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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这一目标的提出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国际地位提升和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的必然要求。教

育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 ,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就

要求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是指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 ,也是赶超世界先进教育

水平的过程 。教育现代化具有以下九个基本特征:一是受教育者的广泛性和平等性 ,二是教育的

终身性和全时空性 ,三是教育的生产性和社会性 ,四是教育的个性性和创造性 ,五是教育的多样

性和差异性 ,六是教育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七是教育的变革性和创新性 ,八是教育的开放性和国

际性 ,九是教育的科学性和法制性 。在这些方面 , 《教育规划纲要》都做了具体的规划 ,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 ,为我国教育实现现代化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绘制了宏伟蓝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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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调研 、讨论 、公开征集意

见 、修改以后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已经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① ,并发出通知 ,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教育规划

纲要》的制定为我国教育实现现代化 ,建设人力资

源强国绘制了宏伟蓝图 ,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

件大事 ,它的贯彻执行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一 、为什么要制定《教育规划纲要》 ?

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是党中央 、国务院研究了

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作出

的重要决策。早在 2006年夏天 ,十六届中央政治

局第 34次学习会就讨论了教育问题。在会上胡锦

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强调指出 ,要坚定不移

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切实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同年 7月至 11 月 ,国

务院温家宝总理又在中南海先后召开了四次教育

座谈会 ,听取各界人士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谋划教

育发展的未来 。自 2006年以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连续发布了三个规划纲要:2006 年 2月 9 日印发

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2010年 6月 6日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最近又印发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年)》。这不是偶然的 ,国家要实现邓小平设

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 ,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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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键 ,人才是基础 ,教育要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

养提供智力支撑 。《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也是落

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

源强国”的主要举措 。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内 、国际

形势来理解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必要性。

第一 ,从国内发展形势来看。今天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今后 10年是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处在转型时期 ,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关键 ,教育是基础 。

《教育规划纲要》在“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到:

“教育是民族振兴 ,社会进步的基石 ,是提高国民素

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寄托着亿万家

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

教育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 ,从国际形势来看 。世界格局深刻变化 ,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国际竞争

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是民族

创新能力的竞争。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凸显科技创

新的重要性。同时 ,近些年来 ,我国的国际地位有

了极大的提升 ,重大的国际事务如果没有中国参

与 ,就难以解决。但是我国的国际人才培养 ,与我

国的国际地位极大地不相称 。我国在国际组织中

的人员还不及印度 、巴基斯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

因此 ,我们亟需提高国民素质和加强创新人才和国

际人才的培养。

①　《人民日报》 2010 年 7 月 15 日。
②　温家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 《中国教育报》 2009 年 1 月 5 日。

第三 ,从教育内部来看 。新中国建立以来 ,虽

然教育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但正如《教育规划

纲要》所指出的 ,教育仍然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 。教育观

念相对落后 ,内容方法比较陈旧;学生适应社会和

就业创业能力不强 ,创新型 、实用型 、复合型人才紧

缺;教育体制机制不活 ,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

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城乡 、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

育投入不足。深化教育改革 ,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

教育质量 ,是全社会共同的心声。

二 、《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工作方针

和战略目标

《教育规划纲要》确定今后 10年的工作方针

是:“优先发展 、育人为本 、改革创新 、促进公平 、提

高质量” 。

教育优先发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发展战略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建设人力

资源强国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战略部署。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强国必先强教” ,

“必须优先发展教育 ,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

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切实保证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优先

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

开发需要”① 。

育人为本 ,这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的 ,是教

育工作的核心 。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 ,要

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 、人才观 、成才观 ,克服功利

主义 、学历主义 、应试主义倾向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

育观 、人人成才的人才观 、多样化人才的发展观 、终

身学习的学习观 、系统培养的成才观。教育有多种

功能 ,有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有个体发展的功

能。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只有个体得到充分自由

的发展 ,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正如《教育

规划纲要》中指出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第一资源 ,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 。”

教育要关心每个学生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 ,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 、生动活泼地发展 。

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今后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两大工作重点。促进公平 ,这是国家的教育基本

政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也是公民

依法享受教育权利的要求。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核心任务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教育质量

是关键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只有一流的教育 ,

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 ,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②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解决了学龄儿童有学上

