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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住洋房，我们晒太阳，豪绅吃猪肉，我们没
衣裳，军阀娶姨娘，我们上战场，如要求解放，杀他个
精光。”20世纪30年代初期，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编撰
的“教材”——《工农读本》，通俗易懂且充满了革命启
蒙的意味。

“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抗战服务，为生产建设
服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教育作为宣传、动
员和教育民众的重要方式，以教育来推动革命斗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巧利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教育、干部教
育、青年教育在全国呈星火燎原之势。邓中夏在北方
兴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南方有粤汉铁路、水口
山等工人学校；彭湃在广东海丰建立了农民学校，湖
南长沙有农村教育补习班；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学、
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则重点开展干部教育。

在刘巧利看来，当时的教育与群众运动密切联系
在一起，群众参与工农运动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
程。通过教育，劳动群众逐步摆脱旧的传统观念，打
碎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逐步接受了进步思
想和革命思想。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
后，相继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目前
的教育任务》等文件，并成立了一系列学校，明确了苏
区教育的目标是启发劳苦大众的觉悟，支援苏区革命
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

那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们一边学习一
边开荒种菜，不仅做到了蔬菜自给有余，并将节省的
粮食支援前线。在红军大学，师生共建校舍，开办畜
牧场、碾坊、园圃，从事农副业生产，等等。

“苏区教育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
发，坚持教育的政治化、生产化、平民化和军事化，开
辟了工农群众受教育、学文化的新天地。”刘巧利说。

1936年，经过艰苦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
师。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当时，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抗日的教育政策是，“实
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以提高和普
及人民大众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

自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始大办学校和培训
班。有培养干部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
安大学等；有进行战争技术教育的，如地雷、地道、简
易医护、防空、防毒等培训班；还有进行生产技术教育
的，如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以及培
养军政翻译人才的延安外国语学校等。

其中，冬学是最受欢迎、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成
人教育形式。自抗战起，利用农闲时间，以识字、政治
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化教育、生产知识教育和时政教
育的大规模冬学运动，在各根据地蓬勃发展。

“抗日战争是大家的事，抗日战争非打不可、不抗
日活不成，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战初期，晋西北
行署教育处编写《冬学政治课讲授大纲》，每周一次开
展政治常识讲课，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宣传持久战
的理念。面对严酷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识字课本
中特地编了《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当心敌人放毒》
《反法西斯课本》等内容。

“这些教材和课程都具有政治性、实用性和通俗
性的特点，对于启发农民群众的抗战意识，使之积极
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抗日支前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增
强农民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和信心，有重要教
育作用。”刘巧利说。

从1937年到新中国成立，各根据地每年都发动
大规模的群众性冬学运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扫盲、启
蒙教育，受教育者数以百万，广大农民提高了文化水
平和政治素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
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国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
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迫切。

在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看来，我国高等教
育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实现高等教育供给
结构的整体优化，构建创新、协调、开放的现代
化高等教育体系。这种体系的构建首先必须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按照“四为服务”的办
学方针，既要满足适龄青年从“有学上”到“上
好学”的新高等教育需求，也要满足社会经济
从外延式发展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需求，更
要满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拔尖创
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肩负着崭新的使命。

“从国内视角来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教育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从国际视
角来看，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使得教育的战略
性、重要性更加凸显，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更为迫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金紫薇说，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时代已经有
了明确的需求，教育必须要做到更加精准的创
新人才供给。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选拔培养综合素
质优秀且基础学科拔尖的人才。2020年1月
13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
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部
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重点聚
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
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人才紧缺
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优化高等学校区域
布局，大力支持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
角、海南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发展优质研究生教
育，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教育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60多万人降至682
人，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重点
高校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引导
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2019年毕业
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达到59%，到地市
级及以下基层就业的比例也达到了69%。

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的职
业教育发展道路。“十三五”期间，全国职业
学校开设 1200 余个专业和 10余万个专业
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每年培养
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
校毕业生，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职教一人，就业
一人，脱贫一家”，800多万名贫困家庭初高
中毕业生接受了职业教育培训，千万家庭通
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培养多学科交叉复合
型、创新型医学人才。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伟大战役中，钟南山院士、陈薇院士冲锋
在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医
疗团队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在教育部的组织
下，高校围绕检测试剂、药物研发、疫苗研制等
方面开展紧急攻关，截至2020年12月，共研
制出44款检测试剂盒，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
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
大。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教育
治理进程不断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和
措施，核心指向“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目前，全球有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
有2500万，“十三五”期间全球参加汉语水
平考试人数达到4000万人次，国际中文教育
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此外，我国职业教育
与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稳定联系，
400余所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
办学，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设

