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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教育，
而整个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

一部中国基础教育70年
的发展史，也是新中国从落后
走向振兴的真实写照。新中国
成立之初，我国人均受教育年
限仅有1.6年，2018年，这一
数字已提升至10.6年，中国
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
础教育实现了大国教育跨越式
发展。1949年至2018年，我
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0.4%
（1950年）提高到81.7%，小
学净入学率从 20%提高到
99.95%，初中毛入学率从
3.1%提高到100.9%，高中毛
入 学 率 从 1.1% 提 高 到
88.8%，在人类教育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
华秋实。

70 年来，中国教育底子
薄、基础弱的面貌彻底改变，其
中，基础教育功不可没。70年
来，我国基础教育始终与时代
发展的大潮同行，为人类教育
凝练了中国经验，发出了中国
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

秩序重建，迈
入正轨

重建秩序、稳定局面，新

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基础教育在
摸索中逐渐规整。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
针，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
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

根据教育总方针，1951年
颁布的新中国第一个学制文件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各级
各类学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
接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专业化
教师队伍初步形成。1952 年，
《小学暂行规程 （草案）》 和
《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正式
颁布，全面规范了我国中小学教
育教学，形成了我国中小学学校
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两
份文件，教育部制定了新的小
学、中学各科教学大纲，新中国
初步建立起了新的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

然而，旧社会留给新中国教
育的是一个烂摊子，文盲、半文
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学龄儿

童入学率仅有20%左右。普及教
育，尤其是普及小学教育，成为新
中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到1965年底，我国基础教
育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恢复，中等
学校学生达到1432万人，小学
在校生达到11626.9万人，分别
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1946年
增长了6.9倍和3.9倍，学龄儿
童入学率达到85％。普通中等
教育为国家培养了2000多万毕
业生和大批的劳动后备力量，为
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
础。从1949年到1965年，全国
扫除文盲10272.3万人，年均扫
盲604.3万人。

1977年，中国教育事业迎
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复出伊始
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
技。学校教育摆脱混乱局面，重
新走上正轨。

中国是带着历史的负重进入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尽管此前在
全国开展了多次大规模扫盲运
动，多次提出限期普及小学教

育，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
小学教育仍未普及。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提出“普及初等义
务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以宪法形式确定在我国普及
初等义务教育，成为各地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的根本遵循。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全面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中小学教育改革该走向何
方？1983年，北京景山学校的
教改实验已经逐渐从单项实验进
入到中小学教育全面改革的新阶
段。带着这样的疑问，该校师生
用一封500多字的信向邓小平发
问。几天后，邓小平即为北京景
山学校回复题词：“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这“三个面向”树立了中
国现代教育的航标，成为后来中
国教育改革的总方针。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颁布。《决定》首次提

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
育”。为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的宏大目标，根据当时国情，发
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了地方，
国家调动地方发展基础教育的积
极性，地方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办
教育。这一次的体制改革促进了
我国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

为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
施，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
写入了新颁布的 《义务教育
法》，从而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
专门的法律保障，我国基础教育
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迈向人力资源
大国的奋力一跃

一部教育史，就是一个国家
振兴发展的历史写照。

从1986年以国家立法形式
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教育公
平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意志，到
2011 年全面实现“两基”目
标，这25年里，我国基础教育

开启了一段“数量弥补”和“规
模扩张”之路。

这是中国历史上闪耀的一
环：一边连着中国普及义务教育
的百年梦想，一边连着中国建设
人力资源强国的光明未来。

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是中国教
育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是中
华民族复兴最宏大的奠基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
国面对的现实是，知识重获尊
重，教育秩序恢复不久，小学教
育刚刚普及，仍有超过两亿的人
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
把“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作为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重要目标。

整个90年代，中国教育都
在追问：何时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让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走进学
校？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新时代，正式将“两基”作
为新的奋斗目标。

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两基”真正从目
标变为国家行动，成为我国教育
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以 1996
年、1998年、2000年为时间节
点立下了军令状。

位于鲁西北的德州，1996
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7.4亿元。
在“普九”攻坚的3年间，共拨
出 8.6 亿元投入教育。1997 年
12月25日，随着德州最后一个
县通过“普九”验收，这场历时
3年、上下齐心的“普九”攻坚
全面完成。

