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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教育法治建设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法治建设在立
法、执法和普法上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
升，法治宣传教育成效显著。

从“有章可循”到“有法可
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
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
育理论出发，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教育
法令法规，在中国现代教育法制建设史
上写下了极其珍贵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和教育行
政部门颁布了管理各级各类教育的规章
和办法，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开展全面
建设的过程中有章可循。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确立，教育立法取得了重大进展。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
国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随后，国家又陆续制定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等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立法稳步推
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一揽子法律修订完成。截
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8部教育法律
为统领、包括16部教育法规和一批部门

规章、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在内的比较完
备的教育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教育事业
各个领域有法可依，使得教育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进一步落实，教育的基本方针政
策和若干重要制度更加明确，广大人民群
众的受教育权得到更好的保障，有力引
领、推动和保障了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从“教育法制”到“教育法
治”，教育依法治理能力和水
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逐步从以立法为主导的“教育法
制”走向立法、执法并重的“教育法治”新阶
段，教育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在依法行政方面，我国的教育行政
执法体系正在不断优化。2004年，教育
部成立了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领导
小组。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
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各地
教育部门加快建立健全权责清晰、权威
高效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政府统筹、部门
合作、上下联动的执法工作机制；深化

“放管服”改革，累计取消15项教育行政
审批，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扩大高校

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及岗
位管理、职称评审等方面的
自主权；督导体系建设不断
加强。2012年，国务院颁

布《教育督导条例》，
标志着教育督导走
上法治化的轨道。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

基本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教育督导
机构，基本形成上下贯通的教育督导体
制，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教育督导评估
监测制度体系以及面向各级各类教育的

“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职能
体系。

同时，我国基本实现了依法化解教
育系统矛盾与纠纷。根据《教育部关于
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情况的
报告》，教育部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74
件，办理行政诉讼案件57件，国务院最
终裁决案件5件，教育纠纷的解决朝着
规范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教师、
学生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更加切实
的保障。

在依法治校方面，我国也取得了显
著成效。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依法
治校的里程碑式文件《全面推进依法治
校实施纲要》，对依法治校进行了全面部
署，推动依法治校全面展开。一方面，

“一校一章程”目标基本实现。截至2020
年，所有高校和大部分中小学校都制定了
章程。另一方面，学校治理结构不断完
善。各级各类学校都能依法明确决策职
权和议事规则。

2018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学校法
律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健全校内权益救济
制度，完善教师、学生申诉的规则与程序。
2003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依法
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的通知》，并于2005
年确定了158所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校，
对推进学校依法规范办学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和示范作用。

从“单一化”到“系统化”，
法治教育体系逐步完善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教
育内容从“十法一条例”的法制教育逐步
拓展为以法律常识、法治理念、法治原则
等为核心的系统化法治教育，教育途径
从单一走向多元化，教育保障水平也得
到系统提升。

法治教育体系初步构建。2016
年，教育部相继出台《青少年法治教育
大纲》《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 （2016—2020
年）》，切实推进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明确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
各学段的法治教育目标、任务、内容和
要求，法治教育内容的系统化、科学化
水平不断提高。

法治教育形式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上
开展普法教育。截至2020年，超过71
亿人次通过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参
与在线宪法学习，产生了近8900万名

“宪法小卫士”。与此同时，各地还积极
推进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和法
治资源教室建设，以高科技与法治知识
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感受法律学习的魅
力。

法治教育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一是
法治教材编写逐步完善。2017年，教
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统编教
材已投入使用，小学涉及30多部法律
法规，初中涉及50多部法律法规，在
六年级、八年级还分别设置法治教育专
册教材。2017 年，教育部修订印发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将法治
意识作为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二是教师法治培训不断加强。2015
年起，“国培计划”示范项目启动法制教育
骨干教师专项培训。2016年，“中小学法
治教育名师培育工程”启动专题培训。

