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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立法

描绘依法治教的时代画卷
樊畅 本报记者 王强

直至今日，双鬓斑白的教育部法律咨询专
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劳凯声
依然对40年前那次意义非凡的大会感慨万
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岁尾的雨雪
洗刷过后，北京的天气清新而明朗，中国共产
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认识到，社会必

须要有法律，依法治国是国家和谐发展的唯一
选择。在此契机下，教育界也开始思考，我们
国家的教育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教育法律体系。

这五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改写了中国的命

运和前途，也催促着我国教育立法的脚步。
自此，中国教育开始了曲折而漫长的立法

之路，一个涵盖全口径的教育法律体系正在慢
慢成形。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法制建设在经过长期的曲折和
徘徊之后，一个大规模的立法
进程展开了。教育界在拨乱反
正的基础上，重新颁发了大、
中、小学《工作条例》，逐步开始
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长期与
法制隔阂的教育领域，以十一
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宏伟蓝图为
基础，也开始向着依法治教的
伟大目标进发，出现了重大的
突破。1980 年，2 月 12 日，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该法
以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
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的提高
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为立法目的，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部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
的有关教育的法律。

而在 1982 年 12 月，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制定了新的宪法，这是我国
法制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宪法为我国教育法制建设
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因此也
是教育法制建设进程最重要的
里程碑。宪法对我国教育事业
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一方面，宪法规定了教育法的
基本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另
一方面，宪法规定了教育教学
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

1986 年 4 月，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
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民族
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加强教育法制都有重要的影
响。

此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国务院还制定了部分教育行政
法规，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制
定的上百件教育行政法规进行
了整理和汇编工作。

“中国教育法制建设的过
程，也是我研究法律、了解法律
的成长过程。”劳凯声是中国教
育立法的先行者之一，参与了
很多教育规范性文件的调研和
起草工作，他和很多同行一起，
在改革的大潮中摸着石头过
河，从无到有，从外行变内行，
一砖一瓦为搭建起教育有法可
依的横梁贡献力量。

在我国现有的多部法律
中，人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这
部特殊的法律，形象地称为中
国教育界的宪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中期，在紧迫的社会转型要求
和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的迫切需
要之下，教育立法却还处在相
对滞后的状态。

彼时，我国一批教育界人
士意识到，加快教育法制建设
的步伐，确保教育事业尽快踏
上法制轨道，迫切需要制定一
部教育工作的根本法、母法。

可以想象，《教育法》的建
立不是一件探囊取物的事。

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我国
教育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中提到，《教育法》作为一部教
育领域的基本法律，起草和修
改的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从
起草开始到审议通过，经历十

年时间，十三次易稿，寄托了社
会各界对教育的厚望，倾注了
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教育法》制定的十年期
间，原国家教委除进行广泛、深
入的调查研究，召开一系列专
题研讨会外，还召开过五次全
国性的研讨会，许多专家直接
参与了起草、修改工作。社会
各方面对这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非常关注，纷纷献计献策。仅
1994 年 3 月，有关部门就收到
了书面意见函几百件，各方面
提出的修改意见 1000 多条。
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各有
关专门委员会、全国政协有关
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等也进行
了大量的调研和征求意见工
作。

这些意见对《教育法》的最
终颁布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一个被热烈讨论的问
题是，《教育法》的价值取向到底
是什么？

起草小组的意见分为两
派，一派认为，《教育法》的价值
在于更好地管理教育，另一派
认为其意义在于保障公民的受
教育权利。

劳凯声站在后者一边。他
坚定地认为，保障公民的受教
育权才是这部教育大法的根本
使命。

教育权利关乎千家万户，
社会各界对于 《教育法》 的起
草也百倍关注。从 1994 年开
始，《教育法》 基本完成初稿，
进入了修改送审阶段。草案被
送至全国各省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民主党派、部分高校，交
至教育界和法律界的专家学
者、一线人员手中。广开言
路，解决争议。

次年3月，《教育法》在第
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最
终审议通过。教育优先发展的
地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教育
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第一次得到
了法律形式的确定。

1995年4月17日，原国家
教委主任朱开轩在北京市学习

《教育法》报告会上作报告时
说：“可以说《教育法》是民主集
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

