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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研究以苏南经济发达地

区昆山市为例，通过调查走访昆山市教育局、昆山市民政局等部门，获取昆山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相关统计数据，明

晰昆山市社区教育开展、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民办非学历教育开展、公共图书馆学习活动开展、老年大学教育开

展、文化事业开展等学习型社会建设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在对问题研究分析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

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研究结果能够促进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社会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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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习型社会是 21 世纪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 》中明 确 要 求 到 2020 年“基 本 形 成 学 习 型 社

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办好继续教育，加快

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创建学习型

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

根据目前文献资料，一些专家学者对学习型社

会建设进行了系列研究。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
习型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朱敏等研究指

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三者在理念上

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即都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

本目的，它们在实践运作上虽各有侧重，但又离不开

相互之间的支持与协同。［1］高志敏等认为，终身教

育和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社会实现的两大基础，前者

是制度保障，后者是行动基石，学习型社会统领终身

教育 和 终 身 学 习 的 发 展，三 者 相 互 作 用、相 互 促

进。［2］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问题和对策建议研究方

面，张海霞认为目前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存在学习型

社会建设认知不到位、终身教育资源建设滞后等问

题，提出了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理论研究、强化学习

型社会建设保障条件等建议。［3］张竺鹏等在对我国

学习型社会建设现状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顶

层设计、大力发展成人继续教育等对策建议。［4］还

有学者对学习型社会背景下老年教育进行研究，位

涛对我国农村老龄人口教育进行研究，发现存在教

育资源缺乏、教育环境差等现实问题，提出构建农村

老龄人口教育机制、营造全社会积极学习氛围等建

议。［5］苟荣津等认为老年教育存在管理制度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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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匮乏等问题，提出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等建议。［6］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习型社会

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相关研究还不够深

入，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证实。尤其是随

着苏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生活丰富多样，信息

传播手段日新月异，对学习型社会构建提出了新的

要求。
本研究以苏南经济发达地区昆山市为案例地，

2018 年 1 月至 5 月实地调查走访昆山市教育局、昆
山市民政局、昆山市文广新局、昆山市社区培训学

院、昆山市公共图书馆、昆山市文化馆、昆山市老年

大学等相关部门，获取昆山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相关

统计数据，了解昆山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发展现状，

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

的政策建议，为苏南地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有价

值的借鉴和参考。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 昆山市社区教育开展情况

在社区教育工作开展方面，昆山市设立 1 所市

级社区培训学院，在 11 个区( 镇) 设立社区教育中

心校，在 21 个街道和 308 个村( 居委会) 设立社区市

民学校，市 财 政 按 常 住 人 口 人 均 不 低 于 2 元、区

( 镇) 财政按常住人口人均不低于 1 元标准拨付社

区教育 专 项 经 费。从 表 1 可 以 看 出，2013—2015
年，昆山市各类社区学校成人学历教育招生总数由

3 945人递 减 到3 193 人，获 得 学 历 人 数 在1 382—
1 506人 之 间，每 年 开 展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人 数 在

130 964—158 519人 之 间，获 得 相 应 证 书 人 数 在

6 313—6 849人之间，每年开展其他社会培训总课

时在19 884—20 158节之间，培训人数在277 530—
299 004人之间。

表 1 2013—2015 年昆山市社区教育开展概况

年份
成人学历教育 职业技能培训 其他社会培训

学生总数 /人 获得学历数 /人 培训总数 /人 获得证书数 /人 培训总课时 /节 培训总数 /人
2013 年 3 945 1 506 130 964 6 836 20 103 299 004
2014 年 3 608 1 382 155 786 6 849 19 884 277 530
2015 年 3 193 1 425 158 519 6 313 20 158 290 711

从表 2 可以进一步看出，昆山市“十二五”期间

( 2011—2015 年) 社区教育发展基本情况: 全国社区

教育示范镇 6 个，江苏省社区教育示范街镇 2 个，江

苏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 7 个 ，江苏省级农科教结

合示范基地 2 个，江苏省级农科教结合富民示范基

地 1 个，苏州市学习型街镇 2 个，苏州市社区教育示

范乡镇 5 个，苏州市级乡镇社区教育中心 10 个，苏

州市级现代农民教育中心 2 个，苏州市教育现代化

镇( 街) 老年大学 10 所，苏州市级农科教示范基地 6

个，江苏省标准化居民学校 41 所，苏州市教育现代

化市民学校 43 所，昆山市学习型党组织 62 个，昆山

市学习型机关 135 个，昆山市学习型企业 ( 单位)