的问题 ,今后的任务是要解决上好学 ,上有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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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问题 。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就是要

解决学龄儿童普遍都能享受有质量的教育的问题 。

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本来是两个不

同的问题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教育质量总体还不

高 ,优质教育稀缺 ,教育发展不均衡 ,只有少部分儿

童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 ,所以就出现了教育不公平

的问题。因此要促进教育公平就要普遍提高教育

质量 ,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好每一个学生 ,使人人都

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

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完成优先

发展 、育人为本 、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的根本保证 。

优先发展教育 ,增加教育投入 ,到 2012年达到国家

财政性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4%的比例 ,需要

通过改革来实现;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投入要向弱

势群体和薄弱环节倾斜 ,要实行城乡一体化 、教师

在城乡之间流动等 ,都需要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

提高教育质量 ,推进素质教育 ,需要进行人才培养

体制的改革 、考试招生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 、学校

制度改革和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总之 ,教育

发展在于改革创新。

可以看出 , 20 个字的工作方针是一个完整的

整体 。优先发展是战略 ,育人为本是目的 ,促进公

平和提高质量是任务 ,改革创新是保证 。

《教育规划纲要》制定了今后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

型社会 ,进入人才资源强国的行列 。这是三个互相

联系的目标。我们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要从两个

方面着力:一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 ,这就要延长

国民受教育的年限。我国主要劳动人口受教育的

年限平均只有 9.5年 ,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只

有 9.9%,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了 12 年和超过

25%。同时要提倡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 ,形成学习

型社会。二是要培养一批拔尖杰出人才 ,他们有战

略眼光 ,能够引领先进科技 、引领先进文化 、引领社

会不断前进。

①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3 年版 , 第 3、8-17页。
③　顾明远 、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8 年版 ,第 199 页。

为此 ,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巩固提高九年义

务教育水平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加快发展继续教

育 、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 、关心和支持特殊教

育。到 2020年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 、形成惠

及全民的公平教育 、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 、构

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

制。

三 、实现教育现代化是

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教育规划纲要》绘制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的蓝图。本文将着重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教育现

代化 ?教育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 ?怎样实现教育

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概念和历程

为了理解教育现代化 ,先要理解现代化是什

么。关于现代化 ,学术界有许多研究 ,也有许多不

同的观点 。一般认为 , “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

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

革 ,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

趋势……。”①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 ,分析了

现代化有四类含义:一是指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

搞技术革命 ,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历史过程;二是现代化实质上是工业化 ,是经济落

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三是现代化是自科学革

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是现代化主

要是一种心理态度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

程② 。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

我个人认为 ,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它是

一个历史过程 ,是人类认识自然 、利用自然 、改造自

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历史过程 ,以

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广

泛而深刻的变革 ,其目标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③ 。

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始于西方 ,它大体上包

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和从工业社会向信

息社会转变的两大阶段 。

对现代化的发生和起点有两种现点:一种是以

意识形态的转变为标志 ,从而认为它是从欧洲文艺

复兴开始的。因为中世纪是以神为中心 ,神统治着

世界 ,文艺复兴冲破了神的束缚 ,人的思想得到解

放 ,从而使人类步入现代化的进程 。另一种观点是

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为标志 ,因而认为它是以

产业革命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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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因为 ,文艺复兴固然是

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 ,但它只是现代化的先兆 ,是

思想准备阶段 ,只有产业革命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结

合起来 ,使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了手工业小生产 ,

人类认识 、利用 、改造自然的能力才有了空前的提

高。这一深刻的变化为人类带来了文明与进步 ,是

整个工业社会以前的历史无法比拟的。正如恩格

斯所指出的:“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

成了现代的大工业 ,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

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

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①科学技术一

旦与生产结合就变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推动着社会

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5年版 , 第 611 页。
②　参见张东娇:《教育本质讨论》 , 收入顾明远主编:《改革开放 30年中国教育纪实》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8 年版。

