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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社区教育载体
推动社区教育创新发展



前言

〉 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社区

建设和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国家教育
规划纲要

第七届国际社区
教育大会宣言 《教育部等七部门

关于推进学习型城
市建设的意见》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

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
育发展的意见》



传统社区教育的局限和困惑1

宁波社区教育模式创新实践与探索2

宁波社区教育模式创新的基础和保障3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教育未来模式设想4



思想认识“停滞不前”，工作定位“模糊不清”1

2 教育手段“陈旧僵化”，教育载体“千篇一律”

3 教育供给“华而不实”，发展水平“简单粗放”

4 教育格局“拓展不深”，市场活力“发挥不足”

一、传统社区教育的局限和困惑



1、思想认识“停滞不前”，工作定位“模糊不清”

〉 人是事业的第一要素。

大部分社区教育工作者

都是成人学校或中小学

教师转型而来，存在着

各种问题，表现为：

社区教育理论

比较欠缺

原有的传统教育

观念根深蒂固

对社区教育的

本质缺乏

清晰的认识



社区教育就

是搞搞宣传，

喊喊口号

社区教育就是

“关进课堂，

混个文凭”

社区教育就

是唱唱跳跳，

热热闹闹

社区教育工作者工作中存在的误区

〉 对社区教育认识不清，

定位缺失，长此以往会

让社区教育走入死胡同。



2、教育手段“陈旧僵化”，教育载体“千篇一律”

〉 社区教育具有以下特性：

开放

多元

人性化



2、教育手段“陈旧僵化”，教育载体“千篇一律”

开展社区教育工作过程中，

把社区教育等同于基础教育，

也等同于成人教育，把原本

没有围墙的学校人为地砌上

了围墙，越来越跟不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和群众日益增长

的学习需求

教育管理

落后

教育缺乏

人文关怀

教育手段

僵硬

教育载体

不多

教育方法

不新



3、教育供给“华而不实”，发展水平“简单粗放”

社区教育项目发展水
平比较“简单粗放”，
与百姓的教育期待有
不小的差距，与构建
国家要求的全民终身
学习体系有不少距离。

有人无奈地说过，
“社区教育就是个筐，
什么都可以往里面
装。”

真实地反映了我
们当前教育供给存在
的误区和问题。
。



没有很好整合

社会力量

没有很好跳出自

己的“小圈圈”

没有很好探索

发挥市场作用

4、教育格局“拓展不深”，市场活力“发挥不足”

〉 社区教育还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大教育”；

〉 教育的格局没有得到进一

步拓展；

〉 市场的活力没有真正激活；

〉 教育的影响力没能够得到

进一步提升。



创新社会育人，实现“从盖章游戏到实景体验的嬗变”1

2 融入社区治理，彰显社区教育的本我价值

3 打造学习共同体，释放学习主体的无限活力

4 加强职业培训，让百姓既富脑袋又富口袋

二、宁波社区教育模式创新实践与探索

创新学习手段，轻点鼠标就能上空中学堂5

6 发挥项目引领，实现实验项目到品牌项目华丽转身

7 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圆老年人的大学



1、创新社会育人，实现“从盖章游戏到实景体验的嬗变”

〉 我市海曙区针对青少年暑期社

会实践教育效果不佳的现状，

从2013年起推出了“海之梦”

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

〉 由区教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动，

为学生与实践单位搭建对话平

台，举办招聘会，实施竞聘上

岗。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工作环

境中去体验、去劳动、去学习。

整合社会教育力量

创新暑期社会育人模式

打造全职场实习环境

突出职场体验学习



1、创新社会育人，实现“从盖章游戏到实景体验的嬗变”

