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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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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今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积累了诸

多成功的经验。从改革的先决条件、方向、内容、方式及途径上来总结经验对未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改革的先决条件上，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改革的方向上，重视党和

国家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引；在改革的力量上，以政府为主导，调动教师和全社会力量的办学的积极性；在改

革内容上，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推行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在改革的方式上，强调协调、公平、可持续

发展；在改革的途径上，把立足国情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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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

育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诸多成功

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成为了我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宝贵财富，不仅对我国未来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甚至对世界其他国家的

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在改革的先决条件上，坚持把教育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教育改

革在社会改革中的地位。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是中国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

的基本经验。优先发展是指在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党和国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可能地向教育

领域倾斜。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7 年全国优秀教师座

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三个优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要优先安排教育事业；财政资金要优先保证教育投

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需

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要在时间上优先于经济。中国的历

史经验表明，先有教育的发展，才有经济的快速发

展，而不是等到经济发展后再来考虑教育的发展。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是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

辅相成的，但是从发展过程的起点来看，一般都是

教育发展优于经济发展的。目前关于教育优先发展

的理念，学术界普遍认为来源于《学会生存———教

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中阐述的“教育先

行”、“教育预见”的理念。“教育先行”理念在“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在我国也得到认同，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前学

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先行”
是在时间上优先的，而不是“后行”和“并行”的，相

对于其他行业和现有经济发展来说，教育要超前、
提前发展。［1］

第二，对教育的投资量要处于相对优先的地

位。根据我国的统计资料所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

计算出的教育投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对人均国

民收入的增长系数是大于零的。这表明教育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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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而不是同步增长。［2］但是教育的优先发展并不意味

着无限制地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

例，无限制地扩大教育规模，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发

展可以超越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而是说在经济发

展的基础上，使教育得到优先的发展。早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谈

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时就指出：

经济发 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 的 比 例 失

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

文卫的费用不可。自此，国家不断重视在教育方面

的投入，教育经费绝对值一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

势，2012 年我国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首次超 4%。
第三，对公共资源（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公共

信息、公共企业以及人力资源）的使用上教育处于

优先地位。如为了扩大义务教育规模，解决西部农

村义务教育的普及问题时，2004 年中央财政投入资

金 100 亿元［3］，组织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

程”来帮助西部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

为主的寄宿制学校，从而保证了适龄儿童能够完成

义务教育并提升了教学质量。
我国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主

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1982 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教育和科学提高

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1987

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把科学技

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

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2 年江泽民

在党的十四大指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

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2007

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优先发展教育

列为改善民生的六大任务之首。这都充分体现了

中国政府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持之以

恒的决心，为我国教育能够优先发展奠定了理论

基础。
其次，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

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要想

加快经济的发展，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只有靠教育。
人类社会中生产有两大基本要素：劳动者和资金。

以前我们认为引进资金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对于提

高经济增长速度是最为简单、迅速的方法，但这种

方法是以经济的高增长、低效率为代价的。而教育

是通过改变劳动者的素质，使其由潜在劳动力变成

为现实劳动力，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说只有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的优势，才能使现代经济生产持续、有效地发展。按

经济学家的推算，教育的投资是一种最有效的生产

投资。这种投资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比

增加生产设备和劳动力数量的投资高出若干倍，是

一种增效性投资。
再次，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的发展越来

越依靠教育，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从世界上许多快速发展国家的历史中可以

看出，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

人才的竞争。因此，优先发展教育是适应国际环境、
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必然趋势，是现代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后，从教育自身的特性来看，教育具有周期

长、效益延迟性的特点。教育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

周期长，要想使潜在劳动力通过教育变成现实劳动

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教育的社会价值、
社会效益的实现，总会有一个延迟期。这就使得对

教育的投资要有一定的提前量，这样才能更好地促

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在改革的方向上，重视党和国家的教育

方针的正确指引

教育方针是国家发展教育的总体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规定国家教育发展的目标及实现这一目

