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教评论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02 主编：张树伟 编辑：张贵勇 设计：白弋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共和国教育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砥砺前行，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历史性
发展和突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教育体系，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
中上行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培育了数以亿万计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普及实现“有学上”
到“上好学”

确保人民群众接受教育，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是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力
量源泉。70 年来，我们实现了教育普
及率的大幅提升，教育保障水平显著提
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级各类
教育普及水平不到1%。许多地方的教
育条件相当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的
基本权利和基本保障都不能满足。改
革开放初期，我国小学阶段净入学率
为 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66.4%，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 33.6%，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2.7%，教育特别是
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条件保障有了明
显改善。

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各级各类教育都有了长足
发展。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来看，教育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坚持公益普惠发
展学前教育，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幼
有所育”的期盼，向“幼有优育”迈
进。我国不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统筹推
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加快补齐农村教育发
展短板；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制度设
计和政策举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了 48.1%，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有
机会进入重点大学就读。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城市
教育到农村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
教育、从校内教育到校外教育、从职
前教育到职后教育、从学历教育到非
学历教育不断发展，我国教育实现大
突破，旧貌变新颜。

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教育
提升社会贡献度

70 年来，我国实现了教育质量的

大幅提升，教育贡献度显著提升。新中
国成立初期，教育普及水平极低。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教育在不断
提高普及水平的同时，朝着高质量快速
发展。

在教育领域，我国不断创新发展模
式，提高发展水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取得了巨大成
就。学前教育围绕公益普惠性发展这
一主题主线，不断提高科学育人理念，
提升保教水平。义务教育围绕公平、质
量这一核心追求，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目前，全国 97.2%的县（市、
区）通过了国家认定，正向优质均衡迈
进。坚持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
展，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大力推进学校
课程建设，深入推进选课走班教学。深
化职业教育改革，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
架全面建成。高等教育深入推进“双一
流”学科建设，坚持“四个回归”“以本为
本”等价值遵循，教育贡献度显著提升。

2013 年，我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
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
可。高校在全球的位次整体大幅前移，
进入世界排名前列数量显著增加，近
100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千分之一。我
国高校还承担了全国 60%以上的基础
研究，建有 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承担 60%以上包括科技支撑、重
点研发等在内的重大科研任务，院
士、杰出青年、千人、万人等高层次
人才占 60%以上。高校科技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凸显，在载
人航天、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
域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
成果。2016 年，我国首次进入全球创
新指数前 25 名，2017 年上升至第 22
位，2018 年升至第 17 位，进步十分明
显，对经济社会发展功不可没。

从人力资源大国不断向
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人力资源强国是人才强国的基础
工程，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和保
障，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保障国家和
平发展的根本途径。回首 70 年不平凡
的发展历程，我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
人力资源大幅增长，正在开启新的征
程，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80%以上
人口是文盲，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6
年。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快人力资源
开发，我国通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供给、深化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人才综
合素质。特别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教育
优先战略位置的确定，为教育发展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从 2012 年开
始，我国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 GDP 比重达 4%的目标，并已连续 7
年保持这一目标。目前，我国已经拥
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规模，全国共有
各级各类学校51.88万所，各级各类学
历教育在校生 2.76 亿人，专任教师
1673 万。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
模达到 3833 万人，其中研究生招生
85.8 万 人 。 普 通 本 专 科 招 生 791 万
人，在校生 2831 万人，毕业生达 753
万人。相关研究表明，中国人力资源
开发规模世界第一，开发能力持续提
升，开发质量不断提高，开发贡献举
世瞩目。人力资源竞争力总量优势正
在向人均优势转变，开发质量持续提
升，专利申请量处于世界第一位。我
国已经实现了人力资源大国的储备，
正向人力资源强国扎实迈进。

培养数以亿万计的社会
主义事业接班人

教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有
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特征。70 年
来，我们不断强化教育的基础性、先
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创新性地提出了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大
论断。

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归根到底，是
要培养对党和国家情感认同、价值认
同、理论认同、思想认同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而纵观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发
展历程可见，教育与党的命运、与人
民的幸福息息相关。教育决定着人类

的今天，也决定人类的未来。亡而存
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
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教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都
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历经风雨、绵
延不断，与社会主义事业同呼吸共命
运。1978 年 12 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
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
代序幕。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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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逐步确
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
音。中国教育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成
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助力者。恢复
高考是我国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
志，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进军号，
也是我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
件。高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有
数据显示，恢复高考当年，就有 570
万人参加高考，27.3 万人进入了大
学 。 1978 年 ， 又 有 610 万 人 参 加 高
考，40.2 万人因此实现了梦寐以求的
人生夙愿。通过高考，一亿多高素质
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他们毕业后
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这
一重大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教育
的新使命，开启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党的十
九大提出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制造
强国、文化强国等一系列强国建设的
战略目标和任务，这些目标都需要强
大的人力资本、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来
支撑，需要教育来强国、强民族。而
教育，就是要培养数以亿万计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人口中蕴藏
的智慧资源挖掘出来，转化为巨大的
人才资源优势，助力“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早日实现。

