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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

教育部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教
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积极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合

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52.93万所，各级
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91 亿人，专任教师
1844.37万人。

二、学前教育

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万所，比上年增加
3117所，增长1.07%。其中，普惠性幼儿园[3]

24.47 万所，比上年增加 1.06 万所，增长
4.55%，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83.00%。

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4805.21万人，比上
年减少13.06万人，下降0.27%。其中，普惠
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218.20万人，比上年增加
135.37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在园幼儿的
比例87.78%，比上年提高3.05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5]88.1%，比上年提高
2.9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专任教师[6]319.10万人，专任教
师中专科以上学历比例87.60%。

三、义务教育

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20.72万所。
义务教育阶段[8]招生 3488.02 万人，在校生
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9]95.4%。

1.小学阶段教育[10]

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5.43万所，比上年减
少 3700 所，下降 2.34%。另有小学教学点
8.36万个，比上年减少6672个。

小学阶段招生1782.58万人，比上年减少
25.51万人，下降1.41%；在校生1.08亿人，
比上年增加54.58万人，增长0.51%；毕业生
1718.03万人，比上年增加77.71万人，增长
4.74%。

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11]660.08万人；生
师 比 16.33∶ 1； 专 任 教 师 学 历 合 格 率 [12]

99.98%；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70.30%。

小学共有校舍建筑面积87128.98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加2551.73万平方米。设施设备
配备达标的学校[13]比例情况分别为：体育运动
场（馆）面积达标学校92.60%，体育器械配
备达标学校96.76%，音乐器材配备达标学校
96.48%，美术器材配备达标学校96.45%，数
学自然实验仪器配备达标学校96.16%。

小学阶段共有班级287.06万个，比上年增
加1.02万个。56人以上大班和超大班2.10万
个，比上年减少1.21万个，占总班数的比例
0.73%，比上年下降0.43个百分点。其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482个，比上年减少441个，
占总班数的比例0.02%，比上年下降0.02个百
分点。

2.初中阶段教育[14]

全国共有初中5.29万所 （含职业初中9
所），比上年增加66所，增长0.12%。

初中阶段招生1705.44万人，比上年增加
73.34万人，增长4.49%；在校生5018.44万
人，比上年增加104.35万人，增长2.12%；毕
业生1587.15 万人，比上年增加51.86万人，
增长3.38%。

初中阶段教育专任教师[15]397.11万人；生
师 比 12.64∶ 1； 专 任 教 师 学 历 合 格 率
99.91%；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90.05%。

初中共有校舍建筑面积75593.70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加3751.09万平方米。设施设备
配备达标的学校比例情况分别为：体育运动场
（馆）面积达标学校95.02%，体育器械配备达
标学校 97.79%，音乐器材配备达标学校
97.51%，美术器材配备达标学校97.49%，理
科实验仪器配备达标学校97.41%。

初中阶段共有班级109.89万个，比上年增
加 2.55 万个。56人以上大班和超大班 7225
个，比上年减少 5470 个，占总班数的比例
0.66%，比上年下降0.53个百分点。其中，66人
以上的超大班106个，比上年减少119个，占总
班数的比例0.01%，比上年下降0.01个百分点。

3.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6]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1372.41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984.11
万人，在初中就读388.30万人。

四、特殊教育

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288所，比上年
增加44所，增长1.96%。

招收各种形式[17]的特殊教育学生14.91万
人，比上年增加16人；在校生91.98万人，比
上年增加3.90万人，增长4.42%。其中，在特
殊教育学校就读在校生33.04万人，占特殊教
育在校生的比例35.92%。

特殊教育专任教师[18]6.94万人。

五、高中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19]91.4%，比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

1.普通高中教育[20]

全国共有普通高中1.46万所，比上年增加
350所，增长2.46%。

普通高中招生904.95万人，比上年增加
28.51万人，增长3.25%；在校生2605.03万
人，比上年增加110.58万人，增长4.43%；毕
业生780.23万人，比上年减少6.30万人，下
降0.80%。

普通高中教育专任教师[21]202.83万人；生
师比12.84∶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8.82%。

普通高中共有校舍建筑面积64362.11万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4312.00万平方米。普通
高中设施设备配备达标的学校比例情况分别
为 ： 体 育 运 动 场 （馆） 面 积 达 标 学 校
93.66%，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96.00%，音
乐器材配备达标学校95.19%，美术器材配备
达标学校95.40%，理科实验仪器配备达标学
校95.61%。

2.中等职业教育[22]

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同口径
比上年减少179所。

中等职业教育[23]招生488.99万人，同口径
比上年增加4.38万人，增长0.90%；在校生
1311.81 万人，同口径比上年增加 43.98 万
人，增长3.47%；毕业生375.37万人，同口径
比上年减少8.09万人，下降2.11%。

