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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如何实现

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和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和 ——
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十三五﹄期间怎样树立科学质量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近日，记者就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强调提高教育质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

追求高品质的教育，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生活。
科学的质量观和科
学发展观应该是一脉相
承的，最重要的还是以人
为本，应该关注个体，关
注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
用一张试卷、一次考试、
一套规范衡量所有的孩
子。
科学的质量观需要
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
达成共识。

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议题

记者：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
划都强调提高教育质量。
为什么恰恰在这样的历史
时期提出这个问题？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是什么？
朱永新：教育质量是一个永恒的话
题，但它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课
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质量问题。改
革开放以来，在全面推进“普九”、发展义
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等过程中，教育
机会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在这些问题解
决之后，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
教育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和公平问题紧密联系在一

起，提升教育质量本身也蕴含着进一步推
进教育公平的问题，尤其在农村地区、边远
地区。
谢维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之一。小康并不是一
个量的概念，而是一个质的概念，是指整个
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教育水平都达到
一个有质量的高度。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我们更多地把
精力放在教育增长方面。现在，在保持一定
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教育质量，包括落
实立德树人任务、教育的结构更加合理、教
育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同时教育更加公
平，教育的各种要素本身能够得到质量和内
涵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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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世界的教育战略

记者：最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两
份重要文件，一份是
《2030 教育框架》，把“确
保全纳、公平和有质量的教
育”作为 2030 年教育总体目标之一。另外
一份是 《反思教育》，把教育看作“全球共
同利益”。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强调提高教
育质量有什么特殊含义？
朱永新：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是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战略决
策。应该说，我们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
和国际关注的焦点完全一致的。我们提高
教育质量也应该建立在全纳概念和人文主
义基础之上，面向所有人群，面向所有孩
子；不仅关注人的成长，同时还要尊重每
个孩子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些也是提高教
育质量的重要内涵。
谢维和：今天我国的教育与世界教育
的联系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紧

科学
质量观

密。我国的教育，特别是在提高教育质量
的政策目标、举措、规划等方面，和整个
国际教育的发展是同步的。其中，有两个
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对教育的定
位。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教育发展的工
具观，强调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今
天，我们和国际上一样，在逐渐地强调教
育发展的道德观。也就是说，教育不仅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也为人的发展
服务。第二，中国的教育要形成自己的特
色。只有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才能真
正得到世界的尊重，才能真正提高教育质
量。
在国际化背景中，提高教育质量不再
仅仅是向国际学习，而且要向国际传播中
国教育的声音，做出中国教育独特的贡
献，这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新内涵、新
任务、新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
好地向别人学习，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使中国融入世界，
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

人的发展是教育本真

记者：教育部部
长袁贵仁在 2016 年教
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牢固树立科学的质
量观，转变思维定式”。我们该怎么理解科
学质量观？
朱永新：科学的质量观和科学发展观
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最重要的还是以人为
本，关注个体，关注活生生的生命，而不
是用一张试卷、一次考试、一套规范衡量
所有的孩子。
科学的质量观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全
社会达成共识。片面的质量观是用考试成
绩、强化管理、冷冰冰的一套体系重新规范
教育，这样就把教育本真和人性的一面扼杀
了。如果大家为了分数就要不择手段，就把
大家的兴奋点和精力引到“教育 GDP（国内
生产总值）”
上，
这是很可怕的。

提高教育质量应该让教育变得更温
馨，更受孩子欢迎，让学习生活更有乐
趣，同时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最好的张
扬。这也是新教育提出的，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
谢维和：科学首先是要遵循教育的规
律，只有按规律办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这样的质量观才是科学的。如果说违背了
教育的基本规律去提高教育质量，那就不
是一种科学的质量观了。
遵循教育规律，首先教育要把德育
放在第一位，要真正地把立德树人的导
向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贯彻下去。除了
要防止把质量指标化、定量化以外，还
应该在强调德育的时候更加注重把德育
贯彻落实到学校中去，真正让立德树人
的导向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很好地体现。
这才是科学质量观最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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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水平的德
育，就没有教育的高质
量。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要求，因为小康本身就
是一个质量的概念，是
一种标准。没有高质量
的教育，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
现的。因此，在“十三
五”期间全面提高教育
质量，是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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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推进提高质量的基础工程