因此 ,生产力是现代化的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这样 ,中国现代化

的进程也是这样。我国社会现代化虽然在鸦片战

争以后洋务运动就逐渐开始了 ,但真正步入现代化

进程还是改革开放以后 ,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以

后。

现代化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 ,它表现在经济 、

政治 、文化各个方面 。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 ,在各

个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也有不同 ,很难用普遍的特

征来概括它。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邓小平理论的

指导下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

义国家。

教育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人

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没有现代化的人

是建设不成现代化的国家的。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

就要求教育的现代化 。

(二)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和内涵

怎样理解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指传统

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 ,是赶超世界先进教育

水平的过程。所谓转化 ,并非把传统教育抛弃掉 ,

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现代教育 ,而是通

过对传统教育的选择 、改造 、继承和发展来实现的 。

传统教育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 ,要继承和发扬 。但

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 ,是适应那个时代的要求而

产生的 ,有不少东西与时代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

这就需要选择和改造 ,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 ,向现

代教育转化。所谓赶超世界先进教育水平 ,也并非

照搬西方教育模式 ,而是吸收他们的先进教育理论

和经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和教育制度。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

向世界 ,面向未来” ,就为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

教育现代化内涵十分丰富 ,包括观念层面 、制

度层面 、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 。但是核心是教育观

念的现代化 ,只有教育观念转变 ,然后才有制度的

转变 。我国在清末民初就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 ,

教育内容也几经更新 ,但教育观念没有彻底改变 。

正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 ,我们的教育观念相对

落后 ,内容方法比较陈旧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最主

要的 ,也是最难 、最长期的 。因为观念总是隐藏在

人们头脑中的最深沉的 ,最不易变化的东西 ,它与

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 、民族心理有关。

教育观念首先表现在对教育的本质 、价值 、功

能的认识上。教育学要回答的无非是三个问题:什

么是教育或者教育是什么 ?为什么要教育? 怎样

教育 ?这三个问题都包含着教育的本质和价值观 。

1978年我国教育界曾经有过一场教育本质的

大讨论。这场讨论是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提出来

的。长期以来 ,我国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学 ,认为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 ,教育是上层建筑。1978 年夏

天 ,在一次座谈会上 ,于光远同志提出 ,教育这种现

象中 ,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 ,但不能说教育就是

上层建筑 。后来形成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 ,发

表在《学术研究》1978年第 3期上 ,由此引起了教

育本质的热烈讨论。有许多种不同观点:有“生产

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辨 、“社会实践活动说”与

“特殊范畴说”之辨 、“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

之辨 、“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辨 、“培养人说”

与“文化传递说”之辨等等 。1983年胡乔木同志在

听取汇报时 ,曾说: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这

次大讨论没有结论 ,但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认识到

教育的价值 、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打破了过去

一直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认识② 。

以上种种说法其实都没有说到教育的本质 ,只

讲到教育的一些属性。争论最多的是教育是生产

力还是上层建筑 。其实这两者都是教育的属性而

不是本质 。属性可以有多种多样的 ,教育既有生产

力的属性 ,也有上层建筑的属性 ,是可以并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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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家比较有共识的是 ,教育本质是培养人 ,教

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但各个时代不同 ,各个社会不

同 ,培养人也是不同的。

但也有专家提出为什么人要受教育 ?也就是

说教育对于人有什么价值 ?人所以要受教育是因

为要传承文化。这是因为 ,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是

因为人不是个体的人 ,而是以文化为纽带连在一起

的群体 ,也就是说 ,人类社会是以文化存在为纽带

而存在的 ,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人类 ,也没有无文

化的社会 。人类社会要繁衍要发展 ,不仅要生殖 ,

而且还要把个体化为群体的人 、化为社会的人 ,这

就要有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教育

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因此教育的产生是人类文化

传承的需要 ,因而传承文化是教育本体的功能 。

教育界普遍认为 ,教育有两种功能 ,一是促进

个体发展的功能 ,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但是

长期以来 ,特别是在阶级社会里 ,普遍重视教育的

社会功能 ,忽视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统治阶级总

是把教育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强调它的社会功

能。我国古代教育很重视培养人 ,但当时的培养目

标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君子 ,至于农民则被认为是

不需要受教育的。“古之教者 ,化民成俗” ,是指培

养人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 。我国建国以后 ,长

期以来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 ,也是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 。“文革”以后 ,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又开始强

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 ,

仍然是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 。不提教育促进个体

的发展 ,不提以人为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5年版 , 第 2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3 年版 ,第 534 页。
③　参见顾明远:《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 《中国教育学刊》 1997 年第 3 期。

