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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技术优化
后大众阶段就学形态结构的探讨
———基于加快吸纳成人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视角

胡雅旎，胡成功
（长江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

　　【摘　要】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横向扩大”就学形态一直占绝对优势，长此以往，将不利于顺利实
现后大众化，进而向终身学习阶段转变，为此，亟须优化就学形态结构，努力扩大“纵向延长”。应用信息技术是优

化就学形态结构的必然选择：可扩大民众参与高等教育的渠道；可促进高等教育发生全面深刻的变革；可有效满足

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应用信息技术扩大“纵向延长”的现实途径：创新知识传播方式，扩大成人学生潜在学习机会；

重塑教学系统，适应成人学生学习特点；创新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类型，方便成人学生灵活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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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形态的结构状况，反映一国高等教育所处
的发展阶段。在我国，“横向扩大”的就学形态至今

仍占据绝对优势，这不利于顺利实现高等教育后大

众化，进而向终身学习阶段转变。本文试就利用信

息技术优化后大众阶段就学形态结构进行探讨。

　　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亟须优化就学形
态结构

　　就学形态指的是求学者的入学形式和在学状
态，其发展演进是后大众阶段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而

引起的系统性质变化的重要标志。［１］借鉴金子元久

的研究，本文将就学形态结构分为“横向扩大”和

“纵向延长”两个维度。前者指的是应届高中毕业

生升学率的持续提高；后者指的是学生入学后就学

的断续性或者修业年限的延长，参与高等教育的机

会在时间上得到扩展。［２］在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

文化背景，“横向扩大”的就学形态长期占据优势地

位，“纵向延长”则因种种原因而蜗行牛步。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亟须对就学形态结构进行优化，

为顺利实现后大众化创造条件。

１实现高等教育发展重心转移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生源重心一直是传

统适龄学生，这在生源充足、强调“一定资格者的权

利”的大众阶段十分正常，［３］但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情
况逐渐发生变化。是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达

到峰值———１２４７６．３９万人，随后持续下降，到２０２０
年，将减少到８２０８万人。多个省市惊呼高考生源已
经见底，有的省市已有数年不能完成高考招生计

划。［４］与此同时，出国留学生源分流正逐年扩大，并

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在政府

的宏观调控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年均２．４９个百
分点的速度递增，由２００８年的２３．３％达到２０１７年
的４５．７％，①２０２０年突破 ５０％的关口将毫无悬念。
显而易见，如果我国高等教育生源仍以适龄人口为

重心，其发展势头将难以为继。国际高等教育发展

惯例表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当高等学校达

到一定数量以后，适龄人口的下降一定会引起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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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模的萎缩，甚至是生源危机。［５］

美国在大众化后期也曾遇到适龄人口下降的难

题，但由于成功地开拓了非传统生源市场，顺利实现

了以“纵向延长”为基轴的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我

国高等教育非传统生源异常丰富，目前各种拓展条

件均已具备。

一是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导向；二是劳动力人口

为了增强或保持工作能力，获得个体满足感，对继续

教育的需求日趋迫切；三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

提高，成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为继续教育提供了客观

条件。

因此，非传统成人学生应逐步成为高等教育新

的发展阶段的生源重心。

２高等教育向后大众阶段转型的需要
针对日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适龄人口入学

增长出现停滞”“越来越多的成人多次进入高等院

校接受继续教育”这种不能被马丁·特罗提出的大

众阶段和普及阶段涵盖的现象，被创新性地以“后

大众阶段”这一概念予以概括，并将其定位于大众

阶段“后期”和普及阶段“初期”。［６］目前，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在量的规定性上，已处于特罗界定的大众

阶段后期；而在质的规定性上，作为高等教育后大众

阶段最重要的特征，大量非传统成人学生反复多次

入学的现象在我国还不多见。根据２０１１到２０１７年
教育发展公报的数据，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

