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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核心内容

记者： 应该如何看待教育在国

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何传启：教育是一种力量，是国

家繁荣的一种软实力。 人才是一种

资本，是民族兴旺的一种硬资源。教

以立国，学以立身。 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没有教育现代化，就没有人的

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

国家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既是

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又是

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还是

民族复兴和科教兴国的战略

支撑。

目前， 世界现代化的前

沿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

力资源的作用超越以往任

何时期。努力实现教育现代

化，提前实现教育现代化，

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

择。中国现代化，教育要先

行。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

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

教育现代化。 什么是教

育现代化？

何传启：教育现代化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关于它的认识在逐步深

化。 现代化科学认为：教

育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

教育系统的一种前沿变

化和国际竞争，它包括现

代教育的形成、 发展、转

型和国际互动，教育要素

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

出，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

世界教育先进水平的国际

竞争和国际分化等。

教育现代化包括教

育行为、教育结构、教育制

度和观念的现代化， 包括

教育投入、教育产出和效率

的现代化， 包括教育参与、

教育内容和教育回报的现代化，包括学

校设施、 教师队伍和教育方法的现代

化，包括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

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

现代化，包括教育体系、教育法规和教

育管理的现代化等。

在18～21世纪期间，世界教育现

代化的前沿过程， 可大致分为第一次

和第二次教育现代化两个阶段。

第一次教育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

的教育向工业社会的教育、 从传统教

育向初级现代教育的转型过程及其深

刻变化， 其特点包括专业化、 理性

化、 科学化、 电气化、 民主化、 制度

化、 标准化、 公平化和普及初等义务

教育等。 第二次教育现代化是从工业

社会的教育向知识社会的教育、 从初

级现代教育向高级现代教育的转型过

程及其深刻变化， 目前的特点包括信

息化、 网络化、 个性化、 开放化、 国

际化、 创新化、 高质量、 普及高等教

育和终身学习等。 22世纪教育现代

化还会有新变化。

记者：按照规划，我国到2020年要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到2049年基本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要比

国家全面现代化提前30年实现。 做出

这样的规划有何重要意义？

何传启：在现代化过程中，后进国

家通过优先发展教育， 成功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和实现现代化， 已有不少成

功的案例。 例如，19世纪的美国和德

国、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等。 19世纪

70年代，德国率先提出和实行免费义

务教育，创办现代大学———柏林大学。

40多年后， 德国成为欧洲工业强国。

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废墟上，加快教育发展，逐步走到

世界前列。

目前， 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已

经达到初等发达国家水平， 距离中等

发达水平的差距在缩小， 教育发展的

部分指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中国现代化已经进入起飞阶段，现

代化建设对人才和科技的渴求和依赖

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教

育水平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发展

成败的影响因子， 人才和创新已经成

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石。 21世纪的教

育现代化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和

战略性作用。

记者： 您觉得我们离教育现代化

的要求还有多大的差距， 差距主要在

什么方面？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

现在离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只剩下七八年时间了。 这一目标能如

期实现吗？

何传启：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水平

有多高， 距离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

目标有多远，这个问题需要专题研究，

因为涉及指标很多。一般而言，教育现

代化标准包括教育投入、教育参与、教

育效率、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内

容、教育制度、教育观念、教师队伍和

学生素质等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

平。可以说，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存在

或多或少的差距。

目前，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东部

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教育发展水平

比较高，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

发展水平比较低；教育规模和教育参与

的指标表现比较好，教育公平和教育质

量的指标表现比较差；教育投入比例和

投入强度低于世界平均值；教育观念和

教育制度需要改进；教育内容和教师队

伍需要优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身体素

质和创新意识需要提高；教育改革需要

解放思想和加快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说：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不仅是教

育工作者的使命，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的责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承担起

一份责任， 用实际行动推动中国教育

现代化， 那么，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的目标，就会美梦成真。

“四化同步”： 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

记者：您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过程就是实现全面现代化

的过程。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国家的

全面现代化？

何传启：中国在18世纪以前曾

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曾经是一个

发达国家，但后来衰落了，在19至

20世纪期间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2012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在全国上下引起强