华润万家超市
小小理货员
在整理货物

学生们排队
应聘实践岗位

海之梦，给孩子们搭建起实现梦想的舞台



2、融入社区治理，彰显社区教育的本我价值

社区教育的根在社区。扎根社区，服务社区，服务群众才

是社区教育的宗旨和灵魂。宁波社区教育工作者努力在

“介入社区治理，服务社区发展”上进行了创新与实践。

人性化教育

1

个性化培训

2

适宜性就业

3

慈溪市掌起镇成人学校 将 社区教育

培训与矫正日常工作有效结合，探

索“教育、培训、就业”一条龙帮

教模式，帮助矫正对象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顺利就业，回归社会。这

项创新工作受到了国家司法部领导

的肯定和好评。



〉 鄞州区咸祥镇成人学校积极探索社区教育与社区文化的相融共

生。针对当地的“渔文化”，创建“渔文化展览馆”，寻找

“渔文化”传承人，编录“渔文化”资料，申报“渔文化”非

物质文化项目，挖掘保护了“渔文化”遗产，也让文化成为了

社区教育的内容和载体，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最细微的

“末梢神经”。



3、打造学习共同体，释放学习主体的无限活力

只有发挥教育主体——社区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社区教

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无缝对接，社区教育才会有强大的凝聚

力和生命力。构建市民学习型社团，打造学习共同体，宁波有一

些比较灵活有效的模式和做法。



鄞州区社区学院社团导师工作室的具体做法

〉 坚持“开门办培训”与“上门送指导”相结合。一方面聘任“群众明

星”做导师专门培训社团骨干，另一方面走进社区，定向扶持特色学

习团队发展。坚持培训和反哺协同推进。全区市民学习团队逐步走向

“一教十、十带百、百传千”的梯度发展模式。

《中国教育报》等媒体

纷纷跟踪报道。

2014年，相关做法入选

浙江省社区教育服务社

会民生创新案例并公开

出版。

2016年被评为全国社区

教育品牌项目。



4、加强职业培训，让百姓既富脑袋又富口袋

教授社区群众

职业技能，提升他

们劳动本领，促进

他们安居乐业，是

社区教育的重要内

容和追求目标。
镇海区澥浦镇成人学校创办家政服

务品牌“海田阿姨”，以严格

的理论、实践考试，使之成为家政
市场上的“香饽饽”。



力洋缝纫

桑洲月嫂

河姆渡茭白

四明红枫
溪口雷笋

〉 我市的各地涌现一大批富民教育培训项目，
这些项目既让广大老百姓富了脑袋又富口袋，
也让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工作有天地、有干
劲， 有成就。



5、创新学习手段，轻点鼠标就能上空中学堂

近年来，宁波终身教育

的数字化学习发展迅速。

普网教育全面开展，远

程教育资源共享。在坐

拥宁波市数字图书馆海

量资源的基础上，市民

数字化学习班平台初具

规模。
慈溪市2008年就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市民
“学分银行”的探索，相关研究产生广
泛影响，被教育部和中国成协协会授予
唯一一家“全国城乡社区数字化学习示
范基地”。



一批终身学
习数字化平
台相继投入
使用

2013 年 宁 波
终身学习公共
服务平台正式
开通运行

“ i- 观海卫
太极拳”实
验室项目落
成开通

2016年，宁波市教育局专门
投入300万专项建设经费定制
102门398讲“微课程”，推
出网上老年教育系列精品讲
座，连续举办全市社区教育
风采展和老年网上校园文化
艺术节等系列活动。



6、发挥项目引领，实现实验项目到品牌项目华丽转身

近年来，宁波市教育局在

实践中把“社区教育实验”

做为丰富社区教育载体，

创新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

助推器，重实验又重实践，

重基础又重科研，实现了

两条腿走路，两个层面协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1

2

3

4

5

出台《宁波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管理
办法（修改试行稿）》

组建了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导师团

开展宁波电大骨干教师与实验项目
结对共建活动

举办了两期优秀实验项目现场推进会

推动部分县区（市）把实验项目工作列
入社区学院和成人学校工作考核范畴

多举措优化宁波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建设



〉 2011年至 2017年，
我市持续立项285个，
其中重点104个。优
秀项目不断涌现。

江北慈城镇

社区学院

“社区竹编”

余姚市丈亭成校

“三江好管家”

企业员工培训

镇海

“锐蓝青工”

海曙集士港成校

“乐学集士港·

文化养老”

象山县

爵溪成校

“小微电商”

从抓基础到抓内涵，
从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到社区教育品牌项目，
宁波社区教育的内涵之路越走越宽。



7、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圆老年人的大学

针对老年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2011年，宁波市教育局依托宁波广
播电视大学创办了宁波社区大学老
年教育中心，开展普惠式老年教育，
开启我市教育系统创办老年教育实
体机构的先河。7年来累计招生
21000多人次，社会反响热烈。



7、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圆老年人的大学

1

2

3

4

2015年，宁波市民政局与宁波电大合作挂牌成立宁波市老年电视大学，
惠及14万老年人

“普及发展老年教育” 写进中共宁波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

“全市今年挂牌成立30家老年大学”列入宁波市政府2017年民生实
事工作项目

宁波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做好2017年社区老年大学（社区第三年龄大
学）挂牌申报工作的通知》（甬教终民〔2017〕134号）

在政策推动下，宁波各地老年教育工作蓬勃开展。
江北区 2016年4月出台《关于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办

法》，提出“办好老年教育，圆江北老年人一个大学梦”。
宁海县教育局与该县老干部局联合办老年大学。



创新之源：强化顶层设计，终身教育步入法制化建设轨道1

2 创新之基：加强基础投入，终身教育基础条件进一步提升

3 创新之力：重视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敬业创新的专业型团队

4 创新之本：保证刚性支出，做到终身教育三级财政投入正规化

三、宁波社区教育模式创新的基础和保障



1、创新之源：强化顶层设计，终身教育步入法制化建设轨道

近年来，宁波的终身教育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一系列政府文件，为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推进学习型城市提供了制度保障。

2015年3月1日，《宁波
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正式
颁布施行，是继福建、上海、
太原、河北之后，浙江省首
个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



