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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比较教育要为我国教育实践服务，除了服务于教育改革发展实

践以外，还应服务于教育对外开放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长期

坚持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方针，但是当前我国教育

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已转到“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

上来，这就为我国比较教育的价值取向选择和功能定位调适提出了现实要求。在新

时代，我国的比较教育要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确立“和而不同、

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要坚持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价值取向，

尤其把服务国际大局置于应有位置，重视“国际教育”领域建设，推进国际教育的理论

建设和实践探索；要改变偏重教育借鉴功能的状况，强化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

这是应答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对比较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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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新中国的比较教育因改革开

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如今已届不惑之年。我国的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实践探索、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贡献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是，伴随着中国

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伴随着国际社会日

益多元、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这种种情

形之下，我国的比较教育面对的是教育改革发展、教育对外开放日益深化和扩大的现

实需求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的知识、理论、模式、经验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我国的比较教育既要为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服务，还要为教育对外开放的伟大

实践服务，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在明确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对比较教育提出的现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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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辨识中国的比较教育对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所作出的应答的基础上，探讨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面对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我国

的比较教育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应当如何调适

自身的功能定位。

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演进

（一）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演进的五个阶段

本文从宏观视野出发，依据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发布的综合性教育改革文件和

专门性教育对外开放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10）、《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和《关于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7）等，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演进

历程分为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 1978年到 1992年。其始点是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并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其终点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在此期

间，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

件从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目的出发，初步确立了教育对外开放应当坚持的

指导方针。

第二个阶段，自1992年到1997年。其始点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

其终点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的方针。

第三个阶段，自 1997年到 2007年。其始点是 1997年 9月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

其终点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
制定、国务院于1999年1月13日批转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另外，教育

部于 2004年 2月 10日制定、国务院于同年 3月 3日批转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后者也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方针。

第四个阶段，自2007年到2012年。其始点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其终点是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扩大教育开放”的方针。

第五个阶段，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在这个阶段，2016年 4月
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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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要求“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另外，2017年9月2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个

文件提出了“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

（二）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

国共产党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地、创造性

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思想是指导各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的指导思

想，当然也是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指导思想。对于这一点，《关于做好新时

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讲得很好。该《意见》强调，新时期的教育对

外开放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1］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丰富内容的理论、思想体系。那么，在这些

理论、思想中，哪些能够构成指导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呢？笔者认为，

邓小平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论，江泽民关于世界各

种文明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思想，胡锦涛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习近平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成为我国开展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里暂且以邓小平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论为例

作以简要说明。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就讲到了

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另外，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开幕式上，

邓小平又讲到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到1992年
1月至 2月间发表“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完整地表达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

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2］邓小

平的这一理论当时就被当成了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思想。比如，1993
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地将坚持教育的改

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同时还将“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

功经验”作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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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应当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作为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对此，将在后面予以具体阐述。

（三）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

笔者通过梳理、研读上述教育改革开放文件注意到，这些文件表明了中国推行教

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方针。其指导方针包括多个层面，可分为战略方针、总体方

针、具体方针三个层面（详见表1）。
首先，在战略方针层面，有关文件分别指明了如下方针：（1）坚持教育开放，“大胆

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①；（2）把扩大教育对外开

放“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②；（3）坚持以教育开放促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

展③；（4）“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④。

其次，在总体方针层面，有关文件表明：“扩大”或“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总体方针和发展方向。具体一点

说，除了未对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作出专门规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1985）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7）以外，从《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1993）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的各个

教育改革开放文件在对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作出规定时，都在其主题中使用了“扩大”

①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第一部分“教育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的第（3）节中，在总结我国初步明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

则”时，共提出了八条原则，其中的第四条是：“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

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

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由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方针是：

坚持教育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

② 2004年2月，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把扩大教育对外开

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这就在战略的高度确定了教育对外开放

在国家教育战略中的应有地位。由此，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可以

看作是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方针。

③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部分“体制改革”

第十六章“扩大教育开放”第（四十八）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明确规定：“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笔者将其延伸性地解释为：坚持以教育开放促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并将其视为我国

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方针，该战略方针明确了教育对外开放与教育改革、发展的关系。

④ 2016年4月29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题目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该题目中

的后半句，即“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表明了当前我国开展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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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字眼①，这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方针。