生占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均值约为１６．９％，②

并且在近两年来，这个比率还呈递减趋势。

可以认为，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后大众特性已

有所表现，但在质的规定性上，我国远远未进入后大

众阶段。在日本观察到的教育现象并非某一国家的

个别现象，［７］高等教育后大众阶段在不同国家具有

普遍性，我国高等教育转入后大众阶段已势在必行。

既然大量非传统成人学生多次入学是高等教育后大

众阶段最重要的特征，那么，扩大“纵向延长”将是

大势所趋。

３优化就学形态结构是将高等学校融入终身
教育体系的需要

学校以外的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在人

的一生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无可替代，但

它并不是终身教育体系的全部，学校系统也是一国

终身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终

身教育是制度保障，终身学习则是终身教育和学习

化社会联系的桥梁，三者是有着相同指向的不同范

畴。［８］笔者认为，与“后大众阶段”紧相衔接的是“终

身学习阶段”。［９］特罗在对自己早期提出的关于高

等教育转型的一系列概念和模式进行反思时，着重

强调了学院和大学在未来学习社会教育网络中的中

心位置。［１０］

显而易见，当下向有实质意义的后大众阶段迈

进，正是我国建设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难得契机。

“高等教育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框架”，［１１］

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机构，“是终身学习

机会的供方，也是能够适应其他环境的终身学习的

重要场所”。［１２］

除此之外，社会发展的外驱力和高等教育自身

发展的内驱力也要求高等学校必须深入与终身教育

体系进行融合。在高等学校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过

程中，“纵向延长”就学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

用。“横向扩大”的背后是学历主义作祟，“纵向延

长”则是非传统成人学生特有的就学形态，对终身

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有显著的积极影响。［１３］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直接升学率不断提高，而

非传统成人学生的入学率缓慢增长，这将不利于终

身教育体系的完善。因此，应该将扩大“纵向延长”

提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议程。

　　二、利用信息技术是优化就学形态结构
的必然选择

　　现代信息技术具有高智能化、云计算、短周期
性、高集合性、高渗透性等特点，［１４］其“辅人率”与

“拟人率”为其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基础。

信息技术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资源支持系统不仅会

促进终身教育制度的不断创新，而且还能使个体接

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最大化，从而促进终身教育体

系实现教育均衡。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迈入后大众阶

段，作为人口大国，资源的稀缺性及信息技术的多种

优势，使信息技术成为优化就学形态的必然选择。

１可扩大民众参与高等教育的渠道
第一，信息技术扩大了高等教育受教育对象范

围。特罗指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曾经只是

教育者梦想的东西成为可能，那就是所有人都可以

不受时空限制而获得接受终身教育的机会。［１５］我国

高等教育整体快速推进，但区域间及区域内很不平

衡，民众对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与东西部地

区及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对

突出矛盾，而由信息技术支持的远程教育对化解这

一矛盾有着无限的潜力。

目前，我国上线慕课课程高达８１００门，成为世
界慕课大国，高校学生与社会学习者选学人数突破

—８—



１．４亿人次，２０１７年西部高校选用慕课达８６００门
次。［１６］实践表明，信息技术能够克服地域与时空限

制，拉近那些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却为时间、地点所困

扰的人群与高等教育的距离，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由

适龄学生的学校教育向全民教育转变。

第二，信息技术支持开放式教育，促使一次性学

校教育朝着终身教育方向发展。特罗认为，院校和

社会的其他部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学习等不断增

强的相互渗透，影响甚至部分决定着精英教育系统

向开放教育系统的广泛过渡。在这些场景中，信息

技术将引发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伴随继续教育和

远程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和社会其他部分的边界

将越来越模糊。［１７］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广泛参与

高等教育的情况大多不会出现在传统的大学和学院

里，而是出现在远程教育中。［１８］特罗的论断有着充

分的事实依据：学习型社会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能

够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这正好与远程教育的特

点相契合，而且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远程教

育走向开放教育。［１９］

第三，信息技术能够共享教育资源，有效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高等教育成本。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

