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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价值哲学的视角，继续教育载体的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继续教育载体的属性与作为主体的学习

型城市利益相关者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用关系。继续教育载体伴随着学习型城市推进不断发展。因此，应加快推进

学分银行建设、奋力办好继续教育、兼顾继续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构建绩效评

估反馈体系，助力学习型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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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教育载体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

的价值

( 一) 学习型城市内涵探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省、
城市、社区来建设学习型社会(Learning Society)。［1］

基于全球范围内城市所具备的基础条件以及城市化

进程之快，该组织首选将城市作为推进学习型社会

的“主阵地”。学习型社会是学习型城市的概念模

型，而学习型城市是学习型社会的表现形式和实践

路径。
“学习型城市”一词由“学习型”和“城市”两个

关键词组成。就“学习型”而言，可以概括为全民学

习和终身学习。全民学习以学习行为的宽度为视

角，覆盖社会所有成员;终身学习以学习行为的长度

为视角，提倡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学习，应活到老

学到老。针对“城市”而言，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对

“城市”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按照相对广泛的意义

可解释为:集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承载

所属居民的空间载体。
结合国内外组织、学者对学习型城市的理解，本

文认为，学习型城市就是以各类学习型组织为载体，

以城市为核心，调动一切城市中的社会要素( 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坚持重心下移、面向基层

的原则，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贯彻落实到市、县

(区、市)、镇、乡( 街道)、村( 社区)，实现各层级间

的有效衔接与相互沟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终身

学习服务体系，并以深化学习型城市建设为基点，连

点串线、以线展面，最终全面实现学习型社会。
( 二) 继续教育载体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处于

关键地位

价值本质理论认为，价值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

性之间效用关系呈现出来的质。［2］
所谓继续教育载

体的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继续教育载体的属性与

作为主体的学习型城市利益相关者需要之间的一种

效用关系。继续教育载体是以满足学习型城市建设

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为基点，贯彻并落实终身教育的

理念，能够承载、传递终身学习的教育活动形式，将

学习与教育作为本质职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

城市各方面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指出，“继续

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

动”。继续教育的定义释放出两个信号:一是覆盖

面广，只要是社会成员，就可以参加学习，体现全民

学习内涵;二是时间跨度大，只要是完成学校教育之

后都可以接受继续教育，折射终身学习理念。学习

型城市的理念精髓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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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念需要经过广泛传播才能深入人心，如果需

要一个组织来担负传播的重任，该组织的使命必须

与学习型城市基点相契合，且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

功能和推广能力。在我国，担负这一传播使命的最

适合的组织就是继续教育载体。
学习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学习型组织的普遍

化，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城市的细胞，其数量和质量

决定了学习型城市的发展程度，也是学习型城市的

评价标准之一。学习型城市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各类学习型组织的创建。继续教育对象数量

庞大、差异显著，继续教育载体表现为“正规与非正

规并存，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存，职业能力导向

与生活品质导向并存”。据此，继续教育载体本身

就是一个学习型组织的大熔炉，以开发和创新学习

型组织为己任，必将成为推动学习型城市进程的第

一引擎。
( 三) 继续教育载体伴随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

不断发展

从价值关系运动规律来看，学习型城市与继续

教育载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如下:学习型城市按其需

要和目的与继续教育载体发生关系，使继续教育载

体为自己服务;继续教育载体以自身的本质和规律

反作用于学习型城市，促使学习型城市不断更新和

调整自己的需要，使继续教育载体能够呈现出日益

丰富且 合 目 的 性 的 发 展 过 程; 经 过“作 用—反 作

用—调节—再作用”的多次反复，促使学习型城市

与继续教育载体相互适应和接近。
当今，经济全球化、城镇化、文化多元化决定了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人们学习利

益诉求的多样化。继续教育作为一种城市“软实

力”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实践活动，面对社会环境的

变化，必然与时俱进地开发适应时代特征的新载体，

以符合城市繁荣和人的发展需要。《教育规划纲

要》提出，“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

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随即，各类学习

型组织应运而生，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乡镇、学习

型家庭、学习型企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政党、学习

型学校等，奠定了学习城市的“基石”。党的十八大

提出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

略任务。学习型城市的内在本质要求构建完善的终

身教育体系，基于此，推行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学分

银行等重大项目与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各级各类教

育的衔接和贯通，搭建开放教育系统、社区教育办学

网络、在线学习系统、行业企业培训网络四类终身学

习服务平台，以形成学习型城市的“架构”。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型城

市建设迈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继续教育必将响应

时代呼唤，不辱使命、不惧担当。一方面，继续教育

载体要适应新变化和新形势，另一方面，开发和选择

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载体，为建设学习型城市做出新

的贡献。

二、继续教育载体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实践积累

( 一) 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

在我国，实施继续学历教育的主体主要包括成

人本专科教育、网络本专科教育、新兴开放大学( 广

播电视大学系统)，还有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他们

都有自身特色，也各有自身需求，在推动学习城市建

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 1 2012—2016 年各类继续教育载体人数统计(单位:万人次)

