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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如期实现
本报讯（记者 黄浩） 8月27日，教

育部发布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公报指出，2020年，面对严峻

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

决策部署，积极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各级各类教育均取得较大成就，如期

实现教育“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主

要目标。

公报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共有

各级各类学校 53.71万所，比上年增加

0.70 万所，增长 1.33%；各级各类学历

教育在校生 2.89 亿人，比上年增加

674.48 万 人 ，增 长 2.39% ；专 任 教 师

1792.97 万人，比上年增加 60.94 万人，

增长3.52%。

2020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 13.8 年，比上年提高 0.1 年，其

中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3.5%，比上

年提高2.6个百分点。

根据公报数据，全国共有幼儿园

29.17万所，学前教育入园幼儿1791.40

万人，在园幼儿 4818.26 万人，学前教

育毛入园率达到85.2%；全国共有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21.08万所，招生3440.19

万 人 ，在 校 生 1.56 亿 人 ，专 任 教 师

1029.49 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2%；全国共有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2.45 万所，在校生 4163.02 万人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 91.2%，比上年提高 1.7 个

百分点。

根据数据分析，学前教育规模在

2020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成人高

等学校之外，2020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

校教职工与专任教师人数进一步增

加，其中幼儿园教职工与专任教师增

长幅度最大。2020年幼儿园教职工共

有 519.82 万人，比上年增加 28.24 万

人，增长5.75%；专任教师291.34万人，

比上年增加15.03万人，增长5.44%。

与此同时，普惠性幼儿园数量大

幅增加，2020 年全国共有普惠性幼儿

园 23.41 万所，比 2019 年增加 3.12 万

所，增长15.40%，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

80.24% 。 普 惠 性 幼 儿 园 在 园 幼 儿

4082.83万人，比上年增加499.88万人。

除了数量增加，拥有合格学历的

教师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义务教

育阶段与高中学段，专任教师的学历

合格率继续提升。其中，小学专任教

师学历合格率 99.98%，初中专任教师

学历合格率 99.89%，普通高中专任教

师学历合格率98.79%。

此外，义务教育阶段与高中学段

生师比进一步降低，2020 年小学阶段

生师比为 16.67:1，2019 年这一数据为

16.85:1；初中阶段生师比 12.73:1，2019

年这一数据为 12.88:1；普通高中阶段

生师比 12.90:1，2019 年这一数据为生

师比12.99:1。

公报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429.73

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 1034.86 万

人，在初中就读394.88万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民办

学校的比例在教育系统中进一步降

低。202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

校 18.67 万所，比上年减少 4820 所，占

全国比重 34.76%；招生 1730.47 万人，

比上年减少43.87万人，下降2.47%；在

校生 5564.45 万人，比上年减少 52.16

万人，下降0.93%。

本报讯（记者 黄浩） 党的十八

大以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成为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主题，如何

在实践中将“立德树人”融入并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8月 27日，北京市房

山区良乡小学举行“课堂教学当以立

德树人为魂”专题学习交流活动，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李铁安为良乡小学全体教师带来“高

品质课堂的塑造”主题报告。

此前，良乡小学校长赵文红研读

了李铁安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课堂教学当以立德树人为魂》，她认

为该文章可以作为引导教师深刻认

识“立德树人”本质以及在课堂落地

的一个有力抓手。为此，利用整个假

期，赵文红专门组织带领全校教师对

文章进行学习。

活动当天，良乡小学部分教师谈

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为了呈现以立

德树人为魂的高品质课堂，在备课时

就要做到精研学科本质，有机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身为语文教师，我认识到语文

的备课要注意文史不分家，今后教学

中应该结合课文内容给学生补充拓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英雄事例

等。”良乡小学教师金紫薇表示。

三次精读该文的青年教师丁青

宇，每读一次感悟愈深。她表示“身为

教师，我们要尊重学生，充分相信学生

的潜能，为学生准备充足的时间、空

间，让他们经历完整的问题解决过程，

根据课堂生成及时拓展，使学生能以

灵动的思维、积极的态度、丰富的情感

去探索世界、认知世界”。

体育教师黄超初读文章时，曾经

因为文中存在大量的政策性语言表

述和专业词汇而感觉理解困难。他

说，“当我慢慢地走进文章中，理解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课堂中如何落地，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我

将在自己的体育课中培养学生坚强

的意志品质，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增强学生的体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