1995 年 9 月 1 日，《教育
法》正式施行。

《教育法》的颁布和施行，
是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步入正轨
的重要标志，一个以法治教的
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教育法》
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把党和国
家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
政策用法律形式全面确定下来，
上升为国家意志。《教育法》以基
本法、母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
教育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
度。以《教育法》为依据，我国又
制定了《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
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教
育督导条例》《少数民族教育条
例》《学校保护条例》等一批教
育法律、法规。同时，还建立和
完善了教育执法监督制度，加
强了教育执法工作。

因此可以说，《教育法》的颁
布和施行使我国的教育法制建
设步入正轨，一个以法治教的新
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教育法》的
颁布和施行，是我国全面走上

“依法治教”轨道的重要标志。

艰难曲折：教育法律体系见端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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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效农 摄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开展，依法治教
已初见端倪，法律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也开始变得日益密切。随着法律知识的
逐步普及和法律制度的日渐完善，人们开
始尝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受
教育权利。从理论到行动，法律开始大踏
步走进生活，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维权能
力、法律的影响力开始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

1999 年 9 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案子。

北京大学1992级博士生刘燕文起诉
北京大学拒颁博士学位证书损害了其受
教育权利。

这是我国第一起以行政诉讼方式介
入教育领域的案件。事件一经报道，立刻
在教育界和司法界引起震动。

这是司法审查在教育领域的首次应
用。

然而，争议也由此开始。有人认为，
学术自由的权利属于学校，法律不该介
入；也有人认为，法官要做的不是判断刘
燕文论文是否达标，而是要对北京大学是
否存在程序违法作出公正判断。

另一起案件也引起广泛关注。
2001 年 8 月，山东省滕州市学生齐

玉玲被人冒名顶替上学案宣判。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院批复作出二审
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
害；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获得经
济损失赔偿 48045 元及精神损害赔偿 5
万元。

两起案件的巨大争议声中，越来越多
教育界和司法界人士意识到，教育法制不
是一些行为规范的简单总和。在完善教
育法律体系的同时，还要构建出一个和法

律规范相适应的法律文化体系，才可能真
正实现教育的法治。这对彼时的中国教
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法律作为一
种规范条文对人们的行为提出要求，而这
种规范的背后必定是一种文化。也就是
说，我们的法律必须以一定的法律文化来
作支持，这样的法律才是有生命力的、有
效力的法律。”劳凯声说，法学界曾经讨论
过两个概念，一个是“法制”，另一个是“法
治”。“法制”犹如刀制，是静态的，存在形
态是一套行为规范的集合体。而“法治”
犹如水治，是以一定文化作为支撑的动态
过程而形成的法律系统。

当时，中国尽管已经形成了教育法律
的基本框架，但相对应的法律文化还未能
够构建起来。

“最重要的三大法律文化，我们还有
很大的欠缺。有了这三件东西，这套法律
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动态的法律
规范。”劳凯声说。

事实上，这三件东西就是人们的三大
法律观念。一是权利法律观。教育法应
该以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为基本义务和
价值取向，这样的教育法才是中国教育所
需要的。二是平等法律观。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即百姓口中常说的教育公平、教
育平等。三是诉讼法律观。在现代社会
中，应该通过一种公力救济的法律机制，
而不是私力救济，来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
利。

《教育法》《教师法》 等一系列教育
法律的颁布，代表着我们已经有了一套
静态的法律规范，中国教育迈入了有法
可依的新阶段。然而，如何来遵守、实
施、救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法治工程。

直面问题：实现教育“动态”法治

2003 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记者
采访的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都
格外“抢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
是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的第一
人。2003 年 2 月，周洪宇到孝感市考
察，在当地一所小学看到校园的基础
设施非常简陋。“有几张课桌只有3条
腿，缺失的桌腿是用砖头垒起来的。
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回忆道。

一个月后，周洪宇在网上与网友交
流教育热点话题，一位网友发帖问道：

“代表大人，您知道农村义务教育有多
苦吗？”周洪宇被这个问题深深刺痛。

“你疯了吧？哪儿论得上义务教育
免费？”2003年全国两会上，初当人大
代表的周洪宇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完全
免费制的建议，身边的代表难掩吃惊。

然而，锲而不舍的执着让周洪宇
的“疯狂”照进了现实。2006 年 6 月，

《义务教育法》修订通过。义务教育阶
段不收取学费、杂费，被作为一条重要
原则予以法律上的确立。法律同时明
确，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义务教育法》的修订是时代和社
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它仅仅是我国
在21世纪初期，教育法律“一揽子”修
订计划中的一个。

