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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2%

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

义务教育梦想实现了

出国深造寻常事了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上世纪 50 年代，不少
中国人唱着这首《夫妻识字》，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这一场景折射出的是当时教育的严
峻局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盲率达 80%，小学净入学率为 20%。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重大使命。在普及义务教育宏伟蓝
图的绘制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986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审议通过，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印发，明确提出“到 20 世纪
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6 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2006 年春季开学，流传在重庆石鞋中学的一首童谣——“新的学期到学校，两免一
补真热闹；爸爸妈妈开怀笑，同学们乐得呱呱叫”，捕捉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这一重
要历史瞬间。
同样值得铭记的还有 2011 年——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世界教育史上
的空前壮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中国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发展
中国家推进全民教育的成功范例。
最近，教育部发布最新数据，2018 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2%。中国正在
朝着下一个目标努力——“2020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

1950 年，35 名国家公派留学生分两批赴波兰、匈牙利等国留学，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派
遣留学生的先河。数据显示，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国向苏联派出了 1 万多名留学生，向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 1000 多名留学生。
时隔多年，1978 年 12 月，52 名中国学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纽
约机场宣读声明：“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
友谊而来……”
当年 6 月，邓小平就增派出国留学人员作出指示，明确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
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
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发展和留学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负笈海外，汇成中国历史上一波
又一波留学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21 万人，持续保
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其中，国家公派 3.02 万人，单位公派 3.56 万人，自费留学
59.63 万人。
留学事业 70 年大潮奔腾，同中国民族的振兴同频共振，海外学子既是见证者，也是亲
历者。
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时指出：“你们青年人
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60 年后——2017 年 11 月 17 日，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写信给习近平主席，表达了追
求进步、报国为民的决心。同年 12 月 30 日，他们收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信中，习近平
主席勉励他们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虽然岁月变迁，但祖国对海外学子的期许没有变，海外学子报效祖国的奋斗目标没有变。
作为中国和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一代又一代海外学子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毛入学率达 48.1%

上大学要普及化了
1950 年 10 月 3 日，中国人民大学开学。这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开启
了中国高校建设的崭新大门。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663 所，
比上年增加 32 所。
与中国高等院校建设蓬勃兴起相伴，中国现代人才的选拔制度也随之建立发展。
1952 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高考，当年共有 5.9 万人参加考试。从初行到暂停再到恢
复，中国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经波折。
在高考发展史上，1977 年值得浓墨重彩书写。那一年，关闭多年的高考大门再次开
启，570 万人走进了考场，其中有 27 万人圆了大学梦。40 多年后，全国高达 1031 万人参
加了 2019 年的高考。回望历史，以高考为主导的教育事业改变了无数家庭与个人的命
运，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体现了其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新中国成立时，高等
教 育 在 校 生 人 数 只 有 11.7 万 人 ， 毛 入 学 率 为 0.26% ； 2002 年 ，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达 到
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18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3833 万
人，毛入学率达到 48.1%。
根据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这将成为高等教育普
及化的“临门一脚”，直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除了教育规模稳步增长，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经过 70 年建
设，中国高校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高校在世界
的排名不断上升。
今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专家指出，这是对中国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新定位和全面提升。
面对世界教育领域的新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精神抖擞再出发！

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左上图：安徽省亳州市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上课第一天，该市风华桐乡路小学举行
开学典礼。图为学生在开学典礼上敬礼。
刘勤利摄
右上图：近年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均衡化程度不
断提高，学校逐渐成为都安最美的地方。图为下坳镇隆麻小学的学生在课间打篮球。
新华社发
左下图：今年 6 月 21 日，四川省华蓥市古桥街道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学习
舞蹈。
周松林摄
右下图：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电梯工程技术专业班学生在实训。
新华社发

“留学中国”成时尚了
1950 年，来自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 33 名留学生来到中国，拉开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教
育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以来，来华留学生数量、生源国数量、接受院校规模均逐年增长。如今，
中国已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趋于稳定，层次显著提升，学科分布趋于
合理。
韩国留学生梁大圆是来华留学生群体中的一员。从在对外经贸大学读本科到攻读博士，
他的最大感受是“中国总是给我惊喜，在中国的生活每天都有希望”。这也是不少来华留学生
的共识。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2 万名留学生来华留学。其
中，“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共计 26.06 万人，占总人数的 52.95%。
除了学习语言，不少来华留学生是被中国先进的科技吸引而来。把中国先进的旱作
农业技术带回国，是就读于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非洲小伙威利的梦想。在他的推荐
下，3 名与他一同毕业于肯尼亚农业大学的同学也到兰州大学学习旱作农业技术。拿到博
士学位后，威利希望“把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肯尼亚，成为两国在旱作农业方面合
作的桥梁”。
目前，中国和 180 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教育交流协议，支持双方互派学生。其中，教育
部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形式资助对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有力提升了来华留学生源的层次和
水平。2018 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中，攻读学位的硕博研究生占 70%。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对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教育改革发展的
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积极落实国家领导人重要外交承诺，设立中非、中蒙、中坦、中
埃等专项奖学金；配合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设立中美、中欧、中俄人文交流奖学金。另
一方面，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部委合作、省部合作、高校合作，在能
源、交通、通讯等重大领域培养储备沿线国家人才，为中国行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
的人才支撑。

