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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民族情感”的桥梁：

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调研的情况考察
丁 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为沟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调查民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了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

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西南访问团是第一个访问团，其在贵州访问期间，宣传民族政策，慰问各族群众，疏通民族关

系，进行社会调查，沟通了民族感情，加强了民族团结，并为民族识别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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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dge of Communicating National Feelings: The Central Ethnic

Visiting Group in Guizhou

DING R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national relations, promote national equality policy

and investigate ethnic issues,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dispatched ethnic groups to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mission

of the southwest was the first mission. During the visit to Guizhou, the third sub group condoled with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dredged the ethnic relations, publicized the party's national policy, and conducted a social investigation. The

work of the visiting group communicated the national feelings, strengthened the national unity, and provided the factual basis

fo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regional autonom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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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新中国成立后，为对“各兄弟民族的人民在

过去所遭受的痛苦，致以深切的慰问，并且征求

他们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各种政策实施的意见”，使

各民族人民“平等互助、亲密团结”，经毛泽东主

席亲自提议，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

先后组建西南、西北、中南民族访问团，到少数

民族地区访问，宣传民族政策。西南民族访问团

是第一个中央访问团，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民族访

问团。在北大工作的喻世长参加了西南访问团，

被分配至费孝通为团长的第三分团赴贵州“调查

语言”。本文以其访问期间的日记为主体史料，对

西南民族访问团在贵州的情况进行考察。
一、出发前的准备与在重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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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访问团在国子监进行了培训，听了

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和讲演，参加了有关民族语

言、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决权、民

族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讨论，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加深了了解，为访问打下了基础。临行前，周恩

来专门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写信指

示：“该团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等任务是搞好

民族关系，凡是少数民族不欢迎去的地方即不要

去，不同意做的事情即不要做。”[1]1950年7月2日，

西南访问团从北京出发，少数民族对“有史以来

的第一次”民族访问团充满期待，希望其“在沟

通民族情感、融洽民族关系上”起到“桥梁作

用”。
7 月18日，访问团到达重庆，21日，刘伯承、

邓小平到访问团作报告，讲述少数民族问题，并

嘱咐访问团要“稳步慎重地做好访问工作”。在重

庆期间，访问团得到西南地方政府各界的协助，

并进行了学习与准备，对工作范围、工作任务、
应对问题的原则、为谁服务等问题有了深入认识。
针对贵州的情况，费孝通专门指出：贵州工作要

深耕细作；苗民文化相当高，所提问题应得体；

在贵阳增加苗民干部后，分小组四出工作。经过

准备，访问团成员自信“自己本位工作，大有搞

好的希望”。
二、贵州访问总况

8 月11日，第三分团50多人从重庆向贵州出

发。贵州少数民族多，分布广，访问团在短时间

内不能遍访各地民族，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访问贵阳及附近花溪、青岩、孟关等地；

第二阶段，分三路到贵州东、南、西方向分别访

问。每路选择一县深入访问。
（一）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西南访问团所到之处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

迎，把访问团“当贵宾”对待。访问团利用人数

众多的群众欢迎大会宣讲民族政策，取得良好的

宣传效果。第三分团前往遵义，还未进入市内就

受到了热烈欢迎，军乐作响，口号声不绝。访问

团到达半个月前，贵阳市郊孟关乡苗族、布依族

群众就组织了欢迎队步行前往贵阳欢迎。贵筑县

百云乡的苗族群众和凤凰哨的布依族群众，也从

乡下前往贵阳参加欢迎会。访问团到达贵阳市界，

欢迎人群已列好队，访问团在这种热烈的欢迎中

感受到：“工作对象是很诚实的”，并“从这场面

中觉悟到中央领导的伟大感召力量”。访问团到黄

平时，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事前得到消息，从数十

里远的地方赶去参加欢迎会，队伍沿弯曲高下的

山路排着，有二里远，访问团感觉是“受欢迎的

最大场面了”。
访问团到达凯里时，当地组织了万人斗牛集

会，方圆几十里内的群众都赶来参加。访问团向

少数民族民众宣讲民族政策，与各族男女青年手

拉手跳舞，沟通了民族关系。在欢迎会上，访问

团进行演讲，“向各民族人民传达了毛主席及中

央人民政府对兄弟民族的关怀，并代表中央人民

政府向热烈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各族人民致以敬

意”，少数民族群众听到演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
在镇宁大山乡沙锅堡，访问团召开群众大会，当

