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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扛鼎之作
——记“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丛书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均是国内教育界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和知名学者。丛书
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 10 卷，全景式展示了改革开改 30 余年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成就，是一套
集权威性、公益性、原创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集大成之作。
国家领导人曾为丛书的出版发来贺信，她指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因此，必须以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广泛汇集专家学者对我国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探索，以形成科学的教育决策。《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的出版十分有意义。”中国出版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也表示，这套书对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和出版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016 年，丛书出版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多位专家学者撰文盛赞。在此我们选刊部分评论，以
飨读者。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30 多年来的经验有必要认
真总结。总结昨天的经验，为了
更好地改革今天教育，促进未来
教育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大
系》 全景式地展示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成就，系统地
总结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
的成果和经验；汇集了专家学者
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和新探索；广泛地总结了一线教
师的新创造。同时提出了要优先
发展教育、重建教育改革哲学、
推进教育公平、释放全社会的教
育活力、培养合格公民、依法治
教、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建议。
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徐辉：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选题
重要，立意高深，体系完整，布
局合理，既有纵向的研究，如学
前教育卷、中小学教育卷、职业
教育卷、高等教育卷、终身教育
卷，也有横向的研究，如学科教
学卷、教育实验卷、德育卷、教
育体制与财政卷、教育改革理论
卷等。项目各位主编都是我国教
育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在
相关研究领域造诣较高，业绩突
出。该项目的出版对加深我国教
育改革理论研究，总结我国教育
改革经验教训，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周洪宇：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项目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从微
观入手反映宏大变革，通过案例
剖析推进教育改革理论创新，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成就，进行
了全景式的展示，系统地总结了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果
和经验，广泛地汇集了专家学者
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和新探索，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是对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教育改
革的全景式展示和总结，是一个
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出版项
目。主编朱永新教授为我国教育
改革的领军人物，在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均深有建树。各卷作者均
为在本学科训练有素、具有权威
性的专家学者，为这一鸿篇巨制
的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既具
有权威性、文献性、史料性之类
工具书的价值；也是从不同视角
探究中国教育发展的理论研究，
对于揭示和解释教育发展的中国
模式，理解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
的复杂关系，认识中国普及教育
和发展教育独特的问题，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也有很大的挑战
性。这种揭示和建树，同时具有
指向未来的建设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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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我国教育体制
与教育财政改革
之路

课程改革背景下的
学科教学发展历史
及趋向

袁连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杨九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主编、编审

《教育体制与教育财
政卷》 分为上下编，上编
讨论教育体制中的办学体
制、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师
体制改革，下编集中讨论
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在上编中，作者讲到
迄今为止的教育体制改革
进程分为三个时期：1977
年 至 1984 年 的 体 制 回 归
期 ， 1985 年 至 2002 年 的
改革展开期，2003 年以来
的改革调整期，并对三个
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特征
进行了概述。通过对改革
开放以来教育体制改革的
回顾和分析，作者认为，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
三个方面的成就，还存在
四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
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
在下编中，作者对教
育筹资体制、各级政府部
门教育经费分担体制、教
育经费分配与使用管理体
制、学生资助制度等领域
的改革进行了回顾和深入
分析。通过对 30 多年来教
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和
深入分析，作者指出，我
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取得
了四个方面的成就，还存
在四个方面的不足，提出
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

《中 国 教 育 改 革 大
系·学科教学卷》 利用
丛书“总论”“分论”的
体例，将“总论”的主
题定为“课程改革语境
下的当代课程教学变
革”。
“分论”部分，由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历史、地
理、音乐、美术、体育与
健康、科学、艺术、信息
技术、技术教育、综合实
践活动 16 个学科课程构
成。每一章的第一节与
其他几节构成学科内部
的纵横关系。第一节主
要是纵向叙述本学科变
革的各主要阶段，其他
几节主要是横向分专题
论述本学科改革发展的
主要成就和问题，以及
对本学科发展的思考和
展望。这样总分结合、
纵横相济，辨彰大要，
较为全面呈现了新时期
我国学科教学改革的脉
络和概貌。书中第三、
第四部分中的资料性内
容，对应每一章，分类
汇集，系统编排，这样
处理既符合“大系”的
一般体式，更方便读者
查检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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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个转变”看职业
教育改革