最大和最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由于高等教育资源

的稀缺性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

呈现不平衡性和弱流动性的特征，高等教育成本很

高。并且，在后大众阶段，学生构成的多样和就学形

态的多样，将使办学成本进一步提高。［２０］天野郁夫

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化无论多么发达，如果

不降低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成本，那么‘普及化的

对接’和‘普及化的参与’都将无法实现。”［２１］为了

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２．０行
动计划》中提出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就是

为了利用公共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共享资源，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通过信息技术的高效利用降低生均成

本，在高等教育投入增幅适度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

享受高等教育。

２可有效满足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大众化后期，大学生的构成群体将愈来愈多样。

２００８年，经合组织预测，到２０３０年，大学生群体的
构成将更加多样化，国际学生、老年学生、兼职学生

和其他类别的学生人数将更多。［２２］面对日渐复杂的

高等教育群体，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满足各类主体的

教育需求，人们不必进入高校校园，即可在职场、家

中、旅行途中接受继续教育。

第一，信息技术能为差异化的受教育者及其个

性化的发展目标服务。受教育者在认知风格、学习

动机、学习策略和知识背景等多个方面呈现差异性，

信息技术可提供个性化的支持。

首先，针对于不同受教育者的消费观念，信息技

术为其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他们可以通过各大

资源平台，获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庞大的教

育资源。目前，我国慕课已经领跑世界，国家提出

“变轨超车”的新思路，并将实施一流课程建设的

“双万”计划———“到２０２０年，认定３０００门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推出１万门国家级一流精品课
程，推动各省市区因地制宜建设推出１万门线上线
下省级一流精品课程”，［２３］这将在课程的选择和课

程质量上为“消费者”提供保障。

其次，信息技术能使不同受教育者拥有最适合

他们的学习方式。当前移动学习、网络空间学习和

智慧学习等学习方式能够满足他们个性化学习

需求。

最后，信息技术将受教育者从时间和地点中解

放出来，这也正是特罗将“普及高等教育”的涵义从

“处于传统的大学适龄学生进入大学、学院的入学

率水平越来越高”转变为“人人都在家庭和工作场

所参与在线终身学习”的原因。［２４］

第二，信息技术能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

的受教育环境。

首先，信息技术能为受教育者提供泛在学习环

境，它是一种能够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采用任何终端获取任何所需学习资源的环境，这

种泛在学习环境实现了人们随时随地就能学习的愿

望，同时能使人们多渠道参与学习。

其次，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能够为受教育者提

供智慧学习环境，它是一种智能学习环境，能对每个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数据的存储、分析与评估，也

能智能推送学习资料，从而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

学习。

最后，信息技术创造的网络学习空间，能够有效

地整合现实学习环境与虚拟学习环境，不仅能使学

习者自主掌控学习内容与进度，而且能够创造互动

机会，实现资源共享。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

时候，这种网络学习空间对用户的辅助作用将更加

凸显。

３可促进高等教育发生全面深刻的变革
“２１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信息技

术对高等教育传统形式的冲击”，［２５］信息技术的高

度灵活性以及相对普适性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

为了适应新形势，高等教育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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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校在办学方面进行着声势浩大的变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高校办学主体及模式方面，越来越多的

非传统办学主体参与到高等机构的办学中来，高校

办学机构也开始由完全实体的高校转变为虚实结合

或者完全虚拟的高校。基于此，远程教育模式也从

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分化出来，在信息技术参与下的

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更是气势如虹。根据阿特巴赫

的观点，提供远程教育的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单模

机构（只提供远程教育）、双模机构（远程教育与传

统面对面教育的结合体）以及院校联盟（两个及以

上院校合作提供远程学习）。［２６］

二是在办学理念上，各高校正在由封闭办学的

理念向开放办学的理念转变。各高校正在走出封闭

的“象牙塔”，它们面向企业、政府或其他高校开放，

有些高校甚至面向国际开放办学，信息技术在此过

程中，起到了技术支撑和催化剂的作用。

三是随着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不断渗透，信

息技术已成为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

影响着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及校园生活的各个层

面。宏观政策上，国家的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
提出，在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三通两高一大”的发展
目标。［２７］

