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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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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青海省格尔木市长江源民族学校学生们。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艰难跨越———

中国推进“两基”攻坚的伟大实践

2001年至2007年， 我国“两基” 工

作进入攻坚克难、 巩固提高、 逐步免费

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 我国胜利完成了

西部地区“两基” 攻坚计划， 改革了义

务教育管理体制， 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 逐步实现了农村免费义

务教育。

攻坚克难： 实施西部

“两基” 攻坚计划

2003年9月19日，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

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 神情凝重地讲述

了他在农村考察时看到的、 放心不下的

“三件小事”： 吕梁山区一所小学在简陋

的窑洞里上课的情形； 甘肃靖远一位双

目失明的农妇希望孩子能上学的哭求；

陕西秦岭水灾后佛坪县唯一幸存的学校

里孩子们读书的身影。

“三件小事” 深深打动了在座的省

长、 部长们的心。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

国家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把实现西部“两

基” 当作“攻坚战” 来打的计划。 省长、

部长们决心按照总理的要求， 众志成城，

再打一场教育扶贫攻坚战。

很快， 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 在

中国西部摆开战场。

西部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 也是中

国实现“两基”、 全面推进全民教育最后

的“硬骨头”。 西部12个省、 自治区、 直

辖市， 地域广大、 人口众多、 资源丰富，

约占全国2/3的国土面积。 全国贫困人口

有近一半在西部，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有一多半在西部。 到2002年底， 虽

然全国已有91.8%的人口地区基本普及了

九年义务教育， 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5%

以下， 但由于区域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两基” 人口覆盖率只有77%，

仍有410个县级行政单位尚未实现“两

基”， 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年。

难， 就难在， 这410个县经济社会发

展滞后， 教育基础薄弱， 其中有贫困县

215个、 少数民族县309个、 边境县51个；

当时全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人口， 绝大

部分生活在这些地区， 人民群众贫困程

度深， 当地适龄儿童上学面临诸多困难；

这些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 多为高山、

高原、 高寒和荒漠、 半荒漠地区， 普及

义务教育的办学成本、 就学成本远远高

于其他地区。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尤其

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重心过

低， 在历经分税制、 税费改革和“以县

为主” 的体制改革后， 我国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仍逃不脱“小马拉大车” 的窘境。

“最大规模的教育给了最没钱的政

府”， 财力薄弱的县乡政府几乎承担了义

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全部。 农村义务教育

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最为薄弱的一

环， 发展举步维艰。

实现西部地区“两基” 攻坚目标，

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

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实现

“两基” 的困难， 牵动着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心。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教育。

2003年9月， 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

村教育工作会议， 针对西部地区义务教

育普及水平低、 教育基础薄弱的现状，

提出在西部地区集中力量打好“两基”

攻坚战。

2003年12月30日， 国家科教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了教育部、 国家发改委、 财

政部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制定的 《国家

西 部 地 区 “两 基 ” 攻 坚 计 划

（2004-2007年）》。

2004年7月5日， 一场特殊的签约仪

式在北京举行。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 财政部分别与西部12个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郑重

签署了“两基” 攻坚计划责任书， 省长

们立下“军令状”。 接下来， 各级政府层

层签订责任书， 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

负责制。

国家在西部“两基” 攻坚中先后实

施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两免

一补” 工程、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工程和西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

2004年中央决定在4年间投入100亿元新

建、 改扩建一批农村寄宿制学校， 使孩

子们“进得来”、 “留得住”、 “学得

好”。 同年， 中央财政扩大免费提供教科

书的资助范围， 2005年又扩大至所有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所覆盖的中小

学生人数增加到3000万人。

国家把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

教育工程” 作为解

决农村学生“学得

好 ” 的有效途径 ，

中央和地方政府投

入111亿元资金， 建

设了遍及全国农村

的远程教育网络 ，

使所有中西部农村

中小学生可以与城

市学生共享优质教

育资源。 孩子们高

兴地说： “大山再

也挡不住知识了！”