为了充分展示课堂教学当中落

实立德树人的策略，数学教师刘乐淇

与美术教师刘畅还分别带来《分类》

与《勤劳的小蚂蚁》微课展示。在教

学当中，两位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有价

值的讨论，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同时通过阶梯设问为学生提供充分

思考、深入探究问题的机会，彰显了

课程育人的价值。

李铁安在随后的分享中表示，通

过塑造高品质课堂，可以让立德树人

贯穿并融入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为

此，他建议良乡小学以锤炼高素质教

师队伍为根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积极探索彰显“育人为本”的课堂教

学研究，并号召全员全学科开展高品

质课堂理念下的“课例创新研究”，进

一步将“立德树人”落实到细微处。

据赵文红介绍，良乡小学近年来

教师队伍呈现出以 45 岁以上“老教

师”和新入职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哑

铃状”现象，为了推动两支队伍并肩

发展，赵文红找准“课堂教学研究”这

一突破口，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期

待为学校发展“打开一扇窗”。

“在千变万化之中，总有一些规

律岿然不动。”赵文红表示，教师唯有

学习、唯有回归课堂，才能在教育环

境变化之中找到不变的初心。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教育局长专业发展研究
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日前，首

届新时代全国教育局长专业发展论

坛暨教育局长专业发展研究中心成

立大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召

开。此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与全国教育

局长联盟联合召开，来自全国21个省

份70余家教育局的200余名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参会。

会上，10位教育局长就专业成长、

教育管理、特色品牌、创新评价、区域

生态等方面作现场分享。华东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

政涛在总结中表示，教育局长应该具

备实施价值引领的能力、把握关键路

径的能力、设计有效机制的能力、系统

思维的能力、攻坚克难的能力。

会上还成立了“教育局长专业发

展研究中心”，全国教育局长研究联

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华受聘

为中心主任，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王

水发受聘为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据介绍，教育局长专业发展研究中心

重点研究教育局长的专业属性、专业

能力及其形成过程；教育局长在区域

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角色及其

专业作用与支持；教育局长在区域教

育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实施机制

与评价机制等。

江苏建湖：启动教师聘
用管理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杨林） 8 月 27

日，江苏省建湖县77名乡镇教师来到

当地森达路小学，参加在这里举行的

第二轮跨校竞聘岗位调剂工作。从

2021年秋季学期起，该县将在全县义

务教育阶段进行教师聘用管理改革，

全县27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依

在校生数、班级数，结合相关规定对人

员进行了重新核定，共有347人调剂到

城区16所学校，有效补充县城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的师资缺口。

据悉，为了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该

县教育局以校为单位，统筹考虑学校

类别、师资年龄和学科结构、在校生数

等情况，按照最新师资配备标准，统筹

考虑班师比，严格核定各校教职工编

制数和岗位数。在核定编制数内，采

取先校内直聘，再富余人员跨校竞聘、

组织调剂试聘等步骤有序推进教师调

剂聘任工作。

“期待通过此次教师聘用改革，

挖掘盘活存量编制资源，缓解全县城

乡师资结构性矛盾。此次改革工作

也是‘县管校聘’的有益尝试。”建湖

县教育局局长朱钧说。

本报讯（记者 钟原） 8月 25日，

由浙江省温州市教育局举办的温州市

中小学“我的教育故事”暑期师德专题

报告会在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举行，

该市 12 万余教职工通过收看视频直

播及线下聆听的方式，共上“开学第一

课”。本次报告会以“赓续百年初心，

担当育人使命”为主题，通过身边人讲

述身边事、用身边事启迪身边人的方

式，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营造“正师

德、铸师魂、担使命”的良好氛围。

从教16年，有着12年班主任工作

经历的温州市外国语学校教师谢丽晓

在报告中分享了三封信的感人故事，

诠释了如何做一名温暖的班主任。

12年来，谢丽晓善于发现每个孩

子的闪光点，并根据学生特点合理设置

班干部岗位。“在中专任教时，我生日那

天，班长小豪给我写了封信，‘我承认当

初的我很年轻，不太懂事，在这里向您

说声对不起，谢谢您在我们犯错的时

候，给我们谆谆教诲……’”谢丽晓说，

其中一封迟来的道歉信一直令她印象

深刻，“每个孩子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们

要多一点耐心和包容，看见孩子成长的

潜力，为他们搭建成长的平台，从而让

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教育的过程就是与美相遇的过

程。从一名美术教师成长为乡村“小

而优”学校校长，瑞安市玉海中心小

学校长徐婕妤分享了一段美的旅

程。2018年，徐婕妤来到瑞安市马屿

镇清祥小学，为了让孩子体验“真实

的学习”，她与老师重构“吾乡吾绘”

