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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公平

迈向教育公平的不懈追求
本报记者 杜玮 高毅哲

2017年秋季开学典礼，在拔地而起
的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高沟小学
新教学楼前，校长朱雪军哭了。

此前多年，他和5名教师、80多名学
生在一栋老式两层教学楼和几孔破窑洞
里上课、办公。他一直期盼能在宽敞明

亮的教室里教书，新学校的落成让他梦
想成真。

高沟小学的变化，是河南近年来大
力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
校建设的一个缩影，也是教育公平在全
国范围内推进的一个缩影。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颁布实施，赋予普通人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到本世纪初“两基”（基本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目标实现，再到2006年“两免一补”政策
施行，教育公平的模样逐渐清晰。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写下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
育公平重中之重的地位由此确立。

此后，教育公平沿着均衡化、城乡
一体化的路径前行，广度和深度不断延
展……

教育公平始于起点公平。
上世纪 80 年代，知识重获尊重，教育秩序恢

复。随着小学教育的逐渐普及，义务教育开始酝酿实
施。

在 1982 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
写有“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普
及义务教育作出明确规定。紧接着，1985 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 《决
定》） 提出，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是该表述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

《决定》 起草过程中，有关部门的工作组曾到青
海调查，走进一所学校的教室，小学生全体站立欢
迎，掌声经久不息，却迟迟无人坐下。原来，教室没
有板凳，学生全部站着上课。上世纪 80 年代的媒体
报道，亦不乏对农村校舍状况这样的描述：“朽木糟
墙，裂缝纵横，梁上结网，墙垣穿洞。课间，顽皮的
孩子就顺着这洞钻进钻出。”

面对窘迫的条件，国家推进义务教育的决心非常
坚定。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颁布
实施，从起草到通过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分管基础教育的柳斌是这部
法律的起草小组组长。他回忆称，义务教育是否免
费，成为整个法律起草、制定过程中最大的分歧点。

“当时也曾考虑过实行免费教育，但是考虑到国家财
政状况和教育的规模，最后决定只免收学费，不免杂
费。”

这部法律只有 18 条，秉持着“宜粗不宜细”的
原则，先将指导思想、经费投入、教育管理体制、课
程教材、办学条件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等最主要的框
架确定下来，让义务教育走上法治轨道。

自1986年7月1日起，全国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
教育。“普九”从纸面走向现实，意味着教育公平由
权利平等向机会均等迈进。

差钱是当时最大的问题，“穷国办大教育”是真
实写照，发动人民群众，“人民教育人民办”成了解
锁这一难题的密钥。

“在教育体制上，把办基础教育的权力下放给各
级政府，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
制。此外，动员群众参与，建立以政府为主、多渠道
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特别是广大农民兴起了‘兴学
重教’的热潮，使学校校舍等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柳斌说。

1979 年至 1992 年，人口大省河南发动群众多渠
道筹措教育经费102亿元，名列全国第一，不仅做到
了基本消灭学校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
凳的“一无两有”，而且 96%以上的学校实现了校
舍、桌凳、大门、围墙、操场、厕所“六配套”。如
果仅依靠国家拨款，这些成绩的取得可能要花费 50
至100年。

以政府为主导，依靠人民群众，这场全民教育行
动风生水起。“两基”目标的确立也将“普九”的进
程进一步加快。

1992 年召开的十四大，确定了到 20 世纪末将实
现“两基”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即以县统计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左右；全国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5%以
上。

位于鲁西北的德州曾是全国 42 个经济贫困地区
之一，在 1995 年到 1997 年“普九”攻坚期间，当地
共拨出 8.6 亿元投入教育，并规定完成“普九”前机
关事业单位不得新建楼堂馆所。德州德城区放弃了修
建区委、区政府办公楼的规划，加上企事业单位的支
援，共筹得 6000 多万元，新征土地 345 亩，新建扩
建校舍6.4万平方米，率先高标准完成“普九”任务。

在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历时 15 年，我国
如期完成了“两基”目标。全国十多个省实现全省

“普九”，70%以上的县实现全县“普九”，全民受教
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人均8.1年。