微观举措上，一方面，高校局域网不断完善，高

校间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也已取得相当多的成

果；另一方面，广大高校已普遍实现不同程度的管理

信息化、教学与科研信息化及图书资源信息化。

四是在办学形式上，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学

习者多样化的个体需要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校由单一的全日制向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转变，

由学年制逐渐向学年学分制转变，信息技术为高校

办学形式的转变提供辅助条件。

第二，高等教育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两类组

织———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

变革。

在学术组织中，教学活动受信息技术的影响广

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

一是教育理念转变，教师由课堂主导逐渐向学

习引导转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断

显现。

二是信息技术为高校教学内容的拓宽和形式的

多样提供技术和手段的支持，信息技术将社会需求

与最新变化带入高校，为高校搭建多种信息化教育

平台和资源库，方便教师和学生利用线上线下多种

渠道获取知识。

三是随着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日益渗透，高

校要求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不断提高。

四是教学管理与评价信息化，不断提高办公效

率和数据使用率。

在学校管理中，在专业培训、绩效考核等方面，

信息技术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利用信息技术扩大“纵向延长”的现
实途径

　　进入后大众阶段，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更
加旺盛，不仅中青年如此，而且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

延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求接受高等教育，

扩大“纵向延长”无疑是推进终身学习和加速学习

型社会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传统教育的

形式和结构显然无法满足非传统学生的持续增长，

从而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１创新知识传播方式，扩大成人学生潜在的学
习机会

特罗对自己早年的观点进行深入反思后认为，

普及高等教育已经不仅仅在于高等教育人数的增

加，更在于人们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度的提升。这

种参与度的提升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们参与高等教

育意愿度的增强，更有其深层意蕴———教育应提供

充裕的学习机会满足有强烈参与愿望的人们的需

求。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在

于创造一种任何人（不仅仅是传统适龄学生）在任

何时间、地点都可以获得其所需的教育。虽然我国

自１９９９年扩招以来，适龄学生直接升学机会迅速扩
大，但是在终身学习越来越成为人生必需品的时代

氛围下，非传统成人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需求并未

得到高等教育系统很好的回应。这就表明，我们在

由大众阶段向“接近于学习型社会”阶段的过渡中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人们没有参与高等教育

的意愿度，而在于如何调整现有的高等教育系统，使

之走向不受时间地点所限的普及化教育。而“新技

术的优点至少体现在它具有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的

潜力，使他们能够接受某种形式的正规教育或者终

身的组织学习，哪怕这些学习是断断续续进行

的”。［２８］

教育在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时，作为教育最重

要的内容和载体，各类知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信息技术不可替代的巨大潜力就在于能对知识存

在形态及其载体和传播方式实现创新。

第一，在知识存在的形态方面，知识去中心化

后，呈现出扁平链接无中心的状态，这将促进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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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学习，扩大学习范围。

第二，知识的最新载体以数字化形式存在，这使

非传统成人学生不但不会受限于地域因素而且还能

将住所、职场变为学习场所。

第三，信息技术在知识的传播方式上取得了新

一轮的突破性进展，知识传播的效率和获取知识的

便捷度得到显著提高，使得知识能够跨时空进行传

播，这无疑会使学习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拓展。

根据特罗的观点，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

人们对于入学的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当受教育机

会极其有限时，接受高等教育仅仅是部分人的特权；

当入学率超过适龄青年的１５％时，人们开始逐渐把
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一定资格者的权利；当占有国家

人口的５０％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时，人们逐渐将接受
高等教育视为一种义务。［２９］２０１７年，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达到４５．７％，２０２０年前后突破５０％将毫
无悬念，这意味着在我国人们已开始将接受高等教

