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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旗帜 引领教育铸伟业

中国共产党

教育方针的历史沿革

★1934

年

1

月， 毛泽东在中央

苏区举行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提出，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

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

苦民众， 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

阶级斗争服务， 使教育与劳动联系

起来， 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

文明幸福的人。

★1949

年

12

月， 第一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要为工农服务，

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建设方针。

★1957

年

2

月 ， 毛泽东提出 ：

“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

在德育、 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

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化的劳动者。”

★1958

年

9

月， 中共中央 、 国

务院颁布的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提出：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是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

★1978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明确规定： “国家大力

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全国人民的文

化科学水平。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 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使

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 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

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85

年

5

月， 《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提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社

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1993

年

2

月， 中共中央 、 国

务院颁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 指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 培养德、 智、 体全面发

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5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

★1999

年

6

月 ， 江泽民提出 ：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为人民服务， 坚持教育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 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

本宗旨，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重点， 努力造就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 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2

年

11

月， 党的十六大报

告提出：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与生

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2007

年

10

月 ， 党的十七大

报告提出：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 ， 坚持育人为本 、 德育为先 ，

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

平，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2010

年

7

月 ， 《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提出 ： “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 ，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服 务 ， 为 人 民 服 务 ，

与 生 产 劳 动 和 社 会 实 践 相 结 合 ，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方晓东

)

12

月， 第一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

出的教育工作总方针和改造旧教

育建设新教育的政策措施， 是对

《共同纲领》 有关文教政策的具体

化，并给以创造性发挥，保证了新

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一起步就沿着

正确的方向发展。 教育向工农开

门、 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措施，

使人民教育发展成为新中国教育

史上教育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4

月和

6

月， 中共中

央分两阶段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

会议。 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教

育工作， 明确了党的教育工作方

针， 提出了教育发展目标， 制定

了教育事业改革的措施。 会议讨

论的结论， 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讨论， 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 和陆定

一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 一文中。

5

月， 改革开放后的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正式颁布。 这次会议及

《决定》 以邓小平提出的 “三个面

向”为指针，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依靠教育” 的根本指导思想，对

于促进教育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建

设以及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

需求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6

月，改革开放以来

笫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

这次会议对全面部署和动员实

施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

研究和解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 ，实现

90

年代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促进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产生

了重大影响 。 从此 ，我国教育事

业加快改革步伐 ，进入迅速发展

的新阶段。

6

月 ， 改革开放以

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

开 ， 颁布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 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 》。 在深化教育

改革 ，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 促

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 ， 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 ， 构建

21

世纪充满

生机活力的 、 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７

月，新世纪第一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正式颁布实施。 这次会议从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对

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

署。 启动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是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贯彻落实“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

资源强国”战略任务的重大举措，成为

教育改革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历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指引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旗帜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关教育的重要论述

全面阐述和确立教育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 提出建立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新教育，成功地将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改造为沿

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人民教育。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

央领导集体，提出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著名论断，确立了教育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明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确立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

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把一个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带入

21

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实施科教兴

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优先发

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

战略部署，开创了我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新局面。

坚持为人民服务是教

育的根本宗旨

早在

1934

年， 毛泽东就指出，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宗旨“在于使广

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

的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把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作为重要任

务之一， 确立了教育为人民服务、

为工农服务、 为国家经济建设服

务的教育建设方针。

江泽民强调， 要把经济建设

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轨道上来， 要以提高国民

素质为教育的根本宗旨。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优先发展

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 ，

胡锦涛明确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提出 “使受教育者在

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

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

的劳动者”；他提出了身体好，学习

好，工作好“三好”标准，热情洋溢

地鼓励少年儿童要 “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他提出“应当重视培养学

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

里的花朵一样”。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以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治、 经济、

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

为立足点，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战

略方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

教育目标。

江泽民提出青年一代要坚持

“四个统一”（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

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

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

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

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追求真

理 、勇于创新 ，德才兼备 、全面发

展 ，视野开阔 、胸怀宽广 ，知行统

一、脚踏实地，并具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胡锦涛强调：“把坚持以人为

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把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

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把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

坚持教育必须与生产

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强调，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知

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在改革开放时期， 邓小平强

调， 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

的要求相适应， 使教育事业的计划

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江泽民强调，“教育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科技、

教育同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

胡锦涛强调， 教育必须与生产

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要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优化知识结构， 丰富

社会实践， 加强劳动教育， 着力提

高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能

力， 提高综合素质。

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

毛泽东主张认真贯彻党的知

识分子政策，坚持“双百”方针，建

设一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

民教师队伍。

邓小平提出全社会都要尊师

重教，要提高教师的素质，也要提

高教师的待遇，尤其是小学教师的

工资待遇。 他指出，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

件。各级党政领导要为教师多办实

事， 切实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努

力改善教师的待遇。

胡锦涛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

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使教师

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强调教育要在继承和

借鉴中创新

毛泽东指出， 我们继承传统

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必须着眼于 “今

用” 和 “推陈出新”， 或者说， 继承

和吸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以为

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 “以利于

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以后， 毛泽东提出， 要以苏联经

验教训为戒， 总结我国经验； 调动国

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事业

服务，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时期， 为了赶上世界

先进教育水平， 邓小平提出 “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

来”。

针对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

教育提出的新挑战， 江泽民系统地

阐述了教育创新的思想。 他多次强

调 ，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胡锦涛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

力资源强国的高度 ， 进一步强调 ，

“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必须坚持

改革创新”。 他明确要求： “以改革

推动发展， 以改革提高质量， 以改

革增强活力， 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

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全面

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

活力、 富有效率、 更加开放、 有利

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金芳

方晓东）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毛泽东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邓小平

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江泽民

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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