最后，在具体方针层面，上述教育改革开放文件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个

别时期（20世纪末到21世纪前十年的期间）以外，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一直坚持的是

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方针。但是，当前我国教育对

外开放的指导方针已经发生转变，即转移到了“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

进办学治学经验”上来。这样，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就经历了三次转

变：其一，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教育经验的

方针，之后其指导方针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其二，20世纪 90年代末到 21世纪的前十

年，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未见有关文件载明，之后其指导方

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其三，2010年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实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经

验的方针，之后其指导方针发生了第三次转变，即自 2016年之后，实行“兼容并蓄”、

“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

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作以阐述。

（1）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概括地讲，这一阶段中国

的教育对外开放坚持的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的方针。这样的方

针是分别由《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1993）所表明的。

1985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没有对教育对外开放

政策作专门的规定，但是它在阐述“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

革的顺利进行”（第五部分）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

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要注意发达国家的有关经验，因为在发达国

家，新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新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

出现对其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3］可见，该文件从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角度，

阐明了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的指导方针。

另外，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专门对“进一步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第二部分第（14）节）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阐明

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的指导方针。［4］

综合这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笔者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

体指导方针概括为：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

①参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第二部分第（14）节：“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

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第十一部分：“进一步扩大教育

对外开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第三部分第十六章：“扩

大教育开放”。另外，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强调“坚

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这里的“坚持扩大开放”就是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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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世纪前十年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教育部于2004年2月制定、国

务院于同年 3月批转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

开放”（第十一部分）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其内容较前也有了很大的丰富。但是，这个

《计划》并没有像“1985年《决定》”和“1993年《纲要》”那样对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

方针作出明确规定。而此后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又再次提出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这就使得像此前吸

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教育经验这样的指导方针在这一阶段是不甚明朗的（尽管

这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和总体方针是明确的）。
表1 有关教育改革开放文件提出的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

文件名称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1993）

《2003-2007年教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200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2010）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

育对外开放工作的

若干意见》（2016）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

（2017）

战略方针

-

坚持教育开放，“大

胆吸收和借鉴人类

社会的一切文明成

果，勇于创新，敢于

试验”。

把扩大教育对外开

放“作为国家教育战

略的关键环节”。

坚持以教育开放促

进教育改革、促进教

育发展。

“开创更有质量更高

水平的教育对外开

放新局面”。

-

总体方针

-

“进一步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

“进一步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

“扩大教育开放”

“坚持扩大开放，做

强中国教育”

-

具体方针

教育体制改革“要注意借鉴国外

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特别是要注意发达国家在有

关方面的经验。

“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

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

-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经验”。

“以我为主、兼容并蓄”。

“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吸收

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

（3）21世纪10年代前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这一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的具体指导方针是由 2010年 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作出规定的。该文件在第十六章第（四十八）节中规定：“借鉴国际上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

响力和竞争力。”［5］这就对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作出了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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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笔者将其概括为：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

与上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具有模糊性相比较，此时再次明确了

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的指导方针，这是对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重

要性的再认识。不仅如此，这一方针的提出，既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对外开放

的具体指导方针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

（4）当前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

针是由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作出规定

的。另外，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也有相关规定。

“2016年《意见》”指出，新时期的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的工作原则是：“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以我为主、兼容并蓄，提升水平、内涵发展，平等合作、保障安全。”［6］笔者从中读

取出的当前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另外，“2017年
《意见》”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

相结合。继承我国优秀教育传统，立足我国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吸收世界先进办学

治学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7］笔者从中读取出的当前教

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

验”。结合这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笔者将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简

约地概括为：“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长期坚持的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吸

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但现在这一方针已转到“兼容并

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上来。就“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

提法来讲，它是对此前所坚持的指导方针的超越；另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

验”的提法又是对此前所坚持的指导方针的继承。

二、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

确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

改革开放4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随着教

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已经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一

项战略任务来抓。现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国的教

育对外开放也走向了提高质量、提高水平的新阶段。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已经确

立了“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指导方针。那么，站

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高点上，我国的比较教育如何为教育对外开放服务？

我们比较教育工作者要为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贯彻执行“兼容并蓄”、“融通中外”、

“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提供理论支持。

在新时代，我国的比较教育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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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应该认真思考其中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体”包括“五维一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

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8］比较教育的性质要求我们要从“文化”

的维度来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实践的指导意

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文化”的维度，构想了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理想。