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的关键是建立

一支思想素质和业

务素质优良、 合格

且稳定的教师队伍。

教师队伍建设和教

师素质提高， 直接

关乎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 关乎民族

的未来。 2006年，

经国务院同意， 教

育部、 财政部、 人

事部、 中央编办启

动了“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 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 招

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 攻坚县农村学

校任教， 及时缓解了“两基” 攻坚县教师不

足、 素质不高的问题。

特岗教师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广袤的田

野， 农村孩子不仅能上学， 还能接受好老师

带来的优质教育。

“老师， 我很喜欢你的课， 谢谢你！” 云

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中学学生贺艳

青， 给学校新来的特岗教师董双雪写了这样

一张字条。

“有时， 学生会为我轻轻拍掉沾满衣服

的粉笔灰， 我感到很温暖。” 从云南大学毕

业后， 董双雪和130个特岗教师一起通过考

试来到寻甸山区学校任教。 参与特岗教师招

聘的寻甸县教育局干部老郭非常激动， 他

说， 获聘的大学毕业生素质都比较高， 适应

能力也很强， 他们会给边远乡村的孩子带来

很多新变化。 “我们的农村娃终于有了好老

师！”

6年来， 国家特岗计划共招聘23.5万名

特岗教师， 赴22个省区、 1023个县、 2.8万

所农村学校任教。 服务期满特岗教师连续3

年留任比例均达87%以上。

一花引来百花开。 各地纷纷按照各自的

情况分别实施了地方特岗教师计划。 如湖北

省为解决老少边穷地区乡村学校缺少合格教

师和骨干教师不稳定的问题， 于2004年启

动实施了“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 2006

年以后， 湖北省又结合“特岗计划”， 每年

选派优秀大学本科毕业生到乡镇以下农村学

校任教， 被称为“资教” 教师。 目前， 湖北

通过这项计划已选派2万多名教师到农村学

校任教， 为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基” 攻坚计划是我国教育取得的又

一个历史性成就。 2007年底， 中国西部地

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攻坚计划如期完成， 西部地区共有368

个县 （市、 区） 和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实

现“两基”， 24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全

面实现“两基”， 西部地区“两基” 人口覆

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

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 全国共有

3022个县 （市、 区） 和其他县级行政区划

单位实现“两基”， “两基” 人口覆盖率达

到99%， 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58%。 这标

志着我国全民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全面免费： 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国家行动

2008年至2011年， 是我国“两基” 工

作巩固提高、 城乡免费、 全面覆盖的阶段。

最后西部42个边远贫困县实现“两基” 目

标， 标志我国全面实现“两基”。 这一阶段，

我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

强化了城乡义务教育投入的制度性保障， 将

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战略性任务。

在中国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解

决了孩子们“有学上” 之后， 为了让每个孩

子“上好学”，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高瞻远瞩， 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新

时期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2006年6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六条首次

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这是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提到“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

2007年10月15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

民学有所教”，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这是党的政治报告中

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上接第一版）

精心部署： 绘制教育

的宏伟蓝图

实现“两基” 是一项提高全民素质和

增强综合国力的奠基工程。 中国政府始终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两

基” 放在教育工作“重中之重” 的位置，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

越。” 贫穷的帽子我们戴了多少年， 贫穷

的包袱我们背了多少年， 但我们不能把

贫困带到下个世纪； 实施义务教育我们

提出了多少年， 教育发展的难题困扰了

我们多少年， 但我们不能把实施义务教

育的理想留给下个世纪。 这是20世纪80

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亿万人民的心灵呼

唤， 是历史赋予中国领导人的神圣职责，

也是一个民族和人民的期盼。

开创前所未有的事业， 需要超人的

勇气和魄力。 1992年10月12日， 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党中

央作出决策， 提出把“到本世纪末， 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 作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重要目标。

1993年2月13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正式

把实现“两基” 作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

的奋斗目标。 真正把“两基” 提到议事

日程， 变成一个工程操作， 是1994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 会议确定“两基” 为我国教育工作

