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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

方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科学规划充分发挥了“风向标”、“加油站”、“宣传队”和“守夜

人”的作用。在新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中，要运用规划的方法，调动力量、配置资源、推动

创新。要把旗举好，把关把好，把势判好，把图画好，把标定好，把桥造好，把人育好，把事

办好。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和人口结构的关

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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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党中央也刚刚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召开第七届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

议，具有重要意义。我想借此机会，就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工作谈点意见。

一、推进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

教育科研和教育科学规划工作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 35 年

来，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

践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有力地指导着教育科学规划工作。

多年来，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充分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

一是发挥了“风向标”作用。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突出国

家水准，紧紧围绕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

关注的重大问题推进前瞻性、对策性和应用

性研究，引导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较

好地解决了科研导向问题。

二是发挥了“加油站”作用。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工作不仅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加

油”，提供理论指导，也为教育科学繁荣发展

自我“加油”，突出表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是发挥了“宣传队”作用。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比较多，比较快，也比较

——————————

* 本文系作者在第七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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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例，这几年

就承担了很多任务，围绕部党组的中心工作

实行重大转轨，目前已经产出了很多好的成

果，还有一些重大课题正在推进。此外，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的一些重大课题，以及一些自

选课题成果也得到了较好的转化。这些成果

及时转化为改革的方案，转化为发展的措施，

转化为应对各方面关切的实际举措。

四是发挥了“守夜人”作用。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引导、组织教

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坚守科研诚信、学术伦理

和学术规范，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学风建设成

效显著。尽管高质量的教育科研质量可能少

一些，处于中间水平的成果多一些，但我们并

没有浮躁，或者说较好地克服了浮躁。

同时，应清晰地看到，在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进

程中，教育科学的理论供给还严重不足，往往

是实践跑到前边，群众的需求跑到前面，现实

的问题跑到前面，理论的研究跟不上实践的

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建设与教

育现代化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以及

加强规则和制度建设，推动中国教育逐步走

向世界教育中心等需求和问题，理论的供给

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急需做好教育科学

研究工作，增加理论的有效供给。要做好这

一点，必须做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工作。

二、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教育科学规划的作用

规划是一种战略安排。重视规划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方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基本战略和

长期战略就是改革开放，这也是我们的基本

国策。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我国分阶段地作

出规划，建立了自己的规划体系，充分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不仅制

定规划，而且不断地研究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改革开放40年我

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教育科学规划是在教

育科学研究中运用规划的办法，组织团队，调

动力量，配置资源，推动创新，这是一种有效

的方法，也是我们体制的优势所在。今后一

个时期，要充分发挥规划的优势，用好规划的

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推动教育科学繁荣发展。

一是把旗举好。“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之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之旗。把旗举好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新时代，教育科学规划

工作要重视思想的引领，以新思想指引新征

程。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新

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瞄准教育现代化2035等

国家战略需求，举好思想旗帜，用理论创新的

最新成果指导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这

是我们的根本遵循。

二是把关把好。“关”主要是指政治关、

业务关、质量关。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浓厚的

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是全新的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是别国的

教育没有遇到的。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刻认

识教育科研的意识形态属性，把好政治关，坚

持走自己的道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好

业务关主要是把好学术关，要确定学术标准，

守住学术底线，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建

设，弘扬优良学风。把好质量关就是要不断

提高研究和规划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使教育

科学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科学，真正肩负

起指导和武装教育实践的重任。教育科学自

身的特点决定了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差别，教

育科学和教育本身非常相似，教育人人皆可

言说，教育科学也是如此，因而教育科学很容

易受到个人的意见、经验或感觉的影响，很容

易出现质量问题。对于教育科学来说，提高

质量特别重要，要学会聚焦，使教育科学的边

界清晰起来、本质突出出来、作用鲜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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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势判好。“势”是形势、态势和走

