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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正转化为发展红利
———专家畅谈中国教育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显著特征是决策层级上移，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相关改革事项，都是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审议，然后再由国务
院和有关部委具体实施，这样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教育改革的工作力度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犹
如为教育改革带来清新春风。

5 回眸与展望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 周年

图解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成就
举办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

2014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2.58亿人

2014年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515.75万人

2014年各级各类学校数51.41万所

2014年教育经费总投入32806.46亿元￥

2015年全国性

高考加分项目减少

11项 5项
2015年取消地方性

高考加分项目

20项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现突破

●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逐步增加，实施省份从

●分类考试成为高职录取重要渠道
●有效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上重点高校渠道
●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明显缩小
●清理规范高考加分项目

12个 29个

2013年 2015年

扩大到

●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制度逐步建立
●大学生思想主流积极健康向上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系统推进

●所有“211工程” 高校经核准发布章程
“一校一章程” 的现代大学治理格局初步
形成

●建立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办学体制改革为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活力
●民办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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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总资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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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取消下放21项教育行政审批项目，

“三评”事项减少1/3，教育活力不断增强

教育开放取得新进展

●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稳步增长

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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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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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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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的国家和地区
不断增多， 数量稳步扩大

●我国成为最大的留学生源国， 2009年
至2014年学成归国人员累计达142万

●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

以信息化促进现代化迈出重要步伐

●“校校通” “班班通” “人人通” 进展显著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初步建成
●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联网运行

制图 中国教育报 王萌萌

教育规划纲要贯彻落实情况总体评估报告显示———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本报记者 柴葳 董鲁皖龙

12月10日发自北京

“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阶段
性目标任务总体实现， 各级各类
教育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 一些领域取得重点
突破， 保障水平明显提升， 我国
教育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今天
上午， 在教育部举行的第八场教
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新闻发布
会上，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张珏代表评估组发布了教育规
划纲要贯彻落实情况总体评估报
告。

评估报告显示， 我国教育事
业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
列， 其中70.5%的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 分别达到86.5%和37.5%的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 义务教育普及率高于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

各级各类教育发展
水平得到整体提高

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投射到
百姓关心的教育民生问题上， 就
是以“入园难” “择校热” 等为
代表的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得
到缓解。 评估报告显示， 实施教
育规划纲要5年来， 各级各类教
育取得长足发展， 教育资源日趋
丰富， 教育结构逐步优化， 立德
树人深入落实， 一些教育的短板
和薄弱环节切实得到加强， 我国
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评估报告指出， 教育规划纲
要实施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我国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
发展，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
进，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大幅
提升，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
本形成，高等教育结构不断优化，
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

（下转第三版）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拉开历史性一幕
张 力

教育要发展， 根本靠改革。
以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公平、 提
高教育质量， 既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动力所在， 又是2020
年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迈
上新台阶的根本途径。 回顾从
教育规划纲要的改革部署， 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紧锣密鼓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进程， 教
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5年
来拉开了历史性的一幕。 主要
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教育规划纲要重在改
革宏观导向意义充分彰显

2010年， 党中央和国务院
研制发布教育规划纲要， 主要
目的定位于加快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
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
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
相对短缺的矛盾、 增强教育活
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为
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

教育规划纲要的谋篇布局
突出了改革导向， 单列第三部
分“体制改革”， 确定了“人才
培养体制改革、 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办
学体制改革、 管理体制改革、
扩大教育开放” 等六大重要改
革领域， 并对相关的20项关键
环节作出重大部署， 明确了基
本要求， 绘制了施工蓝图。 可
以说， 教育规划纲要关于教育
改革的定位， 为此后2012年党
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教育
改革总体方向， 以及相继召开
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部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做好了全面系统的准备， 在全
党全社会凝聚起推动教育改革
的更多共识和更大合力。

强化顶层设计思路、 推
进教育改革的力度显著增强

2010年， 改革开放已经30多
年， 容易改的体制机制障碍已经搬
掉许多， 剩下的大都属于牵涉因素
非常复杂的难点问题， 但挡在教育
发展途中， 绕不开、 躲不过。 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 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根据教育规划
纲要关于“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
试点先行、 动态调整” 的改革原
则， 近5年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

一是从2010年到2012年党的十
八大。 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要
求，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都研
制出台了地方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国务院成立了有关部

委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 重点研究部署和
指导各项宏观教育体制改革， 特别
是在国家层面启动425项重大改革
试点， 涉及素质教育、 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终身
教育体制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 考试招生制度、 现代大学制
度、 办学体制、 地方教育投入保障
机制、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等10个方
面。 与此同时， 各地区各部门推行
不同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和试验， 把
深化教育改革作为实施教育规划纲
要的规定动作。