育当作一种义务，而不仅仅视为对过去学业的肯定。

这种社会氛围下，一方面，非传统成人学生参与高等

教育的积极性将得到激发，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对知

识的传播方式和形式的创新，将使参与高等教育的

时间与地点不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便是信息技

术扩大成人学生潜在学习机会的关键之处。

“对终身学习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不依赖于信息

技术的发展，但后者能够促进前者”，［３０］这就意味着

如果人们能够有机会便捷轻松地在家或者办公场所

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受弥补型、继续型或断续型教

育的人数就会迅速增加。［３１］

２促进教学系统的重塑，适应成人学生学习
特点

进入后大众阶段的关键在于“纵向延长”的扩

大，而继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中国成人教育“梅开二度”
之后，成人教育继续处于曲折发展阶段，［３２］这将十

分不利于我国教育向终身教育阶段过渡。为了破解

这一难题，我们应该对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以达到

改进的目的。虽然当前我国普通高校也在提供函

授、业余学习等继续教育方式，但是我国“纵向延

长”依然难以扩大，除了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正统”

观念限制的原因外，“普教化”严重、“工学矛盾”、学

习方式不灵活、个性化服务不到位也是其重要原因。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没有认识到非传统成人学生的特

殊性。

非传统成人学生与传统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成人大学生的教育起点具有多样性，他们

可能是高中起点、专科起点等。

第二，成人学生需要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并承

担很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将“工作者”“家庭主妇”等

身份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学生，并且认为高等教育多

了消费色彩，将自己看成是“顾客”，在“高等教育市

场”中精明地挑选着自己的“商品”。

第三，成人学生大多都是业余制的，学习时间有

限且零碎，学习地点主要是在工作场所、社区、家庭

等，其受教育过程显现出离散化的特点。

第四，成人学生的学习带有功利性，更偏于获取

实用的知识和技能。

信息技术增加了学习方式的选择性与适应性，

丰富了教学资源，创新了教学模式。信息技术对高

等教育系统渗透的加深和扩大，将大大促进非传统

成人学生入学。

第一，随着工业４．０时代及人工智能浪潮的扑
面而来，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将刺激和满足非传统

成人学生随时随地的入学需求。当前典型的学习方

式是移动学习，它使学习资源共享变成现实，知识能

够通过互联网及相关设备传送至终端学习者，使其

能够实现随时随地学习，体现着学习的便捷性、交互

性和泛在性。这些都将使任何成人学生能在任何时

间地点，通过任何方式获得任何的学习服务，这就解

决了“工学矛盾”。

第二，在教学方面，教学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与教

学模式的灵活性能够突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满

足非传统成人学生个性化的求学需求。当前，我国

成人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与社会变化严重脱节，存

在明显的滞后性，“普教化”现象严重，与作为精明

的“消费者”的成人学生的转岗充电、体验兴趣爱好

或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存在诸多矛盾。信息技术将

成为这一矛盾的缓和者，一方面，大量的课程资源的

供给能解决内容脱节的情况，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
６８所具有开展网络教育资格的高校，开发了近３０００
门课程流媒体网络课件供成人学习，［３３］同时，信息

技术使这些学生可以获得全球性开放的教育资源，

这大大地丰富了可选择的学习内容，也将大大改善

以往传统教育内容与成人学生供需不对应的情况。

另一方面，现在已涌现出一系列的教学模式，比如基

于网络教学空间的教学、翻转课堂教学以及 ＭＯＯＣ
教学等，这些教学模式使得教学地点由校内延伸至

校外，对于克服成人学生工学矛盾及时空障碍十分

有益。

３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创新，方便成人
学生灵活就学

特罗认为在线学习是传统教学应对入学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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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资金和设施压力的潜在措施，并将未来与信息技