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要求我们要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立场，坚持不同文明“没

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的观点，坚持“在和而不同中兼收并蓄，在交流互鉴中取

长补短”的方法。［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理论，对于具有

跨国性、跨文化性抑或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科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

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应当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立场，坚持不

同文明一律平等的观点，坚持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方

法。

那么，如何做到上述“三个坚持”呢？“鉴往知来”，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文化

研究”范式的倡导者顾明远教授和“和而不同”理论的首倡者王长纯教授的思想能够

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顾明远教授倡导的比较教育“文化研究”范式理论启示我们：（1）承认世界文化的

多元性。顾明远教授自认为是“文化相对主义者”［10］，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认

为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是“色彩纷呈的”，指出“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

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

文化”。顾明远教授基于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的立场，主张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

念，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范式。［11］（2）“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

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顾明远教授指出，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要克服

自身的思维定式甚至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

重他们的价值观”。［12］他还具体地说明了开展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如何尊重别国、

别民族文化的问题，即：“研究主体（比较教育工作者）要摒弃主体主文化的立场，要有

一个客观的参照系，来评价分析研究客体。同时，研究主体还应该站在客体文化的立

场上来理解客文化与研究客体（教育现象）的关系。”［13］（3）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

化传统，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顾明远教授倡导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范式，所坚持

的基本文化观是：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上，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

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

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对于后者，即吸收外来文化问题，顾明远教授认识到了

在教育国际化时代，人员交往、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之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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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的有利性；也认识到了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对于了解和认识别国文化的有

利性；还认识到了几个国家的学者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的有

效性。［14］在顾明远教授的这些思想中，体现着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立场，坚持不同文

明一律平等观点，坚持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方法的精

神。

另外，王长纯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将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现代

化转化，并使之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结合，创立了比较教育的“和而不同”理论。王长

纯教授的“和而不同”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旨趣是：（1）“我们需要能同世界其他

文化中诞生的比较教育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的、勇于创新和

探索的比较教育学。”［15］（2）“我们努力做的事情是使中西文化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提

携和相互融合创新，建设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品格、中国哲学底蕴的，吸

收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比较教育理论精华的多样化的中国比较教育理论。”［16］（3）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加强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通过中西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建设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充分开放的吸收了包括西

方在内的世界比较教育理论精华的多样化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推动教育改革与发

展。”［17］这些思想比较充分地表明了王长纯教授在建立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科、中国

特色比较教育理论、中国特色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主张中，体现出坚持各种文明（文化）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方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指导着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或者“全球

视野，本土行动”为旨趣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要有为建设开放包容世界做贡献的情

怀，要以“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们坚持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进行比较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

探索，能够应答我国不断扩大的教育对外开放对比较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为其坚持

“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提供理论指引，为其

科学地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方法论指导。

三、坚持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价值取向，尤其把服务“国际”大局

置于应有位置，扎实推进“国际教育”领域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教育国际合作

与交流不断向全方位、多（宽）领域、高（多）层次发展，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

高。2016年 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开展

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教育领域中的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一个是教育改革与发展，另一个是教育对外开放。将二者“统筹”起来，就是要致

力于通过教育改革发展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同时通过教育对外开放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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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比较教育坚持为教育实践服务的价值取向，就应

当统筹好教育领域中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为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又为教育对外

开放服务。那么，面对服务教育上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我国的比较教育

将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继承比较教育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传

统的同时，切实加强为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服务的职能，拓展新领域——“国际教

育”，积极开展国际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在为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对

外开放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据笔者观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比较

教育研究在为教育改革发展上所做的贡献似乎更大些，相对而言，在为教育对外开放

上所做的贡献似乎更小些。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

会的会刊《比较教育研究》在2018年第1-6期，共设置了27个栏目（不含“学术会议”和

“会议综述”栏目），发表了83篇论文①，其中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相关（暨国际教育

方面）的栏目只设置了2个（占7.41%），发表了9篇论文②（占10.84%）。从某种程度上

讲，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对国际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势及其地位

是不相称的。由此，笔者主张，我国的比较教育应当把“国际教育”领域凸显出来，把

它放到与“比较教育”并驾齐驱的位置，进一步推进国际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

使之真正发挥“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

凸显国际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

现实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由最初作为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

