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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继续教育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本研究

通过对我国有关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政府文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学习型城市特征和指标进行

比较，探讨互联网时代我国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研究发现，继续教育是与普

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的终身教育体系三大子系统之一。继续教育涵盖的范围广泛，包括从业人员

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以及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教育等。学习型城市建设包括九个

方面的内容，即发展终身学习文化、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各类学校后教育、关注各类群体的学

校后学习、建设学习场地和学习资源、保证经费投入、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扩大志愿者

队伍。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与继续教育的任务是一致的，互联网+继续教育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

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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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提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

成果惠及 13 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新华网, 2015）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有7亿网民，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新华网, 2016）
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

和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哲学

基础、社会和教育的关系、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

的供给方式、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

各方面都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停留在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层面，而是教育与社

会、城乡、行业和社区深度融合，并且教育融入人们

的生活方式之中，为学习型城市的持续和有效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城市是建设未来城市

的核心内容。21世纪以来，全球掀起了建设学习型

城市的热潮。2013年，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学习型

城市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大

会上提出“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学习型城市是指

一个促进所有人终身学习的城市，包括六方面的内容：

①有效调动各个环节的资源，全面提高从基础教育到

高等教育的入学率；②活跃家庭和社区的学习氛围；

③促进职业培训和工作场所当中的学习；④扩展现代

学习技术的应用；⑤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⑥创造充

满活力的终身学习文化。（UNESCO, 2013）
我国政府多年来大力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

2002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

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

市”活动，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人民网, 2002）。
2002年 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重要文件

中首次提出“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概念

（中国网, 2002）。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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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体制

改革。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学习型社会。”（中国网, 2003）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

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理念，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参与终

身学习，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和学习型社区建

设。”（国务院, 2003） 2004年 2月，教育部发布的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

多样化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以更新知识和提高

技能为重点，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的活动”。（教育部, 2004）
2004年 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提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

建立学习型社会”。（人民网, 2004） 2005年 10月，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

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人民网, 2005） 2006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中国网, 2006）。2007年5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构

建现代化教育体系，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国务院, 2007）
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意见》，结合我国国情和区域发展

特点确定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具体目标，提出“到

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市（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创

建学习型城市工作覆盖率分别达到 90%、80%和

70%”的建设目标（教育部, 2014）。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贺电中提出“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

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学习型社会”。（新华网, 2015） 2017年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办好继续教育，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求是网,
2017）。

从以上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学习型社会

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已

经把学习型城市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

相关文件也明确了通过发展终身学习推动学习型社

会建设，继续教育是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办

好继续教育以加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全球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国的互联网发展

更是处于世界的前沿，互联网应用已经融入人们的

生活和学习之中，这给终身学习理念、学习资源和

学习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为推动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实践发展，我们需要厘清继续教育在终身教

育体系中的定位，分析继续教育在促进学习型城市

建设中的任务，为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政策制定

提供依据和参考。

二、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终身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

用，30 年前提出的全民教育理念逐渐转向强调优

质、灵活的终身学习的新理念。全民教育注重的是

为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受教育的条件，如教

学设备、教科书、师资等，让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

机会。随着互联网时代优质网络学习资源不断丰

富，网络学习形式变得灵活多样，终身学习关注的

重点转向人们终身学习的质量和学习成效，强调正

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以及无一定形式学习的学习成

果的认证和认可。为此，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

始，国际上掀起了建立衔接和沟通各级各类教育的

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的热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2017年联合发布

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资历框架目录》的统计，全球

建立和实施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的国家总数超过 159
个，覆盖联合国列出的193个主权国家的四分之三，

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同时，在国际上终身教育资历框架已经发展到资历和

学分跨国互认阶段，全球建立了 7个区域资历参照

框架，为126个国家提供资历和学分跨国对接的标准

（CEDEFOP, 2017），它们分别是欧盟资历框架、东盟

资历参考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资历框架、太平

洋资历框架、加勒比共同体资历框架、英联邦小国资

历框架以及海湾资历框架（CEDEFOP, 2017）。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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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建立的国家终身教育资历框架中，终身教育体系