1 010个，昆山市学习型社区 295 个，昆山市学习型

家庭11 061个，昆山市学习型团队 31 个，昆山市数

字化学习社区 124 个，面向市民开放文化、科技、体

育等场所2 000处。专职社区教育工作者 91 人，兼

职社区教育工作者 542 人，社区教育工作志愿者

23 469人。

表 2 昆山市“十二五”期间社区教育发展基本情况( 2011—2015 年)

项目 数量 项目 数量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个 6 苏州市教育现代化市民学校 /所 43
江苏省社区教育示范街镇 /个 2 昆山市学习型党组织 /个 62
江苏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 /个 7 昆山市学习型机关 /个 135
江苏省级农科教结合示范基地 /个 2 昆山市学习型企业( 单位) /个 1 010
江苏省级农科教结合富民示范基地 /个 1 昆山市学习型社区 /个 295
苏州市学习型街镇 /个 2 昆山市学习型家庭 /个 11 061
苏州市社区教育示范乡镇 /个 5 昆山市学习型团队 /个 31
苏州市级乡镇社区教育中心 /个 10 昆山市数字化学习社区 /个 124
苏州市级现代农民教育中心 /个 2 面向市民开放文化、科技、体育等场所 /处 2 000
苏州市教育现代化镇( 街) 老年大学 /所 10 专职社区教育工作者 /人 91
苏州市级农科教示范基地 /个 6 兼职社区教育工作者 /人 542
江苏省标准化居民学校 /所 41 社区教育工作志愿者 /人 23 469

2. 昆山市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情况

随着科技进步，网络智能学习已经成为一种重

要的社会教育途径，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正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而建立的。昆山市于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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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成“昆山市民学习在线”，网站由市社区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表 3 表明，2013—2017 年“昆

山市民学习在线”网站，课程数量由2 554门增加到

6 699门，注册人数由68． 7万人增加到73． 5万人，五

星级学员在 26—30 人之间，四星级学员在 68—74
人之间，三星级学员在 605—728 人之间。

表 3 2013—2017 年昆山市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情况

年份 网站课程数量 /门 注册人数 /万人 五星级学员数 /人 四星级学员数 /人 三星级学员数 /人

2013 2 554 68． 7 28 74 605
2014 3 817 70． 0 28 68 712
2015 4 505 71． 5 26 72 702
2016 5 989 72． 6 30 70 700
2017 6 699 73． 5 30 70 728

3. 昆山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开展情况

民办非学历教育主要是由社会培训机构完成

的，社会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在校学生、社会就业

青年。表 4 表明，2013—2015 年，昆山市地区生产

总值由2 920． 1亿元增加到3 080． 0亿元，常住人口

总数由200． 8万人增加到205． 9万人，培训机构总数

由 45 个 增 加 到 48 个，培 训 学 员 总 数 在24 586—
25 623人之间，专职教师总数在 220—238 人之间，

兼职教师总数在 101—219 人之间，培训总收入由

4 337． 96万元增加到5 939． 50万元。

表 4 2013—2015 年昆山市社会经济与民办非学历教育发展概况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常住人口总数 /万人 培训机构总数 /个 培训学员总数 /人 专职教师总数 /人 兼职教师总数 /人 培训总收入 /万元

2013 2 920． 1 200． 8 45 25 526 220 219 4 337． 96
2014 3 001． 0 204． 0 47 24 586 238 101 4 774． 50
2015 3 080． 0 205． 9 48 25 623 229 115 5 939． 50

4. 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学习活动开展情况

表 5 表明，2013—2017 年，昆山市公共图书馆

藏书量由222． 50万册增加到303． 02万册，图书流通

量在 152． 38—238． 50 万 册 之 间，图 书 借 阅 量 在

169． 00—213． 70万人次之间，举办市民文化专家讲

座在 51—58 场之间，阅读推广活动举办量由 70 场

增加到 319 场，阅读推广活动参与读者数由0． 86万

人次增加到3． 42万人次。

表 5 2013—2017 年昆山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借阅量及学习活动开展情况

