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GUO JIAOYU BAO
2020年1月 日 星期三15
农历己亥年十二月廿一 第10966号 今日四版

报头题字：邓小平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教之声
客户端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高毅哲 ●值班编辑：杨彬 ●设计：聂磊 ●校对：杨瑞利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688

“ 我 们 应 该 有 不 一 般 的 学
校，男孩儿和女孩儿们在成年
后 还 应 当 接 受 教 育 。 那 个 时
候，每一个村子应该都是一所
大学⋯⋯”一个多世纪前，梭罗
在 《瓦尔登湖》 中描绘了这样一
个美好的教育愿景。

如今，这一愿景正在成为现
实，而实现的媒介就是“学分银
行”。与商业银行零存整取的储
蓄方式相似，学习者平时零星学
习可以得到学分，这些学分能像
货币那样被存储在国家相关部门
授权的机构，当达到一定标准之
后，还能兑换相应的学历和非学
历证书。

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银
行？建设进展情况如何？学习者
从“开户”到获得相关学习成果
的路径是怎样的？

试水：职教国家学
分银行建设基本就绪

站 在 台 上 ， 拿 着 “00001
号”证书，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的
林励昂笑容灿烂。2019年11月6
日，国家职教改革“1+X”建筑
信息模型 （BIM） 证书首发式在
河北廊坊举行，包括林励昂在内
的288人获得首批BIM证书。

随后，他们的证书成果存入
了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个人学
习账号。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
通过学分银行对该学习成果按标
准和程序进行认定，从而免修相
应部分院校课程的学分。

2019 年初颁布的“职教 20
条”提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
家学分银行建设，探索建立职业
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实现学习成
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国
家开放大学在前期的项目研究和
试点实践基础上，肩负起了参与
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制度顶层
设计和建设的重任。

“学分银行可以很好地服务
于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和培养培训

体系建设，又能进一步推进职业
教育模式改革，比如产教融合
等。”在国家开放大学副校长、
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 （学习成
果认证中心） 主任李林曙看来，
学分银行要首先关注职业教育领
域的学习成果，以及成果拥有者
的需求，开展个人学习账号建立
以及学习成果登记、认定、存储
与积累，尝试学习成果转换，促
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互通，助力我国职业教育现代
化。

“目前，职业教育国家学分
银行建设工作已基本就绪。运用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技术建设的职业教育国
家学分银行信息平台和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经
过试运行，效果良好、运行平
稳 。” 据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党 委 书
记、校长荆德刚介绍，学分银行
已为 31 个省份教育行政部门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1828
所院校、14家培训评价组织建立
了业务管理账号。

路径：学习成果的
认定转换是关键

“一个银行若没有基本的利
率标准和相应的存取兑换标准，
哪叫银行？那只是一个仓库。”
李林曙说。

他认为，学分银行不光是建
立一个账户，把成果存进去那么
简单，更重要的是把成果按照一
定标准有序存放 （或码放） 起
来，与学分银行中其他学习成果
可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显示
出学习成果的价值，这个价值就
是账户的主人通过学习成果存储
和积累状况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
和职业生涯发展能力，这也是学
分银行应用价值所在。

而认证和兑换标准直接影响
学分银行的权威性。“认定学分
的规则是什么？一个学分里对应
的学时是多少？对应了哪些学习
目标？能换取什么样的学习成
果？这些都应该是公开透明并经
得住考验的。”国家开放大学学
分银行 （学习成果认证中心） 常
务副主任鄢小平说。

为此，国家开放大学在前期
研究基础上，对国家职业标准、
教学标准以及院校内外教育教
学 培 训 现 状 开 展 了 专 项 调 研 ，
根据我国职业教育培养培训规
律性要求和教学实际，总结形
成了学分银行记录职业教育培
养培训学时学分规则，即职业
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学时学分记
录规则，也可简称“学分认定
规则”。单位用户和个人用户可
以到学分银行平台来进行学习成
果登记，按照认定规则来认定学
分，进行存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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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王志富拉上
刘凤明一大早就出门了，老哥
儿俩要去的是村里正在建设中
的老年人互助幸福院。

年逾古稀的老哥儿俩从小
一块儿长大，都是河北省承德
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
沟乡银里村的村民。王志富因
为穷一直未婚，长期跟老母亲
相依为命。刘凤明有 3 个女
儿，但都已出嫁不在身边。“没
想到，老了老了，还赶上了好政
策，不仅住上了新房，政府还给

建老年人互助幸福院，有吃有
住有钱花。”提起这几年生活上
的变化，王志富笑得合不拢嘴。

2018 年春节前夕，记者
曾随燕山大学驻银里村扶贫工
作队到王志富家探访。一间面
积不到 20 平方米的屋子，里
里外外黑乎乎一片，后山墙用
几根木棍勉强支撑着，王志富
和当时 95 岁高龄的母亲，就
住在这间看起来随时可能会倒
塌的屋子里。

2018 年 10 月，当地政府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银里

村一批居住地自然条件
恶劣的村民住进了新
房。在驻村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2019 年下
半年，银里村易地搬迁
安置区陆续建起了文化
健身广场、公共厕所等
附属配套设施，还启动
了老年人互助幸福院项
目。

