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红利正在
抵消人口红利下降影响
■胡鞍钢

一、 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教育现代化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首先是教育现代化。在中国大地，这个大写的“人”不只是抽象
的“人”，而且是十三亿多的“人民”。 而教育现代化就是使2亿
多在校生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 使更多的人获得良好的继续
教育机会、接受终身教育，使中国成为世界人力资源强国。

教育的现代化， 要基于人的生命周期以及不同阶段的人
力资本（教育）投资及公共服务水平。 从人的生命周期的教育
视角看， 在不同年龄段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需求和教育发展
指标，也就有了不同的教育服务和教育投资政策。教育规划纲
要提出要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这也要求现代国民教育
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形成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
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从教育发展的实际结果来看，我们可
以采用不同年龄段各级教育毛入学率来衡量。

二、 对教育规划纲要目标的中期评估
2010年制定的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2020年的总目

标：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进入人力
资源强国行列。 明确提出了五大目标：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
教育；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 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
育；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
教育规划纲要专门设计了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量化指
标， 充分体现了育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这在
新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

从实施情况来看， 到2014年， 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
的5项主要指标已经基本达到了2015年目标， 其中， 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2020年目标。 这表明， 我国教育事业在实现
教育现代化、 构建学习型社会、 开发人力资源方面迈上大台
阶， 为实现2020年总目标提供了更高的基础、 更好的条件。

我国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是5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
一大突出亮点。 我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从2009年的
50.9%提高至2014年的70.5%。 最具成效的投资， 就是促进幼
儿教育。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 的研
究表明，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于
人生的未来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把学前教
育作为优先发展的重要领域， 表明中国朝着消除
贫困的代际传递、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迈
出重要一步。

各级教育普及水平稳步提高。 九年义
务教育稳固率到2014年已提高至92.6%。 高
中毛入学率从2009年79.2%提高至2014年
86.5%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09年
24.2%提高至2014年的37.5%。

研究生教育发展尤为迅速。 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研究生
在校生规模稳步提高，从140.49万人提高至184.77万人，年平均
增长率达到4.7%，已居世界首位。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
速发展， 占招生总数比重从2009年的14.1%提高至2014年
43.5％，明显扩大了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队
伍，已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为经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撑。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还需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
育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 职前教育和职
后教育有效衔接。 围绕更好地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求， 各开
放大学在学习方式、 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 企业职工继续教育年参与率，
已从2010年的56.3%提高至2013年的63.4%。 高校继续教育毕
（结） 业生数， 由2010年的1082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1385万
人， 增长28.0%。

三、 中国进入“教育红利期”
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 就是要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
从2010年起， 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 劳动年龄人口

（16岁—64岁） 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
下降了1.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提高了2.26个百分点。 高中
（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3.72%提高至16.35%，
提高了2.63个百分点，已经明显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
的幅度，显示了教育红利、人力资源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
下降的影响， 也标志着进入了“教育红利期”、“人力资源红利
期”及“人才红利期”。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发展是关键、是核
心。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就是要提升全体国民受教育水平，使得
全体人民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受教育机会，使得持续的人力
资本投资贯穿终身。 通过全面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我国教育普
及水平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都迈上了新台阶，终身教育体系不
断完善，我国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过程中迈出
了坚实步伐，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学习型社会正加
快形成。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尊重学生选择权
成教育决策价值取向
■钟秉林

教育涉及亿万学生和千家万户， 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评
价教育事业发展的效果， 需要多视角观测， 尽可能客观。 我基于4
个维度， 谈谈对5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教育规划纲要
的认识和体会。

首先， 从学生维度看。 一是学生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进一步得
到重视。 二是学生选择机会不断增加。 三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扎实推进。 四是弱势群体教育得到越来越多关注。 可以说， 关心学
生、 爱护学生、 尊重学生选择权，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已成为教育
公共政策的重要价值取向。

其次， 从教师维度看。 一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前所未有加
强。 二是教师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不断拓
展。 四是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可以说， 5年来， 教师工作不断
强化， 突破了一系列制度瓶颈， 有力推动了教育从注重规模扩张的
外延式发展转向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再其次， 从社会维度看。 一是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更
加紧密。 二是学科专业建设与行业企业需求更加匹配。 三是职业教
育布局与产业发展更加协调。 可以说， 5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
实需求， 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 教育在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