年份 馆藏图书量 /万册
借阅量

图书流通量 /万册 图书借阅量 /万人次

市民文化专家

讲座 /场
阅读推广活动

活动举办量 /场 参与读者数 /万人次

2013 222． 50 207． 40 213． 70 56 70 0． 86
2014 234． 60 238． 50 169． 00 54 80 1． 16
2015 254． 12 160． 77 170． 00 51 116 1． 48
2016 279． 95 152． 38 179． 90 52 222 2． 64
2017 303． 02 173． 35 194． 33 58 319 3． 42

5. 昆山市老年大学教育开展情况

从表 6 中发现，2013—2017 年，昆山市老年大

学教育招生总数由2 427人增加到5 004人，学员总

数由3 157人次增加到9 046人次，课程数量由 31 门

增加到 39 门，兼职教师数由 34 人增加到 42 人。

表 6 2013—2017 年昆山市老年大学教育开展情况

年份 招生总数 /人 学员总数 /人次 课程数量 /门 兼职教师数 /人

2013 2 427 3 157 31 34
2014 3 530 5 014 34 37
2015 4 408 6 945 36 39
2016 4 534 7 815 38 41
2017 5 004 9 046 39 42

6. 昆山市文化事业开展情况

昆山市“十二五”期间( 2011—2015 年) 文化事

业发展基本情况( 见表 7) ，建设新昆山人文化俱乐

部 34 家，全市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 62 万 m2，人均

公共文化设施面积0． 37m2，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 8 万场，创作文艺作品4 825件，昆山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79 家，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家，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6 家，各类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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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量 100 万人次，高清电视节目 44 套，家庭数字

电视用户 34 万户，家庭宽带用户 5 万户，扶持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项目 149 个，资助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项目8 087万元，文化企业8 383家，文化馆举办活动

1 500场，文化馆举办活动观众量 150 万人次，文化

作品版权登记总量11 311件。

表 7 昆山市“十二五”期间文化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2011—2015 年)

项目 数量 项目 数量

建设新昆山人文化俱乐部 /家 34 高清电视节目 /套 44
全市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 /万 m2 62 家庭数字电视用户 /万户 34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m2 0． 37 家庭宽带用户 /万户 5
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万场 1． 8 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项目 /个 149
创作文艺作品 /件 4 825 资助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项目 /万元 8 087
昆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家 79 文化企业 /家 8 383
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家 9 文化馆举办活动 /场 1 500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家 6 文化馆举办活动观众量 /万人次 150
各类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接待观众量 /万人次 100 文化作品版权登记总量 /件 11 311

2013—2017 年，昆山市电影文化发展概况( 见

表 8 ) ，电影放映场次由10． 02万场增加到26． 70万

场，电影观众人数由287． 23万人次增加到612． 72万

人 次，电 影 票 房 收 入 由 6 939． 93 万 元 增 加 到

19 481． 51万元。

表 8 2013—2017 年昆山市电影文化发展概况

年份 电影放映场次 /万场 电影观众人数 /万人次 电影票房收入 /万元

2013 10． 02 287． 23 6 939． 93
2014 13． 50 380． 89 10 460． 06
2015 15． 80 492． 66 14 956． 86
2016 22． 45 495． 33 15 114． 84
2017 26． 70 612． 72 19 481． 51

三、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 1) 苏南地区社区教育发展总体成效显著，但

成人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培训等工作开展

存在停滞和不足。目前社区教育示范镇、社区教育

中心校、老年大学、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机关、学习

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等建设效果明显，

取得积极进展。但成人学历教育招生总数和获得学

历人数都在减少，职业技能培训获得证书人数也在

减少，社会培训总课时和培训人数增长停滞或略有

减少，这与苏南经济发展正在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

企业在减少，低学历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也在相应减

少有关。专职社区教育工作者人数较少，队伍较弱，

年龄多偏大，对社区教育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 2) 数字化学习平台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

途径，但存在注册人数多、学习人数少等现象。数字

化学习平台建设在逐年推进，已经成为社会教育开

展的重要载体。但数字化学习平台注册人数多，实

际在线学习的人数较少，大量学员注册以后极少登

录网站，还有学员登录学习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学

分以便兑换奖品，长时间甚至 24 小时在线学习，学

习意义大打折扣。数字化学习平台真正开展有效学

习的学员数量有待提高。
( 3) 相对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民办非学历教

育同步增长不够，担负社会教育的功能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民办非学历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