利进行的一个“积极因素”或手段（“1985年《决定》”），到后来被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问题域（“1993年《纲要》”），再到后来发展成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事业

（“2016年《意见》”）；而且，由最初只是提及“加强对外交流”（“1985年《决定》”），到后

来专门提出“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1993年《纲要》”），再到后来提出“教育国际

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2004年《计划》”），现在则提出向“更有

质量更高水平”方向发展（“2016年《意见》”），其发展轨迹和方式是加速度的、跨越式

的。我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向全方位、多（宽）领域、高（多）层次发展，要求我们

要积极地投身于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探寻国际教育发展的规律性。

①这27个栏目分别是（括号内系发表论文数）：“特稿”（1篇）、“教育现代化研究”（2篇）、“教育

政策研究”（4篇）、“教育评价研究”（共设置2期，5篇）、“高等教育研究”（共设置3期，12篇）、“创新创

业教育研究”（共设置2期，8篇）、“学校教育改革研究”（4篇）、“教师教育研究”（共设置2期，7篇）、

“教育思想与理论研究”（共设置2期，6篇）、“课程与教学研究”（共设置2期，5篇）、“青少年欺凌防治

教育研究”（2篇）、“教育管理研究”（2篇）、“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研究”（3篇）、“‘一带一路’教育研

究”（5篇）、“职业教育研究”（2篇）、“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研究”（4篇）、“教育国际化研究”（4篇）、

“学前教育研究”（3篇）、“生态文明教育研究”（2篇）、“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2篇）。

②这两个栏目分别是（括号内系发表论文数）：第4期设置的“‘一带一路’教育研究”栏目（5篇）

和第5期设置的“教育国际化研究”栏目（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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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比较教育框架内设置“国际教育”领域，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以下

三种情况促使我们尽早构建“国际教育”这个领域。其一，国际教育的目标越来越明

确了。现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目标（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目标）已经明确了。

仅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2010年 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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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另外，2016年 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则提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

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的目标。在比较教育中开展

国际教育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可以参考这些目标确定有本学科特色的培养目标，如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国际教育组织人才、国别教育和区域教育研究人才等等。其二，

国际教育的任务越来越明确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不断

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

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今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是：（1）加快

留学事业发展，提高留学教育质量；（2）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涉外办学水平；（3）加强高

端引领，提升我国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4）丰富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5）促

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6）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18］其中

包含着大量课题，如留学教育、涉外办学、师资交流、教育合作、国际理解教育、全球教

育治理、教育国际援助等，这些都需要去研究。受此启发，“国际教育”领域可以围绕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这个中心，就其中的课题展开专门研究，探寻国际教育发展的规

律，为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和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提供理念引领和方法论指导。其

三，加强国际教育研究，为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治理水平提供理论支撑，是促进我国教

育对外开放提高质量和水平的明确要求。2016年 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水平而提出了四方面的

举措，其中之一是“加强理论支撑”。在这个方面，该文件对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加

强国际问题研究、开展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研究、建设大学智库、统计和发布教育对外

开放事业发展数据、建立教育对外开放专家咨询组织、建设研究数据平台等，都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19］对于这些问题（群），我们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可以在“国际教育”框

架下、在自己的可能限度内大胆地去作为。

其实，在我国的比较教育中“国际教育”领域已处在建设之中，在体制机制、形式

内容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有关研究机构的名称已将“国际教育”的意涵囊括其中。早在20世纪90年
代中后期，国内几家老牌比较教育研究机构都将其名称改成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所、中心）”，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所改组成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所改组成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另外，后来成立的有关研究机构也都是以“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所、中心）”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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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西南大学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河北大学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等①。

这些研究机构在名称中加上“国际”二字，意在加强国际教育方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和学术交流等。还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国别和区域研

究基地中也有与教育相关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这是一个专门的国

际教育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改组和新设为开展和加强国际教育研究打下了体

制基础，做好了组织保障。

第二，有关研究机构设置了国际教育类研究方向和研究生课程。这里仅以六所

部属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培养为例作以说明。比如，北京师范大学设

有“国际教育”、“发展教育”等研究方向，开设有《发展教育导论》（学位专业课）和《国

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专业方向课）等课程；华东师范

大学设有“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等研究方向，开设有《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

究》、《国际教育政策分析》等课程；东北师范大学设有《国际与比较教育学Ⅰ、Ⅱ、Ⅲ》

（专业主干课）和《国际教育政策分析》、《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方向课）等课程；西南