标的基本途径。它主要是解决教育要培养什么人、
为什么要培养这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等国家教

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问题。它决定了一个国

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性质与方向。
我国的教育方针，从性质上来看，是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
从状态上来看，教育方针所表述的内容是由一个国

家的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状况来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国家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其表述的内容也是会

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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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

1957 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

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把毛泽东 1957 年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

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同时还强调了在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教育事

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应。1983 年，邓小

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提出新时期

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5 年 3 月 18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方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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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党和国

家 1993 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在中国教育法律体系中

的最高教育法中加以体现。
1999 年 6 月 15 日，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
200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党的教

育方针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将其扩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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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座

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0 年 7 月 29 日，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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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映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特色，充

分体现了与时俱进探索精神的教育方针，在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党和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文件《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重新加以确定。
正是因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方针在我国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具有的根本性的作用，所以从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我国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需要，教育方针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

使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有了正确的指南，始

终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党和国家提出的这些教育

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教育改革成功地应对了各种

机遇和挑战，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偏向，克服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和问题，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的全面发展的适应国际变

化和国家需要的创新人才，为中国小康社会的实现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在改革的力量上，以政府为主导，调动教

师和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是我国办教育的重要经验。这里所说的政府

主导，并不是说政府要大包大揽，而是政府抓住各

级各类教育发展中关键的环节、问题进行管理和支

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国

家积极稳妥地推进办学体制改革，改变了单一的政

府包揽办学的体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

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中国的

教育改革，之所以要以政府为主导，这是因为教育

改革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充满

各种矛盾，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和协调是难以成功

的。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保证顺利调配各部

门资源使其统一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为落

实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教

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4%的目标，党和国家充分

发挥了我国的管理体制可以集中起来办大事的优

势。温家宝总理亲自抓教育经费问题，强调中央财

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4%编制预算，要求地方行政要相应安排，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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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现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4%的目标。［4］

在教育改革中首先重视教师的热情支持和参

与，这也是我国教育改革所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

验。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主力军，广大教师的积极参

与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教育改革会涉及到

教师们的切身利益。要重视和妥善地解决教育改革

中教师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样才能很好地调动教

师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如在课程改革中，信息

技术和课程的整合，使得教学模式从传统上的“教

师—学生”的模式转变为“教学—媒体—学生”的模

式，使得教师们需要将教学内容通过多媒体来呈

现。然而老教师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这

样就要求相应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为调动广大教

师参与课改的积极性，各级教师培训机构组织教师

参与课改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课程改革重大意

义的认识和参与课程改革的业务能力，调动了广大

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中

小学的课程改革。可以说，我国教育改革的过程，就

是一个不断提高和发挥广大教师参与教育改革积

极性的过程。
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也证明，没有学生和家长

的支持，教育改革也难以成功。教育改革的过程，就

是一个不断解决教育发展中问题的过程。要解决教

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只靠教育部门往往不能达

到好的效果，还需要学生和家长的大力配合。就拿

“减负”这项教育改革来说，为了真正减轻学生的学

业负担，就需要学生和家长的积极配合。所以，要真

正有效推进教育改革，就要向家长讲清道理，得到

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为了真正落实“减负”这

项教育改革的政策，不少地方召开家长会，提高家

长对“减负”这项政策的认识，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和

拥护，使减轻学生负担这项教育改革进展顺利，取

得了成效。
教育改革的实践也说明，教育改革是社会的

事，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仅靠教育界自身的努力

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纵观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

历程，我们看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都注意了争取

和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些例证比比皆是。如不

少大学的校园内都耸立着田家炳楼、逸夫楼等教学

大楼，这些楼房的建筑经费都得益于企业界和其他

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世界著名的电子测量仪器厂

美国福禄克公司（Fluke）中国区，向世界银行贷款，

积极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与教育部签

署了合作计划，为高校建立现代化的基础教学实验

室，使高等院校能够对新技术、新产品及时了解和

更新。［5］在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政

府“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号召下，

对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我

国义务教育“普九”达标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在改革内容上，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

