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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进鹏会见古巴教育部部长贝拉斯克斯

普及水平显著提升
普及水平显
著提升 总体投入大幅提高 育人方式深刻变革

十年，
十年
，普通高中教育办学水平整体提高
本 报 北 京 7 月 5 日 讯（记 者
林焕新 张欣）今天，教育部召开
“教育这十年”
“1+1”系列第七场新
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普
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十年
改革发展，在整体提高普通高中教
育办学水平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国
民整体素质，有力支撑了国家人才
发展战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
定了坚实基础。
这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全面
深化普通高中教育综合改革作出了
系统部署。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意见》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
坚计划（2017—2020 年）》
《关于新
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
指导意见》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
文等学科课程标准》
《
“十四五”县域
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重
要文件陆续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新
时代普通高中育人目标，为普通高
中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普通高中学校积极投入
实施普及攻坚计划，新课程、新教材

改革，中高考改革等重大改革攻坚
任务，推动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事业
发展呈现新格局，改革取得新突破，
整体办学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这十年，
教育部统筹普通高中教
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普
及水平显著提升。
办学规模持续扩大，
2021年全国普通高中总数达1.46万
所，
在校生达到2605.03万人。
毛入学
率不断提高，2020 年，全国及各省
（区、
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达
到90%以上，
如期实现国家确定的普
及目标。
2021 年，
全国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 91.4%，比
2012年提高6.4个百分点。
这十年，全国普通高中总体投
入水平大幅提高，普通高中财政性
教育经费投入由 2012 年的 2317 亿
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4666 亿元，增
幅超过 1 倍。国家连续实施了普通
高中改造计划和教育基础薄弱县普
通高中建设项目，显著改善了学校
办学条件。
这十年，国家着力强化教师队
伍建设基础性作用。普通高中专任
教师总数大幅增加，
由 159.5 万人增

加到 202.83 万人，增长 27.17%，生
师 比 由 2012 年的 15.47∶1 优化到
12.84∶1。
全国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
合格率由 96.44%提高到 98.82%，
硕
士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由5%提高到
12.4%，
增长近1.5倍。
这十年，普通高中育人方式
万人
深刻变革，把立德树人融入
办学规模持续扩大，2021
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年全国普通高中总数达
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学校多样特色发展扎实推
1.46 万 所 ， 在 校 生 达 到
进，各地不断加强普通高
2605.03 万人
中课程体系建设；建立
了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
向的科学评价体系，
坚决克服“唯分
2021 年，全国高中阶段教
数”“唯升学”倾
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
向，促进持续提高
91.4%，比 2012 年提
普通高中学校办
高6.4个百分点
学质量水平；围
绕实现科学选
才和促进教育
亿元
公平，着力改
革完善普通
普通高中财政性教育经
高中考试招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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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03

91.4%

4666

2317 亿 元 提 高 到 2021
年的 4666 亿元，增幅超
过1倍

积极扩大教育资源，持续提升育人质量——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大幅
增加，由 159.5 万人增加到
202.83万人，增长27.17%

图 ❶ ：辽宁省
辽宁省营口市盖州
营口市盖州
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在进行学
科竞赛。
科竞赛
。
图 ❷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
乐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开展形
式多样的减压活动，以轻松心
态迎接高考。
图 ❸ ：辽宁省
辽宁省营口市大石
桥市高级中学学生在学农。
底图：
底图
：甘肃省张掖二中的
学子们在成人礼上把“成人
帽”抛向空中
抛向空中。
。
资料图片

