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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建党百年，党领导下的基础教育，
谱写了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
史诗：从扫除文盲、改革学制、推进

“双高普九”、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确
保学校安全，到实施素质教育、深化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深化招生考试
改革、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减轻学生
作业负担、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取得的成就，正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础教育光辉历程
的真实写照。

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

促进教育平民化，使人民能够识文
断字，既是教育事业，也是革命事业。
中国共产党基础教育事业的起点，就是
扫盲教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并
组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农民补习班等
教育机构，帮助人民脱盲。随着党的发
展壮大和党的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识字问题又被
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中国共产党坚
持两条道路协同并进：一方面继续推进
扫盲教育以吸收不能返学的儿童、青少
年和成人文盲，另一方面依靠大力发展
基础教育以防止新生文盲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时，文盲总数占全国总
人口的80%。而今天，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文盲率已下降
至2.67%。历经70多年的发展，中国彻
底摘掉了“文盲大国”的帽子，基本实
现了人人能识文断字，从根本上提高了
中国的人口素质，也为世界扫盲事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便

在根据地大力发展正规中小学教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共有中等学
校（含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
普通中学） 5216所，小学346769所。
到 1979 年 ， 我 国 中 等 学 校 发 展 到
147266所，小学增加到923532所。改
革开放后，中小学校布局逐渐规模化、
科学化、效益化。2019年，我国共有中
等学校 7.68 万所，小学 （含教学点）
25.66万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真
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改造旧中
国教育制度，向工农敞开教育大门。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创
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制，惠及各年
龄段的幼儿、儿童、少年和青年，自幼
失学的青年和成人，生理上有缺陷的儿
童、青年和成人，工农干部、少数民族
群众等，实现了全覆盖。“有教无类”在
中国历史上真正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颁布实施，到2000年中国初
步实现“两基”战略目标，再到2011
年全面完成“两基”战略任务，经过中
国政府和人民25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
力，中国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实现了从
一个文盲大国、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
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为迈向教
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坚实基
础。

确保义务教育有保障，强化学前教
育公益普惠属性，组织实施高中阶段教

育普及攻坚计划……“十三五”期间，
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基础上，我国进
一步提高了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和学前教
育、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全国共有
中小学（幼儿园）51万所，在校（园）
生2.26亿人。就全口径数据而言，截至
2019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9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02.6%，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5%，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94.8%，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在资助面上实现
了所有学段全覆盖、所有学校全覆盖和
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2019
年，国家资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2025.70万人，资助金额
202.84 亿 元 ； 资 助 中 职 学 校 学 生
1592.86万人次，资助金额305亿元；资
助普通高中学生1240.23万人次，资助
金额185.01亿元。“不让一个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擦亮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底色。

特殊教育彰显国家文明追求。特殊
群体的受教育权既是国家文明的体现，
也是个人生存的保障。1953年，我国盲
聋哑学校的数量是64所，1979年发展
到289所。到了2019年，我国共有特殊
教育学校2192所，并发展出附设特教
班、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多种类型，
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14.42万
人，使他们共沐共和国教育发展春风。

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

“两基”如星星之火，串联起了基础
教育的重要转折。教育督导制度发轫于

“两基”，免费义务教育实现于“两基”，
均衡发展起步于“两基”，素质教育理念
脱胎于“两基”……当数量不再是基础
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质量提升的呼声
渐高。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
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从教育机会公平
到追求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成为中国基
础教育发展的主旋律。

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
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正式提出

“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
的目标。此后，“重点校、重点班”逐步
取消。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部署，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面
改薄”等基础教育重大系列工程陆续实
施。

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
确了地方各级政府责任，并提出了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随后，
2013年教育部启动开展了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
认定工作。

为加快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
置，2016年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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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大班额等十大举措随之
出台。

“十三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进
一步高度重视基础教育，作出了一系列
重大决策。出台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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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新时
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
见》，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着
力强化顶层设计，全面系统部署。新时
代基础教育的“四梁八柱”基本确立，
基础教育踏上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全面
提高育人质量的新征程。

这其中，2017年颁布的 《县域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
走向“优质均衡”。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累计已有26个省份、2809个县实
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数
占比 96.8%，其中中西部县数占比
95.3%。

基础教育的底兜不住，均衡发展就
是空谈。从2001年以来，国务院统一部
署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西部地
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和中西部农村初
中校舍改造等工程，农村中小学校面貌
有了很大改善。从2009年开始，“全国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启
动和实施，使学校安全隐患进一步消
除，这既是充分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大举措，也是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战
略部署。

截至2019年底，全国30.9万所义
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
基本要求，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
99.8%；全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接
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分别为 98.43%、
99.07%、98.67%。

内涵式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课程是学校育人的核心资源和基本
载体，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
在动力。追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其鲜明的特征是，
始终彰显人民立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
党自觉信仰、遵循和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教育宗旨。不断改革、建设和创
新课程，不断满足国家和时代对人才培
养的要求，持续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
需求。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这一文件率
先吹响了我国基础教育深化课程改革、
实施素质教育的号角。2001年，国务院
发布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
之后10年的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高站
位、系统化、科学的规划设计。

“十三五”期间，基础教育课程教学
改革全面深化。教育部成立基础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全面指导教学改革工
作；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
统编三科教材全面实施，普通高中新课
程新教材在20个省份实施；建立了一批
国家级教学改革示范区示范校。国家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学
业水平整体良好，在国际上有较高声誉。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十三五”期间，中小学德育工作实效显
著提高。《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系统构
建了方向正确、内容完善、学段衔接、
载体丰富、常态开展的中小学德育工作
体系，明确了不同学段的德育工作目标
任务，创新了课程、文化、活动、实
践、管理、协同等六大育人途径。德育
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
力不断增强，中小学生思想觉悟、道德
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高。

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教育+互联
网”，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积极推进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
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变革，拓展了课堂教
学空间、促进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更好
地服务农村地区开齐开足课程、提高教
学质量，缩小教育差距。新冠疫情爆发
后，教育部迅速建设开通了国家中小学
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
堂”，满足了1.8亿中小学生的居家学习
需求，有效支撑了“停课不停学”工
作，堪称“史无前例、世无前例”。

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正确的政
绩观。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随后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
出台，围绕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学校办
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质量等层面，系统构
建了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
体系，着力克服“唯分数”“唯升学”
倾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中
国基础教育旗帜鲜明地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
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和
教育必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
坚定的政治立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时时刻刻融
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扎扎实实地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高
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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