的“重中之重”， 提出了“双八五” 的目

标。 进一步明确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 战略、

指导方针和实施步骤。

《纲要》 及其实施意见为我国义务教

育的发展绘制了宏伟的蓝图， 明确提出

到2000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

务是： 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即

以县统计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 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

左右， 全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

以上； 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使青

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5%以上。 由此， 到

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

除青壮年文盲， 成为党中央、 国务院确

定的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成为全党全社会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历

史性任务。

20世纪90年代， 我国仅实现了“双

八五” 的规划目标， 其余15%的“两

基” 未达标的人口地区， 大多处在

“老、 少、 边、 贫” 地区， 这些地方经

济薄弱， 有许多人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

题， 其“两基” 攻坚的任务更加艰巨。 即

使已通过“两基” 验收的一些地方， 也仅

仅达到了“两基” 的基本要求， 依然存在

着低水平、 基础弱、 不全面、 不稳固的现

象。

在我国基本实现“两基” 目标后， 根据

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社会经济发展

目标，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崭新

的历史起点上， 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建立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 把农村教育作

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更加宏大的

气魄， 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中国政府又及

时提出了“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实现全面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 的目标， 并针对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平

衡， 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薄弱、 水平偏低的现

状， 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目标： 力争用5

年时间完成西部地区“两基” 攻坚任务； 到

2007年， 西部地区“普九” 人口覆盖率达

到85%以上， 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

已经实现“两基” 目标的地区特别是中部和

西部地区要巩固成果、 提高质量。 巩固提高

“两基” 成果、 决战西部“两基” 攻坚成为

新世纪初我国推进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

础性工作。

这就是中国政府绘制的普及义务教育的

宏伟蓝图。

第一次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思

想。 由此，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

党中央、 国务院确立的我国在新的历史

时期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

“新的学期到学校， 两免一补真热

闹； 爸爸妈妈开怀笑， 同学们乐得呱呱

叫； 老师轻松把名报， 勤奋学习把国

报。” 这是2006年春季开学时流传在重庆

市石鞋中学的一首新童谣。 这年的春天，

春寒料峭， 但对于西部农村孩子来说，

这个新学期却格外温暖， 因为从今以后

他们上学再也不用缴纳学杂费了！

2005年12月23日， 国务院发出 《关

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的通知》， 明确提出： 从2006年开始， 全

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 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

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

寄宿生生活费。

2006年春季学期起， 国家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率先在西部12个

省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部试点的

农村地区开始实施， 2007年春季学期开

始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面推行。 国家为所

有农村孩子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买单 ；

2008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国城市地区全面

推行， 实现全国城乡义务教育同步免费。

免费义务教育， 这个凝聚几代中国

人愿望的梦想， 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突

破， 逐步成为现实。 随之而来的是， 几

年间， 许多因贫困而失学的农村学生开

始返校上学， 农民群众奔走相告， 欢欣

鼓舞。 据悉， 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回流

学生21万名， 四川省回流的学生也达20

万之多。

由此， 我国农村地区适龄儿童“上

学难、 上学贵” 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农村学生入学率出现整体性、 较大幅度

提升， “普九” 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这是惠泽百姓、 福泽未来的德政工

程、 民心工程和阳光工程， 必将作为我

国教育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 里程碑意

义的制度变革载入史册。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是党中央、 国务院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局出发

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惠及亿万农民群

众的民心工程， 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新机制提出，

在2006年至2010年5年内， 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将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2182亿元， 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杂费， 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

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提高公用

经费保障水平， 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

机制， 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

保障机制。 这一政策惠及40多万所农村

中小学、 5000多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 大量因贫辍学的农家娃得以重返

校园。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必

将对促进教育公平、 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 实

现免费上学， 惠及1.5亿农村学生。 农民

的教育负担得到切实减轻。 新机制赢得

了亿万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

广大农民群众也从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改革中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在不少地

方， 农民群众自发在中小学门前击鼓舞

狮， 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他们还通过

横幅、 对联、 儿歌等方式， 真实地表达

对党和政府无比的感激与拥戴。 农民群

众高兴地说， “种田不纳税， 上学不缴

费， 农民得实惠， 和谐好社会。”