二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要求全党全社会把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明确提
出了“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也就

是瞄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一战略目标， 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
党” 三大战略举措。 其中， 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围绕十八大报告关于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提出新
部署新要求， 主要体现在： 以立德
树人为导向， 全面创新育人模式；
以促进公平为关键， 多方位缩小教
育差距； 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龙
头， 优化教育结构体系； 以管办评
分离为重点， 改革管理体制和办学
体制。 同时， 全会决定还首次提出
推进教育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 为
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给予重要的定
位和指导。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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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少远
12月10日发自北京

12月10日的夜晚， 注
定不眠。 所有中国人都将目
光投向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 等待着见证一个历史性
的时刻。

当屠呦呦从瑞典国王卡
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
过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章时，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中国
本土科学家实现了诺贝尔奖
零的突破！

在风暴眼放张
“冷板凳”

从12月4日启程前往瑞
典开始， 屠呦呦又站到了舆
论的中心。 一则“屠呦呦一
人低调走普通通道登机， 留
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
VIP厅干等” 的新闻首先进
入大众视野。

在屠呦呦的关门弟子、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
药药剂学系系主任王满元看
来， 这则新闻及其引发的讨
论， 可能是媒体和大众对这
位科学家过度解读了， “老
师不会故意回避谁， 她选择
走普通通道， 应该是希望快
点登机， 不给其他人造成麻
烦”。

不给他人造成麻烦， 是
获奖后这位老科学家一直在
意的事。 王满元回忆说， 国
庆期间获奖消息公布， 媒体
蜂拥来访 ， 屠呦呦却说：
“幸亏周围的邻居都出去玩
了。 要不然， 要给左邻右舍
添麻烦喽！”

10月以来， “屠呦呦
热” 一直没有降温。 但除了
接受少量采访， 处于风暴眼
的屠呦呦很少出现在公众视
野中。 王满元告诉记者， 自
从决定去领奖， 老师就专心
在家做相关准备， “她把领
奖看作为国争光， 为了能写
出一份适合这个重要场合的
演讲稿， 她推掉了很多采访
和活动”。

“老师睡眠不好， 腰也
不好。 演讲稿准备了十多
天， 她很重视这件事， 稿子几经修改， 逐字逐句推敲。”
王满元举出一个细节， 为了形容当年全国科研工作者通
力合作， 在短期内使青蒿素转化成有效药物的高效率，
某一稿中曾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屠呦呦思量后，
将“如此短” 改为“比较短”， “老师很严谨， 希望演
讲稿能体现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也是她一贯处事的态
度， 实事求是， 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于屠呦呦和其他研究青蒿素的老一辈科研工作
者， 中科院院士、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曾作出评价：
“她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 无论做基础研究， 还是应
用研究， 科学家都要克服浮躁， 坐得住‘冷板凳’。”

老科学家的未竟事业
12月6日， 2015年度诺贝尔奖获奖者造访诺贝尔博

物馆。 为了致敬屠呦呦的贡献， 博物馆展出了一套仿制
她研制青蒿素时所用药缸的器具。 （下转第三版）

沈阳农大教授应邀
诺奖舞台上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通讯员 张宜军） 12月9日，
继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诺贝
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说后， 又一位中国科学家———沈
阳农业大学教授陈启军作为特邀嘉宾， 在诺贝尔奖的舞
台上作学术报告， 向世界展示其最新研究成果。

陈启军的演讲题目是 《恶性疟原虫的免疫逃避机
理》。 他是“因与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相同领域作出杰
出贡献” 而获得邀请。

陈启军的报告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部分简要回
顾以往对恶性疟原虫逃避宿主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研究成
果； 第二部分是研究成果， 主要亮点是在疟原虫的基因
组中发现一个重要基因， 该基因的表达与虫体的致病力
直接相关。“我们对其功能深入分析后认为，该基因所编
码的蛋白质很可能介导了虫体对宿主先天性免疫的抵抗
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以该分子作为抗原免疫，可以使动
物获得非常好的免疫保护作用。”陈启军说。

自1995年以来， 陈启军一直从事疟原虫的致病机
理及疟疾发病机理研究。 在疟疾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包
括： 1998年率先发现恶性疟原虫在发育繁殖过程中，
通过表达变异基因家族中的成员进而使部分虫体逃避人
体的免疫清除； 发现恶性疟原虫表面变异蛋白质在介导
虫体免疫逃避作用的同时， 还参与了对宿主毛细血管上
皮细胞多个受体的黏附作用， 从分子水平揭示恶性疟疾
发生的机理。

让事实和数据说话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周年中期评估背后的故事

隰 详见第三版 隰 详见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