此后的 2003 年到 2007 年，国家又针对西部欠发
达地区开展了西部“两基”攻坚计划。

2004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分别
与西部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郑重签署了“两基”攻坚计划责任书，省长们立下

“军令状”，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
到 2007 年，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

2003 年的 77%提高到 98%，我国教育取得又一历史
性成就。

2011年，“两基”战略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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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9日下午，安徽省
颖上县十八里铺乡，正在考察税费
改革试点工作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专程来到一所村中心小学——
宋洋小学。

“怎么没有凳子？”望着教室里
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镕基问。

“为了节省经费，凳子都是学生
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
子带回家了。”校长解释。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
“20年。”
“20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
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调动基

层积极性办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
在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义务教育
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时间
推移，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过重、

“普九”欠债、教育资源调配能力差
等问题暴露出来。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
改革开启。但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该如何保障？

宋洋小学的场景让朱镕基感慨
万千：“义务教育都是政府的责任，
我国也不能例外。”朱镕基指出，在
农村税费改革中必须首先确保农村
义务教育的经费。

2001 年秋，安徽省政府要求确
保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比农村
税费改革前减少，并依法逐步增
加。对部分实行“一费制”后经费
有困难的学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等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当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
会议也提出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
制进行重大改革，明确了农村义务

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
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的体制”。

2001 年起，教育部和财政部对
部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
书制度。一项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
举 措 ——“两免一补”（免杂费、
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开始
走入人们视野。

2003 年 3 月 4 日，《中国教育
报》 刊发 《免费！免费！义务教育
发展的新呼唤》 一文。文章称，在
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一名初二学
生靠领取购买教科书的 41 元钱才免
于辍学，并讲述了由于经费有限，
当地并非全部学生都能得到免费教
科书的事实，说明了义务教育免费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免费的迫切性。
报道还配发了全国人大代表、华中
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等人的呼吁文
章。

这份报纸当天送到了两会代表
委员驻地，很多代表委员看后主动
找周洪宇讨论表示支持，周洪宇也
在代表团讨论时极力呼吁、找代表
联署提交议案。

6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
宝到湖北代表团参加讨论，趁着他
与代表们合影的间隙，周洪宇将相
关文章送给了温家宝。“农村义务教
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你提得很
好，很及时。”周洪宇记得当时温家
宝微笑着说，“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
的。”

两会结束后不久，财政和教育
部门进行了经费测算。9 月，全国
第一次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要
求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两免一

补”的相关规定出台。
2005 年 11 月 28 日，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
议的致辞中，温家宝向世界庄严宣
布：“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
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杂费。”

2006 年 6 月 29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
育，不收学费、杂费”被写入。

从 2006 年到 2008 年，我国义
务教育用三年时间迈出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四大步：2006 年春，国家免
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4800
多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530万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
书，其中 680 万名寄宿学生获得生
活 费 补 助 ； 2007 年 春 ，“ 两 免 一
补”从西部推广到中东部，实现了
对全国 40 万所农村中小学近 1.5 亿
名学生的全面覆盖；2008 年春，北
京、天津、上海等 16 个省区市和 5
个计划单列市进行免除城市义务教
育学杂费试点；2008 年秋，免除城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

义 务 教 育 实 至 名 归 ， 实 现 了
“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
政府办”的重大历史转变，“有学
上”“上得起”的时代命题得以根本
解决。自此，义务教育踏上均衡发
展、“上好学”的新征程。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全国有
2379 个县义务教育发展实现基本均
衡，占全国总县数的 81%。与此同
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
估启航，义务教育正朝着城乡一体
化的目标不断迈进。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2

义务教育接连取得新进展的同时，教育公平
也在向更广、更深的层面延展。

1977年，高考恢复，一并恢复的还有普通人
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时隔 22 年后，高校
扩招将这种公平成倍放大。

1999 年 ，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招 生 达 159.68 万
人，比上一年增长47.4%。到2002年，全国普通
高校招生 320.5 万人，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国际公
认的大众化阶段。从 2006 年起，高等教育开始
转向重质量的发展阶段。