特色课程。“我们以‘南山村索面’为

题带领孩子进行项目化学习，以如何

吸引更多的人来南山村买索面作为

驱动性问题。学习过程中，科学老师

带领孩子多次实验，提高索面品质；

音乐老师引导孩子共同编曲，吹响劳

动号子；语文老师带领孩子向民俗专

家取经，创造性地书写宣传文案；在

美术老师的点拨下，小组合作创新包

装设计……从践行美育到‘五育’融

合 ，我 在 美 的 创 造 里 看 见 每 一 个

人。”徐婕妤说。

从温州中学的一名物理教师到温

州二外担任副校长，再到温州市第二

十一中学担任校长，两周前刚刚就任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院长……20

年来，徐海龙始终以研究的视角看见

教育别样的风景。“温州中学的学生对

课堂质量要求很高，因此我投入大量

的精力琢磨我的学生、我的学科、我的

教学。在温州中学的11年，我深刻领

悟到，研究学生、上好每一节课、做学

生成长道路上的有心人，就是教师最

核心的师德。”在温州二外和温州二十

一中，徐海龙分别带领团队开发出集

行规管理、学业管理、新高考走班教学

管理于一体的平台，以及以一册一课

一中心为核心开展个性化学习的研

究，“我分享的不仅是自己作为一名教

师的个人成长史，更是作为一名温州

教育工作者参与建设并共同见证的温

州教育发展史”。

报告会上，温州市绣山中学教师

王小芳讲述了一名新时代思政课教

师的责任与使命；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金晓群园长讲述了“和孩子们在一

起”的美好故事；乐清市第三中学教

师徐岳敏分享了在新领域如何钻研

思考的成长之路；温州市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教师王恒心展现了一名中职

教师的教育使命和担当。7位教师朴

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引发了场内外

教师的共鸣。

师德师风建设是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的关键。“我们已经连续3年举办

‘我的教育故事’暑期师德专题报告

会，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广大教师‘见

贤思齐’，强化师德素养。”温州市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郑焕东表示，“教师

要用良好的德行引领学生，用专业的

素养培育学生。”

浙江省温州市举办2021年暑期师德专题报告会

“讲好教育故事”为教师上好“开学第一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走进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小学

寻找“立德树人”的课堂落地策略

（上接1版）

素质培养为导向
不增加学生负担

根据部署安排，教育部已经印发

了5个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指导

性文件，后续还将出台和研制《“党的

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

指南》《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

指南》《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

学课程教材指南》《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

设规划》，众多内容走进课程教材，会

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面对记者的提问，申继亮表示：

“发布一系列指南和指导纲要，要解

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使重大主题教

育更系统化，克服碎片化，提升育人

效果。否则，一件事几个学科都在

讲，小学、初中、高中都在讲，没有递

进，反而会浪费时间。从这个角度来

讲，克服简单重复交叉等问题，系统

地安排主题教育内容，是有利于给学

生减负的。”

另外，申继亮指出，统筹谋划重

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不是增加知

识点的记忆，而是强化素养教育。比

如革命传统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英雄

气概、政治认同、高尚品德；劳动教育

要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使他们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念，掌握基本的劳动技

能，养成良好的劳动品质。此外，并

不建议所有重大主题教育都开设专

门课程，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

强调所有学科的有机融合，不建议单

独设课。“这些落实好了，对学生来讲

是一辈子受益的。”申继亮说。

申继亮介绍，设计这些主题进课

程教材时要注重育人方式的改革，比

如通过考察、参观、调研、研讨、辩论等

多样化的方式，解决机械记忆、简单刷

题等低效问题，既把主题教育落到实

处，又避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可见，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

的关键之一，是一线教师要更新自己

的教育教学方式，不断创新教育教学

方式，给学生带去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对已经印发试行一年的《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育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教育部教材局正

在组织开展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

情况调研评估，探索建立劳动教育质

量监测和改进机制。这一举措让湖

南省临澧县第二完全小学教师刘昌

稳“叫好”：“对标方案，编制好相应的

评价工具、完善课程内容，让评价导

向保障课程实施落地，正是现阶段我

们最需要的。”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审

核把关，对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

的程度、呈现方式等进行科学研判，才

能保证融入的科学性、专业性，真正为

提升育人效果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部：推进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