其实 ,促进个体的发展与为社会服务是不矛盾

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没有人的发展 ,哪来社会

的发展。马克思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①教育为社会服务主要建立

在培养每个个体的基础上 。教育的政治功能 、经济

功能 、国防功能 、文化功能等统统要落实在人的发

展身上。没有个体的发展 ,没有整个国民素质的提

高 ,怎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怎么能促进政治

民主 、巩固国防? 为什么各个国家 、各国领导都重

视教育? 就是因为在政治 、经济 、国防 、文化活动

中 ,人是最主要的要素。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

卫星上天 ,美国第一反应 ,认为这是教育问题 ,没有

说是经济问题 ,第二年就颁布了《国防教育法》 ,来

改善他们的国民教育。

但是培养什么人 ,促进人的哪些方面的发展 ,

是有历史性 、时代性的 。在奴隶制和封建社会里 ,

培养人是有局限性的 ,不仅培养的人是少数人 ,而

且培养的人不是全面发展的 。只有现代社会 ,现代

教育才提出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 ,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 、职能的更动和

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②又说 ,大工业要求用全面发

展的人代替片面发展的人。因此 ,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是现代教育的最根本的任务。

马克思对全面发展的理解不只是指德智体的

全面发展 ,更主要的是指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充分自

由的发展 。而脑力和体力的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

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才能实现。

因此 ,要实现社会现代化 ,就必定要重视人的

现代化 ,就是要重视人的教育 ,重视促进人的个体

的发展。

培养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他的基本素

质 ,对全体国民来讲 ,就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 。

这就是今天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二是把个

体培养成才 ,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 ,使他成

为可以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人力资源。我们教育

制度的设计 、教育内容的安排 、教育方法的选择都

要符合上面两方面的要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我曾经把它归纳

为八个方面③ ,现在重新整理 ,并根据《教育规划纲

要》的精神加以解释 。这几个特征主要从教育观念

层面来说的 ,不是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第一 ,受教育者的广泛性和平等性 。普及教育

是现代工业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 ,普及教育的

程度逐渐提高 。现代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普及了

高中阶段教育 ,高等教育也已经跨过了大众化进入

了普及化的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以上

为大众化阶段 , 50%为普及化阶段)。现代教育必

须满足不同群体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也就是我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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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讲的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里面包含了教育

公平和教育质量。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 。党和政府正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教育是和谐社会建

设的基础 。逐步实现受教育者的广泛性和平等性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教育的公平有几个层次:包含教育机会的公

平 、教育过程的公平 、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机会

的公平是保障公民依次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过程

的公平是使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同等教育条件 ,包

括教师的质量 、教育各种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公平

的;教育结果的公平主要指每个学生的潜能都得到

发挥 ,获得教育的成功。教育结果还取决于每个人

的遗传天赋 、环境(如家庭的经济 、文化环境)以及

个人努力的程度 。

教育公平还应包括为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施以

适合他们特点的教育 。如果要求农村的孩子和城

市的孩子接受同等难度的教育 ,对农村孩子来讲就

不太公平;如果一个孩子对艺术有天赋才能 ,而且

有兴趣 ,而你硬要他学科学 ,这对他也是最大的不

公平 。因此 ,正如《教育规划纲要》中所提出的 ,要

“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为每个学生

提供适合的教育 。”

因此在实施教育公平 ,教育均衡发展的时候 ,

在照顾到大多数人的时候还要照顾到两头的少数

人 ,一部分是有天赋才能的学生 ,一部分是弱势群

体。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是真正的公平 。

第二 ,教育的终身性和全时空性。终身教育在

20世纪形成最重要的思潮 ,也是现代教育最基本

的特征。终身教育的思想产生于 20世纪初 ,流行

于 60年代 。它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引

起生产和社会的不断变革 ,促使人们必须不断学习

才能适应这种变革而产生的 。终身教育强调教育

应该贯穿人的整个一生 ,主张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和家庭教育相互沟通 ,相互促进。终身教育不是只