像德州一样，上世纪90年
代，“普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
展开。当时，国家各项建设尚处
于起步阶段，在财力十分紧张的
条件下，采取多渠道办学策略，
广泛发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举
办义务教育。这为基本完成“两
基”目标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
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
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2000年底，全国“普九”地区
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
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

（下转第三版）

夯实千秋基业夯实千秋基业 聚力学有所教聚力学有所教
——新中国70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

本报记者 王家源

本报北京9月25日讯（记
者 柴葳）今天，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王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等教
育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高等教
育法实施和监督，为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
明巴海、陈竺、蔡达峰出席会议。

王晨指出，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
作，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观点，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提
供了指引和遵循。坚持党对教育
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高等教

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高等教
育法开宗明义地确立了高等教
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性质、办学方
向，确立了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要坚定不移地依
法贯彻实施。

王晨强调，高等教育法执
法检查是此法实施20年来开展
的第一次检查，是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执法检
查紧扣法律规定，坚持问题导
向，压实法律责任，探索运用
全面检查、随机抽查、第三方
评估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
高等教育法实施的一手资料和
真实情况，并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加强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
要做好执法检查报告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工作，抓好整
改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王晨在高等教育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营 造 良 好 法 治 环 境

本报讯（记者 焦新）近日，
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部署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有关
工作。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教师节都
到学校看望师生或致信祝贺，
多次视察各类学校、与师生座
谈交流，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尊
师重教的表率。习近平总书记
就教师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强调教师的重要地位，对广
大教师提出“四有”“四个引路
人”“四个相统一”和“六要”的标
准，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
热情关心教师，使教师成为最受
社会尊重的职业。这些重要论
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
学校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师队伍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领会好，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结合，将
重要讲话精神纳入主题教育重
点学习内容，组织开展大讨论，
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刻

理解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要
义。要宣传阐释好，结合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宣传庆祝工作，积
极引导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撰写育人故事、分享心得
体会，组织他们深入一线学校、
深入课堂讲台、深入师生之中开
展宣讲。重点组织创作一批贯彻
中央精神、体现价值导向、反映
教师形象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广泛传播和引领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通知强调，要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具体
实践。广大教师要牢记总书记嘱
托，围绕教育报国守初心、立德
树人担使命要求，做党和人民满
意的“四有”好老师。各地教育部
门和学校要在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深入推动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着力提
高地位待遇，着力加强培养培
训，着力改革管理制度，着力营
造良好氛围，努力造就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不懈努力。

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

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
领导同志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工作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
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向已
经逝世的“最美奋斗者”表示
深切的缅怀，向受到表彰的同
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最美
奋斗者”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等
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
宣传活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成
立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这对
学习英雄事迹、培育时代新
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在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
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
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
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
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各个历
史时期的英雄模范都值得我们
敬仰和学习。要广泛宣传“最美
奋斗者”的先进事迹，传承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奏响新中国奋斗
交响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
歌，用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情
怀、坚定奋斗意志，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

强大精神力量。
“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25

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会见了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参加会见并在
表彰大会上宣读了习近平重要
指示。随后，他在讲话中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

“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铭记
由无数奋斗者写就的新中国70
年光辉历史，弘扬爱国奋斗奉
献的崇高精神，凝聚起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力量。

表彰大会上宣读了表彰决

定，张富清等278名个人、西安
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
进群体等22个集体被授予“最
美奋斗者”称号。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叶培
建，山东省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
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
高级经理许振超，贵州省盘州市
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
芬，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
孜县分公司驾押组组长其美多
吉，空军航空兵某部部队长蒋佳
冀，陆军第79集团军雷锋班第
26任班长、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代
表张阳，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名誉馆长、焦裕禄同志女儿焦
守云，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北京局

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
司机长、“毛泽东号”机车组代表
刘钰峰等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
表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参加会见。

“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员
和已故“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
员亲属代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
市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首都各
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会议。

教育领域“最美奋斗者”名
单见三版

习近平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 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王沪宁会见“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

四川省华蓥市是“红岩精
神”发源地之一，近日，该市
双河小学开展“我给祖国送祝
福，‘红岩娃娃’爱红旗”少先
队主题教育活动。该校 3500 余
名 少 先 队 员 还 组 成 “70” 字
样，在一面大国旗的辉映下放
声高唱 《歌唱祖国》 等歌曲，
表达少年儿童对祖国和国旗的
热爱之情。

邱海鹰 刘南贤 摄

“红岩娃娃”
爱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