（作者王玉国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博士，姜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70年不辍培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王玉国 姜朝晖

教育与国家同向而行教育与国家同向而行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我国选手成绩优异，共获得
16 金 14 银 5 铜和 17 个优胜奖，位列金
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第一名。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表示热
烈祝贺并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弘扬工匠精神与国家民
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凸显了技能人
才培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
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表达了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办好技工

教育的殷切期望，具有重大意义。我们
必须加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步伐，在完
善制度、健全机制、改善环境、营造氛围
等方面狠下功夫，激励各行各业的能工
巧匠和大国工匠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既是新时代职
业教育的光荣使命，也是广大青年实现
人生价值、成就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
要把光荣使命变为现实担当，必须从国
家民族利益出发，开创技能人才培养的
新局面。

应该看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
地位。长期以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存
在社会地位被轻视、类型特色不明显、
办学模式普教化等突出问题，从而导致
技能水平不高、职业精神缺失、不能满
足社会需求等严重后果。因此，培养技
术技能人才必须彰显类型教育特色，坚
决摒弃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的发展思

路，实现其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
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
源支撑。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要遵循
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彰显类型教育特色，
帮助青年学生走好转折点、找准着力点、
聚焦成长点，突出实践能力和技能水平，
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技能人才
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人一等”的地
位。这样的社会定位阻碍了职业教育的
健康发展，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水
平，更直接破坏了培养技能人才的环境
和土壤。对此，需要加快落实国务院有
关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部署，完
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启动“1+X”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实现学习成果的认定、积
累和转换，在此基础上出台符合国情的
国家资历框架，从而为技能人才成长铺
就成功之路，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新局

面。在日常教学中，也要弘扬工匠精
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人类进入信息
化的今天，我们应当对工匠精神赋予新
的时代要求和内涵。工匠精神发源于工
匠，形成于工匠，但上升到精神层面
后，就具有了跨越时代、穿越时空的品
质。当前弘扬工匠精神，背后的指向、
内涵、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工匠和产品范
畴。

工匠精神是各类从业者对工作、职
业的一种尽职尽责、追求完美、不断超
越、永不满足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认识，更
是一国公民对待生活、劳动乃至生命的
一种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和
精神品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
风尚和文化品位。只有将工匠精神渗透
到教学、德育、劳动、实践等方方面面，
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才能真正助力
广大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作者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顾问）

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风尚
刘景忠

/ 快评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
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
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
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
题。”这点出了当前教育弊端的根
源，并指明了解决困境的方向。
全社会都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
的教育观、人才观、学生观、质
量观，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使评
价制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如何评价一所学校？如何评
价一个地区的教育？答案就是要
克服上述顽瘴痼疾，坚持党的教
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的
根本任务。在一个区域内，要办
好每一所学校，提高所有学校的
教育质量，教好每一名学生，这
样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现在有些地区为了提高所谓
的重点大学升学率，把学习成绩
好、考试分数高的学生集中在一
所学校，集中训练。且不评论这
样的训练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影
响，也不评论这样的人才培养模
式和效果，我认为从区域教育的
全局来讲，这种做法破坏了整个
区域的教育生态，使得该区域的
其他学校难以生存和发展，降低
了办学的积极性。同时，对学生
来说，所谓的优秀学生都进了一
所学校，他们成了“胜利者”，其
他学校的学生则成了“失败者”，
这给后者心理上造成了不良影
响，这何来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

平，要从区域教育的全局考虑，
全面部署。不是只办好一所学校
或几所学校，而是要调动所有学
校的积极性，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好每一名学生。我希望，各个
地区都能不断优化区域内的教育
生态，正确评价学校，把每一所
学校都办好。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改
革
评
价
制
度

营
造
良
好
教
育
生
态

顾明远

/ 一家之言 /

/ 漫话 /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南京市江北新
区公安分局特巡警支队十村警务站接到报
警，一名初中男生称自己每天作业较多，
但妈妈不是低头玩手机，就是抬头看电视，
且声音又大，严重影响了自己。为此，男孩
多次和妈妈发生争执，但均无法解决问题，
不得不报警求助。民警了解得知，这位妈
妈是租房陪儿子读书的，经过耐心劝导，孩
子妈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一
定不会打扰孩子的学习和休息。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除了要
有好的居住条件，父母本身也要自律自
省，为其做好榜样，和孩子一起成长，这
样更容易赢得孩子的尊敬，激励孩子奋发
向上。