搞一个系统 ,而是把一切教育都纳入到终身教育体

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50年来终身教育已

经从理想走向现实 ,各国都在建设终身教育制度 ,

终身教育也逐渐走向社会全体成员的终身学习 。

终身教育开始出现的时候 ,主要与成人教育 、职业

培训联系在一起 。后来逐渐扩展到所有教育 ,而且

逐渐向终身学习的概念转化 。终身学习已经不限

于人们为了谋生的需要 ,而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

分 ,成为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 。《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 ,到 2020年我国要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我的

理解是 ,所谓学习型社会 ,就是以学习求发展的社

会 ,就是创新的社会 ,就是全民素质高水平的社会 ,

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国家要发展 ,首先

必须学习 ,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社会形成

的基础。

所谓教育的全时空性 ,是指教育已经不限于学

校 ,也没有年龄的限制 ,而是全民皆学 ,时时可学 ,

处处能学 。特别是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 ,人们可以

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因此 ,教育现代化需要有全

时空的大教育观视野 ,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

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统一起来 ,把学校教育 、家

庭教育 、社会教育 、自我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 ,教育的生产性和社会性 。现代教育是现

代生产的产物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

的普遍规律。大工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不同 ,它必

须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因而要求教育为它创新技术

和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 。以知识为主要生产

要素的知识经济尤其如此。因此 ,现代教育只有打

开大门 ,与企业和社会各种团体相联系 ,为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 ,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同时教育自身

也才能得到发展。

尤其是高等学校 ,固守过去的学术象牙之塔已

经不可能了。工业革命以后就打破了大学封闭的

传统 。英国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曾是最保守的。19

世纪英国不得不另建新大学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

后来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也不得不改革 。美国从

1862年颁布赠地法案开始 ,大学为农业和工业服

务 ,大学就蓬勃发展起来 。以后教学 、科研 、服务就

成了大学的三大职能。二战后 ,大学的产学研结合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

这次《教育规划纲要》中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行业指导 、企业参加的办学

机制 ,以及高等教育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

推进产学研结合等的规定 ,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生产

性和社会性。

第四 ,教育的个性性和创造性 。人的发展既有

共性 ,又有个性。共性更多地体现社会的要求 ,个

性则较多地体现个体的要求 。工业社会强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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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统一化 ,个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信息社会

强调个性化 、多样化 。信息网络化也为个别学习提

供了可能 ,这就为个性发展提供了条件。《教育规

划纲要》特别强调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在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一章中提出 ,要“树立多样化

人才观念 ,尊重个人选择 ,鼓励个性发展 ,不拘一格

培养人才” 。

个性的核心是创造性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同时社会上

的激烈竞争也需要人才具有个性 、有创造能力和开

拓精神。

怎样才能培养个性和创造性? 首先要承认学

生的个性差异。教育学上常常讲两大规律:一是外

部规律 ,即教育与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的关系;一

是内部规律 ,指教育要遵循儿童青少年发展的规

律。儿童青少年的发展既有年龄特征 ,又有个性特

征。年龄特征容易认识 ,现代生理学 、心理学都有

研究 。儿童青少年的个性特征就难以捉摸 。但是

从种种表现可以认识到一些差异。因此 ,自古以来

我国教育就提倡因材施教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 ,就是最好的教育 。

我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发展不

同学生的天赋特长和兴趣爱好。没有兴趣就没有

学习 。我们的孩子今天是为兴趣而学习还是为分

数而学习 ?这值得我们反思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

说过:如果一个孩子到十二三岁的时候还没有自己

的兴趣爱好 ,老师就应该为他担忧 。担什么忧 ?担

心他将来成为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平平庸庸的人 。

美国许多优质中学 ,学生到高中时就有了志向 ,而

且为之努力。而我国的高中毕业生却缺乏自己的

专业志向 ,高考填报志愿时往往由爸爸妈妈按照分

数来填志愿。这就是我们与先进国家教育的差距 。

第五 ,教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教育的个性性

和社会的多样性必然要求教育的多样性 ,同时社会

不同群体对教育的不同需求也要求教育的多样性 。

教育的多样性表现在培养目标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上。现代社会不仅要有一批高水平的管理者 ,而且