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24]69.54万人；生
师比18.86∶1；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93.57%；“双师型”专任教师占专业（技能）
课程专任教师比例55.51%。

六、高等教育

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
本科学校1238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比上

年减少11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比上
年增加11所；高职（专科）学校1486所，比
上年增加18所；成人高等学校256所，比上
年减少9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33
所。

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25]4430
万人，比上年增加2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57.8%，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普通本
科学校校均规模[26]16366人，本科层次职业学
校校均规模18403人，高职（专科）学校校均
规模9470人。

研究生招生117.65万人，比上年增加7.00
万人，增长 6.32%；其中，博士生 12.58 万
人，硕士生105.07万人。在学研究生333.24
万人，比上年增加19.28万人，增长6.14%；其
中，在学博士生50.95万人，在学硕士生282.29
万人。毕业研究生77.28万人，其中，毕业博士
生7.20万人，毕业硕士生70.07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比上年增加
5.33万人，增长1.21%，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
生71.77万人；在校生1893.10万人，比上年
增加74.70万人，增长4.11%；毕业生428.10
万人，比上年增加7.59万人，增长1.80%。

职业本科招生 4.14 万人，比上年增加
2946人，增长7.66%，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
1.51 万人。在校生 12.93 万人，比上年增加
5.59万人，增长76.18%。

高职（专科）招生552.58万人（含五年制
高职转入专科招生45.20万人），同口径比上年
减少18.03万人，下降3.16%；在校生1590.10
万人，比上年增加130.55万人，增长8.94%；
毕业生398.41万人，比上年增加21.72万人，
增长5.77%。

成人本专科招生378.53万人，比上年增加
14.77 万人，增长 4.06%；在校生 832.65 万
人，比上年增加55.36万人，增长7.12%；毕
业生277.95万人，比上年增加30.99万人，增
长12.55%。

网络本专科招生283.92万人，比上年增加
6.01万人，增长2.16%；在校生873.90万人，
比上年增加27.45万人，增长3.24%；毕业生
259.06 万人，比上年减少 13.19 万人，下降
4.84%。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历教育报考
625.78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48.94万人。

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7]188.52万人，其中，
普通本科学校126.97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2.56万人；高职（专科）学校57.02万人；成
人高等学校1.97万人。普通本科学校生师比[28]

17.90∶1，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生师比19.38∶1，
高职（专科）学校生师比19.85∶1。

普通、职业高等学校共有校舍建筑面积[29]

108767.2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3472.37万
平方米，增长3.30%。生均占地面积58.29平
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27.90平方米，生均
教学科研实习仪器设备值为17091.23元。

七、民办教育

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57万所，
比上年减少989所，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
的比例35.08%。在校生5628.76万人，比上年
增加64.31万人，占全国各级各类在校生总数
的比例19.34%。其中：

民办幼儿园16.67万所，比上年减少1254
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比例56.54%；在园
幼儿2312.03万人，比上年减少66.52万人，
占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的比例48.11%。

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22万所，比上年
减少67所，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
比例5.87%；在校生1674.10万人，比上年减
少10.89万人，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

比例10.60%。
民办普通高中4008所，比上年增加314

所，占全国普通高中总数的比例27.48%；在
校生450.34万人，比上年增加49.05万人，占
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17.29%。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978所，比上年增加
25 所，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总数的比例
27.12%；在校生 267.63 万人，比上年增加
18.23万人，占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的比
例20.40%。

民办高校764所，比上年减少9所，占全
国高校总数的比例25.37%。其中，普通本科
学校390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2所；高职
（专科）学校350所；成人高等学校2所。民办
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845.74万人，比上年
增加54.40万人，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
校生的比例24.19%。

注释：
[1]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部分数据因
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
况。

[2]各级各类学校是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批准设立，
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审批
设立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各级各类学校。
不包括军事院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
理的技工学校。下同。

[3]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

[4]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含独立设置的幼儿
园和其他学校附设幼儿班幼儿。

[5]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是指学前教育在
园（班）幼儿数（不考虑年龄）占3—5岁年
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

[6]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是指在独立设置
的幼儿园和其他学校附设幼儿班中承担学前教
育的专任教师。

[7]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包括普通小学、
初级中学、职业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8]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数、在校生数包括
普通小学、小学教学点、初级中学、职业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以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
学段和初中段、完全中学初中段、其他学校附
设小学班和附设初中班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

[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是指初中毕业
班学生数占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的百
分比。

[10]小学学校数仅包含普通小学；学生数
包含普通小学、小学教学点、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段、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段和其他学校
附设小学班学生；校舍等相关数据包含普通小
学和小学教学点。