2、创新之基：加强基础投入，终身教育基础条件进一步提升

基本构建起市、县、镇、村四个层级和学校、行业、社
区、网络四大系统组成的终身教育体系

1

2

3

以市高标准成人学校（社区学校）建设为示范

以标准化成人学校（社区学校）建设为起点

以特色示范成人学校（社区学校）建设为引领

宁波社区大学建设进一步加强，划拨11亩建设场地、总
投资1.8个亿的宁波终身教育大楼已报批立项



3、创新之力：重视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敬业创新的专业型团队

尝试学分
培训模式，
普及社区教育

工作者全员培训

构建具有宁波特色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体系
宁波市教育局委托宁波社区大学组织举办了“宁波社区教育管

理干部高级研修班”等一系列培训，累计培训人员1000多人次。

引入社区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学分制培训模式，在浙江省师资
培训网下创建宁波社区大学学分平台，给予培训学员以学分认证



开展技能比武，
提升社区教育

工作者专业技能

“十三五”以来，全面开展宁波市终身教育工作者技能比武大赛，内
容有全系统教师专业知识全员考评、社区教育活动项目设计、社区教
育主题演讲、微课制作等系列活动，以赛带建，以评促学。

开通绿色通道，
支持社区教育
工作者职称评定

为成人学校、社区学校教师专设研究员
系统职称评审通道

宁波市教育局把成人学校、社区学校

校长纳入宁波市名校长评审范围



4、创新之本：保证刚性支出，做到终身教育三级财政投入正规化

积极做好经费统筹保障，保证刚性支出，推动投入机制
正规化、制度化、长效化,这是宁波社区教育能够创新
发展之本。

宁波市已经做到了将
市、县（市）区、乡镇
（街道）三级财政将终
身教育经费列入预算，
全市实现了教育部要求
的按户籍人口的年平均
社区教育经费2元的标准，
最高标准达到16元左右。



4、创新之本：保证刚性支出，做到终身教育三级财政投入正规化

我市的海曙区等地实现了区财政局专门对终身教育（社区教育）
经费专项发文

市政府还建立了对企业职工、农村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外来务
工人员技能培训和扫盲进行购买服务，全市年支出经费3亿多元

宁波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相关文件与细则不断出台。2017年初，
市教育局联合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十三五”期间实施
终身教育提升工程的意见》（甬教计〔2016〕48号）

新增为开展社区教育品牌项目、宁波市特色示范成人学校、社区
教育扶助项目等十大类项目，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个体自主与团队自治型“双自”模式是个发展方向1

2 融入社区治理型的社区教育模式是发展重点

3 互联网+社区教育型模式是个发展风口

4 政府买单、市场运作型模式是社区教育模式优化之路

四、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教育未来模式设想

社区学院为主体、各类教育机构为载体的“双体综
合型”发展模式还有巨大潜力

5



1、个体自主与团队自治型“双自”模式是个发展方向

社区群众是社区教育的真

正主体，也是推进社区教育发

展的终极力量。未来社区教育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充分发

挥个体自主能动性与社团共同

体自建自治相能力相结合的

“双自”模式。



2、融入社区治理型的社区教育模式是发展重点

良好的社区教育能够

满足社区成员终身学习需

求，在完善人的基础上达

成人善，在融入社区治理

中拥有独特的功能。

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

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广

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

新”行动目标。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

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到

2020年我国要初步形成社区教育治理体

系”。

推进城乡社区教育统筹治理是构建

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点目标，也是今

后社区教育事业创新变革的重要内容。



3、互联网+社区教育型模式是个发展风口

探索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

围内（例如省、甚至全国）

成立终身教育资源建设联盟，

实现终身教育资源统筹、整

合与共建共享

为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档案，

提供学分积累、转换服务，实现

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重点做好综合性终身学习网站建设，

深度融合线上线下学习资源，以互

联网在线学习破解终身教育的时空

障碍



4、政府买单、市场运作型模式是社区教育模式优化之路

社区教育是公益性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投入。

但政府可以统筹规划，可以利用市场进行社区教育公

共服务买单，而不必“事必躬亲，全职包办”。市场

的还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

用，探索出一条区域特色、中国国情的政府买单、市

场运作型的社区教育新模式。



5、社区学院为主体、各类教育机构为载体的“双体
综合型”发展模式还有巨大潜力

当前以社区学校（院）为主体阵地的社区教育模式今

后肯定还是需要不断依托和倚重，但是教育的阵地肯定还

需要不断扩大，应该出台政策，发动、支持、保障更多的

教育机构、教育资源介入社区教育，共同发展终身教育事

业。特别是中小学资源、中职资源和高校资源，推进以社

区学院为主体、各类教育机构为载体的综合型发展“双体”

模式显得后劲十足，潜力无限。



结束语

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

的意见》等文件的引领与要求下，我们每个区域都应该

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找到本区域社区教育发展的最佳

模式，我们每个社区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在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大背景下作出自己的努力，亮出自己的精彩！宁波

愿与各位携手同行，书写中国社区教育新的篇章。



THANKS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