年份

继续教育载体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 211． 23 236． 75 265． 60 256． 49 243． 96

网络本专科招生人数 229． 61 203． 40 206． 19 220． 07 196． 45

全国自学考试报考人数 504． 10 728． 30 703． 37 766． 30 853． 90

非学历高等教育培训人数 862． 83 725． 84 736． 66 678． 56 394． 84

非学历中等教育培训人数 4 462． 69 4 561． 53 4 613． 67 4 914． 65 4 969． 81

数据来源: 2012—2016 年教育部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1. 成人本专科教育平稳发展

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开展

的业余、函授、脱产的本科和专科教育统称为成人本

专科教育。其中，普通高校成人教育依托高校教育

平台，与普通高校资源共享，合作共生，享有得天独

厚的办学资源，覆盖面广、学员更为宽泛。独立设置

的成人高等学校通常为地区性成人高校，其办学宗

旨立足于本区人员的学习需求，其“接地气”的办学

风格深受本地学员的青睐。从教育部统计的近 5 年

我国成人本专科教育招生人数来看，成人本专科教

—8—



育总体持续平稳发展，如表 1 所示。成人本专科教

育是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前沿阵地，在全面提高国

民整体素质和专业技术人员创新能力的进程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较

好地促进了学习型城市风气的形成，在引导全民终

身学习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网络本专科教育持续推进

2002 年，教育部批准了全国 68 所重点大学为

试点高校开办网络学历教育。截至 2014 年，68 所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开设专业和课程3 000多个，

设置了现代远程校外学习中心 2 万多个，形成了广

覆盖、多途径、全过程、信息化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2016 年，68 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招生229． 61多

万本专科学生，是近年来最高的一年，如表 1 所示。
网络本专科教育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推手。

3. 开放大学蓬勃兴起

截至 2014 年，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为国家累计

培养本专科毕业生 950 多万人，其中在职人员占

70%以上。［3］《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切实办好开放

大学，推动建设学习型社会。”2012 年，国家开放大

学、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广
东开放大学和云南开放大学等 6 所开放大学成立，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终身学习为理念，强调办学思

路的开放、办学方式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学习

对象的开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开

放大学办学模式，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灵活、多样、
个性化学习服务，是教育公平发展的推动者，是信息

化教育的先行者，更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促进者。
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连续下滑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普通

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一起并称为我国高等教育

体系的“三驾马车”，为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学

考试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教育”，学员可以根据自己

的教育需求和自身条件，选择适当的学习方式并参

加考试。自考学员不用受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的

限制，来源于各行各业，自学考试被赞为“不设围墙

的大学”。由此可见，自学考试的学习理念与学习

型社会的终身教育理念是契合的。随着高等教育的

大众化和多样化，自学考试规模逐年缩减，但其仍然

是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
( 二) 非学历继续教育持续升温

非学历继续教育载体包含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

向的各级各类培训机构和进修机构，也包括以养生

乐生、陶冶情操为目标的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非学

历继续教育载体丰富了灵活多样的开放式教育体

系，为每个人任何阶段的继续学习创造了条件，成为

构建学习型城市的有效途径。
1. 非学历学校教育跨越式升级

近年来，非学历继续教育需求巨大，发展迅猛。
首先，开展非学历高等教育的主体包括四大类:第一

类是普通高校(主要是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学院或

网络教育学院);第二类是开放大学(电大);第三类

是职业院校(包括普通高等职业院校);第四类是独

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2016 年全国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在学人数共计 1 229． 3 万人，接受各种非学

历高等教育的学生达862． 83万人，比 2012 年增长了

1． 2倍。其次，非学历中等教育主要由中等职业院校

和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组成，2012—2016 年非学历中

等教育培训人数都在4 000万人次以上。非学历学

校教育开创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新格局。
2. 社区教育方兴未艾

我国社区教育蓬勃发展，探索出一条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广泛开展、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发展路