口，逐步推行各级各类教育改革

1978 年以来，经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国的

各项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胜利召开，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新时期。198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 年 3 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

革的决定》；1985 年 5 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个决定的颁布深刻地反映

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

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改革先导的基本特征下，遵

循以下基本逻辑，那就是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人

才的培养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改革呼之欲出。
然而，通过对诸如改革的思路和内容是什么、为什

么改、谁来改、改什么、如何改等教育改革问题的梳

理与反思，我们发现当代我国在教育改革内容上是

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推行各级各类教育

的改革，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
（一）30 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国家教育权力为主要形

式的公共教育权利开始转移，围绕公共教育权利的

重新分配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变革，以教育的实施机

构和教育的管理机构的变革以及制定保证教育机

构正常运转的相关规章制度等为主要变革内容展

开了教育体制的变革。
1. 1985 年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

1985 年 5 月 27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教育体

制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文件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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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中的公共教育权力开始重新配置。该《决定》比

较全面地摈弃了以往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端，从新时

期的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当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体

制存在以下三大问题：第一，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

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高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

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经

常“缺位”，没有履行管理的义务；第二，在学校教育

结构上，基础教育尤为薄弱，学校数量严重不足，教

学质量亟待提升，合格的教学师资和必要的教学设

备严重匮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

在当时几近空白，高等教育内文、理科系和层次比

例失衡；第三，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上，

缺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力的培养，课程内

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教学实践环节不受重视，专

业设置狭窄，甚至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滞后

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决定》明确提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从教

育体制的改革入手。“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

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同

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

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经过改革，要开创教育工

作的新局面，使基础教育得到切实的加强，职业技

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

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

并举，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多方面需要。”
2.1993 年提出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

新举措

1993 年 2 月 26 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不断

深化和创新改革的新阶段。此后，教育体制改革在

深化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校尤其是高等学

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思路。《纲要》深入剖析了

我国当前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根据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我国教

育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深化中等以下教育体制改

革，继续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进行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国

家、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

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3.1999 年肯定了教育领域非政府组织与中介

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的作用

199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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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以前关于公共教育

权力转移的有关政策规定的局限性，在“高中及其

以上教育”领域，首次肯定了在教育体制改革中非

政府组织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其中指出：“在高中及

其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毕业

生就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的行业协会

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这种政策趋势标志

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在公共教育权力配置和权力

运行机制的变迁中开始触及政府与具有自治性质

的公民社会的关系。
4.2006 年全面落实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

2006 年 6 月 29 日颁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做

出了全新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

管理的体制。县级以下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

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

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

作。”在过去强调“以县为主”体制的基础上，突出了

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进行统筹规划的责任，也强调

了中央政府义务教育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

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统筹 落 实 的 体

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

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同时强调了省

级政府统筹落实的责任和中央政府的责任。至此，

1985 年以来逐步下放乃至一直下放到乡镇的基础

教育管理与办学的权力与责任，又出现了逐步向县

级政府乃至省级政府“回归”的趋势。
迄今为止，尽管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政府

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公共教育权力的重新配置与发

展是不均衡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

力重新配置较为广泛和深入，其他方面的权力重新

分配则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

教育体制改革有所涉及，只是并未取得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较大突破，但在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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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中纵向与横向两个方向的

公共教育权力重新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变迁在

事实上都是存在的。
5.《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与制度

创新

2010 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纲

要》） 在总结以往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从战略高度规划了到 2020 年我国教育体制改革

和制度创新的总体部署。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要尊重教育规律，构建更加有利于

教育科学发展、人才辈出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
《规划纲要》着重从现代学校制度的创建、办学体制