如今，王志富搬进
了两室一厅一卫一院、
水电网全部接通的新
房。“这么大的房子，我个
人才出6000元，等于是
政府白送的。”尤其让王
志富欣慰的是，自己的
老母亲去世前也住上了
新房。 （下转第三版）

节前再访银里村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影报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指出：“必须健全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
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
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其
中，“幼有所育”和“学有所教”，涉
及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相互衔接
的领域，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是我国民生保障制度
建设领域具有基础性的环节。

国外儿童早期发展
和教育领域的服务定位
及政府功能

现代社会中的儿童早期发展
和教育，从供需关系的多层次、
多样化来看，可视作广义的服
务。长期以来，世界银行按公共
服务与非公共服务“两分法”来
考虑政府功能，如对公共服务，

政府可交替使用直接提供 （借
助公营机构）、付费 （包括购
买等）、监管等工具；对非公
共服务，由市场机制运作，政
府依法监管。实际上，各国服
务及相关政策格局，从纯公
益、慈善性服务，到准公益、
非营利服务，再到微利、纯营
利性服务，已形成一个谱系。
不同国家的服务供给方式各具
特色，不少国家公共服务相关
政策导向也不够稳定。

关于儿童早期发展，包括
保育、营养、健康、安全、早
期儿童教育等环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2011 年版 《国际教
育标准分类》提示，早期儿童
教育用以支持儿童认知、体

格、社交和情感的早期发展，从
培养语言交流为重点的表达能
力，练习协调能力和运动技能，
到相对系统的学前教育，开发融
入学校和社会必需的技能，为儿
童进入初等教育做准备。有研究
表明，处于不利环境的儿童如果
错过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此后
弥补成本必然成倍增大。因此，
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许多发达
国家强调政府提供或支持的公共
服务，但并不是都纳入义务教育。

关于教育，《国际教育标准
分类》认为，正规教育是指“通
过公共组织和被认可私人团体进
行的制度化、有目的、有计划的
教育，其总和构成一个国家的正
规教育系统”，其中，最具公共

服务属性的是义务教育制度，即
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
童少年必须接受的特定年限的正
规教育，前提是在其强制性、免
费性、普惠性 （无歧视性） 三要
素上达成社会共识，政府必须做
好负起法定责任的准备。目前，
已有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立法实
施不同年限的义务教育。同时，
各国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还在为
残疾儿童少年提供特殊教育服
务，在帮扶资助贫困家庭学生上
发挥主要作用，这些均被视作公
共教育服务制度范畴。

儿童早期发展和后续教育是
相互包容递进的过程，对这一领
域服务属性的定位，完全出于各
国法律政策的自行选择。有些国

家把社会组织和企业引入公共服
务领域，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的
唯一提供者，政府在购买公共服
务时可不细分服务提供者，即使
营利性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
仍可获得财政补贴或其他政策优
惠措施。以上经验做法，对界定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相关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边界，具
有一定参考意义。

我国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领域相关政策定位
与实践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
服务领域的定位基本沿用国际组

织的“两分法”。世纪之交，面
对有些地区公共服务因政府包办
而缺乏活力效率的问题，有些地
方政府简单移用经济体制改革模
式，未经合法性论证，就将部分
公办学校或医院转卖或移送给民
间社会组织或民营企业，而对其
提供的服务又放松规范和监管，
致使社会满意度下降。随着 21
世纪以来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建设，我国逐渐确定了服务属性
的“三分法”，即把服务分为公
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公共服务
再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
共服务两类。相应地，对基本公
共服务财政全额保障，免费或基
本免费提供；对非基本公共服务
财政资助、补贴或购买，个人分

担成本，限制收费水平，鼓励社
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对非公
共服务允许民间资本自主定价，
选择营利运作方式。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
最先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确认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历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显
示，以“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
2010 年）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为起点，“十二五”规划纲要

（2011—2015年）提出非基本公共
服务改革方向。多年来，我国监
管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
务、非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逐步
健全，尤其在教育领域，我国已走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
家前面。 （下转第二版）

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张力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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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军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为进
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
断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营造喜气
祥和的节日气氛，近日，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主办，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会联合会、教育部直属机关
工会协办的“送万福、进万家”
书法公益活动走进教育部，20余
位著名书法家以书写楹联和福字
的形式向教育部直属机关广大干
部职工致以新春祝福。教育部党

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活动，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军
主持活动仪式。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中国
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 （统战
部） 部长、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
联合会常务副主席马勇明在致辞
中对教育部深入推进直属机关文
化建设、创建“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取

得的成效予以肯定。
田学军指出，教育部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推动直属机
关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奋进、
全员参与的优良文化氛围，团结
引领直属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扎实
书写“奋进之笔”、建设“奋进之
部”、培育“奋进文化”，为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贡献力量。

“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走进教育部

王志富王志富（（右右））和刘凤明在建设中的老年人互助幸福院中展望未来和刘凤明在建设中的老年人互助幸福院中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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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燕山大学驻银里村扶贫工
作队第一书记郝连旺（左），在张玉明
家的牛棚里问询牛的防疫等情况。

图② 2018 年 2 月 2 日，时任燕
山大学驻银里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
的张向前 （左二），在给王志富的老
母亲喂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