要有一大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专业人才 ,有高

素质的熟练工人和农民。从个体来讲 ,人是有差异

的 ,教育要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条件 ,重视

差异教育 ,培养特殊人才 。公平而有差异是现代教

育的基本原则。

要区别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区别。有些人

总认为我国高等学校扩招后质量一定会下降 。他

不明白 ,多数人能够上大学的大众教育与只有少数

大学生的精英教育在性质上已有很大不同 ,不能用

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的时

代 ,高等教育是多层次多样化的 ,质量也是不同的 。

因此 ,现在高等学校的趋同化 、升格风不符合教育

现代化的要求 。《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推动普

通高校的多样化发展 ,高等教育克服同质化倾向 ,

建立高校分类体系 ,实行分类管理 ,这都体现了现

代教育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第六 ,教育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信息化已经成

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教育信息化就是教育现

代化的特征之一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正在

引起一场教育革命 。它引起了教育观念 、教育过

程 、教育模式 、教师角色等一系列变革 。

教育已经冲破了学校的樊篱。学生可以随时

随地获得信息 。学校教育不能不考虑如何控制 、引

导学生利用多渠道信息。教师已经不是知识的惟

一载体 ,教师的作用更多的是设计教学 ,引导学生

选择正确的学习路线和策略 ,教会学生正确处理信

息 ,使他们在信息海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教育模

式 ,而且为终身学习创造了条件。《教育规划纲要》

专门有一章论述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要求:“到

2020年 ,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

信息化体系 ,促进教育内容 、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

化……推进校园数字化建设。”充分体现了现代教

育的基本特征 。

第七 ,教育的变革性和创新性 。现代社会在科

学技术迅猛发展和不断创新的带动下 ,社会 、经济 、

文化在不断变革和创新。现代教育也必须不断变

革和创新 ,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此 ,教育的变

革性和创新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 。《教育规划

纲要》要求:“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

力” ,同时指出:“教育要发展 ,根本靠改革。要以体

制改革为重点 ,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 ,

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

《教育规划纲要》规划了六大改革 ,而以人才培

养体制改革为起点 ,凡是阻碍人才培养的一切制度

都要改革 。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变革性和创新

性的特征 ,也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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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教育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全球化带来了

教育的国际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国际间的交

通越来越便捷 ,信息交流越来越快捷 ,地球变得越

来越小 ,某一国家的某项教育改革迅速传遍全世

界。教育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

征。

教育的开放性和国际性表现在国际间的人员

交流 、财力支援 、信息交换(包括教育观念和教育内

容)、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和跨国的教育活动等方

面。只有坚持开放 ,才能更好地吸收世界上一切优

秀文化 ,充实和丰富我国的教育。

过去我们只讲经济全球化 ,不讲文化全球化 、

教育全球化。但是无可讳言 ,全球化不仅影响到经

济 ,也影响到文化和教育 。关键看如何理解全球化

这个概念 。如果认为全球化并非一体化 ,而是指不

可避免的互相交往 、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的话 ,那

么 ,教育也不能不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中 。教育只有

加大开放力度 ,才能了解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 ,

吸收优秀文化 ,为我所用 。

教育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 ,关心和了解国际形势和发展 ,具有国际交

往能力的人才。没有这种人才 ,我们很难去与别人

竞争 。日本早在 1984年教育咨询报告中就提出要

培养国际化的日本人 ,韩国也早已提出教育国际化

的问题。

《教育规划纲要》把“扩大教育开放”作为体制

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改革 ,要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要求“开展多层

次 、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提高我国教育国际

化水平。”同时还要求 , “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 、通

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

化人才。”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和促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第九 ,教育的科学性和法制性 。现代教育是建