术相联系的教育方式做成了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

体包括四个部分，依次是全部采用现存的教育方式、

以传统教育方式为主辅之以远程学习、以远程教育

为主辅之以师生间的直接联系、全部或者大部分采

用远程教育形式。［３４］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模

式也由完全的线下办学，到线上线下办学甚至是完

全的线上办学，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应对学生数量增

长的被动举措，同时它也会反作用于自学考试、函

授、网络高等教育，刺激入学需求，方便成人学生灵

活就学。

信息技术能够为成人高等教育和自学考试提供

先进的技术支持，支持资源共享，使通道便捷，降低

成本。

第一，信息技术能够使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办学

跨越现有资源短缺的障碍。我国成人招生考试制度

依然是将文化课考试是否合格作为入学标准，入学

后的人才培养和科目设置也并非契合大多数成人学

生需求———进行应用型或职业型教育，传授知识的

过程依旧主要依托于纸质印刷技术和通信指导为

主、集中授课为辅的形式，考核的重点还是以理论知

识为主。如今我国虽然鼓励成人入学，但是入学门

槛依旧不低，究其原因还是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所致，

而应用信息技术正好可以通过共享国家、区域精品

课程，搭建网络共享平台填补这个不足。

第二，信息技术的即时性与交互性能够克服知

识传授过程中师生、生生沟通不及时、不充分的困

难，克服作业批改周期长、效率低和终结性评价等

弊端。

第三，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虚拟实验室（实训基

地）能弥补成人教育中理论过多、实践操作项目过

少的不足，能使成人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反复操

作与实验，并且成本较低。

面对入学规模扩大和基础设施建设压力，依托

信息技术创办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是发达国家的首

项选择。在２０世纪末的美国，大多数州和地方政府
能够提供的现有模式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入学

的需求，按照计算，若要在２０１０年满足所有的潜在
入学需求，美国每８天就要新建一所校园，面对如此
大的办学压力，信息技术为其开辟了新天地。［３５］据

统计１９９７到１９９８年间，约有５２０００种课程用于在
线远程教育，注册人数约１７０万人，各类在线课程数
量和就读人数都在大幅度攀升，到 ２０００年时有
７０％的传统两年制或四年制学院提供在线课程选
读，注册学生总数据估计很可能已经超过３００万人

次。［３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时，约５０％的２５岁以上的
成人在高校注册，由于当时非营利高校依旧以传统

学生为重心，作为高等教育的顾客，成人不愿支付不

能满足其需要的此类高校的服务，营利性高校应运

而生。目前，在美国普及高等教育过程中，盈利机构

提供的远程教育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典型代表就

是美国凤凰城大学。在欧洲，在大众教育系统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代表是开放大学，开放大学允许

不同资格条件的学生通过远程学习的方式接受教

育。以英国的开放大学为例，开放大学没有校园，它

创办的初衷就是为所有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接受高

等教育的人提供学习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机会，

１９７３年它招收了３５０００名部分时间制学生，到１９８０
年时学生数猛增至７５０００名，在这些申请者中身份
各异，当时占比重最大的是家庭主妇、办事员和专业

人员等。

在开放大学中，信息技术应用十分广泛，并且具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节约了校舍等基础建设的费用，

其施教效率高和教学质量高也是一个优点。据统

计，普通大学的一名教师约可以教８名学生，而开放
大学中的一名教师可以教 １８０名部分时间制的
学生。［３７］

我国自１９９８年９月教育部批准第一批现代远
程高校试点以来，目前全国已有６８所高校拥有远程
教育办学权。据统计，我国网络高等教育本科招生

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７５４７６０人稳步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２５８７３３８人，［３８］尽管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大，但这种趋势足以使我们对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后大众阶段就学形态结构，进而

实现向终身学习阶段的过渡充满信心。

【注释】

①②参见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１］胡成功．“后大众阶段”就学形态的国际比较［Ｊ］．教育研
究，２０１３（２）：１４０—１４６．

［２］［３１］［日］金子元久．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学［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１，３７—４０．

［３］［１０］［１７］［２９］［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
及高等教育的反思：二战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形态与

