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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斐然

我国教育总体水平
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今年5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上，来自天津机电工艺学院的指导教师
臧成阳，成了中职组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中的
明星。他不仅带着学生斩获该赛项一等奖，本
人也曾在2008年举办的首届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上夺得冠军。

臧成阳2009年毕业留在天津机电工艺学
院任教，10年来，这位昔日技能大赛赛场上的

“金牌选手”，带领越来越多学生突破自我，成
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构建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国家为现代
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的必然选择。在这个宏
大的历史进程中，无数像臧成阳一样的年轻人
迎来了自己人生出彩的机会。

经过 70 年不懈奋斗，我国已形成了体系
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950 年，我国幼儿园数只有 1799 所，在园幼
儿数仅 14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0.4%。到
2018 年，相应的数字已分别是 26.67 万所，
4656 万人和 81.7%，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2018
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学校 21.4 万所，在校生
1.5 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2%，义
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
均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发展，体系结
构趋于合理，普及水平不断提高。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1.1%提高到 2018 年的
88.8%，已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入学机会大
幅提升。2018 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 791
万人，毛入学率已达 48.1%，即将跨入高等教
育普及化发展阶段。

——职业教育快速崛起，在服务产业、现
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 70%以
上来自职业院校。

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万
所，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 2.76 亿人，我国教育
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与教育现代化同向而行的是新中国的教
育公平。从最初提出“教育向工农开门”，到
21 世纪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
政策”，新中国始终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执政
理念、行动目标和政策措施，创造了促进教育
公平的中国模式。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
施，到全面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再到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正一步步落在实处：

——截至 2018 年，全国 99.76%的义务教
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20 条底
线”要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显著改善。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受益学生达3700多万人，农村学生
营养健康水平得到提升。

——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积
极参与，覆盖从学前至研究生各个教育阶段的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困难学生平等接受教育权
利得到有力保障。

——特殊教育加快发展，残疾学生受教育
机会不断扩大。2018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
校2152所，比1953年的64所增长了30多倍。

⋯⋯
教育事业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经费保障。

“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世界
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基础线。

早在1993年，中国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GDP比例要在20世纪末达到4％。

2012 年，4%的目标终于实现，守住这条
底线，成了一个新任务。

据最新数据，2018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
入为 461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9%。其中，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36990 亿元，占 GDP
比例为 4.11%，已是连续第 7 年超过 4%。这
背后，是一场场“真刀真枪”的“4%保卫战”。

开智育才

教育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有八成是文盲，

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2018年，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攀升至10.6年。

70 年来，新中国先后培养了 2.7 亿接受过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各类人才，亿万人民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教育，为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
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幕：2011年，中国完全
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自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当时新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至2011年
完全实现“两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中国用25年时间，走
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完
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在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全面实现“两基”，
不仅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完成
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同时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作为向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的
主渠道，我国高等教育在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
经历数次改革，为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使命从
未中断。

1977 年冬天，时年 19 岁的朱永新同 570
万考生一同走入高考考场，次年，朱永新成为
27万被大学录取的新生之一。

回忆起那个年代，如今已是民进中央副主
席的朱永新依然感到心绪难平：“恢复高考不
仅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青年人重启了改

变人生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
知识和教育重获尊严，全社会出现了
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中国教育

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

教育体系。2018 年，全国有普通高校 2663
所，在学总规模达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48.1%，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
段，这意味着将有一半以上适龄青年可以接受
高等教育。

此外，高校也为科技进步输出着强劲的动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以不到全国总
数 10%的研发人员、不到全国总数 8%的研发
经费，承担了全国 60%以上的基础研究，承担
了60%以上的重大科研任务，包括“863计划”、
科技支撑、重点研发等，建设了 60%的国家重
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
励。2012 年到 2017 年，高校占据了国家科技
三大奖的半壁江山（总占比55.08%），其中自然
科学奖以及技术发明奖主要来自高校。

社会进步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70 年
来，职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出了数以亿计的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人迎来了人
生出彩的机会。

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
教育体系。截至2018年，全国有职业院校1.17
万所，在校生2685.5万人。职业教育成为我国
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中职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
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

今天，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助力脱贫攻坚的重
要职责，承担着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历史重任，被视为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和转方式调
结构惠民生的战略支点。

立德树人

培养一代又一代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决定了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70 年来，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德育为
先，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办学第一
位，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少年坚定理
想信念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和实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听党话、
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召
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
会议对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部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加强这个主渠道，守好
这个主阵地，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
键所在。

走进 3000 多个原生态思政课堂，随机邀
请3万多名学生，通过手机扫码参与思政课问
卷调查⋯⋯2017 年起，教育部对全国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情况开展跟踪调研。从调
研情况看，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总体
良好，教师敬业投入、立德树人作用显著，学生

满意度高、获得感较强，有力推动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

办好高品质教育，离不开高素质教师队
伍。

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不断
壮大，高素质专业化成为教师“标配”。全国
登记在册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
师数量快速增长，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通过打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举办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示范培训班等方式，一大批中青年
教师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育人水平得以提
升。

教材，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
2019 年秋季新学期，普通高中思想

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率先在北
京、上海、天津、山东、海南、辽宁六省市投
入使用。

此前的 2017 年秋季，全国各地义务
教育阶段初始年级的孩子就已拿到了教
育部三科统编教材。

翻开教材，人物鲜活生动、课文意
蕴深长，让孩子们在系统学习中感受、
成长，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结合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历史地
理常识等，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向上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对
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的培养，促进
学生树立勇于创新、求真求实的
思想品质；加强音乐、体育、美术、
艺术等教育，提升审美情趣、锤炼
意志品质；提高生活技能、劳动习
惯和合作交流能力⋯⋯各地中小
学将德育内容细化落实到各学科
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中，融入渗透
到教育教学全过程。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全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
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
变为现实。

全国人口文盲率达 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 95％以上，人均受教育年
限仅有 1.6 年，在校大学生只有 11.7 万人。这是 70 年前，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
新中国面临的国情。

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2%（2018 年
统计数据，以下同），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833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攀升至 10.6 年，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千帆过尽，站在这

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70 年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整个国家一道，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

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
障，全民族素质极大提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奇迹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支撑。

教育，见证了这个国家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也承载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

图① 2019 年 9 月 2 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安徽
省金寨县希望小学学生们在校园内走过。该校建成于
1990 年，坐落在大别山腹地，是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视觉中国供图 张娅子 摄

图② 今年暑假，在大苗山深处、位于黔桂两地交界
的乌英苗寨，孩子们和来自澳门的大学生志愿者玩“老鹰
捉小鸡”游戏。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当地的教育水平近年
来显著提高。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图③ 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小学，乡村教师吴忠碧在
课间给学生展示智能机器人 （2017年11月8日摄）。随着十八

洞村实现整村脱贫，多媒体课堂等丰富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也
进入了这所大山里的学校。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 摄

图④ 9 月 28 日，西藏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学生在跳舞。
当日，该校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3000 余名师生齐

聚一堂，用歌舞表演等形式迎接国庆节。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我爱我爱你不懈奋斗托起复兴梦想兴梦想
本报记者 李澈 王家源 黄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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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二 维
码 ， 了 解 中
国教育 70 年
来 走 过 的 辉
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