式，苏南经济发达，常住人口众多，民办非学历教育

市场需求较大。但目前，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

总数、培训学员总数、专( 兼) 职教师总数等指标与

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不明显，甚至还有下降，满足市民

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社会教育功能没有完全体现。
( 4) 公共图书馆学习活动形式多样，但服务群

体存在局限性，市民学习热情还没有充分调动。公

共图书馆藏书量大，学习资源丰富，学习条件优越，

学习活动形式多样。但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流通量、
图书借阅量都在逐渐减少，这可能与进入移动学习

时代，市民能更便捷地获取学习资源有关。并且公

共图书馆由于区位、交通等因素限制，服务群体具有

一定局限性，专家讲座、阅读推广等学习活动开展预

先宣传不够，参与读者有限，没有达到最佳社会教育

效果。
( 5) 老年大学教育活动有序开展，但招生规模、

课程数量和教师数量不能适应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

需要。老年大学教育活动开展积极，但 2017 年昆山

市 60 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 18． 19 万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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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8． 73 万人，女性 9． 46 万人，相对于庞大的老龄

人口基数，老年大学的招生规模、课程数量、师资力

量等还显得很薄弱，不能适应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

需要，也不利于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构建学习型

社会。
( 6) 各项文化事业发展迅猛，但电影题材多以

纯娱乐为主，社会教育作用不明显。目前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举办、文艺作品创作、博物

馆美术馆纪念馆展示、数字电视连接、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文化馆活动举办等文化事业发展很快，进展明

显。尤其是电影市场发展更是迅猛，但目前放映的

部分电影一味迎合观众娱乐需求，制作粗劣无厘头，

甚至价值取向扭曲，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教育效果。
制作精良，受到观众喜爱，既有社会教育意义，又有

艺术观赏性的电影作品较少。
2. 建议

( 1) 加强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根据社会需

求变化，适时调整成人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类

型。社区教育工作繁杂，意义重大，一支强大有力的

社区教育专职师资队伍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基本条

件，能够保障社区教育顺利进行。目前社区教育专

职师资队伍力量薄弱，学历偏低，职称多为中级，年

龄结构不合理，这对社区教育开展会造成一定影响。
需要根据社区教育的发展规模，强化社区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使得人数、学历、职称、年龄均结构合理。
同时，对兼职社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教育工作志愿

者均要合理规划引导，形成一支强大的社区教育工

作者队伍。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减少，常住人口的人员构成

也在发生变化，整体学历水平在提升。在这种情况

下，成人学历教育类型与层次也应该随之调整，可以

采用联合办学等形式，缩小专科层次招生规模，扩大

本科层次招生规模，甚至开展硕士层次的学历教育。
职业技能培训和其他社会培训也应该根据常住人口

人员构成变化进行相应调整。首先，调整培训类型，

减少初级工等职业技能培训，增加高级工、技师等职

业技能培训。其次，培训内容也需要进行调整，要与

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一致，增加与高科技、高附

加值、低污染的新兴科技企业相关联的职业技能培

训和其他社会培训。
( 2) 注重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过程性管理，完

善学习奖励考核制度，有效提高学员学习质量。数

字化学习平台建设在逐年推进，课程数量和注册人

数都有显著增加。目前学员通过课程学习、在线测

试、文章发布等方式获得学分，通过平台登录、驻留

时间、文章浏览等方式获得积分，学分、积分可以兑

换学习币，达到一定学习币可以兑换奖品。年终对

达到一定学分且排名靠前的学员授予星级学员称

号。但这些学习激励措施和过程性管理还不够完

善，平台课程资源提供与市民学习需求之间不够吻

合，社会教育效果还有待提高，需要立即进行规范化

管理。首先，提高平台课程资源质量，淘汰不受市民

欢迎的课程资源，优选具有实用性、知识性、科学性、
时代性等风格的课程资源。同时，对课程资源进行

分类，便于市民展开学习。以优质免费课程资源吸

引市民参加学习，使得市民能够真正学到有用的知

识。其次，加强过程性管理，利用后台检测手段，对

于注册后长时间不登录学习的学员，发送提示信息，

并发送课程资源介绍，督促其坚持学习。对于长时

间登录挂机的学员，也可利用技术手段提示，如 20
分钟没有窗口互动就会自动终止学习等。最后，完

善学习奖励制度，增加过程性考核，如互动环节回答

正确也能获得相应学分，对达到一定学分的学员不

限名额全部授予星级学员称号，并予以适当奖励，以

最大限度调动市民学习积极性。
( 3) 推动民办非学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

增长，拓展培训项目，满足市民多样化的社会教育需

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在校学

生和社会就业青年的各种学习需求大幅度增加，完

全依赖学校教育或者社区教育已经无法满足。这

时，民办非学历教育就是对学校教育最好的补充。
需要推动民办非学历教育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增