2000年后，中国社会迈入了一个
深度变迁的过程。社会结构由总体化
走向多元化，由计划性走向市场化。初
期制定的法律规范已经难以应对新的

社会发展形势，彼时已有的教育法律在
新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空白。民众要求
修订教育法律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0年至今的十几年间，尤其是
2010年以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
了新的重要进展，突出代表为几部重
要法律的修订完成。此次重点修订的
法律主要有三部：《教育法》《高等教育
法》《民办教育促进法》。

法律的制定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但此次修订解决了很多当前教育领域比
较重要且热门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教育
从业者都能轻松地列举出此次修订中那
些关键之处的调整。比如：修订后的《教
育法》删除了原本第25条的“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或机
构”；新《高等教育法》确定了党委书记为
第一责任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版规定了民办教
育的分类管理制度，解决了多年来没能
解决的民办学校营利问题。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孙霄兵
是此次《教育法》修订的亲历者和见证
人。对于《教育法》三十余年来从无到
有、从初建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他深有
感触：“此次修订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教
育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了国家教育规
划纲要的有关决策部署，反映了教育
改革发展的新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新期
待，也回应了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
同时还吸收了学术界、教育实践领域
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太重要了。”如今，劳凯声这样评
价教育法律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
和促进作用。“最近40年间，中国教育
的改革发展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我
身处在教育领域里，能够感觉到改革
变化的潮流之强劲，有时我自己都感
觉快跟不上了。”

这样的感触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
40年间的深厚积淀。

我 国 的 教 育 体 制 改 革 大 致 从
1985年开始，那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领
域把它看作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
端。直到今天，这场改革也没有人宣
布结束。

改革的车轮持续不断向前推进，
而在这场持久的改革中，有一个重要
的东西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通过立
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简
政放权来重新建构国家与教育、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这是教育体制改革最
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起
到的作用不可比拟。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对依
法治国提出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
新时代。这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
重要阶段，也是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
助推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
教育法制建设的进展令人欣慰，但在
持续、深入发展的教育体制改革面前，
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填补空白是教育法制建设迎接挑
战向前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
学段中,唯独学前教育没有立法，不能
有效地发挥规范和保障当前以及未来
学前教育发展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北师大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副院长庞丽娟，十余年来一直致
力于呼吁与推进我国《学前教育法》研
制与出台。

近年，“全面二孩”人口新战略、脱
贫攻坚战略对学前教育发展提出了新
挑战新要求。

“适应国家新战略、新形势，制定
高位、专门的《学前教育法》，对前述问

题作出明确、妥善的规定，对政府依法
有效地协调学前教育发展与社会各方
面的法律关系、规范各方面主体行为、
有效调动与规范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和
资源，显然是更有利的。”庞丽娟说。

数年来，她带领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相关研究团队，针对《学前教育
法》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就我国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建设与改革发展中的
主要问题、深层次难题，特别是关键性
体制机制问题、改革探索、立法诉求与
对策建议等深入山东、河北、甘肃、江
西、浙江、山西、广西、云南、新疆等地
开展实地调研。

在庞丽娟一行人的努力下，党的
十九大召开之后的 2017 年 12 月，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立法视野望
向了学前教育。

如今，广受关注的学前教育立法
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

“这样一来《学前教育法》的建立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劳凯声谈起学
前教育这块教育法律的空白充满信
心。

当然，教育法制建设非一日之功，
而是要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才可以
实现。40 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的法制建设还
有很长的崎岖的路要走。今日，人们
关注的教育问题正在法律的规制下一
点点趋向完善，而这不仅仅是教育法
制建设一家之责，我们的教育法制还
要仰仗国家整体法制建设的推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的发
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法律的
保障，一个法制完备的教育体系才可
以称之为富有效率的、充满活力的教
育体系。因此，在改革和发展教育事
业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教育立法，建
立和健全教育法律体系。

劳凯声深谙这一规律。就如他说
的那样：“新时代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巨
变，百姓对教育有了更高的、更多元的诉
求，这些诉求都需要依靠法律的保障才
能实现，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的法律建
立和实施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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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依法治教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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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场。 资料图片

重庆高中生
走进法院感受法
治精神。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