大学开设有《教育政策国际比较》等选修课；华中师范大学设有“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研

究”研究方向，开设有《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理论与实践》（学科必修课）和《国际组织与

教育发展研究》（选修课程）等课程；陕西师范大学开设有《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选修

课。这些研究方向和课程的设置对于加强“国际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和通过人才培

养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并不断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著作。近些年，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对国际

教育研究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这里提供一些数据和事例作以说明。在科研论文的

产出方面，近三年来（2015-2017年），我们的会刊《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国际化研

究”（含“教育国际化”）栏目（共设置11期）下发表了45篇论文，在“‘一带一路’教育研

究”栏目（共设置8期）下发表了34篇论文，在“教育质量国际测评研究”（含“教育质量

国际测评”）栏目（共设置 3期）下发表了 9篇论文，在“全民教育研究”栏目（共设置 3
期）下发表了7篇论文，在“APEC教育区域化研究”（设置1期）栏目下发表了5篇论文，

这些方面（栏目）的论文总数达100篇。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我国对国际教育问题的研

究出现了强劲势头。另外，在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这里仅举一例，就是张民选教授

主编的《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丛书》是近年出版的影响力较大的国际教育方面的著

作。这套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际组织的有关教育理念和政策，对于我国的国际

教育研究实践和国际化人才培养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些科研论著的发表和出版

能够为我国国际教育实践的深入开展和理论升华提供有力的支撑。

①除了文中提到的几家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所、中心）以外，国内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机

构还有（排名不分先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浙江师范

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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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组织和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社

会服务和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不多赘述。

虽然我们在比较教育框架内开展了各种国际教育活动，但是笔者仍然主张还有

进一步加强“国际教育”领域建设的必要。笔者思考的基点在于，我们应当对国际教

育进行相对化的对待，即对于“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地来考量，

进而在“国际教育”领域的视域中，从国际视野出发，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国

际教育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探寻国际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谋求中国特色国际教育理

论的创生，以使其更好地指导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展，真正地促使我国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提高质量、提升水平。

四、在重视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功能的同时，

强化其国际理解、文化理解的功能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个别“具体指导方针”不明朗的时期以外，我国

的教育对外开放一直明确坚持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

的方针。其原因和理由主要是基于党和国家对我国教育所面临国内、国际情况的判

断（主要参见“1985年《决定》”、“1993年《纲要》”、“1998年《计划》”、“2004年《计划》”、

“2010年《纲要》”），笔者将其大意概括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偏低，与外国特别是发

达国家相比有差距，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差距，落后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形势，落后于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不适应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难

以迎接国际上激烈的人才竞争的挑战。从其真意上讲，这些原因和理由说明的是我

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其实它们也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坚持吸

收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方针的缘由，这是因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

的政策逻辑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为的是促进我

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已经建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体系”、“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不

断增强”的今天，党和国家依然提出了“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究其原

因，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20］其根底仍然是我国坚持“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教育开放促教育改革、促教育发展这个“重要法宝”的缘故。

吸收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用比较教育的专业术语来说，就

是“教育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比较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

工作者在比较教育学科视野中，从学科特性、认识论、价值论、目的论、功能论等多个

视角，对教育借鉴进行了种种探讨，还对教育借鉴本身的问题进行了种种探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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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在指导方针等方面的理念诉求。

教育借鉴堪称是比较教育的“核心功能”，更准确地说，它是比较教育的“主要功

能”之一。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教育借鉴的功能，

其最初的发展阶段（1817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教育借鉴”的时代，就新中

国的比较教育而言，它在得到恢复重建伊始就被视为吸取各国教育优良经验的“借

鉴”性学科。［21］随着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探讨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的

教育借鉴功能的探讨从未间断，发表了大量论著，①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解的理论观点

和主张。其中，既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正面阐释和评价，还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质疑

和反思；既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发展性补论，还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超越性新论。无

论如何，比较教育具有“教育借鉴”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们已经

形成了共识。既然现在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仍然坚持“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

的方针，那么我国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就应当以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理

论作为参考。同时，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包括国际教育研究，也应当观照推行教育

对外开放政策、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实践。

现在，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已经超越了单方面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

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阶段，在坚持“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方针下推进教育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时代主题。另外，从应有状态来说，教育国

