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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介入层次的层面上
在宏观上，由于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力

度不够、基层政府执行相关政策乏力以及
缺乏相应经济支持，在政府支持系统中只
能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现状，比如推
行政策来逐渐打破城市二元壁垒制度、推
行同城化教育以及推行万众创新创业项
目鼓励农民自主创业，来缩减农村留守儿
童群体规模。

在中观上，仅仅依靠政府所实施一些
政策是不能够真正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社
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状况，还需要建立相应
制度以及一套严谨规范的管理体系以及
结构， 来使得政策能够有效的落到实处，
真正建立起主体-功能-介入三维支持体
系来替代对农村留守儿童情感抚慰，从而
降低焦虑感发生可能性。

在微观上， 社会工作者通过利用专业
手法和技巧，调动农村留守儿童身边的可获
得的支持性体系，将认知治疗、行为矫治、游
戏治疗整合到音乐治疗中，通过音乐来帮助
其抒发情绪，给留守儿童打造出一个具有安

全感的替代性支持系统，使得儿童能够在
真正遇到问题 、 陷入困境以及产生焦虑
时，能够知道如何抒发情绪，缓解焦虑。

总的来说，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
把握三个介入层面，在宏观上，积极推动和
倡导有关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实施， 利用大
众传媒，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宣传报道，使
社会各界认识到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现状和
解决他们存在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引
起社会各界对农村留守儿童关注； 在中观
上，调动志愿者、学校、社区可以获得的支
持性资源， 协助其建立起替代性支持体系
并对提供技术性支持和引导；在微观上，社
会工作者亲力亲为， 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
性支持，进行情绪疏导，帮助儿童改善自己
的人际关系， 与同辈群体建立起正常的关
系，从而助其健康成长，真正的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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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老年教育既是我国养老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未来养老事业更加
充分、深入发展的重要课题。 文章从社区治
理视角出发，以山东省典型社区为例，梳理
社区治理与老年教育的双向互动关系，以期
为突破社区老年教育瓶颈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老年教育；社区治理；双向互
动关系；山东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老
龄化压力。 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关注
老年人口利益诉求、有效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将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山东省是走在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最前
沿的省份之一， 笔者以山东省的社区老年
教育为研究对象， 访谈典型社区的社区工

作者，对话政府相关负责人，结合有关老年
人的社会热点问题， 选取社区治理的专业
视角进行研究， 以寻找社区治理与社区老
年教育的内在互动机理， 带动老年人与社
区的良性互动，挖掘可贵的老年人力资源。

一、研究背景：老龄社会与供需矛盾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巨大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根据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年末，中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6658 万人， 占总人
口的 11.9%。 老年群体正快速而深远地影
响着我国的社会结构。

（二）国内主要矛盾转移，国家与地方
政府对老年教育日益重视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 国内的主要矛盾也相应发生
了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越来越得到
公众的关注。 “老年教育”就是对传统养老
事业的补充， 是中国养老事业充分发展的
必由之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写到“老年人是
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 老年教育是我国
教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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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 提升老年
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

（三）老年教育供求矛盾严重，普及化
不足

初步取得的成就无法掩盖发展中的一
系列矛盾与问题，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老

炳烛新光：社区治理视角下的老年教育研究
———基于山东省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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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严重的供求矛盾与普及化不足并存
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老年教育形式主要是
政府主导的国家级、省（自治区、直辖市）
级、地级市以及部分县区级的“老年大学”，
其服务范围和服务层次非常有限，“老年大
学一座难求”的报导屡见不鲜，老年教育歧
视、招生不公等困难也被越来越多人提出。

二、社区老年教育促进基层社区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社区老年教育为老年人提供了强有
力的交流展示平台、互帮互助平台、政治
教育平台、社区治理参与平台，大大加强
了社区老年人的文化认同基础与人际网
络关系，以社区老年人为网络节点更有助
于辐射至其他社区成员，实际大大增加了
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 同时，老年教育有
助于提高老年人的主人翁意识，提升老年
人的自身素质。同时社区老年教育通过组
织老年人志愿活动、为老年人搭建交流互
助平台、 引导老年人向党组织靠拢等方
式，激发老年人投身社区服务，发挥属于
老年人的优势，调动老年人力资源，促进
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优化。

（一）社区老年教育对社区志愿服务
的促进

在山东省诸多有老年教育的社区中，
都形成了自己的老年志愿服务团队，给社
区做出了多样的贡献。在调研青岛市西海
岸新区老年大学时，吕校长说：“我们有志
愿者协会、志愿者服务队，为自己服务，也
为社会服务，这就是要体现老年人不是负
担。 ”通过社区老年教育组建社区老年志
愿服务组织， 让老年人来为社区做贡献，
既为社区带来了好处，也让老年人得到了
自我满足，改变了以往社区单向照顾老年
人的旧有习惯。