径。据统计，2015 年，477 个全国和省级社区教育实

验区 和 示 范 区 内，老 年 人 约 4 218 万 人 次，占 比

31． 44% ;青少年约2 717万人次，占比20． 25% ;进城

务工人员约1 753万人次，占比13． 07% ;新型职业农

民约1 516万人次，占比11． 3% ;下岗再就业人员约

856 万人次，占比6． 38% ;残疾人培训 187 万人次，

占比 1． 40% ; 其 他 类 型 培 训 2 168 万 人 次，占 比

16． 16%。［4］
有效满足了全民终身学习要求，推动了

学习型城市建设向纵深发展。
3. 老年教育高歌猛进

201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 22亿。国务院颁布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以下简称《老年规划》) 指出:“发展老年

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建
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老年人无疑是构成学

习型城市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

的形势下建设学习型城市，发展老年教育必然成为

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2013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395 个地市中，老年大学( 老

年学校) 有 446 所;全国2 793个县市中，老年大学

(老年学校)有2 283所。全国123 774个乡镇(社区)

中，老年学校有8 061所。［5］
目前有 700 多万老年人

在老年大学等机构学习，有上千万老年人通过远程

教育、社区教育等各种形式参与学习，初步形成了多

部门推动、多形式办学的发展格局。可见，老年教育

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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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教育如火如荼

2005 年，我国终身学习活动周正式启动，至今

已连续开展 13 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活动范

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 10 个省市已扩展到 2016 年

的 31 个省，35 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

240 个地( 市、州)，1 628个县( 市、区)。近五年来，

各地参与活动周的人数超过 1 亿人次。［6］
各地开展

终身学习活动周，广泛营造了全民学习氛围，推动终

身学习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已经被《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列为重点工作。2017 年全国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主题就是“推动全民终身学

习，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基本途径。
5.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大力推进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2013 年 6 月，农业部印发《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试点工作正式实施。2015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示范范围扩大至全国 4 个省、21 个市、487 个县。
2016 年，示范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 8 个省、30 个

市、800 个县( 含 100 个现代农业示范区)。［7］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 272万人。［8］

2015 年，农业部、教育部、团中央联合组织实施了现

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遴选培育 1 万名现代青年

农场主，在全国形成一支创业能力强、技能水平高、
带动作用大的青年农场主队伍，为现代农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9］
开创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

局面，支撑了学习型城市的发展。

三、继续教育载体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一) 继续教育载体“有体无系”
当前，继续教育载体供给“有体无系”，不仅关

系到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问题，还关系到普及化和

大众化的质量，严重影响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继

续教育载体内部条块分割、壁垒高筑、各自为战，由

于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一亩三分地”思想严重、缺

乏顶层设计，导致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衔接性、不同

类型之间的横向联通性、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

间的沟通性不畅。继续教育载体外部开放性不够，

继续教育与其他普通教育融合、对接有待进一步

深化。
( 二) 继续教育载体重任在肩

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以来，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出台了若干规划纲

要和相关政策，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和良好的契机，也对继续教育提出了新的历

史使命。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

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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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要求，宏观上确定了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目标。
以继续教育载体整体布局为视角，《教育部等

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

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

发展模式;建设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 600 个，建成全

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200 个，全国开展社区教育的县

(市、区) 实现全覆盖。《老年规划》提出: 到 2020
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原则上至少应有一所老年大

学，50%的乡镇( 街道) 建有老年学校，30% 的行政

村(居委会) 建有老年学习点;力争全国 50% 的县

(市、区)可通过远程教育开展老年教育工作，以各

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比例达到 20%以上。
从业人员大规模培训方面，《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20 年，从业人员年继续教育参与率达到

50%、教育培训规模达到3． 5亿人次的任务要得到落

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

推进职业院校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续教育的意

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普遍面向行业企

业持续开展职工继续教育总规模不低于1． 5亿人次。
以上种种表明，继续教育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重任

在肩，还需砥砺前行。
( 三) 继续教育载体凸显“新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继续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学

习型城市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十九大报告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继续教育领域，则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学习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继续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是继续教育总体上

发展不够充分、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继续教育发展

水平还不均衡不全面的矛盾。具体而言，相对短缺

的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山区、农村、西部地区教

育整体还很薄弱，难以回应广大农民对教育的新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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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继续教育载体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乏