的改革、政府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等方面做出了战

略部署与规划。
《规划纲要》把学校制度建设摆在政府、学校、

社会相互关系的大框架下，系统设计，整体推进。在

政府与学校关系上，明确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依法

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在学校内部治理关系上，强

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调机制；在学校与社会

关系上，强调扩大社会合作和社会参与，“探索建立

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同时，分别对大中小

学、职业学校、民办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和建

设提出了要求。在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上，

指出要积极探索公办学校多种形式办学；依法落实

鼓励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鼓励出资办学，完

善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资助政策，开展民办学校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试点，以及依法形成管

理民办教育的若干政策和制度。
《规划纲要》并指出，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主

要包含两方面任务：一是进一步精政放权，中央向

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授权，继续解决好政府包和

统的问题；二是进行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治理体系

建设，完善政府公共治理制度，特别是进一步转变

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教育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保障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政

府管理方式，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形成“管、
办、评”分离的新型教育治理结构；建立政府教育信

息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搭建教育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健全信息公布规则及协调机制；健全教育督导、

评估和问责制度。
（二）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权力下放与

上收

198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标志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开

端。此后，以权力下放和上收为特征的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学校在教育与学校管理、投入、办学权力的重

新配置构成了当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1.权力下放：1985 年教育体制改革的主基调

1985 年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分水岭，在此之

前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在此之后

则是逐渐探索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从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从政府向学校分权的新型

教育管理体制。
1985 年的《决定》中指出：“基础教育的管理权

属于地方。除了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

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

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权力和责任都应该交给地

方。”该规定意味着 1949 年以来高度集中的公共教

育权力步入了结构性变迁的历史进程，在政府与学

校、中央与地方两个维度上进行了有步骤、有节制、
渐进式的权力转移。同时，《决定》首次提出了在基

础教育领域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新体制。
1986 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

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这一立法正式

标志着基础教育领域新的管理体制得到了宪法的

认可与保障。
这一新体制的基本特点是：

———中央政府宏观指导，负责制定有关基础教

育的法规、方针、政策及总体发展规划、基本学制、
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学校人员编制标准、教

师资格和教职员工基本工资标准等规定，设立用于

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师范教育的专项补助基金，对

省级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权确定本地区

的学制、年度招生规模，确定教学计划，选用教材和

审定省编教材，确定教师职务限额和工资水平等。
———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权限，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政府确定。
在此之后基础教育领域“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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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省以下各级政府中基

础教育管理权力层级逐级下放，甚至一度下放到了

乡镇一级政府负责。同时这种管理体制也直接导致

了我国各地方基础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
2.权力上收：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调整与

深化

1985 年的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央

政府向地方政府和由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随着教

育管理权限、办学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基础教育投

入与办学体制中心过低问题，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基

础教育发展中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使得教

育不公平现象进一步加剧，区域、地区间教育发展

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严重的教育质量下滑的迹

象。在“普九”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

的总体趋势就是管理权力由以乡为主上收为以县

为主；相应地，在各级政府分担经费的基础上，投入

体制重心逐步上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政府

尤其是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力

度与责任。
199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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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继续完善基础教

育主要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根据各地实

际，加大县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教师管理和校

长任免等方面的统筹权。”这预示着国家的教育政

策已经开始认识到“以乡为主”体制存在的严重问

题，要求在教育经费、师资管理和校长任免几个方

面加强县级政府的统筹与管理力度。
2001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在坚持已有的基础教育领域“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原则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分级管理中县

级政府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县级政府对于基础教育

的主要责任。
2006 年 6 月 29 日颁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做

出了新的规定，首次确定了以省统筹、以县为主的

义务教育体制，对“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

育体制做出了新的阐释和重大改革。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

“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的管理体

制。县级以下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

教育实施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义务教育工作。”在 2001 年

强调“以县为主”体制的基础上，突出了省级政府对

义务教育进行统筹规划的责任，也强调了中央政府

的领导责任。通过权力的下放与上收，我国教育体

制改革的权力主体问题得以明确，日趋科学化、合

理化，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为教育改革的顺利进

行提供了制度安排以及组织保障。

五、在改革的方式上，强调协调、公平、可持

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

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

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精辟概括，深刻

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区域教

育协调发展首先强调的是发展，其次强调的是教育

的协调发展。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因此，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是教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然而，过去在城乡二元结构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使得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形成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局面，造成了不同