地少数民族群众非常热情，早早就开始扎松枝牌

楼，布置会场，准备标语。访问团讲解民族团结

的必要性，消除顾虑，驳斥谣言，并有专门人员

进行翻译，“男女老幼听了都点头首肯”。
（二）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

第三分团不仅口头宣传民族政策，还选定重

点地区贯彻落实，“直接帮助与指导”凯里区苗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11月，第三分团对炉山

县湾水、旁海、万潮、凯里等民族乡镇进行访问。
在访问团和民委的帮助下，1951年1月25日，凯里

区召开以苗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代表会议，听取

和讨论了该区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今后的工作

任务，贯彻执行中央《民族区域自治条例》，选举

自治区政府领导人。1951年1月28日，贵州省第一

个苗族人民自治政府炉山县凯里区苗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代表一致认为，“区域自

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苗族几千年来的奴隶生活

已经一去不返，也证明民族政策不是条文，而是

真的要做的”。少数民族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讲话、
唱歌，他们感到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2]访问团把

自治区的成立状况拍成新闻影片搬上了银幕，向

外宣传。
在贵州期间，访问团还帮助贵州省人民政府

召开全省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全省民族

工作会议。座谈会宣讲贯彻民族政策，并将财经

文教卫生等少数民族工作具体化，解决了少数民

族减租退押问题。会后，发布了《关于少数民族

地区工作问题的几点意见》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

工作的指示》，为之后贵州较长时期内开展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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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明了方向。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主要解决民族

民主联合政府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与会人员132

人，其中中央访问团25人。
（三）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

搞好一切民族工作的关键”。1949年11月14日，毛

泽东在给彭德怀、西北局的电文中就强调：“一

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

民族干部训练班”。[3]刘伯承在欢迎访问团的讲话

中也指出：“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访问团的筹备下，1950年10月16日，黄平

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训练班开班，来自15个乡镇的

110余名学员参加。访问团向学员宣讲民族政策，

讲解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农

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区域自治等问题，并根据

学员的“程度施以教育”，尽力用“通俗”的语言

与“生动的词句”。访问团还通过分组讨论、座

谈，与学员交心，倾听学员所遭受的苦难，破除了

学员想“平均土地，回江西老家移民，扩大土改范

围等”想法，针对学员表示“对现在政策虽然满

意，但是将来是否永久好下去”的担忧进行了开

导，并指出学员的“狭隘错误”。讨论座谈“空气

很热烈谈话很直率，笑语风生”。
通过开办训练班，访问团对少数民族地区情

况了解加深，对民族感情“有了具体的深刻的认

识”。经过培训，学员的思想有了“进步”，访问

团认为训练班是“成功的。”训练班结束后，访问

团对各组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进行讨论，总结了

“思想特点和工作经验教训”，对训练班理解得

“越来越深刻具体”，并进一步了解了民族工作的

艰苦和问题的复杂性。开设培训班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有助于“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与建设工

作”。民族访问团帮助开办的各少数民族干部训练

班“为以后开办民族学院打下基础”。
（四） 慰问各族人民群众

为安慰遭受苦难的少数民族，带给他们深切

的关怀，访问团举办座谈会、慰问大会，放映电

影，赠送各族人民礼物，密切了民族关系。在黄

平东坡乡的座谈会上，访问团了解了少数民族群

众“过去所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歧视和压迫”，以

及他们“内心的痛苦”。在凯里湾水举办慰问晚会

时，附近十数里外的苗族群众打着火把，冒雨在

黑暗中沿着山道去参加。访问团将毛主席像赠送

给曾为保卫湾水而光荣负伤的湾水民兵，把礼物

赠给苗家民众。访问团的慰问体现了中央政府对

少数民族的关怀，增强了少数民族团结和紧跟党

中央的信心。
在黄平，为给苗家寨子的群众放映电影，访

问团电影放映队冒雨抬着发电机在午夜2时才到黄

飘的大寨。当到达时，二三十里以外的苗族群众

都前往观看。少数民族群众从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中了解了民族政策和内地文化。在访问团民族平

