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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就是要找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在这里，

国际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同时，大家提出要建

“国际一流的开放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一

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建校初期就提，往往又容易

使我们变得躁动不安，难有发自内心的坚守，这是我

们需要倍加注意的。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努力，但是

“千万别定时间表”。在此我特别赞同北京大学学者陈

平原教授的这个观点。时间对于每一个人、对于每一

件事都特别的公正。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做的事

还很多，我们可能永远在路上。

（本文系作者在“学者视角中的开放大学”专家

论坛上的学术演讲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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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开放大学的资源建设
□ 杨银付

【摘 要】
现代远程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国远程开放教育当前正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广播

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的本质，就是要从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向内涵式的发展模式转变，这对于我国建设学

习型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以高质量的资源建设支撑高质量的开放大学，基

本思路是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整合、改造、开发、开放多来源、多层次、多类型的资源，真正实现优质资源的

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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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远程教育是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可以同时实

现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成本的目

标，这也是现代远程教育同其它教育形式相比所具有

的独特优势。正是这一独特优势，决定了现代远程教

育正在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凭借着

技术发展提供的无限可能，这已日益成为现实，特别

是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资源的数字化

能力越来越强，数字化的表现力越来越丰富。从上世

纪开始，多媒体等技术就引发了传统教育的变革，使

传统教学中很多无法实现或不能很好实现的东西有了

实现的可能，而且这仅仅是新发展中的最初一步。二

是拥有了更高的存储能力。三是拥有了更快的传输能

力。四是拥有了更强的接入能力。迄今为止，一日千

里的信息技术发展已带来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个人计

算机的诞生与发展、第二次是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

第三次也就是当前正在快速发展的“云计算”。技术

发展和更新的速度难以置信也难于预测，而飞速发展

的信息化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

革，也带来了学习的革命。随时随地地全时学习成为

可能，现代远程教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

点。
在工业时代，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很多时候不得不

亦步亦趋，但在信息时代，技术的发展为教育事业提

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信息化引领了全球化，地球

日益变为地球村。正因为这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11 年）》 （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 对信息化建设十分重视，设立专章

和专门的发展项目、改革试点，提出：信息技术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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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教育

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

信息网络。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建设有效

共享、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国家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

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教育

规划纲要》还提出，“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

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

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

的学习条件”，并特别提出了“办好开放大学”。今

天，我国教育事业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一定要

把握机遇，努力推动现代远程教育、开放教育、开放

大学的革新，以此带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一个大

的台阶。

二、我国远程开放教育正处于

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

是一个经济强国，还正处于由大变强的时刻。教育也

不例外，也处于由大变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

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而不强，质量不高，发展不

够科学。同样，远程教育的发展，开放大学的建设，

当前也正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
“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规模大。我国的广

播电视教育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79 年，在

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批示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成

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不

断壮大，已经发展成为由中央电大、44 所省级电大、
929 所地市级电大、1852 个县级电大工作站、3000
多个教学点和 60000 多个教学班组成的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巨型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位居世界第一。二是

成就大。截止到 2009 年，中央电大开放教育面向全

国开设了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文学、法学、经

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 9 个学科门类 83 个专业，

所开专业比较全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播电视

大学系统累计培养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 756.87 万人，

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 5000 余万人次，为扩大人民群

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我国终

身学习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播电视大学或开放大学要实现由大变强，就

必须在充分肯定已有历史成就的同时，未雨绸缪，看

到当前及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

题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广

播电视大学提供的教育，已经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

育，但还不是质量最好的教育。这里的质量不仅仅意

味着学历教育的质量，同时还意味着非学历教育的质

量。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都需要高质

量，都需要质量保障和质量认证。二是资源需要进一

步整合。广播电视大学拥有的资源已经比较丰富 （当

然数量上也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当前最重要的是资

源整合。只有整合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才能为质量

提高创造条件。三是手段需要进一步革新。技术的发

展为教育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

对技术手段的使用还很不够，还不能实现泛在学习。
现代信息技术在学习支持上的运用也不够制度化、常

态化。四是体制需要进一步创新。造成以上问题的根

本原因在于体制分割，相关部门之间、系统之间、学

校之间缺乏足够的合作机制，封闭急需走向开放。
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的本质，就是要从