如此陪读要不得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浙
江工商大学的选修课“食品加工与创
新实践”火了。课上，学生不仅能吃
到亲手做的佳肴，吃不完还能打包。
自 2016 年开课以来，需要排队“摇
号”才能选到课。

有趣的高校选修课设计理念值
得点赞。多年来，高校的课程改革探
索从未停止过，但一些课程改革往往
是对传统课程的修修补补，学生很容
易产生审美疲劳。究其原因，是课程
缺乏必要的趣味性与创造性。“食品
加工与创新实践”课的火爆未必在于
选课的学生贪嘴，而在于烹饪艺术独
特的趣味性。如果高校的选修课在
课程设计理念方面都能考虑到应有
的知识趣味性，想必一课难求的现象
就不复存在了。

接地气的高校选修课内容也值
得点赞。如果把必修课比作专业知
识的“维生素”，选修课则好比是琳琅
满目的“美味小吃”。必修课提供的
是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选修课则是
滋润人生的“营养液”。“小吃”要美味
可口且颇富营养价值，需要把课程内
容和现实生活有机衔接起来。“食品
加工与创新实践”课的火爆，就在于
这样的选修课贴近生活。通过选修
课能弥补学生的弱项，这样的课程内
容看似很普通，实则相当实用，值得
点赞。

别样的高校选修课教学模式更
要点赞。课程教学没有固定的模
式，只要能吸引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就行。良
好的教学效果应以能否增加学生的
参与性为衡量标准，而参与的方式
有很多种。不论哪一种形式，只要
学生能用心参与其中，就容易取得
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食品加工与
创新实践”课给学生以动手实践的
机会，这样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相当
别样，难怪不少学生连微信朋友圈
都不敢晒自己的“作品”，生怕因此
遭同学“嫉妒”。

眼下有句网络流行语：“好看的
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同样，高校选修课中，“有趣的灵
魂”凤毛麟角，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
果国内的高校都能开设一批既有趣
又接地气的选修课，选修课的“金
课”多了，那么教育教学质量自然
水涨船高。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借
鉴哈佛大学的经验。哈佛大学共有
6000 多门选修课，凡是你能想到的
课程，都有供应：从“人的进化”

“细菌的历史”“银河与宇宙”“象棋
与数学”到“火星上的水”“什么是大
学”“香蕉的文化历史”，可谓应有尽
有。单从课程名称，就吊起不少学生
的胃口⋯⋯

高校选修课是衡量大学办学水
平和办学实力的标志之一。一所高
校，只要每位教师贡献一门既有趣又
接地气的选修课，相信受益的不仅是
大学生，还包括教师自己乃至整个高
等教育。

（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喜见更多有趣有料的选修课
刘海明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省博兴
县某小学一班级家委会以班费之名
收取费用，用于教室墙壁翻新。学校
发现此事后，立即要求涉事班级家委
会对收取的资金全部退还，由此产生
的费用由学校全部负担。同时，学校
举一反三，对其他班级进行排查，确
保不发生类似事情。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
到，教育不仅仅是学校、老师的
事，更需要家庭、社会来配合工
作，形成家校共育的教育合力。而
学校或班级家委会就是为了让家长
更好了解并参与孩子的校园生活，
携手学校陪伴孩子成长。客观来
看，家委会为孩子着想，为其创造
良好学习环境之举可以理解，但乱
用权力，违规履行职责，把少数人
甚至个人意愿强加给家长们，其结
果只能是给学校添乱。因此，其他
地方的家委会当以此事件为戒，固
然要加强与学校的沟通，但也要厘
清自身的职责界限，防止出现好心
办坏事的现象。

具体而言，要把好家委会成员的
“进门关”，防止出现家委会异化倾
向，切实端正为学校和家长服务的态
度。2012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

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
见》指出，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中小
学和幼儿园都应建立家长委员会。
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成
立家长委员会，目的在于加强联系沟
通、增进家校互动、促进学生成长。
但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学校的家委会
竞选有异化倾向，这有悖于组建家委
会的初衷，也不利于形成健康和谐的
家校合作关系，还可能对孩子们输出
消极的价值观。

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
看，家委会有助于厘清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的权责边界，有利于学校推
进现代治理。在一些学校，家委会
有校级、年级、班级家委会之分，
其职责和服务范围各不相同。因
此，对于家委会成员来说，要厘清
自身的职责界限和服务范围，做到
服务到位不越位，各司其职，把握
好参与度尤为重要。

对于家委会出现的问题，我们需
要反思，敢于正视，努力让家长和学
校各归其位，进而充分发挥家委会的
正向功能，更好地为学校服务，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办
公室副主任）

谨防家委会职责越位
唐守伦

王铎 绘

只有将工匠精神渗透到教
学、德育、劳动、实践等方方
面面，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
程，才能真正助力广大青年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