阶段［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０９，３（３）：２１—２９．
［４］中国教育在线．２０１８年高招调查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０６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ｏｌ．ｃｎ／ｈｔｍｌ／ｇ／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ｈｔｍ．

［５］卢彩晨．如何应对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美国与日本

—２１—



之比较［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１０２—１０６．
［６］［９］潘懋元，谢作栩．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
渡阶段”［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１（２）：１—６．

［７］向佳文．大众化后期地方本科院校就学形态研究［Ｄ］．荆
州：长江大学，２０１７：１．

［８］胡成功，张相乐．从“普及高等教育”到“学习化社会”：马
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探析［Ｊ］．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９）：２．

［１１］［１２］［美］克里斯托弗·Ｋ·纳普尔，阿瑟·Ｊ·克罗普
利．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４，２７．

［１３］胡成功，向佳文．后大众阶段就学形态对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影响：基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嬗变及美日

相关实践的分析［Ｊ］．高教探索，２０１６（９）：２３—２８．
［１４］张兰芳．信息技术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探究［Ｊ］．广

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６）：１８３—１８４．
［１５］［２４］［２５］［２８］［３０］［美］马丁·特罗．从大众高等教育

到普及高等教育［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１（４）：
５—１６．

［１６］［２３］吴岩．２０１８．全面把握形势，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全
面发挥教指委作用［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０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ｘｕｆｌ．ｃｏｍ／ｎｏｔｉｃｅｓ／３５３９２．ｈｔｍｌ．

［１８］［美］马丁·特罗．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Ｊ］．国际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３（２）：８—１０．

［１９］旭红．远程教育：一种平民教育的新形式［Ｊ］．成人教
育，２０１８，３８（４）：２０—２３．

［２０］胡成功．美、日“后大众阶段”的资源分配及启示［Ｊ］．高
教探索，２０１２（６）：４７—５２．

［２１］［日］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之路［Ｊ］．大
学教育科学，２００９（４）：５—１２．

［２２］熊建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学术革命追踪———２００９世
界高等教育大会趋势报告摘要（下）［Ｊ］．世界教育信
息，２０１０（１）：３１．

［２６］［美］菲利普·阿特巴赫，莉斯·瑞丝伯格，劳拉·朗布
利．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Ｍ］．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１２．

［２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２．０行动计
划［Ｄ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６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ｖｉｅｗ／ａ１６３ｄｃ４０ｅｆｆｄｃ８ｄ３７６ｅｅａｅａａｄ１ｆ３４６９３ｄａｅｆ１０ｅａ．ｈｔｍｌ．

［３２］刘传进．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
特点［Ｊ］．继续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６）：１１—１３．

［３３］宋浩平．试论共享经济时代的共享继续教育［Ｊ］．世界
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７（５）：２３—２６．

［３４］［美］马丁·特罗．新信息和通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
响［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３（３）：４５—４８．

［３５］吴晓郁．依靠信息技术改造高等教育：美国高校的网络
教学［Ｊ］．教育发展研究，１９９９（４）：６６—６９．

［３６］［美］弗兰克·纽曼，莱拉·科特瑞亚，杰米．高等教育
的未来：浮言、现实与市场风险［Ｍ］．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２１．

［３７］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Ｍ］．南昌：江西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１０—３１２．

［３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１—２０１７教育统计数
据［Ｄ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ｓ７８／Ａ０３／ｍｏｅ＿５６０／ｓ８４９２／．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Ｐｏｓｔｍ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ｕｌ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ＵＹａｎｉ，ＨＵＣｈｅｎｇｇ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４３４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ｄｉｔ
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ｓｍｏｏｔｈ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ｍ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ｉｓｕｒｇｅｎｔ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ａｎ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ｃｈｏｉｃｅ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ｆｏｒｍ．Ｉｔｃ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ｈｉｇｈ
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ｅｅ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ｗａｙ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ｙ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ａｄｕｌ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ｄｕｌ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ｙ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ａｄｕｌ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ｍ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ｆｏｒ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编辑／樊霄鹏）

—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