烈共鸣。从现代化科学角度看，如果

一个发达国家下降为发展中国家

后，经过不懈努力，再次成为一个发

达国家，那就是一种国家复兴。

关于现代化，已有60多年研究

历史，但目前尚无统一定义。现代化

是18世纪以来的一种国际竞争，是

追赶、 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

国际竞争。形象地说，现代化运动就

像是一场国际马拉松比赛， 跑在前

面的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 跑在后

面的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 一般而

言，发达国家就是现代化的国家。现

代化也是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

一种前沿变化， 它包括从传统文明

向现代文明、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传统

政治向现代政治、 从传统文化向现

代文化的转型和变化。

所谓全面现代化， 就是在现代

文明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都达到和

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达到这种水平

的国家，就是全面现代化的国家。

记者： 一个国家是否达到现代

化水平，有什么具体的衡量标准？您

曾提出“六个现代化”的观点，是否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标准？

何传启： 关于现代化水平的衡

量标准， 目前尚无统一认识。 我们

完成的 《中国现代化报告》 采用多

指标的定量综合评价， 来衡量国家

的现代化水平。 衡量标准是： 国家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和综合现代化指

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20位， 80%以

上的现代化指标的发展水平进入世

界前20位等。

“六个现代化”是指六个领域的

现代化， 包括经济现代化、 社会现代

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

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都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20世纪讲“四个现代化”，属于

部门层次的现代化标准。 21世纪提

“六个现代化”， 属于领域层次的现代

化标准。

从“部门现代化” 到“领域现代

化”，内涵更丰富，内容更全面。

记者：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经历

哪几个阶段？就目前的情况看，有哪些

制约因素，又有什么机遇？

何传启：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百年

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1987年邓小

平同志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

前两步战略已经完成， 第三步战略已

实行了10多年。我们根据1990～2005

年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

算，中国有可能在2040年左右达到世

界中等发达水平， 提前实现第三步战

略目标。

21世纪中国要全面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需要上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

阶，从2000年到2020年左右，完成第

一次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

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60名。 第二个

台阶，从2020年到2040年左右，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 达到世界中等发达水

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水平进入世

界前40名。 第三个台阶，从2040年到

2080年左右，主要指标超过发达国家

水平的底线，达到世界发达水平，全国

平均实现现代化， 国家水平进入世界

前20名。 然后，在21世纪末，中国现代

化水平要力争进入世界前10名，走到

世界前列。

目前， 中国现代化面临种种机遇

和挑战，例如，人口压力、资源压力、环

境压力、城市化问题和国际竞争等。从

科技和经济角度看， 两个机遇不容忽

视：其一，第三次产业革命（自动化和

信息化革命）的“尾声机会”，包括信息

技术的创新、 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

领域的渗透和应用、 国际技术转移和

产业调整等。 其二， 第六次科技革命

（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 的“先声机

遇”，包括新生物学革命的机遇，生物

学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新物理学革

命的机遇，如反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

研究等； 仿生创生再生的三生技术革

命，生物技术与多种技术的交叉；仿生

和再生的产业革命， 生物产业与多种

产业的交叉等。

记者：您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

论”影响很大。 什么是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和第一次现代化相比有

何不同？

何传启：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是我

1998年提出来的，它既是一种文明发

展理论，又是一种新现代化理论。 我

认为，从18世纪到21世纪末，世界

现代化的前沿过程， 可大致分为

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

两大阶段。

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

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

工业经济、 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的转变，它的时间跨度大约

是200多年（约1763～1970

年），主要特点包括工业化、

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机

械化、电气化、标准化、福利

化和非农业化等。 第二次

现代化是指从工业时代向

知识时代、 工业经济向知

识经济、 工业社会向知识

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

明的转变，它的时间跨度

约为100多年（约1970～

2100年）， 目前的主要特

点包括知识化、 信息化、

生态化、全球化、网络化、

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

和非工业化等。

记者：按照您的理论，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第

一次现代化， 开始迈向第

二次现代化， 但各个省份

的情况不一致，是这样吗？

何传启： 十个手指有

长短，地区水平有高低。目

前， 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尚

未完成， 如工业化和城市

化就没有完成，但第二次现

代化的许多要素已被采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就是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是