最后， 从国际维度看。 一是引进了一批高质量境外优质教育资
源， 在满足选择性教育需求方面，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我
国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走出去” 的步伐明显加快。 三是
双向留学发展迅速。 可以说， 5年来， 教育对外开放积极稳妥推进，
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的效果不断显现， 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不
断增强，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以上几个维度， 尽管尚不能囊括5年来教育事业发展成就的全
貌， 但反映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在理念、 目标、 重点、 方式等方面
发生的巨大变化。 总体上看， 5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
级各类教育发展势头良好， 人民群众的基本教育需求得到较好满
足，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和智力支持， 我
国正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虽然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成效显著， 但同时也要看到， 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越来越旺盛，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样， 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对提升教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
任务依然繁重， 迈向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任重道远。

对下一步教育工作， 我有3个方面建议： 一是在继续强化政府
教育责任的同时， 创新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拓宽教育资源渠
道， 扩大教育有效供给，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更好地满
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二是在优化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 加强统筹
谋划的同时， 充分考虑各地各校发展
不平衡的现实， 加强分类管理、 分
类指导， 坚持依法治教， 增强教
育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推进管理重心下移， 进一步调
动基层和学校的积极性主动性，
激发教育活力。 三是在全面推进
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 进一步聚
焦问题， 突出重点， 深化综合改
革， 集中力量解决制约教育现代化的
“瓶颈” 问题， 尽快在构建基本教育
公共服务网络、 调整优化教育结构、
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新
的突破。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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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葳 董鲁皖龙
12月10日发自北京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
举行最后一场， 正式宣布我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
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院院长胡鞍钢认为， 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富有中国
特色的发展之路，目前，我国正在加快从“人口红利”
升级为“人才红利”的历史转变，而教育正在其中发
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用了30多年时间，成为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世界最大国， 而同样的历
程，美国用了225年———在发布会上，胡鞍钢举出此
例。 据统计，过去10年，我国各类技能人才大幅增
加，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14年，我
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已达5550多万人，占我国人才
队伍总数的45.6%，其中，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
比例达到11：36：53，大专以上学历占到68.6%，结构
不断优化。 特别是最近5年来，全国新增专业技术人
才860万人，队伍发展的基础不断增强。 从创新能力
看，每万名劳动力研发人员达到42.3人年，已经接近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的规划目标43人年（“人年”指每万名劳动力中，每
个研发人员研发时间的总和———编者注）。

“这一数据背后的深意是，长期以来，我国通过
教育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正在实现向物质资本、人
力资源资本甚至生态资本的转化。”胡鞍钢进一步解
释道，“虽然我们的颠覆性发明专利还不足， 但没有
数量何谈质量？教育的外溢性影响，对人力资本的衍
生乃至于对一个民族文化长远的发展， 都是很难用
定量去衡量的。 ”

作为系列新闻发布会的“收官之作”，7位专家一
起出现在了今天的发布会上。其中，无论是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钟秉林从4个维度观测5年教育改革发展
成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从教育综合
改革层面审视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的历史进程，
还是胡鞍钢着眼于人的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的辩证
关系， 都让发布会现场的记者们嗅到了一些不同以
往的味道。

在专家们的多元阐述下， 现场记者显然已无法
满足于对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一个5年的回眸，纷
纷将目光聚焦于下一个5年。 在这段与“十三五”规

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叠的5年里，落实好教育规划
纲要，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需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
如何从宏观层面考量我国未来的教育改革发展之路？

“原来浅水区能摸到的石头已经摸不到了， 我们
现在啃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张力深有感触地表示。
张力认为，着眼于教育规划纲要的下一个5年，最重要
的是实现三个平等：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平等、教
育规则平等，“沿着这三个平等去下一盘大棋，仍有许
多体制机制障碍要去破解。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任
务需要层层细化落实，大家可以期待”。

张力说：“在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中期评估
报告审读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国家把‘改革创
新’放到教育工作20字基本方针的重要位置，有提纲
挈领的作用。过去5年，我国的教育改革正是通过连续
的动员、实施、实验，在不断地攻坚克难中，取得了比
较明显的成效。 ”

“教育关系到亿万学生和千家万户， 教育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需要我们跳出教育去
评价教育。 任何改革都要循序渐进，走出一步总比原
地踏步强。 ”钟秉林言辞中，透露出对教育改革的珍视
与呵护。

教育投资正转化为发展红红利利
———专家畅谈中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澈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澈

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五大目标：实
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
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
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
教育体制。

2020

2015
教育规划纲

要确定的阶段性
目标任务总体实
现，教育事业总体
发展水平进入世界
中上行列。

2010

基本实现教育现
代化，基本形成学习
型社会，进入人力资
源强国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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