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向内涵式的发展模式转变。正如胡

锦涛总书记在今年 2 月 21 日所指出的，要推动以促

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的教育内涵式发

展。开放大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也要强调内涵式的发

展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有的量已经够了，恰

恰相反，按照学习型社会的要求，现有的量还远远不

够。但量的发展和质的发展，二者并不是先后的关

系，而是需要同时建设。实现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

学的转变，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包括学历教

育和非学历教育在内的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的教

育需求，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一步发

展，对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

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三、以高质量的资源建设支撑

高质量的开放大学

以高质量的资源建设支撑高质量的开放大学，基

本思路是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整合、改造、开发、
开放多来源、多层次、多类型的资源，真正实现资源

的共建共享。就开放大学而言，资源建设不是从零开

始，不是推倒重来，不是以独立开发为主。我们可以

从国际范围的范例看到，开放教育资源很少有独立开

发的。比较常见的是主导开发，如英国开放大学及美

国凤凰城大学。还有合作开发或借用及改造，如美国

国家技术大学，他们曾经借用高校资源，结果获得了

成功，但当自己直接开发资源进行非学历教育时，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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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取得成功，之后，由于政策和技术的发展，学校

陷入了低点。从这些例子中，可以获得不少的启迪。
如何以高质量的资源建设支撑高质量的开放大

学？我的几点想法是：

1．倡导社会责任，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传统高

校优质教育资源向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的开放。
社会主义国家凭借自己的举国体制，建设国家数字化

教育资源中心是具有优势的，只要我们举全国之力，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国家公共财政大力支持的

“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建设的优质教育资源

应发挥更大的效益，为此应建立相应的制度。
“大学的首要使命在于分享知识”，本着这一理

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将 2000 多门课程上网，并

进而成立国际开放课件联盟。2003 年，我国开放教

育资源联合体加入国际开放课件联盟。目前我国大陆

高校中加入国家开放课件联盟的只有上海交通大学 1
所，而日本有 24 所，韩国有 23 所，我国台湾地区

有 15 所。
2．统一标准，解决资源库分割和信息孤岛问

题，为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开放服务提供技术上的保

证。要实现资源的开放，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体系，各自为政不可能实现开放。
3．建立利益共享和教师激励机制，以利益共享

和激励机制促进资源共享。我们可以要求大学提供课

程，实现资源共享，但对于参与资源建设的教师个

体，可以通过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加以引导和激励。
麻省理工学院最初推出公开课件运动时，由于教师们

理解还不深入，为了鼓励大家参与，学校曾给每门课

提供了 3000 美元的补贴。随着逐渐为大家所认同，

递减到 2000 美元，乃至现在逐步取消，因为开放的

理念已经植根于教师的价值体系中。
4．充分利用云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合作模式，保

证数据和资源的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今天，云技术

的应用日益广泛，它弱化了终端的功能，使得人们用

很简单的终端就能获得很高的计算能力，使得不同规

模和实力的组织都可以做得很好，抹平了不同实力组

织间的界限。国家开放大学的建设，也一定要充分运

用云技术。
5．资源中心不仅要面向教师，更要面向学生，

加速开发面向学生的优质教育资源。现在我们虽然有

很多资源，但这些资源大部分是给教师用的，而不是

给学生用的。哈佛大学的公开课，之所以有那么广泛

的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更多地是面向学生。
6．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政府投入，同时运用市

场机制，共同形成数据库资源不断更新的可持续发展

机制。在这方面，中国知网的创建和发展模式，可以

适当借鉴。
（本文系作者在“学者视角中的开放大学”专家

论坛上的学术演讲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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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

2011 年 5 月 26 日，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主持召开教育部党组会议，听取了中央电大关于国家开放

大学建设方案的汇报，就开放大学建设工作进行了研究。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责成中央电大

按照会议要求分步实施、扎实推进。
会议强调，办好开放大学，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举措，要坚定不移地扎实推进。要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建

设，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灵活开放的体制机制，按照“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满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

习型社会建设需要。
会议指出，国家开放大学要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在国家层面要办好国家开放大学，同时制定地方开放大学独

立设置的标准，符合条件的经过专家论证和教育部审批后方可独立举办；国家开放大学作为办学实体，应赋予其

学位授予权，但要制定“宽进严出”的严格授予办法，审议报批后实施，切实保证办学质量。会议要求，在中央电大

向国家开放大学转型过渡时期，要做好平稳衔接工作。原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仍按照电大原有的运行方式管理，

国家开放大学挂牌以后，新进入学习的学生按照新政策执行。
（南岭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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