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大子系统，继

续教育包括离开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后的所有教育

和学习活动。

从我国继续教育的定位来看，在2010年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了继续教

育的范围，首次把继续教育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列为六大发展

任务（教育部, 2010）。可以看出，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属于普通教育系列，

因此我国终身教育系统也是由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

继续教育三大子系统组成的。

国际上提出的终身教育资历框架，在我国称为各

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和横向沟通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建设终身学习立交桥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一项

国策。2013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提出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

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新华社, 2013）。2014年

8月 1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要求构建衔接沟通各

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中国网, 2014）。2016年颁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个人学

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

道，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

职业技能级别学分转换互认”（国务院, 2016），首次

在国家层面提出制定国家资历框架。这既是教育国际

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终身教育实践发展的需求。

在资历框架中，继续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

列的终身教育体系子系统，在建设终身学习社会中起

到关键作用。

综合国内外有关终身教育政策的文献可以看到，

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普通

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的三大教育子系统之一。这样定

位继续教育不仅具有科学性，也具有合理性。学习型

城市是指全民终身学习，终身学习所对应的不是学校

中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是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

社会化、大众化、终身化的大教育。继续教育要走

出校园，融入行业、社区和整个社会，采用互联网

技术，通过灵活多样的学习资源和新型的教学模式

给人们提供持续终身的学习机会，从而促进学习型城

市的建设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继续教育在学习

型城市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

三、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三大子系统之一，

那么，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在

哪些方面呢？这一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政策文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特征和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我国继续教育在学

习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这部分研究基于三方面的文献分析：第一，我国

关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文件内容，即本文第一部分

介绍的10份文件。第二，由于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以

城市为单位的，各城市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精神也

先后出台落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文件。以北京市为

例，选择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包括2007
年颁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大

力推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决定》、2012年颁布

的《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十二五”规划》、

2016 年颁布的《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

（2016—2020年）》和2018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

告》。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四份有关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文件，包括2012年的《全球学习型城

市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2013年的《学习型城市

关键特征》以及2017年在爱尔兰科克市召开的“第

三届学习型城市国际大会”上发布的《科克倡议》

和随后的《学习型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行动

指南》。

比较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内容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有关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指标，综合结果

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学习型城市建设包括九个维

度，即目的、技术、类型、群体、资源、经费、体制

机制、制度和志愿者。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

的作用，可以从这九个维度来分析。

第一，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目的方面，我国强

调培育终身学习文化，促进城市的包容、繁荣和可

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需求更紧密结合。这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的是发展

03



中国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2019, NO.2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2019, NO.2

