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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论述
J规定性和指导意义

凯

北京100872)

寿梳理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摘 要：

r根本遵循。“九个坚持”深刻阐释了教育的一于教育的重要

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的关于教育的思想理论体 l营
系列方向性、

芝设的行动指南，明确了推进“双一流”建设系．是指导新

、办学路径、价值导向、发展动力等重大问的领导力量、

题．为新时代

9教育大会；双一流；九个坚持关键词：

中图分类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的时代内涵。充分认识新时代

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我国教

育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产物。按布迪厄的场域理

论来解释，“新时代”的话语体系首先来自政

治、经济的“元场域”．而其他场域更多是作为

其附属场域并接受支配的，教育场域亦不例外。【2】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

国教育场域进人新时代。教育进入新时代，意

味着我国教育的历史方位由过去的教育大国进

入现在的教育强国时代。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

中。我们经历了从“穷国”到“大国”再到

“强国”的转变。与此相对应，我们在教育领域

也从过去“穷国办大教育”到现在“大国办强

教育”，中国教育开始从追求体量和规模世界第

一向追求质量和内涵世界第一转变，中国教育

正式开启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宏伟征

程。教育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教育领域的主要

矛盾从过去的“有学上”转变为现在的“上好

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体现在教育领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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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建设如何更加公平地让全体人民受益，

如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如何体现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初心．是一个亟需回答的时

代课题。对于“双一流”建设而言，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意味着要让全体人民享有更

好更公平的高等教育，这就要通过建立“双一

流”高校与非“双一流”高校协同机制．利用

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现代新兴信息技术．扩大

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在开放共享中实现更加公

平更加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增加“双

一流”建设的“外溢”效应，不断提高我国高

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最终满足人民群众对公

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向往和期待。

7．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明确了“双一

流”建设的发展动力

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是办好我国教育事

业的根本要求和动力。“双一流”建设本身就是

高等教育领域重点建设政策改革创新的产物。

“改革发展”从一开始就成为“双一流”建设推

进的基本原则，也是“双一流”建设的最亮的

特色。事实上，坚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打

破身份固化、强化绩效激励，这些都是针对过

去“985”“211”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

复交叉等问题所开的“药方”．同时也是未来推

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动力。“双一流”建设

通过政策实施实现竞争择优和动态调整．无论

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还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都将面临“名单能上能下、资金能多能少”的

不确定性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不断推进“双一

流”建设向前发展的生命所在，也是不断推进

“双一流”建设的发展动力所在。

8．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

的重要使命。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发展目

的和使命担当

教育的重要使命要在历史方位中重新审视。

“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使命也一定要放在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方位中加以审视。概而言

之．就是“双一流”建设与“强国梦”“中国

梦”紧密相连。“双一流”建设这一重大决策，

承载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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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代表的国家理想。[241要实现

这样的国家理想．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科技和人

才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对高等

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

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烈”。㈤而“双一流”建设正是着眼于提高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做出的战略决

策。因此，“双一流”建设要自觉将自身发展融

人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与国家现代化发展

同频共振，努力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的中国梦。

昌9．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明

确了“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力量

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 冒水平。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 口

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冒作为三项基础性工作之一：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仙T胜，’ ／,／r：扎寸4非囝蜘春宙、¨．：t：rfl他．¨0I jn^^

“九个坚持”之一。作为中国大学冲刺国际前

列、打造顶尖学府的“冲锋号”，一流师资队伍

建设也被列为“双一流”五大建设内容之首要

任务。杰出的教师团队是一流大学发展的核心

要素，一流的师资队伍对一流大学的建设起到

支撑的作用．是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的基础。I纠因此，对于“双一流”建设而言．要

始终将教师队伍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深入实施

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引进与培育并举。加快国

际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加快培养一批活跃在

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

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以高层次

人才为引领，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此

同时，遵循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建设适合人才

成长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最大限度激发教师队

伍成长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助力“双

一流”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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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f N|．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规定

人民El报，2017—10—28(01)．和明确了推进“双一流”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

[4][9][16]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论和实践问题。在新时代“双一流”建设中坚

会上的讲话[N】．人民El报，2018—05—03(02)．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51 P．G．阿尔特巴赫，蒋凯．作为中心与边就是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校始终

缘的大学U]．高等教育研究，2001，(4)：21—27．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就是要始终坚

『61顾明远．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于教育重要论述U]．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导、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

(2)：9—12．之才：就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

[7】[8】8[11】[15】[18】[20】[25】新华网．习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要始终坚持

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坚持特色建设、内

[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涵建设和高质量建设：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
翅

2016—12／08／c一1 120082577．htm，2016—12—08．为中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高等教育发展改

[10][13][17]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革成果；就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为发展动力，

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关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推动教育现代化和高校内涵式发展上走在全

建设者和接班人『N1．人民日报，2018—09—11国高校前列：就是要始终坚持将自身发展融入

(01)．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

想 『141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始终坚持将教师作

教育的重要论述『M1．人民出版社，2019．36．72．为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培养造就一支党和人民

f19]王建国．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世．i巴^厶土厶lI：C口‘，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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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p between Scientific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Gaokao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Governance Dilemma

一一Tal【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Score System as an Example

Zhang Huijie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wo variables of policy scientificity and policy acceptability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score system in China．It is found that the Gaokao reform i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system scientificity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audience．The reform of

Gaokao system must be based on the universal acceptance of the audience，or eve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ical level will be difficult to follow．In China，the breakthrough of the predicament of Gaokao is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trengthen the audience’S acceptance of the specific reform measur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ppropriate disclosure of the examination data and the explanation in improv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audience，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Gaokao in China．The study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data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ecurity of Gaokao，

furtherm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the top

level and organiz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opinion guide based on the data information．

Key words：Gaokao system；Standard score system；Scientific；Acceptability；The examination

governance dilemma

(上接第8页)

The Prescriptiv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Education

Z危ⅡXinkai

Abstract：Through‘‘Nine Persistences”。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summarized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education since the 1 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viding the fundamental follow-up for U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work．“Nine Persistence’’profoundly

explains a series of directional，fundamental，overall and strategic issues of education，constitute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education，is a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double first-class”，and clearly defines the leadership，fundamental

tasks，strategic position，higher education direction，school-running path，value orientation，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SO on，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double first-class”，providing a fundamental follow for

the construction of“double first—class”in the new era．

Key words：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education；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Double

first—-class；Nine persis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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