记者：全面提高教
育质量有没有“痛处”
和“痒处”？教育领域
应该重点推进哪些工作？
朱永新：
所有的教育问题都和质量有关。
教育最关键的问题，或者说最大的“痛处”，
是教师问题。我一直认为，教师决定质量，谁站
在讲台前谁就决定教育的品质。要有好的教育
质量，必须要有好的教师，所以，吸引优秀人才进
入教师队伍，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和边远地区、
薄弱学校任教，让中国的教师队伍主体真正有理
想、有情怀、有教育智慧，能够和孩子们一起成
长，
热爱教育事业，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痒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
的生态。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社会还没有对教育
形成共识，对教育的常识知道得还不够多。更重
要的是，同一个人的认识和行动是“分裂”的。比
如北京许多中产阶层家庭，对什么是好教育很清
楚，他们也知道不能把孩子的空间、时间全部填
满，不能用分数衡量孩子的成长，但是几乎所有
家庭都要给孩子补课，都要让孩子上个好学校，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与全社会的教育
共识还没有很好地形成有很大关系。
所以，应该提高全社会的教育素养，让大家
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怎样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
长，让大家知道人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教育自身的
规律。
谢维和：教育质量的“痛处”和“痒处”，实际

记 者 ：全 面 提 高 教
育质量需要做好哪些基
础性的工作？
朱 永 新 ：第 一 ，教 育 法
治工作，除已制定的法律外，还有很多规范教育
行为、提升教育品质的法律法规应该尽快制定，
比如《学校法》
《家庭教育法》
《社会教育法》
《公共
图书馆法》等，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教育品质。
第二，打通普职之间的各种壁垒，搭建人才
成长的“立交桥”。探索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
的认定转换制度，实现多种学习渠道、学习方式、
学习过程的相互衔接，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比如，优秀的职业教育学生也可以进清华、北大，
可以进任何民办学校，普通学校学生也可以选择
职业课程。
第三，就是建立好的教育评价体系。应该大
力发展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用发展性评价、增
值性评价、个性化评价取代现在简单的、单一的
考试模式，让学校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要大力发
展教育评价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好学
生？分数就是最公平的吗？每个人的教育是不
一样的，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不一样，有的农村
孩子连外语都没学过，分数怎么能好呢？分数并
不是解决教育公平的唯一途径。
第四，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通力
合作。新教育实验一直关注家庭合作共育。家
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很多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
大部分人智力的发展、兴趣的形成、个性的结构、
习惯的养成等，都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父
母的教育素养，学校和家庭之间的配合就显得很
重要。这些都是教育发展需要的基础性条件。
第五，从教育开放性来说，目前我国教育开
放度是不够的。民间资本进不了教育领域，民间
人才进不了教育领域。教育门槛太高，民间教育
的探索受到很多限制。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
人进入教育领域，鼓励更多的机构办教育。教育
只有多元化、选择性越来越强，才能够百花齐放，
生态才能够更加多样化。
谢维和：刚才提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础性

上是我们下一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具体抓手。
从基础教育角度来说，应该把《义务教育法》
《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落实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抓手。怎样更好地依法治教？根据《教育法》
《教
师法》
《义务教育法》的要求落实评价、管理、教
学、招生等各个环节的规定，才能够体现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的要求，也能够和“四个全面”战略联
系在一起。
从高等教育角度来说，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
抓手和高度关联性的因素就是真正提高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通过创新创业的要求带动整个
学校的课程、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和进
一步完善，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从
高等教育在现阶段培养人才的特殊目标来说，从
它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下一步要求来说，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培养，恐怕是一个
“痛处”
或者
“痒处”
。
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有两个关键的抓手。
其一，是体制改革。我们回顾一下从本世纪初开
始的我国关于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政策，就会发
现这样的趋势，政府在职业教育的运行管理过程
中，逐渐让市场、企业、社会更多地参与到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以及体制建设中去。其二，职业教
育应该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可以有学历型的
职业教育，也可以有短期的或者非学历的、非正
式的职业教育，还可以有职业取向的普通教育，
既能够满足学生的普通教育要求，同时又有一定
的职业和就业取向。

工作，
朱委员用了一个很好的词，
就是
“教育生
态”
。他刚才提到，
生态主要指社会对教育的
共识。我想再补充一点，
良好教育生态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稳定。教育一定要稳定，
学校也要稳定。
原因在于，教育规律的特点之一就是
它的长周期，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
能真正认识过去或者今天教育到底办得
好不好，或者哪个政策合理不合理。因
此，
做教育的人得要从容，
得有定力。
我们认准了正确道路和方向之后，
要坚持下去，甚至忍受各个方面的批
评，
真正坚持做下去。
当然，这种坚持并不意味着不能
改，而是说我们能够在保持教育稳定的
情况下，
不断完善和优化。
记者：您对“十三五”教育规划有
什么建议？对今年的全国两会有什么
建议？
朱永新：首先，我希望在“十三五”
期间正确处理好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
的关系，我们要追求有质量的公平或
者高质量的公平。其次，希望加强教
育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更加多
样化的教育选择。再其次，期待在
“十三五”期间能够进一步加大教
育立法工作，为教育发展提供良
好的法治环境。最后，还要进一
步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一方面
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能降低，另
一方面特别需要能够吸引更
多的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
域。一句话，让教育更加
人性化，
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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