2019年第2期 中国远程教育2019年第2期

终身学习文化、促进城市的包容和推动经济可持续

发展是一致的。然而，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的

还包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贯穿终身教

育的始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学习型城市

要促进绿色和健康、公平和包容、体面的就业与创

业三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发展继续教育和建

设学习型城市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提出的绿色和健康、公平和包容、体面的就业

与创业的任务，需要在我国继续教育的政策文件和

实践发展中得到体现。

第二，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技术应用方面，我国

强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继续教育信息

化，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

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强调在学习型城市建

设中要应用信息技术，采用现代学习技术，开展开放

与远程教育。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的新时代，

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从传统的开放和远程教育向

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发展，凸显

了我国利用互联网发展继续教育、推动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优势。

第三，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教育类型方面，我国

强调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职工继续教育、职工教育

培训、农村职业教育等。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

件强调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社区学习、工作场所中的

学习、失业人员培训、成人学习、成人培训、员工教

育培训、建设学习型组织是一致的，关注行业、企业

提供的教育和培训以及社区为各类群体组织的教育和

学习。这正是终身教育体系中不同类型的继续教育，

即学校教育以后的各级各类教育。

第四，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所关注的人员群体方

面，我国强调从业人员、老年人、农民工、失业者、

低技能者、残障人士、居民、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新型

职业农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强调学习型城市

建设关注的群体是从业人员、妇女和女童、残障人

士、移民和难民以及少数民族、失业人员、老年人、

市民、无业青年、公共及私有部门员工。可以看到，

我国继续教育服务的人员群体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服

务的群体是一致的，特别关注从业人员、特殊群体

和弱势群体的教育和学习。

第五，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学习资源方面，我

国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提供社会公共

文化设施和社会文化资源、提供网络学习资源和微

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强调学习型城市建

设中的基础设施、公共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文

化中心以及高质量的网络学习资源。继续教育就是

要为全体市民特别是成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我

国的继续教育发展特别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和

共享，这与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和发展中大国办

教育的需求有关。

第六，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经费投入方面，我国

强调经费由政府/社区投入、用人单位和学习者分担

学习成本以及多渠道筹措经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文件强调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公共预算、雇主专项财

政补助以及雇主投入。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学

表1 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内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建

设指标的比较

主体

目的

技术

类型

群体

资源

经费

体制
机制

制度

志愿者

我国学习型城市
建设内容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终身学习文化，促进城
市的包容、繁荣和可持续发
展，与经济发展需求紧密
结合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
进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构
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
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职工
继续教育、职工教育培训、
农村职业教育、学习型组织

从业人员、老年人、农民
工、失业者、低技能者、残
障人士、居民、就业困难人
员和新型职业农民

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
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社会文
化资源，网络学习资源、微
课程
政府/社区投入，用人单位
和学习者分担学习成本，多
渠道筹措经费
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加
强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终身
教育监控机制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学习
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个
人学分账号和学分累积制度
扩大志愿者队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
城市建设指标

终身学习文化，促进绿色和
健康、公平和包容、体面的
就业与创业三大领域的可持
续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
发展
应用信息技术，采用现代学
习技术 （计算机、互联网
等），开放与远程教育

社区学习、工作场所学习、
失业人员培训、成人学习、
成人培训、员工教育培训、
学习型组织
从业人员、妇女和女童、残
障人士、移民和难民以及少
数民族、失业人员、老年
人、市民、无业青年、公共
及私有部门员工
基础设施，公共图书馆，社
区学习中心、文化中心，高
质量网络学习资源

公共预算，雇主专项财政补
助，雇主投入

全民终身学习法律法规，公
共政策和策略方针

学习成果认证及奖励体系

志愿者参与率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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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分担学习成本和通过多渠道筹措经费为有需要的

人士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都是必要的。

第七，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体制方面，我国强调

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加强继续教育法制建设以及

建立终身教育监控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强

调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要建立保障全民终身学习的法

律法规、完善公共政策和策略方针。两者都提出要通

过发展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需要有相应的机制和体制来加以保障。

第八，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制度方面，我国强调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开展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