“鲁班工坊”，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同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
所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事业始终与国
家命运息息相关，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新时代，新征程。面向“十四五”、面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我国教
育将坚守初心和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今天的北京学院路，绿树成荫，人潮涌
动。道路两侧，矗立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
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科技大学、中国
石油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曾经的“八大学
院”。校名所包涵的农、林、地、矿、油、航
空、医学等字样，透露出学校的不凡出身和
辉煌历史。

历史回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蹂躏，新生的共和
国百废待兴。那时，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
是中国产的，全国的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

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
的，而旧有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教育体系
与建立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的需要极不
适应。

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等
学校在校生只有11.7万人，分布在200余所
高校中，平均每校学生只有500余人。各类高
校中，高等工业学校和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共
有33所，工科在校生仅为3万人左右。全国
在校研究生仅629人，其中工科在校生只有
94人。

“高等学校规模小，毕业生数量极其有
限。高校的类型结构不合理，文科比重大，
工、农、医、师比重小。层次上，研究生教
育十分薄弱。”刘巧利说，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力远远不能满足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求。

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
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随后，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1950年召开。会
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的经济、
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
建设的需要，首先是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培养急需人才。

1952年，教育部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
院系调整，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综
合大学外，全国高等院校被拆拼重组成为各
科专业学院，“八大学院”应运而生。

经调整，到1957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
师范院校58所，医药院校37所，农林院校31
所。专业方面，工科、师范科等比重大幅上
升。在校生也由1953年的21.2万人增至44.1
万人。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毕业后投身艰苦
行业，奔赴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如火如荼，机
械、建筑、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尤其
需要大量的初级和中级技术工人。

与此同时，教育向工农开门。1950年9
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随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举
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
示》，中国各地创办了大量的工农文化补习学校
和工农速成中学，并在高校开办工农业余补习
班、函授班、夜大；分专业大批举办中等技术学
校，培养工农出身的中级技术干部，提高工人的
技术水平。

1950 至 1955 年间，3.6 万多名工农干
部、劳动模范、产业工人得益于此，受到了
比较正规的教育，有的还上了大学。

“工农速成中学主要是培育工农干部和产
业工人，使其成为各种高级专门人才。他们
是建设新中国的坚强骨干，为中国工业化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刘巧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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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育才造士，国之根本。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教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始终与
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培育了一代代追梦人。

翻阅中国教育的百年发展史，教育始终站在时代的船头，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
力量。从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伟大的抗战服务，到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培养各层次的劳动
力，再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教育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伟业。

为民族独立服务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77 年，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康克军 21

岁，那时他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邮电局的一名工
人。生活仿佛早就规划好了：再过一年就出
徒，两年后达到人生的“顶点”——二级工，
每月挣36元，一直到老……同年10月《人民
日报》的一则报道，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
面：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
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
自治区批准办法……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
狂，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重拾书本。当年，
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27.3万人。

在这次高考中，康克军考上了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命运从此改变。

“恢复高考，国家不仅加速培养了大批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对其他
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工作也起到了巨大
的促进作用。”刘巧利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
的历史性决策。

彼时，国家、社会急需大量建设人才。然
而，人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是这一时期最
突出的问题。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更好地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迫
切需求。

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新时期我
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
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
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

聚焦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
和派遣留学生工作逐步恢复。按照“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广开渠
道，力争多派”的方针，我国留学事业也迎来
了春天。

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不断发展壮
大，涵盖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大层面，
职业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办学力量日趋多元，
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扩大各
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
年，高等职业教育诞生，此后我国职业教育加
速发展。2005年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
议后，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大大提升，规模迅
速发展，专任教师数量迅速增加。职业教育的
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输
送了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

世纪之交，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
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
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
化的根本大计。”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向依靠科学技
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

1998年时，我国本专科学生在校人数只
有 340 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
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扩
招启动后，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
大到154万人，增长速度达到42.59%并不断
扩大，到2003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
校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我国高等教育转入
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洋说，
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
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增
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
发展水平的标志。随着“211工程”和“985
工程”相继实施，一大批高校加速发展。

“这两个工程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的重大举措，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纪之交的中
国国内外形势而作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大决
策。”李洋说。

据统计，恢复高考以来，我国普通本专科
招生数累计1.4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7
年的2.6%增长到2020年的54.4%。目前，我
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
国家建设输送了逾亿名高素质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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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3 日上午，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援冀医疗队完成抗疫任务，64名医护
人员乘坐高铁返回家乡。

人民视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