近年来， 国家切实关注进城务工农

民工子女教育， 根据“以流入地政府管

理为主， 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的

方针，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使进城农民

工子女就学保障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同

时， 各地把做好留守儿童教育、 管护工

作列入本地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工作的重

要内容。 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

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取得了重要成

效。

2010年， 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第四

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印发 《国家中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 提出了今后10年我国

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 任务和举措，

重点在于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提

高教育质量。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

2011年3月9日， 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的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签字仪式” 上，

教育部分别与全国15个省份正式签署备忘

录。 历经一年半， 教育部分三批先后与全国

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备忘录。 这是中国教育步入“两

基” 后时代，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迈

上新台阶， 科学引领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长

远发展的重大战略， 也是关系教育事业科学

发展的迫切需要。 目前， 我国已经明确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各地

因地制宜， 全力行动， 力争用10年左右时

间， 再打一次均衡发展的攻坚战， 基本实现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了， 另一个伟大的

目标正摆在我们面前。

众志成城： 春风化雨谱

写新篇章

实现“两基” 目标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

程碑!在这座巍巍的丰碑上， 记载着各级党

委政府的兴教伟业， 镌刻着人民群众的重教

情怀； 在这座巍巍的丰碑上， 汇聚和凝结着

13亿中国人，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实现“两

基” 攻坚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和教育工作者的

汗水和心血。 在实现“两基” 的道路上广大

干部群众和教育工作者， 众志成城， 艰难奋

进， 高歌猛进， 无私奉献， 涌现出一批批尊

师重教的光辉典型。

在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 从2004年开

始， 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两基” 攻坚战。 参与攻坚的有各级党政领

导和相关部门的干部， 也有许许多多的教育

工作者和一线的中小学教师， 还有村寨里的

父老乡亲。

为了实现西部“两基” 攻坚目标， 让党

的好政策惠及每一个西部孩子， 各级党委政

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千方百计， 排除万

难， 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积累了许

多宝贵的经验， 不断推进着“两基” 攻坚进

程。

2003年3月16日，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

总寨镇人民政府决定， 对于永哉等12名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依法进行起诉。

镇长马建斌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 依法请求

判令被告人尽到监护人义务， 送子女上学。

经双方陈述、 辩护， 最终总寨镇人民法庭作

出民事调解如下： “被告人继续履行监护人

义务， 让子女返校接受教育至初中毕业

……” 第二天， 12名监护人先后把孩子送到

了学校。 人民政府用法律武器捍卫了12名学

生受教育的权利， 使他们较为顺利地完成了

九年义务教育。 为了破解“控辍保学” 难

题， 肃州区教育局坚持“普九” 重中之重不

动摇， 把“控辍保学” 纳入了政府工作的议

事日程。 仅2003年， 全区就先后动员247名

辍学生返校。 一时间， 依法督学、 以情劝

学、 教改诱学在当地蔚然成风。

2006年， 宁夏泾源县泾河源镇年满16

岁的回族女孩吴芹， 回到镇上阔别两年的红

土中学继续上初二。 两年前， 因为母亲生

病， 她不得不辍学回家照顾， 后来母亲干脆

反对她继续上学。 2005年春节前后， 由镇

里和村上的几位干部组成的劝学小组了解到

她的情况后， 多次上门动员她返校。 了解到

吴芹辍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家贫后， 劝学小

组拿定主意， 由村里出面无偿给吴家3头奶

牛， 解决她家的经济困难。 村长还趁热打铁

地说： “让娃儿上学吧， 如今国家的政策多

好啊， 不仅免了娃儿上学的学杂费， 还给补

贴呢！ 再说， 娃儿不上学， 没有知识， 将来

外出打工也不容易呀！” 多管齐下， 终于打

动了吴芹的父母， 他们不好意思地说： “村

里这么照顾， 再不让娃儿上学， 今后在村里

别抬头了。”

