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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教育 十年特别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会
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克服重
重困难挑战，共为1亿多人
次的考生平稳组织了高考

1亿多人次

168万余名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
考试政策，累计已有168
万余名随迁子女在流入
地参加了高考

300万
全国每年通过分类考试
录取的考生已超过300万，
占高职招生总量的60%以上

95万余人

持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
划，招生名额从2012
年的1万人增至2022
年的13.1万人，累
计录取学生95万
余人

本报北京9月15日讯（见习
记者 程旭 记者 张欣）今天，
教育部召开“教育这十年”“1+
1”系列第十二场新闻发布会，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成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
辉表示，经过十年不懈努力，中国
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更加完
善。

截至目前，教育部已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
配套政策，各地结合实际制订改
革实施方案并有序组织实施，形
成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促进公
平、科学选材、监督有力的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

在高校招生方面，招生计划分
配方式获得改进，区域城乡入学机
会更加公平。通过支援中西部地区

招生协作计划、重点高校招收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我国形
成了保障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招
生、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
校的长效机制。

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名额从
2012 年的 1 万人增至 2022 年的
13.1万人，累计录取学生95万余
人。第三方评估显示，专项计划得
到多方认可，高校满意度为80%、
学生为 90%、地方为 100%。此
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
试政策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累计已有168万余名随迁子女在流
入地参加了高考。

在深化考试内容改革方面，高
考命题的育人功能不断强化。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引导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
系，进一步强化高考的育人功能与

积极导向作用。
在严格招生规范管理方面，教

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
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实施

“30个不得”“八项基本要求”
等一系列招生禁令，严格落
实招生信息“十公开”，建
立部、省、高校和中学四级
信息公开制度。

目前，5类全国性高
考加分项目已取消，95
类地方性加分项目逐步
取消，少数民族加分
更加精准。此外，
高校艺术类专业和
高水平运动队考试
招生改革积极推
进，人才选拔质
量不断提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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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余人

3年来，强基计划共录取新

生1.8万余人

步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的
行知教育集团，迎面便可看见一尊陶
行知先生的全身塑像。校园环境清
幽，碧水映荷，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现
代化教学楼淡雅素净，书声与鸟鸣相
得益彰。

从一所破落的乡村小学，发展到
占地300亩、师生3000名，集幼儿园、
3所小学、1所初中、1个基地于一体
的国际化教育集团，这一切见证着总
校长杨瑞清为了实现“让乡村的孩子
也能享受好教育”的梦想，41年探索

“行知路”的不懈努力。

两度放弃进城，甘做乐教
“傻瓜”

1981年，即将从南京市晓庄师
范学校毕业的杨瑞清向校长递上一份
决心书：学习陶行知，走陶行知之
路，到最艰苦、最偏僻的乡村教书办
学。带着满腔热情，他来到了江苏省
江浦县（现南京市浦口区）一所偏僻
落后的村办小学——五里小学。

“黑屋子，土台子，一排矮房破
样子，里面坐着泥孩子。”第一次走
进教室的杨瑞清，接手的还是一个差
班——38名学生中有20名留级生。
面对乱哄哄的课堂，他从陶行知的思
想和精神中汲取力量，“就算吃得千
般苦，也要把孩子教出来”。

于是，杨瑞清开设了改革开放以
后的全国第一个行知实验班，在陶行
知“爱满天下”思想指引下，他提出
了“学会赏识、扬长补短、促进迁
移”的育人思路。（下转第三版）

孜 孜 以 求“ 行 知 路 ”
——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杨瑞清

本报记者 潘玉娇

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
校，教学楼外墙上一行红色大字格外
引人注目——“让生命与使命结伴同
行”，这是学校的校训，也是校长周
美琴35年如一日的不懈追求。

带领特殊儿童参加上海市首届学
生艺术节荣获一等奖，历时10年探索

“脑瘫学生康复与教育的实证研究”荣
获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承
接全国首家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
开启对特殊孩子科学精准全纳评估的
全新研究，推动课堂数字化转型，为疫
情期间居家的特殊儿童送去个性化课
程……35年来，周美琴将“守护特
殊儿童的成长”作为自己的使命，融
入了自己的生命，用爱和智慧浇灌着
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梦想。

让爱做主，选择“守护”

周美琴有一个比她小5岁的弟
弟，幼时活泼可爱，要上学了，却被确
诊为大脑发育迟缓、轻度智力障碍。从
那时起，家庭陷入了艰难之中，父母为

弟弟的康复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1987年，周美琴从上海浦明师

范学校毕业，陆家嘴聋哑辅读学校校
长蒋月影向她发出邀约，学校急缺年
轻教师，希望她能投身特教事业，去
帮助更多像她弟弟那样的特殊儿童。

想起弟弟小时候快乐地给自己背儿歌
的模样，周美琴心动了。

“要去的，要去的，你一定要去的。”
母亲一连串的鼓励与支持让她下定决
心，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托举更多的特殊
孩子重新飞翔。 （下转第三版）

守 护 特 殊 儿 童 成 长
——记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美琴

本报记者 任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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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紧紧围绕
“学生成长、为国选材、社会公平”3个目
标，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改革，中国特色
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更加完善。

9月15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这十年”
“1+1”系列第十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
校学生司司长王辉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
要，着力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
才和教育公平公正，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大量的实验，这对

动手能力、思维能力都有非常大的帮助。”这
是高考改革后一名上海市市西中学高中生的
所思所想。

在高考改革后的暑假，上海市高中学生
的学习方式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学生们
不再忙着补课，而是参加各式各样的志愿服

务、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
这些实践成果将会录入综合素质评价之

中，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参考。复旦大学招办
主任潘伟杰表示，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不仅为
专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也让学生发现学习
兴趣、发展自主探究能力，让教育的价值真正
无缝对接。

目前，全国29个省份已启动高考综合
改革。“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我们看到
教、评、考、招有效衔接，统筹推进，有
力促进了学生的成长发展。考试有了‘新
模式’，评价有了‘新机制’，教学有了

‘新常态’。”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
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说。

10年来，高考命题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成为铸魂育人的有效途径
和引导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风向标；
从能力立意走向素养导向、从单一评
价走向多维评价，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考试评价范式。

（下转第三版）

十年来，招考制度改革着力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
选拔各类人才和教育公平公正——

考试评价有了新范式
本报记者 张欣 见习记者 程旭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16日
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文章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
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
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
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
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
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
把得准。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经千
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
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
直在实践和探索，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
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发展大踏步赶上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
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
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科
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
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文章指出，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
定命运。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
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
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
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
砥柱，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
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
献。

文章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
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我们党历
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
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
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
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
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
建设的党。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
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
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文章强调，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
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
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

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
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
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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