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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决策，拉
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序
幕。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
明古国和人口大国从此焕发出
蓬勃的生机活力。40 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让中国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摆脱贫困、跃升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
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
地的发展奇迹,绘就了一幅史
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在历史的长河中，40 年
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中国和
中国人民，却是翻天覆地的
40 年，为历史留下宝贵物质
和精神财富的 40 年，也是奠
基未来的40年。

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
行者、受益者、助力者。40 年
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牢
固确立并坚定不移地坚持把教
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牢固确立并始终坚持教育在党
治国理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地位。40 年来，
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要求，顺应人民群众需
求，应对世界竞争的激烈态
势，不断调整和完善教育工作
方针政策，在新旧更替和转化
中实现了一次次跨越和蜕变。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教
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实际、传统与现代、立
足国内与面向世界的结合，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40 年来，中国教
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教育
现代化加速推进，人民群众教
育获得感明显增强，教育国际
影响力加快提升，13 亿多中
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
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历史性转折

40 年前的中国，百乱待
治、百废待兴。从何处入手拨
乱反正、重回正轨，严峻而现
实地摆在党和国家面前。小平
同志以历史的眼光一锤定音，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
须有知识，有人才”。以科技
和教育为突破口，推动了迈向
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1977 年 8 月，小平同志刚
刚恢复工作，就在北京召开科学
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小平
同志提出，“要下决心恢复从高
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
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
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
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当场决断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
改”。由此,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
制度终于恢复。当年冬天，570
万人报考，1978 年夏天，又有
610 万人报考。恢复高考成为当
时中国社会最大的关注点，点燃
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的热情，掀起了全国上下读书学
习的热潮，教育界重新焕发生机
和活力，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向
上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敞开了
通向世界的大门。1978 年，小
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汇报时果
断决策，“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
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
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
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
方百计加快步伐”，专门叮嘱

“不要怕出一点问题”。由此发
端，中国教育开启了对外开放的
新征途，出国留学很快从涓涓细
流变成滚滚洪流，打开了国人的
眼界，向外界释放出中国走向世
界的强烈信号。

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先
声，出国留学是中国开放的前
奏。40 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
这两件大事，无疑是转折性的、
历史性的。自此，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
音，科教兴国逐步确立为党和国
家的发展战略；自此，中国教育
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
教育从容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
自此，中国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
轨道，开始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
源强国阔步迈进，几千年来有教
无类的教育理想逐步成为现实。

历史性发展

40 年前，黑屋泥凳、朽木
糟墙下的琅琅书声，是当时中国
农 村 教 育 的 真 实 写 照 。 30 年
前，一张“我要读书”的照片在
新闻媒体报道后，安徽省金寨县
张湾小学苏明娟那双充满渴望读
书的大眼睛，深深震撼了每一个
中国人的心。“再穷不能穷教
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这些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随处可见的
标语，是当时我国教育的真实记
录 和 时 代 缩 影 。 40 年 沧 桑 巨
变，40 年执着奋进，中国教育
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40 年 的发展是跨越性的。
1978 年，我国小学升入初中比例
只 有 60.5% ，高 校 在 校 生 只 有
85.6 万人，研究生只有 1 万人。在
这样一个极为薄弱的底子上，经
过40年努力，目前我国各级各类
学校 51.4 万所，在校生 2.7 亿人，
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各级教
育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学前教育
三年毛入园率从 10.6%提升到
79.6%，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
94%提升到 99.9%，初中阶段毛
入学率从 66.4%提升到 103.5%，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33.6%提升
到 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7%提升到 45.7%，均达到或超
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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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教育现代化强大引擎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钟曜平

40年，弹指一挥间。
把 40 年置于卷帙浩繁的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册中，不过
是一片小小竹简。但倘若这
40 年 指 代 的 是 1978—2018
年，时光瞬间闪耀，长河立刻
奔涌。