开展教育实验，
探索更佳路径

明晰来路，
方知去向

直面历史，
曲折前行

刁哲军
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原院
长、教授

张荣伟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张守礼
奕阳教育研究院院长

王继平
教育部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机构巡视员

教育实验具有不同的层
次和类型，根据主题、内容
和组织形式不同，《中国教
育改革大系·教育实验卷》
一书，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
实验大致划分为“分科课程
实验”“教学改革实验”“单
项主题实验”和“综合改革
实验”四种类型。
本书第一部分，重点探
讨了基础教育分科课程实
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基
于分科课程的教育实验改革
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包括
1977 年至 1980 年的恢复发
展时期、1981 年至 1984 年
的 改 革 起 步 时 期 、 1985 年
至 2000 年 的 快 速 发 展 时
期 、 2001 年 以 来 的 深 度 变
革时期。本书第二 部 分 重
点探讨了基础教育教学改
革实验，第三部分介绍了
基础教育单项主题实验，
第四部分探讨了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任何教育
实验和教育改革都应拥有
明确的主题，但主题与主
题不同，有些主题只与教
育系统的某一部分或少数
因素发生关联，而有些主
题则会牵涉到整个教育系
统，从多个维度与教育整
体发生关联，甚至实验主
题本身就是教育的根本性
问题，直接影响到教育的
整体发展。

“入园难、入园贵”
曾一度是严重的民生问
题，也是国民教育体系中
薄 弱 的 环 节 。 2010 年 以
来，学前教育成为新一轮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政府部门主导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成为新的发
展目标。在学前教育转型
发展的关键时期，明晰来
路，方知去向——剖析学
前教育历史与现实的因
由，厘清改革与发展的思
路，是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破解困顿、促进中国
学前教育健康而迅速发展
的关键。《中国教育改革
大系·学前教育卷》 一书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
而生的。
也基于上述认识，此
书的内容 不 局 限 于 政 府
部门主导的改革，而是
以“变革”为中心，客
观、全面地描述了我国
学 前 教 育 30 多 年 变 革 历
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客观地揭示与分析了改
革与发展中的问题、矛
盾及其成因，深刻地反
思和总结了其中的经验
与教训，积极地探讨了
切实可行的前行之路。
这对于今后中国学前教
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3 年秋的一天，我到教育
部门职教中心研究所去拜会当时
还在兼任所长的王继平先生，期
间说起了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的编写工作，其中 《中国教育改
革大系·职业教育卷》 由他主持
编写。当时我想，继平同志长期
从事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管理和
研究，尤其是 1998 年以来，几乎
参与了所有的国家有关职业教育
重大政策的研究制定，无论是从
理论水平还是经历经验上来说，
由他主持编写此书可以说是极合
适的人选之一。
2016 年 6 月，我收到了编写组
寄给我的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职
业教育卷》，封面朴实而大气，排
版规范、印刷清晰，很有学术著作
的风范。全书共有四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总论，有三章。极有亮点的
是第二章——职业教育改革的五大
转变，书中通过“五个突出”反映
了“五个转变”，每一个转变都进
行了详细的背景和问题分析，反映
了职业教育在不同时期的改革重
点，更反映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同经
济、社会、行业、产业等改革发展
的关系，也揭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
一些规律。第二部分是分论，以职
业教育自身改革为主线，从体系建
设、制度建设等七个方面，对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总结，
同时也较为客观、理性地指出了
存在的问题，供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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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史
上值得认真书写的一个
重要篇章。一部中国新
时期教育改革史，一定
程度上讲，就是一部职
业教育发展史，窥一斑
可以知全豹。
《中 国 教 育 改 革 大
系·职业教育卷》 是一
部以改革为主线，全面
系统地叙述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职业教育历史的
尝试之作，向读者展示
了 1978 年 至 2014 年 我
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画卷。本书在叙述方式
和方法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直面历史事实，用
历史的眼光看待职业教
育改革进程，以客观的
态度书写职业教育改革
举措；二是直陈历史评
论，对于 30 多年来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的成就、
经验、教训、问题、困
难等，不揣谫陋直接表
达看法和评价；三是力
图见林见木，既有着眼
全局的宏观叙述，让读
者迅速把握职业教育改
革全貌，也有关注于一
隅的微观叙述，让读者
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改
革若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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