立在高度理性基础上的 ,反映了社会发展和个体发

展的规律 。现代教育不是凭经验 ,而是更多地依赖

于科学的决策 ,教育行为的理性加强了 。决策的失

误往往会影响到整个教育的发展 ,甚至社会的发

展。例如前几年我们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和大

学合并就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 ,现代教育必须重

视教育研究 ,重视教育政策的科学决策 。

教育的科学性还包含了教育的法制性 。现代

社会是法制社会 ,现代教育也是法制的教育 ,教育

行为都要有国家的立法来规范。

《教育规划纲要》十分重视教育的科学决策和

法制建设 。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就充分体现了民

主的 、科学的决策 ,听取了专家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

《教育规划纲要》中还提到 , “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

发展战略研究 ,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 。提出

要完善教育法律法规 ,大力推进依法治教。这都是

实现教育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

《教育规划纲要》中促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现

代教育元素。我们要认真学习《教育规划纲要》 ,贯

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 ,只要这样做 , 到

2020年 ,我国教育就能达到“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的目标。

实现教育现代化可以列出若干指标 ,但最关键

的是:全社会 ,包括各地领导 、教育管理工作者 、教

师 、家长都要树立现代教育观念 ,能够运用先进的 、

科学的 、现代的教育理念来教育学生。一个学校不

在于建设得多么豪华 ,什么游泳池 、大礼堂 、塑胶跑

道等 ,而在于有没有优秀的 、懂得现代教育规律和

学生成长规律的校长和教师;现在许多中小学办成

大学校 ,动辄几千人 、上万人 ,这并不符合教育现代

化的要求 。教育现代化要求小班化 ,让老师能够照

顾到每个学生;学校也应规模适当 ,让校长能够照

顾到每个班级 、每个老师的工作 ,几千人的学校 ,校

长如何照顾得过来 。最近有些地区已经在进行“教

育现代化”验收 ,我不知道他们制定的是什么标准 ,

是不是心急了一些 。这恐怕不利于教师 、家长观念

的转变 ,也不利于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我们需要静

下心来 ,认认真真地学习《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和

要求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大胆试验 ,认真反思 ,提

高认识 ,为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努力 。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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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 Blueprint of China' 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GU Ming-yuan
(Center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 at BN U ,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 ties &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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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line of Mid- &Long -term P lanning o f National Education Re form and Development advance s

tha t China attains in the main he r educa tion mode rniza tion by the year of 2020.This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o f China' s so cio

-economic deve lopment , the promo tion of the inte rnational status ,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education

prog ress.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s a constitutional pa rt of tha t of a so ciety;and man' s modernization is key to that

of a society.Therefo re , to r ealize man' s modernization requires that of education.Education modernization , according ly ,

refer s to the transfo rma 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and it is also a process to catch up w ith and e-

ven surmount the wo rld' s advanced educa tion lev el.There are , therefo re , nin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 f education

mode rniza tion:(i)the ex tensivene ss and equality o f the educated;(ii)life-long mechanism and a ll citizen education in any

time and place;(iii)productivity and sociality o f education;(iv)the cha racte risticality and creativity;(v)the diver sity and

diffe rentiality;(v i)the info rmationality and digitality;(vii)the changeability and innovativ eness;(viii)the openness and in-

te rna tionality;and (ix)the scientificality and institutionality.All of these have been practically pro jected with specific re-

quirements , and hence design a blueprint for China' s educa tion modernization and fo r constructing China as a countr y w ith

rich human re sour ce s.

Key words:Outline o f Education P lanning ;modernization;education modernization;a country with rich human re-

sour ces

“`中国崛起' 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的启示”研讨会召开

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一方面 ,中国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过程中对国内外

资源的获取和使用的强度 ,对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

面 ,中国崛起本身对于学者们长期以来在“发展”领域中的研究议题 、研究概念和理论范式等都有新的启

示。鉴于此 ,2010年 7月 19-20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荷兰海牙 Erasmus Uni-

ve rsity 社会研究所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这次研讨会 ,30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以下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中国的发展路径对于主流的发展理论有哪些借鉴意义? 学

术界长期以来对后面几个发展议题的研究 ,如发展转型 、改革模式 、研发创新等 ,究竟能从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得到哪些新的认识 ?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的发展之间有哪些异同? 中国的发展

对于南南合作有何影响? 中国的发展对于国际社会科学合作研究有什么启示? 中国在该研究领域拥有怎

样的优势 ?关于后面两个问题 ,与会者认为 ,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有其特殊性和多样性 ,但学界尚未形

成清晰的概念。中国的发展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有着新的推动作用 ,学界也未能从全球的角度

做出深入研究 ,反而把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国发展本身上 。当然 ,对于中国发展本身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

国国内政治 、经济 、文化发展的研究 ,仍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对于国际格局以及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影响 。例如 ,中国经济发展中对能源的渴求带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甚至促进了

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 。如此等等。如果考虑到中国正在试图将发展的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 ,那么 ,

学界对于中国模式和经验的界定和总结 ,以及对于中国国内发展的结构和转变的合作研究 ,就更显得格外

的重要了 。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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