加社会培训机构数量，扩大社会培训机构招生人数，

强化社会培训机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社会教育质

量。同时，社会培训机构也需要拓展培训项目，遵守

国家相应的管理要求，围绕岗位培训、技能培训、就
业培训、专题知识培训等展开培训项目，与学校教育

错位发展，提供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高端教育产品，

满足市民多样化的社会教育需求，充分发挥社会培

训机构的有益补充作用。尤其是需要大量增加技能

培训类项目，吻合目前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对高端技

能型人才的需求。
( 4) 公共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学习活动形

式，扩大服务对象，调动市民学习积极性。随着时代

发展，科技进步，移动学习越来越便捷，受到市民尤

其是青少年的欢迎。公共图书馆需要适应时代发

展，创新学习活动形式，如增加电子图书等数字资源

服务，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开展各种专题图书展示，定

期举办各种读者沙龙活动等。市民文化专家讲座需

要提升质量，尽量邀请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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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水平的顶级专家学者主持讲座，讲座内容选择既

要有知识性、文化性，也要能面向生活，具有一定实

用性。阅读推广活动也需要丰富活动内容，如新春

诗会、科学实验、外国文学欣赏、知识竞赛、家长故事

会等，这些活动内容还可以在网络平台进行同步视

频转播，扩大市民受教育群体，达到更好的社会教育

效果。市民文化专家讲座和阅读推广活动都需要通

过各种有效途径预先宣传告知读者，如在图书馆内

张贴海报、在图书馆网站上公布，还可通过短信、微
信公众号、地方有线电视等宣传，调动市民学习热

情，尽可能吸引读者参加，扩大服务对象。
( 5) 扩大老年大学招生规模和课程数量，增加

师资力量，适应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需要。随着人

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的总量越来越大，且老

年人口学习时间充裕，老年大学能够较好满足这部

分群体的学习需求，这也是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构

建学习型社会的需要。老年大学需要扩大招生规

模，增加老年人感兴趣的课程数量，如书法、绘画、养
生、旅游、摄影、戏曲、电脑、太极拳、烹饪、象棋、瑜

伽、舞蹈等，或者多举办一点相关知识讲座，增加相

关专业师资力量，或者招聘一些具备教学能力的志

愿者担任课程教师，尽量多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

改变目前老年大学因学习名额供不应求而将部分老

年人拒之门外的局面。
( 6) 电影等文化事业发展要注重价值导向，营

造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围，达到良好社会教育效

果。文化部门通过艺术的形式，以市民感兴趣的方

式进行社会教育，更加具有教育说服力和艺术感染

力，潜移默化地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博物馆、美术

馆、纪念馆可以多举办一些专题展览，吸引更多的参

观者，激发市民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文化馆可

以通过文艺演出、文艺辅导、文艺讲座等形式传播更

多的艺术文化，提高市民文化素养，文化馆还可以创

作编排具有积极向上主题的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

旋律。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中也要注重价值导向，

创作出更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电影院在播

放电影时不能只考虑票房收入，要注意电影价值导

向，对于制作精良，具有社会教育意义，又有艺术观

赏性的电影，要大力宣传，安排在黄金时段和设备优

良的演播厅轮流播放，对于娱乐无底线或纯粹恶搞

的电影，要减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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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in Southern Jiangsu

———Taking Kunshan as an Example

ZHANG Hong，MA Lin，YAO Qiao-lin，LI Jing-yi
( Kunshan Open University，Suzhou 215300，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goal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aking Kunshan，a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 in South of Jiangsu as a case study，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Kunshan Education Bureau，Kunshan Civil Affairs Bureau and other departments，we obtained some relevant statis-
tical data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in Kunshan，clarifi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in
Kunshan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non-academic education，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ctivities in public libraries，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for the ag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fou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put
forward pertine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hich are scientific and operabl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of southern Jiangsu．
【Key words】learning society; Southern of Jiangsu; social edu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research 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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