。在此情况下，需要鼓励社会赞助和公益捐款，以便

让更多社会资金注入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如设立专项机构长期召集社会捐款，并由政府和社会

各界监督款项的管理与落实等。 

7.5 法律与机制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通常从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就可以看出对相关政

策的完善程度。配额制法律法规的数量从2012年开始一共颁布了6项法律法规，最主要的为巴

西联邦Nº12.711号法律。但是却未对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作出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定，导致配额

制在2012年正式实施之后的几年内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更是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遭到社

会各界的质疑。但是针对少数人种制定的特殊法规却起到了很大作用，以印第安人为例，巴西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着力加强对印第安人的保护，90年代和二十世纪初为相关法规和政令颁发

和推行的高峰期。这些法律法规首先从立法的角度确立了印第安人受教育地位，其次颁布相应

的政令来完善印第安人基础教育和针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资助项目。这些措施着实对提升印

第安人受教育水平和实现印第安人接下来顺利融入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针对

不同少数民族教育确立多样化法律法规方面，启发我国作出进一步努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台了各种帮扶少数民族教育的法律和法规，同时，各少数民族

分布省份也不断颁布相关的保障少数民族教育的条例，使得我国从立法方面更能全面捍卫少数

民族受教育的权利。其次，对相关法律不断优化和完善，并根据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法律法

规以更好地贴合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 

但无论是巴西配额制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制度都缺乏相关的监管机构的监督和评估。

即使我国对开设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的高校实行年度评估和研究，但是该制度针对高等教育而

非同时涵盖基础教育。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师资数量及质量仍然令人堪忧，教

学环境和学校设施仍然简陋，资金补助仍然不到位。因此我国也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或者

监管部门来对基础教育进行评估，真真正正地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入手不断完善法律法

规，从而提升基础教学的质量，并为少数民族学生顺利进入高等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8 结论 

实现真正的人种教育平等一直是巴西人民追求的目标，因为教育是人种平等的重中之重。

只有得到更好的教育，少数人种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感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最终实现巴西社会

的人种团结与和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诞生了高等教育配额制，实际上，该制度出发点是相

对正确的，即旨在纠正人种间高等教育不平衡的问题。但从根本上看，此项政策的配套措施与

规定并不完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种间的“鸿沟”。但即便如此，巴西的配额制以及巴

西的少数人种教育仍值得反思并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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