“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就业”
通讯员 韩洪烁 李雷

业指导、重点推荐招聘信息等，让她
工作，开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
顺利通过了青岛国测海遥信息技术有
创业绿色通道”，建立“横向到边、
限公司的面试，办好了就业上岗手
纵向到底、精准到人”“一生一策”
续。
“一类一策”的就业帮扶工作机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关系
实施“多对一”“一对一”结对就业
到学生自身发展、家庭生计，我们要
援助，不让一个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就
掉队。
业 。” 山 东 科 技 大 学 校 长 姚 庆 国 表
和山东科技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
示，学校精准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
学院辅导员郭熙结对的，是来自新疆
生，把他们纳入就业帮扶重点群体，
新和县的依坦依吐拉·尼亚孜。交流
全方位做好就业困难学生的精准帮扶
中，郭熙发现他有回家乡发展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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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张 紫 欣 记
者 刘盾） 日前，广东省发布 《广东
省“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
计划》。《计划》 提出，到 2025 年，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7%，高中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入学机
会明显增加。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
积极推动残疾学生 15 年免费教育。
《计划》 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地区
建设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衔接的 15
年特殊教育学校。实现 20 万人口以上
的县 （市、区） 建有一所以上标准化
特殊教育学校，每个地级以上市及有
条件的县 （市、区） 建有一个残疾人
中等职业教育部 （班）。
《计划》 强调，坚持“全覆盖、零
拒绝”原则，巩固完善以随班就读为
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
教上门为补充的安置模式，确保“应

入尽入”，适宜安排每一名残疾儿童。
到 2025 年，将义务教育阶段接受送教
服务的残疾儿童比例控制到适龄残疾
学生总数的 10%以内。
《计划》 提出，加强普通教育与特
殊教育双向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与特
殊教育相互融通。广东鼓励和支持特
殊教育学校与普通学校、幼儿园开展
集团化办学，把“普特融合办学”纳
入集团化办学试点与实验，探索适宜
有效的融合教育模式。鼓励高职院校
与 特 殊 教 育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或 中 职
部） 探索“三二分段”培养模式。
《计划》要求，
各地把特殊教育纳入
发展规划，加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力
度。
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到 2025 年，义务教
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
准提高至每生每年 7000 元以上。

火焰掌、“品尝”美味干冰、泡泡浴……干
冰、热水和泡泡液的神奇反应，将所有同学的注意
力集中在“神奇实验室”课堂上。这是浙江宁波市
海曙外国语学校暑期托管开班仪式上的一幕，这堂
课仅仅是孩子们暑托的一道“开胃菜”，却让现场
177 名参加暑托的孩子兴奋了许久。
2021 年暑期，宁波市率先在浙江省内试点开
展暑期托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今年暑假，
宁波各区 （县、市） 全部开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暑
期托管工作。

法，于是便通过校友网络和合作企业
等渠道，为他筛选了 10 余个比较心
仪的岗位，并在制作简历、网络面试
等环节给予就业指导。最终，依坦依
吐拉·尼亚孜顺利签约新疆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1000 余名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都有自己的专属“一对
一”就业指导教师。“在就业的冲刺
阶段，毕业生的人生导师、学业导
师、班主任等纷纷当起‘推销员’，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全方位关爱
和引导，形成‘全员帮扶就业，全方
位促进就业’的良好氛围。”山东科
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王震介绍。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校
还通过“‘码’上服务+精准对接”的
工作模式，为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量
身定制最优职业发展路径，确保有就
业意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实现 100%
就业。
（下转第三版）

●设计：张鹏 ●校对：杨瑞利

在华东师范大学宁波艺术实验学校的大教室
里，一堂法官体验课正在进行中。学生贺竞颐今天
的身份是一名律师事务所新进的“仲裁庭预备工作
人员”。这是该校暑托课的特色托管服务之一——
职面未来。学校面向初一学生举行了一场暑期招聘
会，共推出 28 个岗位，147 名学生找到了心仪的
岗位。
从自主报名、模拟招聘，到成为一名律所的工作
人员，贺竞颐仍然觉得很神奇。学生的矛盾由学生解
决，这是开设模拟法庭的初衷。课程以
“校园纠纷”为
主题，让学生在 3 天内完成理论学习、实地参观、案
例演练，
后期将让学生竞争上岗校园仲裁庭岗位。
“社会是大学校，我们以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为着眼点，让他们从职业角色体验中感受社会责任
和公平正义。
”该校校长陈伟忠说。
今年，海曙区引进宁波市体育、文艺、美术、
劳动、综合五大中心和海曙团区委等提供的公益资
源，助力暑托特色课程的开展。
大提琴演奏、舞蹈串烧、魔术表演……鄞州区
东南小学举行了“亲青课堂”开班仪式，学生们在
课后服务中收获的技能在现场一一展现，引得台下
学生连连喝彩。而这些课程同样也会在这次暑托班中继续开展。
据了解，该校与鄞州非遗中心、宁波小球中心、鄞州舞蹈家协会、鄞州曲艺
家协会、潘火街道团工委达成合伙人关系，组织了一批优质教育精品课程和讲师
资源，同时利用当地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让学生参与到丰富的校
内课程和社会活动中。