[11]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是指在普通小
学、小学教学点、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段、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段和其他学校附设小学班
中承担小学教育的专任教师。不包括上述学校
附设其他层级教育教学班的专任教师。

[12]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是指某一级教
育具有国家规定的最低学历要求的专任教师数
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各级教育
教师的最低学历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中的相关规定：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
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
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
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
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
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
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13]设施设备配备达标的学校，是指体育
运动场（馆）面积、体育器械配备达到《教育

部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
件试行基本标准的通知》（教体艺 ﹝2008﹞ 5
号）的相关标准；音乐器材配备、美术器材配
备、数学自然实验仪器配备、理科实验仪器配
备等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仪器配
备相关标准。含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

[14]初中学校数、校舍等相关数据包含普
通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职业初中；学生数
包含初级中学、职业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初
中段、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段、完全中学初
中段和其他学校附设初中班学生。

[15]初中阶段教育专任教师，是指在初级
中学、职业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段、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段、完全中学初中段和其
他学校附设初中班中承担初中教育的专任教
师。不包括上述学校附设其他层级教育教学班
的专任教师。

[16]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
记在外省 （区、市）、本省外县 （区） 的乡
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 （同
住）并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17]各种形式特殊教育包括特殊教育学
校、其他学校附设特教班、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和送教上门。

[18]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含特殊教育学校和
其他学校附设特教班中承担特殊教育的专任教
师。不包括特殊教育学校附设其他普通教育教
学班的专任教师。

[1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是指高中阶段在
校生（不考虑年龄）占15—17岁年龄组人口
数的百分比。

[20]普通高中学校数、校舍等相关数据包
含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21]普通高中教育专任教师，是指在高级
中学、完全中学高中段、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高
中段和其他学校附设高中班中承担普通高中教
育的专任教师。不包括上述学校附设其他层级
教育教学班的专任教师。

[22]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校舍等相关数
据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
等专业学校。不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管理的技工学校。

[23]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在校生、毕业生
等相关数据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
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其他学校附设中职班
学生数。不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
的技工学校学生。

[24]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是指在普通中
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
其他学校附设中职班中承担中职教育的专任教
师。不包括上述学校附设其他层级教育教学班
的专任教师。

[25]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包括研究生、普
通本科、职业本科和高职（专科）、成人本专
科、网络本专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
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

[26]高等学校校均规模，仅包含普通本
科、职业本科和高职（专科）在校生，不包含
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

[27]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是指普通本科学
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职（专科）学校和
成人高等学校中承担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不
包含上述学校附设其他层级教育教学班的专任
教师。

[28]高等教育学校生师比，是指折合在校
生与专任教师之比。不包括高等教育学校附设
其他层级教育教学班的学生和专任教师。

[29]校舍建筑面积、占地、教学科研实习
仪器设备值包含学校产权和非学校产权独立使
用。

资料来源：
所有数据均来自教育部。

（上接第一版）
那个年代的水声学科在国内属于空白，国

家选派了杨士莪等4人到苏联科学院声学所进
修。在那里他发现，声呐设计和舰船噪声这两
个研究室的门从不对外国人开放。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
买，是做不到的。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骨气。”刻骨铭心的感受让杨士莪立
志：一定要让中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

“水声科学是涉及面非常广的专业领域，
如果只是办声呐专业，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不立这个标杆，不向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就永
远达不到更高水平。”重返学校的杨士莪创建
了中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
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需要结合在一起。”
杨士莪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九十载春秋未老，百万里桃李同芳。杨士
莪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110多名，受教弟
子数千人，多数已经成长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科研及学术骨干。

“人退休了，但为国家作贡献的
脚步不能停”

做人做事做学问，为船为海为国防。在哈
尔滨工程大学的“哈军工纪念馆”里，杨士莪用
日、德、英、俄4种文字记录的笔记格外显眼。

1970年，中国开展了第一颗洲际导弹的
研制，杨士莪作为水声测量系统的负责人，领

导完成了“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的研制，不但
为中国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取得成功作
出贡献，也为国家海洋工程技术提供了经验，
填补了国内空白。21世纪，“蛟龙”号、“科
学”号所用的国产高精度超短基线定位系统，
追根溯源都可上溯到这一项目的研制。

1994年4月，悬挂着五星红旗、承载近
百名科研人员的“勘测三号”和“实验三号”
水声科学考察船驶入中国南海。作为考察队队
长和首席科学家的杨士莪十分激动，这是中国
首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声科学综合考察，堪称
中国水声界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

好课程教出一批批好学生。现在，耄耋之
年的杨士莪仍然担任本科、硕士和博士的课程
教学工作。他主讲的“振动与声学基础”是国
内最早开设的水声工程特色专业基础课，是新
生的第一门专业课程，也是学生打开水声世界
大门的“钥匙”，而他的科研经历更是一本鲜
活的实践教材。