群体受教育的机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近年来，国

家为统筹区域教育发展、缩小区域教育发展的差

距、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
2004 年，中央投入 100 亿元专项资金来实施了西部

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

义务教育的发展，使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大大改

善，教育质量得到提高。到 2007 年，在西部地区基

本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

本上实现了“两基”的任务。［6］

教育公平主要指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即教育机

会均等。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域的

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超越了身份制、等

级制之后，将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

这就是现代教育的基础价值之一［7］。针对教育公平

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明确指出：“每一

个儿童、青年人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教育机会以满

足其基本的学习需要。”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在

《规划纲要》中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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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我国主要将

教育公平放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优质教育的均衡发

展，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促教育机会的均等

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一，促进男女受教育机

会均等。在我国古代广为流传着“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思想，抑制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因此，为了提

高我国国民素质，保障适龄女童能够行使受教育的

权利，国家在资金和政策上采取多种形式向其倾

斜，如给予生活补贴、资助所需学习用品用具、发助

学金、开办免费的女子班或女子学校、对毕业的女

青年优先安排工作、适当对女考生给予优惠、对积

极送女生入学的家长和积极组织女生入学的干部

给予表彰和奖励等。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 统 计 公 告 显 示 ，2011 年 女 童 小 学 入 学 率 为

99.78%，男女入学率差距进一步缩小，从 1995 年的

0.70%缩小到 0.02%。女童的小学辍学率从 1995 年

的 1.10%下降到 2011 年的 0.20%。［8］ 第二，对受教

者的身份限制放宽。1997 年恢复高考，使积压了 10

年的有志青年都有志于参加高考，进行深造。尔后，

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教育资源短缺，为了用

好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其发挥更好的效果，对考生

的年龄和婚否进行了适当限制。改革开放使我国的

国力大大增强，国家也急需大批专业人才。到 2001

年 4 月，教育部宣布高考取消对考生“未婚、年龄不

超过 25 岁”的限制。与此同时，对于高校在校生结

婚的问题，提出了不禁止、不提倡的观点。［9］

198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挪威首相布伦特

兰夫人负责起草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

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0］。
尔后，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和引用［11］。具体来说可

持续发展包含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教育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就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既满足教育本身和人自身能力发展的需要，又

能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强调发展的协调

性、全面性和持续性。我国的教育改革，就是遵循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注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可喜成就。
从教育协调发展、教育公平和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三者的逻辑上来看，在教育改革的方向上，公平、
协调、可持续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的。其中

教育公平是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要始终保持的

一种理念，一切都要从公平这一理念出发。协调是

实现公平的必要条件和主要的形式，在教育改革中

协调了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够达到教育公平。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最终要达到的

目的。只要我们在教育改革的方向上，坚持了公平

这一出发点，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协调各种利益关

系，就能实现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六、在改革的途径上，把立足国情与对外开

放结合起来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指一个国家某一

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12］马克思在关于现代社会

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中指出，普及教育有一种特殊

的困难之处：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

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

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

发。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不仅现在而且今后很长

时期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其含义有两层：其一，中国是社 会 主 义 社

会；其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很不发达，仅是

初级阶段。教育改革要立足中国的国情是指中国教

育的改革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

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相适应。
对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一 种 较 普 遍

的理解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实施一定

年限的普及的、强迫的、免费的学校教育。实施免费

教育，是实现强制入学的前提，是普及义务教育的

重要措施。如果没有免费政策作支持，就不可能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在国家

财力有限、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我国实行了“穷

国办大教育”，使我国用了不足全世界 3%的教育经

费，支撑了全世界 22%的受教育人口。［13］改革开放

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

免收学费。为了缓解经费矛盾，提出了“人民教育人

民办”的思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尤其是农村教

育部门面临经费筹措各种困难，不得不增收杂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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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公共