际交流与合作应当有三个向度，即“教育借鉴”（内向式借入、输入）、交互式教育交流

与合作、“教育传播”（外向式贷出、输出）。当前，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坚持“兼容并

蓄”、“融通中外”的方针，对于开展全向度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同时，对于我国的比较教育拓展自身的研究功能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质疑和反思性讨论以及发展性、超越性讨

论，对于我们迎接这种挑战很有启发意义。针对比较教育的“传统”的教育借鉴功能，

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教育“理解”功能理论。

教育理解功能的向度应当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另一个是“文化”。这是说比较教育

具有教育的国际理解和文化理解的功能。这两个侧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而可以

说比较教育具有国际文化理解的功能。如何辨明和发挥这个功能是两个难题，关键

是如何理解其中的“理解”。我国学者彭虹斌基于“各国的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生

存于各个国家的人群所创造的教育生活世界，比较教育所研究的对象既是一种历史

性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存在于各国的教育状况我们只能对它们进行

解读、阐释，达成理解”的认识，把“理解”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时代”功能。在他看

来，“理解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过程”，理解是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理解具有历史

① 2018年6月30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比较教育”和“教育借鉴”为关键词，依“主题”进

行搜索，共获得了32篇文献（含1篇英文文献），刨除题目中相关度不大的4篇论文，共得到有效文献

28篇（除1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以外，其余均为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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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相对性”，理解是“双向互动”行为，“理解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22］把握住这五点

“理解”就能比较充分地理解比较教育的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的要义。笔者在此

重提比较教育的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功能“在促进对他国异

文化的理解、各国的教育合作和交流、消除大国沙文主义及地方文化偏见等方面的作

用突出”，［23］更直接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4］的发

展方向，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议题除了一部分属于“教育借鉴”性质的以外（如

“借鉴世界名校先进管理经验”等），大部分属于交互式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内

容（如留学生派遣、接收、教育、管理、服务等），此外还有“教育传播”方面的内容（如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传播中国理念”等），这要求我国的比较教育

要对此进行相应的应答。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坚持比较教育的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

能，可以为我国坚持“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方针，开展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

动提供理念引领和方法指导。相对于过去吸收借鉴一边倒的政策倾向，“引进来和走

出去并重”的政策倾向可谓是巨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比较教育依然坚持“教育借

鉴”功能一枝独秀就不完全合乎时宜了。我们应当采取的认识和行动方式是在承认

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功能具有持续有效性的同时，强化其国际理解、文化理解的功

能，超越“借鉴”、追求“理解”，真正走向“‘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25］

五、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新时代，中国

的比较教育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将是由面向“现代化”的比

较教育转向面向“现代化”和面向“世界”并重的比较教育，以国际与比较教育的姿态

走向“未来”。由比较教育转向国际与比较教育，是由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和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所促进的。由比较教育转向国际与比较

教育，并不是在原来的“比较教育”的基础上简单地叠加上“国际教育”，而是有机地建

设国际与比较教育学这个学科。站稳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为中国教育对外开

放服务这个根本立场，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定学科自信，勇于创新，就能够把国际

与比较教育学建设好。明确了这个大前提，本文主张坚持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建设“国际教育”领域，更加重视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这

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言说，如何去做还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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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n Opening-Up Policy of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Value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 Loca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Dew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China's comparative education must serve Chinese educational practice.In

addition to serving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it should also serve
the practice of opening-up of China's education.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opening-up of China's education ha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absorbing and
learning from foreign（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or international countries）advanced educa⁃
tion experiences.However，the current guidelines for the opening-up of China's education
have turned to "inclusive"，"merging Chinese and foreign features" and "acquiring the
world's advanced experiences in school running"，which puts forward realistic requirements
for the value orientation selection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djustment of comparative edu⁃
cation in China.In the new era，China's comparative education must adhere t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establish the con⁃
cept of "harmony within diversity，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ing，exchanges，and mutu⁃
al complementarily".At the same time，we must adhere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erving
two major overall situations includ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we must especially p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erving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a proper
position，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ield，and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oreover，it must change the status of educational reference fun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ed⁃
ucatio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function.These are all the needs of responding
to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for opening-up of China's education to the comparative educa⁃
tion disciplines.

Key Words：comparative education；opening-up of China's education；the ideology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ield；the function of edu⁃
c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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