国际社会常用“奇迹”一
词形容中国过去 40 年的历史
性变迁，而奇迹的原动力，无
疑是 1978 年启动并延续至今
的伟大变革。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从
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居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从不足 200 美元增至
约 9000 美元。伴随着经济的
腾飞，我国教育事业取得跨
越式发展，创造了“穷国办
大 教 育 ” 的 一 系 列 骄 人 成
绩：截至 2017 年，学前教育
发展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
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已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开始迈
向普及化发展阶段⋯⋯第三方
评估表明，我国教育总体发展
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40 年来，中国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辉煌成果，是改革开放伟
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改
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
源和强大的智力支持。从“有学
上”到“上好学”，新时代教育
的主旋律已上升为对优质教育的
追求，中国正从教育大国迈向教
育强国。过往的成绩因何而得？
未来的道路如何开拓？答案唯有
二字：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改
革 就 是 这 伟 大 航 程 的 “ 发 动
机”。过去 40 年，“改革号”列
车奔驰在神州大地，而它开启伟
大进程前的那一声长笛，是在教
育领域率先吹响。

(一)这是“春天的故事”的
序曲。40 多年前，改革开放的
时代巨幕尚未正式拉开，中央决
策层就意识到了恢复和振兴教育
事业的重要性。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前一年，恢复高考成为那
个时代最响亮的音符！

1977 年 10 月，得知这一振
奋人心的消息时，黄大年还是广
西第六地质队的物探操作员；12
月，他和全国 570 万考生一道，
从矿山、乡村、工厂等各个角落
出发，涌向高考考场。最终，黄
大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
物理系。后来，他成为国际知名
的战略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
带领团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
一”，成为家喻户晓的“时代楷
模”⋯⋯

1977 年高考，全国共录取
27 万考生；2017 年高考，这一
数字增至 761 万，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 45.7%。高考从当
年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变
成 了 如 今 的 “ 司 空 见 惯 寻 常
事”。高考的巨大变迁，是 40 年
来中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
影，而一切发展变化的动力之
源，是改革。

正是改革，让教育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中央有关部门和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落实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努力增加教育投
入。2017年，全国教育投入总量达
4.26 万亿元，是 1978 年的 453 倍。
人均教育经费从 1978 年的不到
9.8元增加到2017年的3000余元。

正是改革，让教育普及程度

越来越高。1949 年，全国总人口
中文盲占 80%，农村人口中文盲
高达 95%。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
家将“两基”工作纳入重要议程。
经过多年努力，2017 年，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3.8%，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8.3%。40 年
来，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从5.7年提高到10.5年。

正是改革，让教育对科技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
强。我国加入 《华盛顿协议》，
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发达国家承
认；高校获国家科技三大奖占比
稳定在 60%以上，产出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高校
进入世界排名前列的数量不断增
加，约 100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千
分之一⋯⋯

正是改革，让教育对弱势群
体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各级党
委政府不断加强对农村贫困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
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
得好”的局面正在形成；教育信
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惠及
400 多万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
建立起了从幼儿园到大学覆盖各
学段的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孩
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目
标基本实现；与此同时，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0%以
上，80%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
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

如今，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各级各类教
育正朝着质量更高、内涵提升的
方向转型；与此同时，基本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
系。此外，教育对外开放取得重
要进展：40 年来，我国各类出
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约 520 万
人。2017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
数首破 60 万大关，持续保持世
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近年来，教育改革不断开辟
新疆域，攀登新高峰。教育新体
制的“四梁八柱”基本搭建完
成，整体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
修”阶段；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
面，全面启动恢复高考以来最系
统、最全面的一次改革；“四有
好老师”成为新时代教师的核心
评价标准，大中小学师德体系建
立健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学生

“四个引路人”；中国教育的国际
影响力持续提升，与近 190 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
与 50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
学位互认协议⋯⋯

40 年来，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的教育巨变，书写了世界教育
史上的一段佳话。无数事实雄辩
地证明了：改革是发展之源，是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一引擎。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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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载峥嵘岁月 改革大潮挺中流
40载砥砺奋进 成就辉煌载史册
40载光影变化 山乡教育绘新篇

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辉煌

我国教育总体水平迈进世界中上行列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超过中高收入国

家73.7%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已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86.7%的平均水平，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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