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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学前教育 公益普惠跨越发展公益普惠跨越发展
高丙成 孙蔷蔷 刘占兰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
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学前教育
事业发展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先后在瑞
金、延安等地建立托儿所和保育院等，
在物资匮乏和革命形势严峻的时期始
终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核心理
念，为培养和教育革命后代作出
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
和政府高度关注婴幼儿的成长，
明确规定了我国学前教育的社
会公共福利性质，掀开了我国学
前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乘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被纳入
党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迎来了春天。随着《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颁布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明确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发展
方向，着力扩资源、保普惠、建机制、提
质量，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驶入快车
道，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

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升，公
益普惠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学前教育资源和普及程度是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首要
条件，直接反映着学前教育的供给水平
和供求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学前教育
普及水平很低。1929年，全国幼儿园数
量829所，在园幼儿3.2万人。新中国成
立后，1950年，全国幼儿园数量达到
1799所，在园幼儿14万人，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为0.4%。此后，党和政府通
过大力发展公办园、支持民办园发展等
多种途径不断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我国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不断提高。

2020 年，我国幼儿园总数达到
29.17万所，在园儿童达到4818万人，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5.2%。

投入力度明显加大，经费投
入结构逐步优化

教育经费是支撑学前教育事业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投资。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逐步建立了单位福利
体系下的财政投入体制。改革开放后，
学前教育开始探索多方筹资的投入体
制。1986年，全国学前教育经费为2.1
亿元。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
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学
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至1999年，全
国学前教育经费达到45.5亿元。

2010年后，我国开始着力构建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体制，先后实施了中央财
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项
目、中西部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
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等一系列学前
教育重大项目，各级政府将学前教育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
前教育倾斜，逐步提高了学前教育财
政投入和支持水平。

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
达到4203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幼
儿园生均教育经费达到12954元，比上
年增长9.14%。

办园条件全面改善，师资队
伍不断壮大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提高保教质量作
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重通过各种措施全面推进学前教育质
量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老解放区学前教育将直观教
学法、比较教学法和三化教学法（故事
化、游戏化和歌曲化）确立为幼儿教育
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
《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幼儿园暂行教
学纲要》等文件,推动幼儿园保教质量
的提升。

近年来，教育部印发《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等，深入开展幼儿园教育“小学
化”专项治理，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
有效衔接。幼儿园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和
文化资源，合理布局空间、设施，为幼
儿提供有利于激发学习探索、安全、丰
富、适宜的游戏材料和玩教具，幼儿园
办园条件不断改善，幼儿园生均占地面
积、生均建筑面积以及生均图书等均呈

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幼儿园教师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的第一资源，党和政府注重通过多种
途径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加大幼儿
园教师培养力度、多种方式补足配齐
幼儿园教师、努力保障幼儿园教师工
资待遇权益、建立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
训体系等多种途径加强幼儿园教师队
伍建设。2020年，全国幼儿园教职工
达到 519.8 万人，园长 30.8 万人，专任
教师 291.3 万人；幼儿园园长、专任教
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达到85.7%；学前
教育专业毕业的专任教师占比达到
72.3%。

区域差距逐步缩小，教育公
平迈出更大步伐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对于完善国民教
育体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前，
幼儿园主要集中在城镇地
区。新中国成立后，乡
镇、公社纷纷兴建托
儿所和幼儿园，农
村幼儿园数量和
在园幼儿数量
迅 速 增 长 。
改革开放以
后，国家
出台《关
于 发 展
农村幼

儿教育的几点意见》等政策文件，促进
了我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明确指出，重点发展农村
学前教育，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
教育资源，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
程度。各级党委和政府注重加大对农村
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重点向中西部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
区农村倾斜，城乡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
趋势。

从2012年到2020年，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增长幅度最大的15个省份都在
中西部，东中西部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明
显缩小。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幼有所育上
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就学前
教育改革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批示。2018
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指出，推动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
事的重要民生工程。