“生命不止，壮心不已”，杨士莪始终战斗
在水声科研的第一线。2018年，年近九十的
杨士莪仍然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相关科研项目
的海试。试验设备准备、日程安排、海洋水文
条件监测、海试后的数据分析……事无巨细，
杨士莪每一项都要亲自过问、现场解决。

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红。“我
进入‘90后’了，人虽然退休了，但是为国
家作贡献的脚步不能退休，要继续发挥自己微
薄的能量，作出可能的贡献。”过了90岁生日

的杨士莪还参与了两次科学考察。

“要成为真正站立起来的人”

“国家受欺负，是因为你不行，得自己想
办法站起来，把国家发展起来。”几十年的科
研经历让杨士莪更加坚定了科技强国、海洋强
国的信念。杨士莪还经常对学生说：“要成为
真正站立起来的人。”

外场试验、学术会议、顾问咨询……杨士
莪的日程表经常排得满满的，但他从未因活动
忙而耽误工作，对教学、对学生从不敷衍应
付。学生们都说，请杨院士审阅修改论文，一
两天就能得到反馈，意见和建议也都写得清清
楚楚。讲课时他的语速较慢，却声如洪钟，而
且从不坐着，出了名的“一站到底”。

“我们是在党的关怀和培养教育下成长起
来的，心底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就唱
两句，表个心意。”2021年，在学校举办的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有着56
年党龄的杨士莪发表感言，一曲《唱支山歌给
党听》让全场观众泪目。

“青春·党旗·奉献”，2012届毕业生党
员们还记得杨士莪以此为题，为他们上的最后
一堂党课。杨士莪勉励大家，要不断继承与发
扬“哈军工”精神，积极实践、终身学习，为
人民谋利益，为党的事业和真理奋斗终身，为
祖国富强繁荣建功立业。

“希望我们的后浪，在国家的支持下，为
中国海洋事业、水声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
杨士莪的感召下，一代代水声人艰苦创业，把
水声事业推上更高台阶，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
工程学院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水声科研基地和
人才培养基地。

打开水声世界大门
（上接第一版）

“不做作、不矫情、不折腾。”这是老友张
盾对孙正聿的印象。

2009年，孙正聿被聘为吉林大学哲学社
会科学资深教授。

2021年，孙正聿将“杰出教学奖”奖金
100万元，全部捐赠给吉林大学，用于奖励支
持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和通识教育方面作出突
出贡献的青年教师。

在他写给自己的一首小诗 《爱智求真》
中能看出他一贯的人生态度：年过不惑亦有
惑，爱智求真敢问真；是是非非雕虫技，堂堂
正正方为人。

做真善美的传播者

孙正聿的课有多火？他的学生，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庆丰回忆，有一年，孙正
聿讲“哲学通论”课，由于听课的学生太多，
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能容纳200多人的报告
厅，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是站着听的”。

孙正聿给本科生讲课常常伴着一支粉笔、
一杯清茶，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他讲课的特
点是以理服人、逻辑严谨、丝丝入扣。“就像
在读侦探小说一样！”王庆丰说。

“85后”学者、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
学系副教授高超就是受孙正聿的影响，高考时
选择的哲学专业。“我读高二时，孙老师到东
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作哲学报告，我一听就入
迷了。”高超说。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高超读本科
时，常常和孙正聿讨论哲学问题，孙正聿不嫌
他的观点“稚嫩”，而是以平等的姿态，用道
理和他交流辩论，鼓励他坚持己见。因为，孙

正聿的老师——哲学大师高清海曾给还是本科
生的孙正聿修改论文时，就密密麻麻地批注了
一纸文字。正是这种薪火相传，让“讲理”的
师德风范传承至今。

做真善美的研究者

作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孙正聿的成就
可以用这样一组数字勾勒出大概：3次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3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
部著作入选“国家文库”，6次获教育部优秀成
果奖，5部著作获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五个一”工程奖，110篇引领和推进我国哲
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

孙正聿认为，要做好一名大学教师，就要
以科研支撑教学，用理论铸魂育人。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
头人，为了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
基础理论，孙正聿撰写出版了《哲学通论》《理
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
《思想中的时代》《崇高的位置》《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研究》《人类文明的哲学表征》《辩证法
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等一系列学术专著。

吉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邴正认为，孙正聿
教授的一大主要理论贡献就是撰写出版了《哲
学通论》。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
学、中国哲学三者有机地结合协调起来，深化
对哲学理论的理解。同时又把哲学和价值观结
合起来，把真善美这些人类美好的价值追求结
合起来。

作为一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要著作，20
年来《哲学通论》共出版10个版本，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人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必读著作，极大地
推进了我国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改革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