转换，建立个人学分账号和学分累积制度，这都需要

通过学习成果认证得以实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强调学习成果认证及奖励体系是一

致的。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银行制度建设已

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发展的重点任务。

第九，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志愿者活动方面，我

国强调扩大志愿者队伍。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

件强调志愿者参与率是一致的。要建设互联网时代的

终身学习社会，在继续教育领域要充分发挥和分享成

人长期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引导他们为社区和

他人服务，建立人人既是学习资源的学习者也是学习

资源的提供者这样的氛围，通过常态化的志愿活动引

导人们互相学习。

四、讨论

上文对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和作

用进行了文献综述和分析，这一部分进行综合的讨论。

（一） 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起着关键

作用

终身教育体系由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

三个部分构成，继续教育是为学校教育后的所有社会

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离不开

全民终身学习，人们结束了学校中的普通教育和职业

教育以后要通过继续教育进行终身学习，从这个角度

来说继续教育在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起着核心作用。

（二）“互联网+继续教育”推动学习型城市的持

续发展

“互联网+继续教育”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实现带

来了契机，通过网络技术和移动学习，成人学习者可

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开展学习。随着开放教育资源运

动的深入推进和在线教育的繁荣发展，继续教育已经

不再受学习场所、学习时间的制约，也不受教学主体

的限制，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互联互通的知识网络，知

识付费服务日益受到青睐，学习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或者适合自己的学习

资源进行学习，并获得相应的学习支持服务，最终取

得继续教育的学历证书或学分，教学组织形式呈现出

灵活性、个性化的特征。依托于互联网而出现的丰富

多彩且灵活多样的继续教育形式能够为全体市民提供

终身学习机会，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时代，继续教育在促进学习型城市

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继续教育要充分发挥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作用，为全体市民提供

一站式、智慧化和个性化的终身学习服务。继续教育

在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以下几方面作

用：建立和发展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终身学习文

化；在绿色和健康、公平和包容、体面的就业与创业

三大领域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离开学校教育的

各类人员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尤其

关注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开展网络优质资源共建共

享，取得优质教育资源应用的最大效益，形成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完善继续

教育的体制机制，建立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

制度，鼓励人们终身学习，为人们提供终身学习

的阶梯；组织有关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志愿活

动，为社区居民和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继续教育和终身

学习的志愿服务。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

设中的定位和作用。基于国际上的终身教育资历框

架，继续教育与普通教育及职业教育组成了终身教育

体系。从我国的政策文件分析，继续教育是为所有结

束学校教育的人们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我国互联网

发展处于前沿这一优势，助力继续教育为全社会人士

开展个性化和智慧化的终身学习提供支撑。学习型城

市建设离不开全民终身学习，这决定了继续教育在学

习型城市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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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constructing learning cities in the Internet eraThe rol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constructing learning cities in the Internet era

Weiyuan Zhang, Ling Xu and Shaojun Nie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exerted profound influ-

ence o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city construction. By comparing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bout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ies and the features and indicators of learning cities set by UNESCO,

the study expounds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constructing learning cities in

the Internet era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one of the three key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s, con-

tinuing education parallels with form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at continuing education

umbrellas a broad range of sectors, such as in-service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Third Ag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he special groups or the disadvantaged.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ies covers nine areas: promoting a lifelong learning culture, apply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ing all forms of post-school education, emphasizing each and every groups post-school educa-

tion, designing learning premises and learning materials, ensur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improving mecha-

nism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xpanding volunteer teams. These nine areas are in ac-

cordance with the rol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Internet Plus’continuing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pillar for a learning society.

Keywords: the Internet Plus; in-service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Third Age edu-

cation;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rning resources;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volunteer service

Blended learning in the InternetBlended learning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Learning theories and pedagogicalPlus era: Learning theories and pedagogical

foundationsfoundations

Xiaoying Feng, Yuwei Sun and Jieting Cao
Blended learning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has endowed learning with new meaning, transforming learning

from common standard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individu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knowl-

edge gener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blended learning, its underlying learning theories and pedagogies,

in both learning and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Blended learning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can be regarded

as individu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formed by constructivism and innovative knowledge generation based

on connectivism. Therefore, blended learning is a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stigating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eacher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acilitat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subject experts and knowledge

transmitter to learning designer and learning facilitator. Both Community of Inquiry model and dynamic scaf-

folding blended teaching model serve as pedagogical foundations of blended learning,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teachers to effectively design and promote blended learning.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blended learning; learning theories; pedagogy; constructivism; connectivism;

scaffolding; Community of Inquiry model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Deep learning in online learning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Deep learning in online learning

Su Mu and Xiaojin Wang
Deep learning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sector but displays new fea-

tures in th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Nevertheless, consensus on deep learning has ye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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