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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重

要论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 40 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深刻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鲜明时代特征以及深入把握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关于

教育事业发展一系列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而基于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将能够深切感受党和

国家在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坚强决心，进而展望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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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78 年以来我国召开的历次全国性教育

会议为主线，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

发展历程，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征，更为深

切地认识到这是一条从改革开放 40 年实践中走

出来的由小到大、由弱向强的教育事业发展道路，

是一条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由之路。

一、教育事业迎来了改革与发展的春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不是凭空产

生的，而是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走出

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

影响，我国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处于徘徊前

进的状态。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撑

下，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开启了教育事

业发展的新历程。这一年年底，全国有 570 万人走

进考场，27.3 万人被录取。1978 年夏天，610 万人

报考，40.2 万人被录取。这一重大教育政策的出

台，意味着正常的教育秩序得到了恢复，为众多的

青年人打开了走向成长成才的大门，恢复了教育事

业的尊严，全社会呈现出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

气。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迸发出

来，中国教育事业率先迎来了改革与发展的春天。
1978 年 4—5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明
确新时期教育方针政策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

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一代新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

求相适应；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合格的人才，关键在教师等重要思想[1]103-108。这是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

总结，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以这

些教育思想为指导，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落

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大力发现、选拔和培

养各方面专门人才，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

用先进科学知识充实教育内容，实现教学手段现

代化等方面进行了规划。可以说，1977 年恢复高考

招生制度和 1978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成为我

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的新起点。特别是党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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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中

央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我

国教育事业得到了全面恢复，开始走上蓬勃发展

的道路。

二、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教育事业走上了

跨越式发展道路

20 世纪 80 年代，与农村和城市的体制机制改

革同步，我国教育事业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在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思想的指导下，教育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出现了一个热潮，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85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邓小平在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

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
他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教育工

作，“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

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

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2]121 会后，《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这次会

议和文件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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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建设以及满足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需

求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的教育体

制改革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极大调动了全

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

了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从

1985 年到 1992 年的短短 7 年间，社会各方面集资

办教育就达 1062 多亿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

的破旧危房，明显改善了办学条件，为推进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据测算，如果是单纯依靠国家投入，完

成这些工作则需要长达 100 年左右的时间。这些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坚持深

化教育改革创新是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

力，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

三、教育事业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实际

的优先发展道路

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战略中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

期，我们党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战略任务，为教

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同时对教

育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为实现这一战略任

务，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绘制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

初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蓝图。《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还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

育事业 40 多年的宝贵经验，初步明确了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教育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

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育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

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教育的

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

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

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必须依

靠广大教师，不断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努力

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必须从我国国

情出发，根据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

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走出符合我国

和各地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等等。[3]61 这些都

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的基本内容。
1994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来认识教育问题，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就要

犯历史性的错误。”[4]370 事隔 24 年后的今天，我们

再来看这些重要观点，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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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必要性。这次会议在对教育工作作出全面

部署的同时，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

除青壮年文盲列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到

1998 年，全国 73％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

育，青壮年文盲率降至 5.5％。高等教育总体规模

得到快速发展，1998 年在校生总数达 643 万人。这

些工作部署和发展成就说明，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是教育事业为经济社会服务的重要保障，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

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贯

穿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

历史进入 1999 年，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

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教育

观念、教育体制结构等滞后于时代发展等重大问

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升

学竞争不断加剧，使青少年难以得到全面发展。为

此，从迎接 21 世纪挑战的战略高度出发，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成为事关教育工作全局的重大时代课

题。1999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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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受教育者坚持

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

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

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

行艰苦奋斗的统一。”[5]640 这是对新世纪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具体阐释和丰富发展。
在这次会议开幕式上，江泽民深刻分析了面

向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形势，提出“各

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

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6]334，阐述

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今后的

工作任务。教育事业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表明，

坚持把培养德智体美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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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核心目标，也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的一条逻辑主线。

五、教育发展道路跨越了两个世纪具有

丰富的时代内涵

人类社会跨入 21 世纪之际，我国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

教育事业也在跨越两个世纪的实践中具有了丰富

的时代内涵。经过改革开放长期的不懈努力，我们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

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

的权利，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快

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教育公平迈

出重大步伐，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极大提高了

全民族素质，有力推进了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推

动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0 年 7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

年来的发展经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如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必须坚持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实现教育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

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

性地位和作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事业

发展的生机活力在改革开放，必须立足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不

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事业

发展的关键在教师，必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遵循教育规律办学教学，弘扬尊师重

教的社会风气，等等。这些重要结论弥足珍贵，深

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丰富内

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强调指出：教育是

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我国未

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

教育。”[7]419 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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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0 年教育发展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

和世界意义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建设，中国教育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教育总体发展水

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我国办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高素质人才。仅

2012—2017 年，就培养输送 6500 万高素质人才，

优化了劳动力结构，提升了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水

平。目前，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初中阶段毛入学

率超过或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7 年全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6 年，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5 年。高等教育向

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2017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 45.7%，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这些巨大成

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 40 年来走出的这条教育发展

道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正确抉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

走过 40 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2018 年 9 月召开了

全国教育大会，开启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新

征程。习近平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思想，标志着我们

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成为新时代

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特别是习近平提出的

“九个坚持”[9]，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理论内涵，阐明了这条发展

道路的时代特征。
这是一条从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实践中走出来

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教育实践中，我们

既有高歌猛进的成功经验，也有曲折迂回的深刻教

训，从而对办好中国的教育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

识：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首先应该从本国的实际

国情出发，既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国情，提出不

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也不能

墨守成规，固守一些过时的原则，禁锢了创新发展

的强大动力。同时，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在不断发

展变化的，需要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保

持勇往直前的奋斗活力。因此，这条教育发展道路，

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生动实践，是坚持深化教

育改革创新的具体体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建

设教育强国必须继续坚持的发展道路。
这是一条始终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教育

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既

受到过资本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又受到过各种教

条主义的阻碍，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的教育事业既避免了走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

邪路，又避免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走上了一

条科学发展的新路。这条科学发展的新路，自觉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原则，始终坚守党

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的价值理念和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这是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具有世界意义的教育

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深

刻把握世界变化的大趋势，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客观

规律，既从战略高度加强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相

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优先发展等战略决

策，抓住时代发展的重大机遇，促进了教育事业的

跨越式发展；又充分尊重各地和广大师生发展教育

事业的实践探索，在充分吸取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形成了一条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正确发展道路。
这条教育发展道路，立足本国国情，顺应当今时代

发展潮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

了全新选择，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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