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让
更多寒门学子踏入高等学府。

2017年，有两个名字公众分外熟悉，一个是
魏祥，一个是庞众望。

身患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出生后双
下肢运动功能丧失的甘肃定西考生魏祥，在高考
中取得了 648 分的佳绩。而清华大学“自强计
划”，帮他打开了直通梦想世界的大门。来自河
北、父母患疾、家境贫寒的庞众望则在农村专项
计划的支持下，不负众望走入清华园。

这一年，10 万个“魏祥”“庞众望”通过国
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走进了清华、北大、复
旦等名校。而从 2012 年实施至今，各类专项计
划已累计招生37万人。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入学是第一
步，顺利完成学业才可能打通日后发展的通道，
这中间离不开日渐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

1993年起，高等院校中逐渐建立起国家奖学
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基金、校内奖助学
金、学费减免等“奖助贷勤工助学”的混合资助
体系。各高校还设立了“绿色通道”，为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优先办理入学手续。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运行如今已非常顺畅，
但在建立之初可谓“一波多折，连闯数关”。

1999 年制度试行时，由于要进行“担保贷
款”，不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找不到担保人一
筹莫展，之后政策调整为“信用贷款”。出于

“防范风险，防止坏账”等现实考量，加之助学
贷款进入还款期后存在一定违约率，部分地区甚
至出现了银行停止发放新贷款的现象。

面对各种新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银行、高
校及社会各界不断对政策进行优化、完善，政策
给予学子们的便利更如及时雨一般。

今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市，钟泽龙以 657 分
被武汉大学录取。父亲患罕见病十多年，一家人
只能靠着母亲每月 1500 元的退休金生活，钟泽
龙上学的费用成了大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的生源地助学贷款解了燃眉之
急。手续办好后，钟泽龙每年能拿到 8000 元助
学贷款，支付学费和住宿费不成问题。

高中教育的公平步伐也在加快。
从 2011 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启动实施“普通

高中改造计划”，到 2012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再 到 去 年 4 月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普 及 攻 坚 计 划

（2017—2020 年）》 发布，称“到 2020 年，全
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各省 （区、市） 毛入学率
均达到 90%以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按下“快
进键”。

除此之外，从 2010 年起，三期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启动，学前教育迈入优质普惠新阶
段；“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自 2014 年实行，如今
第二期已全面铺开；中职教育建立起以免学费、
发放国家助学金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教育公
平的触角延伸到全学段，实现了全覆盖。

媒体曾关注过一个名为蒋波的学生，他求学
经历中的每一段都体现着教育公平。蒋波出生于
广西桂林市灌阳县联合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全家
年收入不足 2000 元，除去还债和日常开支所剩
无几。2006 年，受益于“两免一补”政策，他
在初中阶段减免了学杂费、书费，每学期还领取
60元的补助；上高中后，他享受到了学校每学期
给予的500元生活补助；2011年，他考入中国农
业大学，获得了国家助学金，圆了大学梦。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国教育公平的
轨迹清晰可见。从“低重心”普及义务教育到让更
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再
到迈向过程和结果的公平⋯⋯40年，中国追求教
育公平的步伐从不停歇、坚定向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公平，是中国教育不
曾更改的坐标，也是中国教育奋发前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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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秋季
开学，在位于辽宁
省凌海市大凌河镇
的凌海第五小学，
一名随迁子女领到
了新书。本学期该
校共接收 120 名随
迁子女顺利入学，
他们和城里的孩子
一样享受免费九年
义务教育。

李铁成 摄

▲ 2016年12月，云南省政府发文提出，将逐步
在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聚居区实行从学前到
高中阶段的 14 年免费教育。图为该省普洱市西盟
佤族自治县民族小学的学生在上计算机课。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

◀ 图为拼版
照片。左边是 7 月
31 日，广西融水苗
族自治县考生陈俊
鹏手捧刚刚收到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右边是 5 月 29 日，
其父陈金科手捧祝
福儿子的纸片。

融水县是国家
扶贫工作重点县。
近年来，该县积极落
实国家系列教育扶
贫惠民政策，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
助力度不断加大。

新 华 社 记 者
黄孝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