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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

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教育第一”理念，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教育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

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达到 4%

意味着什么？教育界将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

党中央要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教

育学会原会长钟秉林。

记者：建党百年来，党对教育的定位是怎

样的？

钟秉林：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

展与改革，既将教育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与前提，逐步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又积极争取和保障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满

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政府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方针，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建设高

质量的教育体系成为“十四五”期间教育发展与改

革的战略任务。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我国经济发展具

有怎样的意义？

钟秉林：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

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

现为：

第一，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类人力资源支撑。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核心功能，高等学校培养出了

大批学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包括科研人员、技术人员、教师、管理人员、服务行

业人员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力资

源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元素。

第二，全面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十三五”末

期，我国各级教育的普及程度都达到或者超过中

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达到 10.7 年，而到“十四五”末期这一指标将

达到 11.3 年，即达到高中二年级以上水平。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于整体国民

素质的提高、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和教育强国都

具有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

第三，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知识积累和创新

源泉。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

知识、经验和最新科技成果，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

发展。高等学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面向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开展科学研究，产出科技成果，促进生产

技术改进，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传统职

业内涵更新，新的职业不断产生，一些职业逐渐消

亡，导致了结构性失业现象的产生。这个问题的

解决有赖于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劳动者新的劳动技

能的形成，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就业的关键

途径，无论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还是社会培训，

都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调整教育结构、教育内

容和教育方式，更好地契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记者：2012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达到 4%，这对于我国教育发展具有怎样的

里程碑意义？

钟秉林：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短缺是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的热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大量

数据采集和分析之后，在参考同等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政府教育支出比例，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 4%的投入发展目标，相继写入 1993 年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 2010年的《国家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10—2020

年）》，2012年实现了这一目标。

对于拥有近 3亿教育人口规模的中国教育而

言，落实 4%的目标格外重要、实为不易，维持如此

大规模教育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

稳定增长的财力保障。确保教育经费占 GDP 比

例超过 4%，不仅是为了保障教育事业在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是为了

履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庄严承诺，体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的执政理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2019年

首次突破 4 万亿元，中国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连续 8 年保持在 4%以上。

未来需要考虑的是：第一，近两年由于

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在财政增量十分

有限的背景下，确保教育投入稳步增

长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加大，要及时

总结经验、拓展新思路、推出新举措；

第二，严守“教育经费占比超 4%”的

底线，兼顾城乡、区域的财政能力差

异，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规律

和主要任务，结合当前人口政策调

整和未来各学段学龄人口分布的

特点，将政府教育投入的“蛋糕”

做好；第三，在保障经费投入总量

的前提下，要坚持“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提质

量”原则，重视经费使用的效率，落实管理责任，改

进管理方式，提高使用绩效，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

记者：下一阶段，教育界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

党中央要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钟秉林：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

面领导，加强统筹，落实责任，系统、深入推进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教育治理

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转变育人

方式，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以促进公

平、提高质量为价值导向，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保障人民群众优质教育机

会，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让全

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作为一所有着深厚积淀和历史传承的百年老

校，宁夏银川二十一小学的发展史也是我国教育

事业不断壮大的一个缩影。

1903 年，一所民间私塾更名为“满营初等小

学”，这便是二十一小的发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

代，坚持教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8次改名，屡停

屡办，这所新生的小学在时代的洪流中艰难发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响应国家“支援大西

北”的号召，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汇聚宁夏，他

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支宁人。他们的到来为解

放初期的宁夏带来“活水”，让这片戈壁荒漠变身

绿洲不再是奢望。

二十一小校办公室副主任刘海英告诉记者，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先后有 30 多名来自北

京、浙江等地的教师支援二十一小，占学校教师总

数的一半以上。在一批批支宁人的无私奉献中，

二十一小阔步发展。

如今的二十一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

成为拥有 57 个教学班级、近 3000 名学生、145 名

教师的重点小学。近年来，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

完善，师生们拥有了人工智能 VR 教室、智慧阅读

教室、录课室、3D打印室等多功能学习空间。

随着各种学习资源、数字产品成为新型教育

融媒体，二十一小教育事业也进入转型升级的新

阶段。校党委书记马恒燕介绍，目前学校已拥有

29间在线课堂教室、11个智慧平板教室、18个智慧

阅读教学班，实现千兆网络与智能安防全覆盖。

特别是通过在线课堂，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

输出，孩子们也能和全国各地的老师、同学进行隔

空交流。

近年来，二十一小始终坚持发挥课堂教学

的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党建水平，打造“红色

引擎”。

马恒燕告诉记者，学校还把立德树人融入党

史学习教育，在各学科开展“党史教育进课堂”活

动，通过组织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集体备课党史，

优化党史教育资源供给，教育学生知党恩、听党

话、颂党情、跟党走。

在实践中，二十一小善于从点滴入手，通过

一个又一个见缝插针、实实在在的“五分钟”，聚

沙成塔，潜移默化中激励学生汲取红色力量、

传承红色血脉。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们党

历来重视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中央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

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更是进

一步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

近年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

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重要任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规

律与价值目标，鲜明反映出党和国家对

教育事业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定位。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

统改革的文件，也是指导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的发

布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善立

德树人体制机制，破除“五唯”顽瘴痼疾、

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

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具有重大意

义，也标志着我国向建设富有时代特征、

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

价体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就在同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完

善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五育并举”强调德智体

美劳缺一不可，这是对教育的整体性、完整性的倡导，丰富了新

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内涵，也意味着教育已经踏上更加重视内

涵发展、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征程。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立

德树人始终是时代对教育的执着召唤与必然要求。面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正凝聚成强大力量，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百 年 老 校 传 承 红 色 血 脉
本报记者 康琼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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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承诺
——访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钟秉林

本报记者 李 丹

图① 2021 年 5 月 13

日，学生在湖南省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世界地质公园博物

馆参观研学。

吴勇兵摄（新华社发）

图② 2021 年 6 月 11

日，观众在 2021 西安美术学

院本科毕业展上参观服装系

毕业生的作品。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图③ 2021 年 6 月 11

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第

三实验小学学生在科学兴趣

班上展示自己拼装的模型。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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