——

❸

山东科技大学为千余名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提供专属就业指导——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支持建设全学段衔接的特教学校

暑期托管干什么？课程活动很丰富

关注大学生就业

“签约完成！”看到山东高校毕业
生就业信息网显示的就业协议，山东
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生陈妍颖深深松了口气。
陈妍颖是来自农村的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母亲身患重病，父
亲务工收入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
临近毕业，找到工作从而缓解家庭负
担是她最紧急的事情。连日来，陈妍
颖的就业“结对”教师、山东科技大
学辅导员付晓“一对一”对她进行就

❷

广东推动残疾学生 15 年免费教育

本报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张土良

片特困地区为重点，采取集约高效方式，实
普通高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施并完成普通高中建设项目。
成部分，在人才培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
广西壮族自治区增加学位 41.6 万个，
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普通高中教育不断
着力破解普通高中学校“学位”“床位”
完善政策保障，积极扩大教育资源，持续提
升育人质量，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 “餐位”不足的问题，将普通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提高至每生每年
质量教育的需求。
1000 元，十年间提高 2.5 倍……
7 月 5 日，教育部召开“教育这十年”
放眼全国，十年来，普通高中教育
“1+1”系列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年来
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毛入学率不断提
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成就。
高。2020 年，全国及各省 （区、市）
加快发展步伐，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 90%以
上，如期实现国家确定的普及目标。
“让大山里的女孩子都能够有书读，通过
“中西部普及提升幅度最大
西部普及提升幅度最大，
，教
读书改变她们的命运。
”这是张桂梅创办云南
育部与中西部 10 个普及水平较低的
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初心。十几年来，
省份签订了普及攻坚备忘录
省份签订了
普及攻坚备忘录，
，这 10
1900 多个女孩从华坪女高开始她们的梦想。
个省份毛入学率十年平均提高了
如今 ， 对中西部边 远地区的孩子们来
17..02 个百分点
17
个百分点，
，有的省份提高了近
说，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
30 个百分点
个百分点。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云南省从 2019 年 9 月起
月起，
，以滇西边境山
长吕玉刚说。
长吕玉刚说
。
（下转第三版
下转第三版）
）
区 、 乌蒙山区
乌蒙山区、
、 滇桂黔石漠化区 3 个集中连

202.83 万人

怀进鹏积极评价中古教育交流合
作取得的成绩，感谢古方为此付出的
积极努力。他表示，中方愿同古方一
道，共克时艰，共创机遇，扎实推进
中古教育交流协议框架下的各项工
作，在教育数字化、教师培养培训、
语言教学和校际交流方面加强合作。
贝拉斯克斯对中国教育发展所取
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表示希望进一步
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推动中古教育发
展携手共进。古巴教育部副部长阿隆
索参加会见。

宁波扎实做好暑期托管服务

本报记者 林焕新 张欣

本报北京 7 月 5 日讯 （记者 高
毅哲） 今天，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以视
频方式会见古巴教育部部长埃娜·贝
拉斯克斯，就深化中古基础教育交流
合作交换意见。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
参加会见。
怀进鹏指出，面对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以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坚持优先发展
教育，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
应变适变推进教育改革，教育领域取
得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成就。

﹃托﹄起安全快乐暑假

这十年，普通高中教育如何发力

本报记者 孙军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后勤服务有保障 午餐午休不落下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学校！”7 月 4 日上午，放暑假后没多久，古林镇中心
小学再次响起孩子们的问好声和嬉闹声。
（下转第三版）

【信息化·智慧教育】

打通“数字动脉”搭上“转型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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