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使义务教育从部分免费向完

全免费过渡。在 2006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

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取学费、杂费”。2011 年

10 月，国家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并在 2012 年 2 月由教育部部署实施，中央

财政每年安排 160 亿元，率先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的 680 个县开展国家试点工作 ［14］。这是中国根据

自身的国情，逐步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的成就。
对外开放就是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

的“三个面向”的具体实现形式，即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就是要求我们放

眼世界，具备国际的视野，吸取有利的教育思想、教

育观念、教育制度等一切优秀的成果为我国的建设

服务，从而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当今的世界也是一个全球

化的时代，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因此，对外开放

不仅需要我们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也要求我们

广泛地传递我们中国的文明成果，使世界各国更了

解我们。
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作为对外交

流事业一个重要部分的中国留学事业也经历了从

小到大、从探索拓荒到繁荣兴盛的飞速发展过程，

并初步形成了规模化、规范化、市场化，渐入佳境，

方兴未艾。1978 年 6 月 23 日，这一天打破了中国长

达 10 年的封闭局面，在这一天邓小平同志做出了

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为我国对外教育交流

翻开了新的一页。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支持留学，鼓

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使留学生工作开始

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出国留学事业迅速发展，

使得从改革开放到 2011 年底我国各类出国人数累

计达 142 万人［15］。为了进一步扩大交流、提高层次和

质量，教育部与财政部设立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

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从 2007 年至 2011 年连续 5 年

面向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每年选拔 5000 名一流

学生，派往国外一流院校、专业，并师从一流导师［16］。
2012 年 8 月 31 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自费出国留

学中介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这一座谈会的召开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之多和

我国留学生制度的规范化和市场化。接受外国留学

生也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教育部领导的重视和

关怀。1995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

们共和国教育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中国境外个人

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并办理有关手续后，可以进入

中国境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研究、进行学

术交流或者任教，其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2000 年

中国教育部联合外交部和公安部出台了《高等学校

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明确了中国高等学校

可 以为外国留学 生 提 供 学 历 教 育 和 非 学 历 教 育。
2011 年我国接受来自世界 194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

学生达 292.611 万人（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17］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中外办学的产物，是

使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让现代化的中国走向世界的

助推器，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发展的加

速器。从第一所孔子学院创办至 2011 年，已在全球

10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350 多所孔子学院和 500

多个孔子课堂，海外学汉语人数已超过 4000 万。［18］

孔子学院如此之兴盛，说明了中国的文化充满了魅

力，中国的发展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总之，通过互

派留学生，建立中外合作办学，使我国对外学术交

流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促进了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增强了办学能力，提升了办学水平，增进了我国

与他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只有坚持立足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实行对外开

放，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正视和更好地理解我们同

其他国家的差距；才能使我们清醒而充分地认识到

要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奋进；才能在

我国有关教育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坚持把实事求

是、量力而行和海纳百川相结合，做出更优的决策

和解决更多的现实问题；才能使我国更好、更快地

发展，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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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xper ien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UN Miant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s received tremendous achieve-

ments. These lay bases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anings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o sum up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pre-

condition，direction，forces，content，manner and pathway. In terms of the precondition，to give priority to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ut it in strategic position；in terms of the reform direction，to pay emphasis on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educational guideline of the CPC and the State；in terms of the reform forces，to motivate the enthusiasm for manag-

ing a school of teachers and all the social forces under the lead of the government；in terms of the reform content，to

tak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s a breakthrough and then conduct all kinds and levels of education reform grad-

ually；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manner，to stress on the coordinate，fair，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terms of the

reform pathway，to be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o b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educational reform；educational guideline；educational system；educa-

tion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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