全国职业院校 1.17 万所

职教有新路线图了
本版撰稿：赵晓霞

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 97.9%

课堂再没时空限制了
数读教育

当地时间 2019 年 8 月 27 日晚，在俄罗斯喀山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焊接项
目第一名揭晓，代表中国出征的中国十九冶员工赵脯菠夺得焊接项目金牌。
这位 1997 年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一个小村庄的小伙子，能有今天的
成就，离不开在攀枝花技师学院的学习。凭着一技之长改变人生，赵脯菠并非个例。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有职业院校 1.17 万所，年招生 928.24 万人。中国中职毕业生
的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达到 90%，近 70%的职业学
校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
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和脱贫减贫的重要举措。无数贫困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
现“培养一个学生，解决一个就业，脱贫一户家庭”的目标。近三年来，850 万家庭的子
女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同时，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
划，广泛面向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开展职业培训，为近年来
中国年均减贫 1000 万人以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甘肃为例，现在每年有近 6 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免费中职教育、近 3 万名贫困家
庭学生在省内高职 （专科） 院校接受免费高职 （专科） 教育。经过培训后，他们可以进入
相关行业上班，收入可观。
为了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国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也在逐年增加。中等职业教育经
费总投入从 2016 年的 2223 亿元增至 2018 年的 2463 亿元，增长了 240 亿元；普通高职高专
教育经费总投入从 2016 年的 1828 亿元增至 2018 年的 2150 亿元，增长了 322 亿元。
更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2019 年 初 ， 国 务 院 印 发 《国 家 职 业 教 育 改 革 实 施 方 案》（下 称
《方案》），提出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了今后 5 年的工
作重点。
专家指出，此次出台的方案剑指薄弱环节，不仅从顶层设计层面搭建“四梁八柱”，
更从改革落实层面画出清晰“路线图”。
根据 《方案》 提出的具体指标，到 2022 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将基本达标，一大批普
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专业 （群）。
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教育部公布的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8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 万所，比上年增加 5017
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76 亿人，比上年增加 539.40
万人。
在学前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幼儿园 26.67 万所，学前教育
入园幼儿 1863.91 万人，在园幼儿 4656.42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达到 81.7%。
在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学校 21.38 万所，招生 3469.89
万人，在校生 1.50 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4.2%。
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125 所，比上年增加 45 所。全国
共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 12.35 万人，比上年增加 1.27
万人。

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 2.43 万所，比上年减少 298 所。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8.8%，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833 万人，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48.1%。
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8.35 万所，比上年增加 5815
所，占全国比重 35.36%。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战
略任务，其中包括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
近年来，教育部通过在各地采取“互联网＋教育”模式，促进偏远、贫困地区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
江西省宁都县是首批“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试点地区。小布镇徐会村小学是该县最
偏远的教学点之一，原来课程难以开齐，现在通过网络，孩子们已经可以听到千里之外的上
海名校老师讲课了。
徐会村小学仅仅是通过“互联网+教育”受惠的众多学校之一。根据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和网络安全工作月报，截至 2019 年 2 季度末，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 97.9%，配备多媒体
教学设备普通教室 348 万间，93.6%的学校已拥有多媒体教室。
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 数据，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2.32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3122 万，占
网民整体的 27.2%。
家住北京的橘子就是在线教育用户中之一，从 4 岁起她就开始通过线上课程和远在美国
的老师学英文。每周一次，每次近 1 小时。“不仅可以沉浸在地道的英文环境中，而且线上老
师的选择更多，有助于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橘子的妈妈说。
从借助互联网，将优质教学资源同步给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到在线开放课程（慕课）的数
量和应用规模都居世界第一，再到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互联网+教育”在中国教育资
源均衡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进“互联网+教育”，加快建设教育专
网。这将为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增进教育公平注入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