怎样的？ 如何理解我国的现代化战略？ 什么是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和

教育现代化？ 为何教育现代化要比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早30年实现？

本期访谈嘉宾———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结合

自己的研究， 一一为大家解答。

■本报记者 汪瑞林

中国现代化 教育要先行

———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

追求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战略目标

记者： 近现代以来， 中国人民

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哪些

探索？

何传启: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

战争”开始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大

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朝晚期的现代化

起步 （1840/60～1911）。 现代化

探索主要包括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

和立宪运动。 洋务运动提出了“中

学为体、 西学为用” 等主张， 制造

近代军事装备， 建立近代工业， 学

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发展教育文

化等； 维新运动提出维新变法， 推

行“新政”， 废除八股， 变革科举，

兴办新式学堂， 组织开展传播科学

与民主的启蒙活动等。

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的局部现

代化（1911～1949）。 在政治大动荡

的同时，民族工业得到一定发展，北

平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建立，高

等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孙中山的“民

族、民权、民主”三民主义得到有限

推行。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的全面现代

化（1949年至今）。 1949年新中国的

成立， 拉开了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序

幕。根据其特点，可以把这个阶段分成

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1949～

1965年，重点推进工业化，发展计划

经济，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等；第二个时

期：1966～197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

命”， 造成很大破坏； 第三个时期：

1977～1996年， 进行了改革开放，发

展市场经济和高技术等；第四个时期：

1997年以来的现代化，发展新型工业

化、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参与经

济全球化，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环境保

护等。

记者：我是“70后”，我们这代人是

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号召

下长大的。“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和含义是什么？

何传启：“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第

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目标，是中

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系统目标。早在

1954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建设现代

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

基本任务。 1964年12月， 周恩来总理

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正式提出实现

“四个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 并提出了

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走” 设想。

“四个现代化” 也是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一个阶段目标 （到 20世纪

末）。 它的实质是四个部门的现代化，

包括农业、 工业、 国防和科技部门现

代化， 重点是经济现代化。 这个战略

目标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记者： 世界各国向现代化迈进的

路线图是怎样的？ 我国在国际大格局

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何传启： 我们系统研究了世界现

代化的300年历史， 分析比较了全球

130多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研究结

果显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先

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同时造

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然后再进

行知识化、信息化和生态化，治理污染

和保护环境， 就是先完成第一次现代

化，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现代化。 到

2010年，大约有30个国家已经进入第

二次现代化， 发达国家全部进入第二

次现代化；大约有90多个国家处于第

一次现代化；大约有6个国家和许多地

区处于传统农业社会。

目前， 中国属于一个具有初等发

达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处于发展中国

家的中间水平。 2010年中国第一次现

代化大约完成90%， 第二次现代化指

数大约为发达国家的40%， 在131个

国家中排名60多位。

如信息化和生态化已具有一定水

平，属于两次现代化并存的局面。其

中，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北京等

地区，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其他

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 2010年，

北京、上海、天津的第一次现代化程

度达到 100% ， 已经达到或超过

1960年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浙

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内蒙古、

湖北、山东、重庆、宁夏、吉林、山西

和黑龙江的第一次现代化程度达到

或超过90%； 其他地区第一次现代

化程度低于90%。

记者： 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

同步”的发展战略，有何重要意义？

何传启： 现代化政策需要与时俱

进，现代化模式没有标准选择。“四化

同步” 是非常符合现代化规律和中国

国情的一种发展战略， 就是两次现代

化协调发展，简称为“综合现代化”。

现代化科学认为， 工业化和城镇

化属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基本范畴，信息

化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基本范畴；新型

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包括绿色化和信

息化等， 属于两次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农业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

板，也是两次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 户籍制度

造成农村和城市的人为分隔，工业化快

于城市化， 工业现代化快于农业现代

化，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一种不

平衡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中

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社会发展中遗留

了很多问题。 相对而言，“四化同步”是

一种平衡发展模式，是一种新思维。

何传启

现任中

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

题组组长。 发表论文100多篇，

出版学术著作30多部。 1998年

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1999

年以来主持完成 《第二次现代

化》 丛书10本。 2000年以来负

责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 主持

完成2001～2012年的 《中国现

代化报告》 年度报告12本。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现代化探索；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全面现代化建设序幕。

中国要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上三个台阶，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人的现代化。

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提前实现教育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