（二）社区老年教育带动社区文化建设
老年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对整

个社区的文化氛围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社
区老年教育通过组建文艺团体，在社区中
开展文艺活动， 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相
关老年大学校长曾说：“我们整个新区的
老年人是成为老年人文化活动的主力军，
包括全区的摄影大赛、书画大赛等，主要
是老年人在参加。 ”老年人文艺团体还参
加各种级别的文艺演出与比赛，带动了整
个社区的文艺热潮， 丰富了社区文化环
境，推动了社区文化建设。

（三）社区老年教育促进老年人社区
治理参与，提升老年人素质

社区老年教育给当今时下热点的“扶
不扶”、“让不让座”、“不是老人变坏了，而

是坏人变老了”“广场舞扰民”等诸多问题
带来了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提升老年人
社区治理参与能力，让他们正确认识到自
己的权利与责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素质
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展了社区老年
教育的社区， 老年人的素质明显提高，通
过社区老年教育中的思想教育与志愿活
动参与，价值观、道德观得到了更新，意识
思想上的改变，素质的提升，让老年人身
上的正能量越来越大。

三、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带动社区老
年教育的繁荣

社区通过自身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治理
能力的提升， 可以有效推动社区老年教育
的建设；社区通过优化自身干部人事培养、
干群关系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管理组
织结构、基层党组织建设、财政结构、社区
文化氛围、外部联络机制、专业化组织或人
才引进 （合作） 等因素可以以内部系统优
化、外部资源协同的方式更加有效、积极、
稳健地促进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 弥补传
统研究、理论中将促进社区老年教育对策
建议的主要着眼点放在财政支持、政策支
撑、民众观念等表面因素上，导致实际问
题解决力不足、研究面狭窄的弊端。

（一）社区干部培育体系优化
正如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R 社区党

支部书记认为的，能够成功推动社区老年
教育的关键因素， 是培养一支肯务实、肯
做事的社区骨干，人的因素重于物质条件
因素，很多人认为当前社区老年教育之所
以有瓶颈，失败率高，就是因为没场地、没
资金。而事实上，只要组织有意愿、有能力
去做，有了成绩和初步成效，资源自然会
找上门来， 各种荣誉和资助会不期而至；
百姓看到了实事，看到了福利，自然会主
动支持工作，参与建设。

（二）多元协同共治促进老年教育加
速建设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R 社区老年大
学校长这样表示：我们社区会和一些爱心
企业合作，老年教育活动开展时他们会参
与到其中来，包括一些公益项目，比如说
我们活动需要赞助，我们帮他宣传，他们
给我们提供一些经费。我们也与专业的机
构合作，给我们这些辖区的居民、老年人
提供一些日常的帮助。

潍坊市奎文区 J 社区老年大学校长
也认为社区治理应该是扁平化、 网络化
的，需要社区党委会领导、居委会负责、社
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这样才能更好地
推动社区工作的开展。通过多元协同共治

凝聚多方力量更好更快促进社区老年教
育建设。

（三）信息化服务体系助力教育现代化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S 社区老年大

学校长在实际工作中依托智慧平台构建
信息化服务体系，在平台上设置了老年大
学板块，创建了老年教育微信群，如果学
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在群内
发表，实现了大学教育工作和学员的实时
沟通，也可以在老年大学内查看大学的相
关教学信息。高效实时的信息化体系促进
社区老年教育更加普及、更具现代化。

四、结语
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积极推进的老

年教育事业，已经取得初步成就，我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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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远
程教育等各种形式参与学习，初步形成了
多部门推动、多形式办学的老年教育发展
格局 。 从相关老龄政策中有所提及到
2016 年出台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2016~
2020 年)》这样的专题性文件，老年教育近
年来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强。
但社区老年教育任重而道远，学者在研究
中主要聚焦社区教育具体问题，缺乏在社
区治理体系中看待老年教育的作用空间，
对社区治理与老年教育的双向互动关系
鲜有挖掘，因此，本文为该领域引入全新
的社区治理视角， 探索社区治理体系、治
理能力、治理效果与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
内在逻辑关联， 拥有更加广泛的研究视
野、更加多元的研究目标，从而使该领域
拥有更多的研究可能性与学科关联性，也
希望能探索这些社区治理体系与社区老
年教育的切实联系，从而与实践研究者一
道为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推动社区治理
能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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