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健康
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国
家事业未来。未来，我国将全面普及学
前三年教育，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所有儿童
提供更加充裕、更加普惠、更加安全、
更加优质、更加公平、更加完整的学前
教育，确保所有
儿童能够接受
高品质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

（作者单位
系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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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石油大学（华
东）的留学生
在 学 习 制 作 中
药香囊。

新华社
李紫恒 摄

1978年至2018年来华留学人数

教育开放 领域变宽层次更多变宽层次更多
黄晓磊 刘文杰

中国已建成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
育体系。中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关乎14
亿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且对推动世界教
育的交流合作、加速现代文明发展进程
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
放事业经历了从“人员国际化”向“人
员国际化”与“组织国际化”协同发展
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强调教育对
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
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出国与来华留学人数逐步增
长，中国成为全球留学事业“新
高地”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曾兴起一股
留日、留美、留法、留苏的社会留学热
潮，此时的留学生人数相对较少且以自
费生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留学海
外的学生则多以公派为主。改革开放
后，我国留学生人数快速上升，形成了
以公派出国留学与自费出国留学“双驱
动”的出国留学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出国留学规模稳步扩大，留学
回国人数持续增长，回国与出国人数

“逆差”逐渐缩小。2019年，出国留学
人员总数已达到70.35万人，各类留学
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我国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总体教育水平
较低，来华留学生寥寥无几。新中国成
立后，1950年至1965年间，我国共接

收来自68个国家的7239名留学生，

分布在全国17个城市的94所学校。随
着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
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
出通过完善构建来华留学社会化、专业
化服务体系，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不断提高来华留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2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
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
习。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
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中外合作办学方式日益多
样化，中国教育品牌吸引力持
续增强

事实上，中国近代教育与
外国教育交流甚广。新中

国成立前，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所谓的合作没有任何平等可言。新
中国成立后，中外教育合作并未停顿，
只是在合作对象上逐步由西方国家转变
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改革
开放后的1986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南京大
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
究中心。截至2020年，我国各层次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332个，其中
本科以上1230个。目前，国内本科以
上中外合作办学在读学生已超过30万
人，我国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合
作方。与此同时，我国还与全球180多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
协议。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语言
学习和文化交流也成为我国“走出
去”的重要方式之一。自 1987 年我
国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
组”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华文化走
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的新要求，汉语
国际推广事业进入全面提升阶段。
2004 年 11 月我国创办的第一所孔子
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2019年 12月
我国已在162个国家 （地区）建立
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
学孔子课堂，为推动对外汉语
教学、中华文化的传播发挥
了重要作用。汉语国际教育

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实力
雄厚的全球性学科，中
国教育品牌的吸引力
持续增强。

积极推进全
球教育治理，为世

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

“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各地走走
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
中国，同时把你们的想法和体

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
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2021年 6月 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
们回信。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
国积极推进全球教育治理。推动实施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议程，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4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19份合作协议；加快教育对外
开放深度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按
照“四点一线一面”布局推动教育对
外开放，高起点、高标准地建设海南
国际教育创新岛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教育示范区；深入实施“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实现与25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学位学历互认，同时扩
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2019年，在我国学习的“一带一
路 ” 沿 线 国 家 留 学 生 占 比 已 达
54.1%；我国已建立并完善了中俄、
中美、中欧、中英、中法、中国—印
尼、中国—南非、中德、中印和中日
等十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各类中
外青少年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与时俱
进；先后形成了多边的“中国—东盟
教育周”“中国—阿拉伯大学校长论
坛”“中国—非洲高校 20+20合作计
划”“中国—拉美教育交流平台”“金
砖国家大学联盟”等一批教育合作与
对外援助平台。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
实践创新，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特
色、新风格、新气派，为教育对外合
作交流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性和便利
性。教育交流为凝聚全球治理共识，
促进民心相通架设桥梁，在国家外交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以高
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教育发
展，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提供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了作为负责
任大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责任担当。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杭州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