等政策的宣传下，少数民族群众民族意识增强。
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60多岁的苗胞唱起了以前

只能背着汉人唱的“反歌”，表示民族压迫已经结

束，现在是一家人了。
访问团还为群众免费送药治病，把科学卫生

知识送到少数民族边寨。访问花溪、青岩、孟关

期间，医药服务组曾先后为130位苗族、布依族人

民治疗疾病。在凯里，访问团赠送当地医疗器械，

协助建立第一个卫生所；发动各族人民药物消蚊、
灭蝇，搞卫生大扫除，疏通阴沟水道，清理猪圈、
牛圈和厕所；修滤水池，使人民吃上卫生水。访

问团还协助凯里地方举办小型农村卫生人员训练

班，讲授内外科及妇婴卫生的治疗与预防方法。
培训班培训卫生人员57人。在培训期间，访问团

还为凯里1万多群众种牛痘。访问团为少数民族群

众治疗疾病，“不但为他们治疗了创伤的身体，

更治疗着他们受了创伤的心”。[4]

（五） 进行社会综合调查

“要正确地执行民族政策，首先要调查研究”。
参加访问团的学者在访问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

实地考察，搜集当地文献资料，记录各族民众生

活。在调研中，访问团首先注重征求地方干部、
上层人物的意见。访问团到贵阳郊区的孟关乡公

所后，先与乡长、政委访谈，获知“他们注重宣

传阶级仇恨，没管民族”，“以至少数民族对地主

有了仇恨以外，还更存在着对汉族的仇恨”。访问

团到镇宁的次日，就与县里干部进行了“融洽”
的谈话。在调研中，访问团把发现的问题及时与

当地干部反馈沟通。如镇宁工作结束后，访问团

把干部作风不好的材料交给县政府，同时又提出

“对汉人宣布民族政策的必要”的建议。
时间有限，访问团在调研时，尽量做到点与

面的结合。访问团在孟关时想到“附近各寨普遍

访问”，听从了王建军乡长的建议后，选择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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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第四保，并到第三保的上板桥做重点

调查。通过调研，访问团成员对民族情况、经济

情况、人口情况、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当地

“干部思想情况”“过去保长与现在工作干部之间

的不谐和”等问题都有所了解。
访问团在调研中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比较重视，

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各民族的语言、歌谣、故

事、音乐、刺绣、雕刻等，成为交流和发展各民

族文化的良好开始。如在梨花寨，访问团从土司

谢家后人家谱那里发现了记洪武征苗、安酋作乱、
里阳大箐等事的记载；在黄平东坡乡，访问团收

集了苗族古代结婚证物、竹竿上刻的原始文字等

文物。
访问团在调研过程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

教训，调整工作形式，对“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分组检查。“调查而不研究则罔，研究而材料不

足则殆”。访问团对于获得的材料进行研究，不轻

易下结论，不“盲下瞎谈”。在思想上，访问团

“不应有大汉族主义”。通过相对科学的调研方法，

访问团掌握了一手的民族资料，“为新中国民族

研究拉开了序幕”。
三、对访问团的评价

1951 年3月2日，第三分团离黔返京。在贵州

期间，第三分团访问了镇远等5个专区的21个县，

做了9处典型调查，开办了4次民族干部训练班，

帮助建立了炉山县凯里苗族自治区，召开了全省

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在贵

州期间，访问团宣传了民族平等政策，积累了贵

州少数民族诸方面的研究资料，为后来民族识别

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访问团在西南访问期间，“严格地执行和宣

传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加强了各民族之

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对

其评价道：“一年多来，经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

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各少数民族代表来京开会

及其他的工作，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间

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

……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则已从历史上的长

期分裂对抗转到团结合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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