势。要研判好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现实的

态势和历史的走势，教育科学要为教育事业

改革发展造势。比如，对于教育发展而言，目

前国家和基层的感觉是有差距的，群众的感

觉和教育部门自身的感觉是有差距的，政治

上的感觉和现实状况上的感觉是有差距的，

舆论带来的压力和来自基层一线的压力是有

差距的，这些都属于势的范畴。如果对这些

“势”研判不清楚，我们确定的目标和采取的

政策措施就会缺乏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目前，教育科研在研判形势方面的供给

相对缺乏。对于舆论和网络中的各种争议与

说法，教育科研工作者缺乏研判，缺乏应对，

缺乏引导。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与

现实结合得还不够紧密，还不能真正做到问

题导向。教育科研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差距，

把势判好，这对于教育发展极为重要。

四是把图画好。“图”是路线图、施工图

和责任图。教育科学研究要为新时代教育改

革发展画好图，做好战略谋划和战术安排，提

供政策工具包。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以及

五年实施方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蓝图，教育

科研要把图纸画好。同时，目前教育科研中

的三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时不时地发表些

“空对空”的文章，研究在那里“空转”，充其

量就是调节“温度”，发挥不了大的作用。二

是从西方拿过来一些东西，只做介绍和描述，

不能依据中国国情批判性地深入研究。三是

研究严重脱离实际，开口几大战略，闭口几大

目标，没有操作性，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

要。所以，把图画好特别重要，这是教育科学

研究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无论是理论导

向、心理导向、社会导向还是结构导向的教育

科学研究，都要紧密联系实际，把图画好。只

有画好图，才能施好工。教育科学自身具有

联系实际、经世致用的效果和作用，在组织研

究时要注意教育科研的这种品格。把图画好

也是成果转化的关键所在。

五是把标定好。“标”是标准。规划好、

组织好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

质量和水平，需要在坚守学术诚信和学术规

范的基础上，确定好评价标准，确定好发展目

标。把标定好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

导教育科学研究健康发展。这个“标”涉及教

育科学本身的量的品质。教育科学研究要有

量的考量。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大都是定性

的、伦理的，而现在许多教育研究是心理的，

通过个体和个案研究来看一般和社会。我们

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要有质的要求，又要

通过目标和指标评价，使教育科学具有量的

品质。把标定好，才能更好地提高教育科研

的品质。

六是把桥造好。“桥”是教育科学研究的

方法论。把桥造好，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促进教育科学研

究和现代前沿学科的方法整合，探索自己特

有的方法论。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逻辑起点在哪里，中国

教育理论大厦从哪里建立起来的，研究这些

基本问题，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现在更多的是

阐释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和一种主张，而对理

论体系的方法论研究明显不够，这是教育科

学研究的一个短板。要通过对认识论、方法

论的深入研究，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把众

多的理论、观点和主张贯通起来，形成完整的

体系。因此，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不仅要注重

方法论研究，还要重视规划编制方法的研究，

不断提升规划水平。

七是把人育好。“育人”对于教育科学规

划工作而言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教育科研要

为教育发展服务，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供科学指导，服务于“育人”这一核心工

作。二是为教育科学事业发展育好人，把科

研队伍组织好，形成科研的骨干力量、基本队

伍和领军人物。要不断发现好苗子，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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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力量。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具有培育人

才、发现人才、端正学风的重要功能，对教育

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支持、激励和引导作

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大力支

持教育科研和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不断健全

各级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对地方教育科学规

划办等科研管理部门给予专门设置、专门编

制、专门人员、专门经费和专门项目的支持，

要明确教育科研工作育人的双重意义，以高

质量的科研人才支撑起高质量的学校人才培

养工作。

八是把事办好。说一千道一万，最终是

要把教育科学规划这件事办好。加强规划体

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形成的总体性改革方法论，加强教育

规划是对教育发展长期性和周期性规律的认

识，加强教育规划也是新时代面临纷繁复杂

的国情、世情和教情，在解决复杂教育问题时

的必然要求。对于教育科学规划工作而言，

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事办好，提高

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水平，更好服务于教育科

学研究工作。要为解决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面

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服务，为部党

组的中心工作提供服务。

三、聚焦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要为教育改革发展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支撑，研究方向

要更加聚焦，提高理论有效供给的能力和水

平，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一是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对于教育科学研究而言，在研

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时

要往深里做，往心里走。要把重心放在理论

阐释的深刻性和穿透力上，要有理论框架和

学理支撑，要有观点创新和理论发现。要条

分缕析地进行梳理，要与教育工作者的实际

经验和认知结构挂钩，增强他们的理性认识

和理论自觉。

二是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突破口和目标措施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教育

高质量发展关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

权，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把自主创新搞

好，把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培养好，这是教

育肩负的重大责任。

三是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和中国人口结构

的关系问题。我国教育事业和人口结构是高

度耦合的，是在特定人口结构基础上的教

育。教育发展的很多问题与人口结构特征及

其变化密切相关，人口结构对教育模式、教育

方法以及家庭教育都会带来决定性影响。要

研究国内人口政策变动带来的教育问题。

四是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

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我国经历了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大飞跃。我国教育

发展的很多理论问题、经验问题和现实问题

都与这三大飞跃有关，中国特色就是在这个

过程中形成的。要认真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

立70年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五是深入研究新时代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的目标和结构模式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教

育领域“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都已基本出

台，现在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要研究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最终目标和结

构模式问题，要根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以及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等目标来设

计我国的教育体制。

六是深入研究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并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问题。改革开放

40年我国教育的发展极为迅速，体现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

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我国已经建立了

九个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中教育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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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中国教育和中国教育科研在参与全球

治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

七是深入研究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落实机制研究。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调了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今后的教育工作要解决好三个“五”：

一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大要素；二是

师生校家社五大主体；三是人财物时空五大

条件。要深入研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

要“优先”和“支撑”的方面。

在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要围绕这些重

大问题，组织力量深入研究，为国家教育改革

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供给，切实发挥教育科

学研究的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教育改革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Pushing Forwar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lanning

Chen Baosheng

Abstract：Planning is a major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a great strategy for
the CPC's governance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planning for education science has played such
significant roles as a "weather vane，" a "gas station，" a "public communication team，" and a "night watchman." In the
new era，educational research should，by means of planning，mobilize relevant forces，allocate the resources，and
promote innovations. We are supposed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erve as a strict
gatekeeper in the planning for education science by imposing strict inspections on political， professional and
quality-based matters，make a correct judg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paint a good picture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establish a good standard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build a good bridg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by using correct
methods to conduct educational research，cultivate qualified talent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and make a good plan for
education science. In particular，we should conduct research into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education，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and other major proble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planning for education science；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uthor：Chen Baosheng，Party Group Secretary and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RC （Beijing

100816）

［责任编辑：金东贤］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