力性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学习

型城市建设是广泛、综合、复杂的教育和社会变革，

涵盖各类人群，涉及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的繁荣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其次，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循

序渐进、长期发展的过程。再次，不同城市千差万

别，学习型城市建设起点不同。最后，如何发挥学习

型城市示范、引领、相互联动作用，全面建设学习型

社会，是一项棘手的大工程。因此，简单以继续教育

为主体实施单一化推进策略，缺乏其他相关社会组

织的积极响应与深入配合，很难形成整体推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合力。

四、继续教育载体助力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对策

( 一) 加快推进学分银行建设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要求“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建立继

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

果的互认和衔接”，“建立‘学分银行＇制度”。
鉴于政策导向和实际需求，各地区对学分银行

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创新实践，如上海市终身教育学

分银行、江苏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国家开放大学学

分银行等等。解决了各类学习成果无法比较、无法

衔接的问题，打通了不同教育形式、类型的屏障，促

进了各级各类教育成果等值转化。今后要将扎实推

进学分银行建设列为重点工作，也要考虑不同学分

银行的对接，以促进学分在更大的范围的流动，将对

实现终身教育体系在纵向的“延长”与横向上的“扩

展”及形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

型社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二) 奋力办好继续教育

1. 扎实推进学历教育

要充分发挥成人本专科教育、网络本专科教育、
开放教育、自学考试在继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稳步

发展学历继续教育，努力提高社会成员特别是在职

人员的学历水平。
2. 努力办好老年教育

探索各级各类院校利用自身优势举办老年教

育。推动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举办“老年开放

大学”，并延伸至乡镇( 街道)、城乡社区，建立老年

学习网点;依托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面向老年人提

供课程资源，为老年教育机构积极提供支持服务。
3. 加强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

继续推动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建设，充分发

挥社区教育示范区在体系构建、资源共享、队伍建

设、创新内容和形式、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示范引领

作用，进一步提升社区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
4. 大力发展各类学校培训事业

鼓励各类高校、职业院校、开放大学、广播电视

大学、社区等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行业、企业、社区

的合作，开发社会亟需的培训项目，开展新技术、新
方法培训，努力扩大教育培训规模，拓展培训领域，

提高继续教育质量、效益，大幅度提升各类培训的参

与率。
( 三) 兼顾继续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

学习型城市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基

石，并以学习型社会为最终目标。学习型农村是学

习型城市建设的一个向度，是学习型城市迈向学习

型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与软实力作用引领乡村

振兴，客观上势必成为学习型农村建设的一针强心

剂。继续教育大有可为，依托学习型城市、坚持重心

下移、出台农村倾向性的教育政策、不断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提升服务和创新能力，推动农民所需知识技

能与继续教育发展紧密结合无缝连接，特别要按照

“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发展需求，调整专业，优化

课程体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推动

学习型农村建设不断跃上新台阶。
( 四) 建立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各种力量的介入。首先，依靠政府的外推力。在构

建学习城市进程中，政府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其职

能体现在战略规划制定、公共政策供给、财政保障和

统筹协调等。其次，建立“多力合一”原动力。要团

结、联合、汲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谋求各界达成

共识、形成合力、多策并举，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的

进度，将学习型城市的成果反哺各个参与主体，形成

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最后，提升继续教育的内促

力。以构建“继续教育共同体”为出发点，促进高校

继续教育、开放教育、网络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职业教育相互融合，实现资源共享、错位发展、优
势互补。总之，通过整合统一这些力量，才能整体推

进学习型城市的构建。
( 五) 构建绩效评估反馈体系

绩效评估反馈体系发挥着指挥棒、倒逼的作用。
构建基于继续教育推动学习型城市的评估反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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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学习型城市建设目标更加明确，更好地引导继

续教育不断深化和持续发展，并生成反馈体系，实现

“学习型城市建设—绩效反馈—改进调整—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循环发展模式，使继续教育始终沿着

正确的轨道前行。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的持续发展过程，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和

内涵随着学习型城市活动推进而不断深化。客观要

求继续教育推动学习型城市的评估体系要与时俱

进，才能符合学习型城市建设循序渐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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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arri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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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view of value philosophy，Continuing education carrier value is a uti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trib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arrier，known as object and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on learning city，known as subject． Continuing education
carrier develops with learning city propulsion． Therefore we should speed up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bank，make efforts to
be continuing education，give consideration to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establish dynamic mechanism，buil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 so as to assist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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