三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
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初步确立。2016
年，教育部印发《依法治教实施纲要
（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逐步
建立以法治工作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
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此外，教育部还积极巩固发展家庭
学校，通过加大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家庭教育指导站建设力度，引导家
长增强对青少年开展法治教育的自觉性。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北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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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 量质双升地位提高
燕学敏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
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
命，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时代重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兴办教
师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培养与培训体系，
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数量充足、业务精湛的
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始终坚
持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相辅相成的教师
队伍建设和发展思路，推动教师队伍的
质量和规格取得了跨越式提升。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办人民师范教
育，积累了大量的办学经验，为新中
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全面实施培
养各类师资的战略。改革开放后又把
建设一支足够数量、合格而稳定的师
资队伍作为提高教育水平的根本大
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培养造就党和
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成为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小学教师中的
“初级中学或初级职业学校毕业者”占
30.88%，“小学毕业者”占20.89%。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针对当时中小学教
师自身素质和文化水平整体低下的状
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好在职教师
培训和职前教师培养工作。

此后，各级各类教师学历水平大幅
提升，学历合格率逐年增长。2019
年，我国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
历合格率相比 1977 年分别增长了
52.87%、90.08%和52.72%。截至2020
年，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专任教师
1792.18 万 人 ， 比 1949 年 增 加 了
1698.75万人。一支数量充足、业务精
湛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形成以师范院校为主、
高水平大学积极参与的教师
教育体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把
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在提高工农群众文化
水平的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上。为了培
养文教干部和师资，先后成立了闽瑞师
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等。1934
年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培养教育
工作干部和师资的学校分为高级师范学
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
学教员训练班四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
等教育以师范学校发展最快，在1941

年的 7所中等学校中有 5所是师范学
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了顺应时代
发展的需要，加强师范院校建设，期
间经过布局结构调整，深化教师教育
改革，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持续优化
完善，坚持动态调整、稳中求进。在
满足师资数量增长需求的情况下，我
国教师教育开始尝试向更高的教育层
次迈进，积极开展硕士、博士层次的
师资培养。实现了从“定向封闭办师
范教育”向“多元开放办教师教育”
的转变，形成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
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的开放、协同、
联动的教师教育体系，极大满足了各
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师资培养需求和质
量提升需要。

截至2018年，我国师范类本科专
业的院校达到395所，其中师范院校
151所、综合性大学153所、其他院校
91所；师范类专科专业的院校达到420
所，其中师范院校151所、综合性大学
159所、其他院校110所。我国教师教
育体系的调整与升格，顺应了时代发展
和基础教育改革的需求，整合了师范教
育的资源优势，提高了师范院校办学的
层次与规模，标志着我国教师培养体系
更加完善。

与此同时，我国教师培训历经“学

历提升”“恢复重建”“全面覆盖”到
“示范引领”等发展阶段，取得了显著
成效，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1952年9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中
小学教师进修问题的通报》 后，各
省、市教育厅、局建立了函授师范学
校和教师业务学校等教师进修机构。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又建立起由
省级教育学院、地市级教育学院和县
级教师进修学校构成的三级教师培训
机构。

2010 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
“国培计划”，以“示范引领、雪中送
炭、促进改革”为宗旨，以中西部农村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为重点，开展大规模
专项培训，进而形成了“国培、省培、
市培、县培、校培”五级培训管理体
制，极大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和能力提
升。

近10年来，中央财政投入超过170
亿元，培训教师校长超过 1600 万人
次，基本上实现了所有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都轮训了一遍以上。

教师社会地位稳步提高，
教师职业吸引力大幅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社会尊师重教
风尚日渐浓厚，全国教师地位待遇稳步
提升，各级各类教师工资、住房、医
疗、保险全面改善。

1952年，我国教育行业的工资水
平位于全国9大行业中的第八位。但到
了2019年，教育行业教师年平均工资
水平为97681元，教师年平均工资在全
国19大行业中排名第七位，教师的工
资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一批又
一批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组织相继涌
现，带领全国教育战线一次次书写教育
发展新辉煌，集中展示了人民教师崇高
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

我国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加强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先后实施“民转公”政
策，“特岗计划”，公开招聘、定向培
养、“县管校聘”、退休支教等多元培训
补充交流机制，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到乡
村任教、支教，每年吸引约4.5万名公
费师范生到乡村任教。

2015年至2019年，中央财政投入
100亿元实施“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
和幼师国培计划，培训乡村教师、校
长、园长950万余人次。

“特岗计划”实施15年来，中央财
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累计招聘95
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省份1000
多个县的3万多所农村学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成
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师队伍，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政策体系、建立了
开放、协同、联动的教师教育体系，教
师地位和待遇不断提升，谱写了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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