从2005年至2006年， 像吴芹这样辍学

后又被劝返校的初中学生在当地达到了

1800多人。 在这个数字背后， 活跃着一个

个由县、 乡、 村领导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劝学

小组。 由于当地群众思想观念保守， 劝学小

组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有一次， 县

长带着劝学小组成员来到一位村民家劝学。

没想到家长态度非常强硬， 不仅不为所动，

反而把县长一行人轰出了家门。 “再难也得

做工作！” 截至2006年， 泾源县全县的适龄

人口初中入学率由原来的46.7%， 一跃提高

到95.8%， 达到了“普九” 标准。

“两基” 展示的是一部战天斗地的宏大

教育史诗， 谱写的是一曲动人心扉的壮丽凯

歌。

2000年， 贵州省雷山县大塘乡也耶小

学， 老校长余国臻到了退休年龄却舍不得退

休。 也耶小学是雷山县最边远的教学点， 一

间小破木屋就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舍。 从教

40多年， 余国臻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校舍变

大一点、 上学的孩子能更多一点。

2003年， 新学校建设终于启动。 但是

由于当地不通公路， 建教学楼非常困难。 余

国臻带着当地老百姓义务投工投劳， 烧砖制

瓦， 沿河淘沙， 捐献木料。 20多公里的崎岖

山路， 他们来回跋涉， 抬水泥、 背钢筋， 老

余校长全程参与施工。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

力， 有着300多平方米的二层教学楼终于在

大山深处矗立起来。 上级部门派来了4位教

师， 学校的学生也从十几个变成了69个。 看

着新学校， 老余校长放心地退休了。

“两基” 的全面实现， 使中华民族千百

年来“有教无类” 的梦想变成现实， 使我国

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这是国家的盛

事， 民族的希望， 世界的奇迹。

如今， 在神州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 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教学

楼， 一座座四季常青的花园式学校， 已将几

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如今， 在中国广大农村， “最漂亮的房

子是学校， 最美的地方是校园” 已经成为我

国各地普遍的佳景。 无论你在绵延无尽的山

寨， 还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 无论你在繁华

的都市， 还是民风淳朴的村庄， 每所学校上

空迎风飘扬的鲜艳国旗就是象征!� 这已在

中华大地构筑起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两基” 作为教育工作

的“重中之重”，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两

基” 工作的领导， 努力加大教育投入， 为确

保中国全民教育的实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级党委、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各级党政领

导的身先士卒、 率先垂范， 使得实施义务教

育由单纯的教育行为变为坚决的政府行为和

广泛的社会行为。 在神州大地， “两基” 不

仅成为重教兴国的代名词， “两基” 验收也

成为衡量当地教育状况的标尺。

辉煌成就———

中国实现“两基”的历史贡献

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用25年时间，

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 实现了中华民族

“有教无类” 的千年夙愿和义务教育的百

年梦想， 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民族

复兴的伟大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5年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正确领

导下， 在各级党委、 政府认真落实， 教

育系统齐心协力， 社会各界共同关心下，

我国的“两基” 事业在普及程度、 教育

质量、 教育公平、 教育投入等方面都取

得了重要成就， 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重大战略目

标， 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 实现

了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世纪丰碑： 中国教育的

历史跨越

中国全面实现“两基” 目标， 是中国教

育发展的历史丰碑，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

路上最绚丽的篇章。 从1986年 《义务教育

法》 的颁布， 到基本实现“两基”， 再到全

面完成， 从85%的区域到100%的范围。 历

经25年的艰苦努力， “两基” 目标全面实

现， 百年梦想终成现实。

2011年底， 随着我国西部42个边远贫

困县实现“两基” 目标， 全国所有县 （市、

区） 和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所有省级行

政区全部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

年文盲的国家验收， 实现“两基” 目标， 全

国人口覆盖率达到100%， 初中阶段毛入学

率超过100%， 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08%。

2010年我国人均GDP4283美元， 排在9个发

展中人口大国的第3位， 比2000年上升一

位， 小学净入学率和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均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 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在

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排第一位， 接近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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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三营中学

学生在接受远程教育。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