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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城市建设：
国际组织的理念与行动反思

徐小洲 孟 莹 张 敏

［摘 要］ 学习型城市是当代城市建设的重要趋势。为了研究与推动学习型城市发

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学习型城市协会等国际组织从终

身学习、全纳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种角度探讨学习型城市理念，并努力通过制定评价指

标体系与评估活动推进全球性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应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

“领头羊”与示范区。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要以学习者为本，促进复合发展、特色发展；突

破传统学习观的藩篱，推动四个转向实现；关注市民素养与城市能力复合发展；以系统化

思路整体谋划学习型城市建设进程；兼顾国际标准与本土需求，通过构建合理评价体系，

实现以评促建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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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浪潮席卷全球，

深入研究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念、发展程度

与路径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

了促进学习型城市发展，一些国际组织提出

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开

发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学习型城市

发展。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要积极吸收国际

经验，探索彰显特色发展的学习型城市建设

之路。

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思想来源

与学习观念变革

学习型城市既是知识经济社会时代市民

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学习型城市概念的产

生具有深刻的思想来源，其演变引发学习观

念的变革。

（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思想来源

学习型城市建设既是“终身学习”和“全

民教育”的思想延伸，也是城市发展观念变革

带来的必然产物。第一，学习对象和学习方

式的转变。终身学习要求打破学习的时空局

限，使学习者具有终身学习的机会与能力。

郎格朗在1965年首次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

认为应把教育看作“贯穿于人的一生与人的

发展各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教育结

构，课程内容、作用与地位，教育目的，各类教

育间的关系和互相联系，教师的招聘、作用和

培训等一切都将重新加以审查与思考”。［1］

全民教育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使

具有学习能力的公民能得到相应的教育机

—— 131



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学习型社会建设便

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罗伯特·赫钦斯

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是以

全体成员充分发展自己能力为目标的社会，

是“一个人人求学、人尽其才、恢宏人生的社

会”［2］。泰特缪斯在《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

百科全书》中指出，“学习社会的民族精神和

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是社会成员在一生中有

不断学习的需求，国家的建设及资源的分配

都促使人们需要教育，而教育主要是通过专

业教育组织和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进行

的。”［3］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成为

实现终身学习和全民教育的普遍诉求。第

二，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经济依赖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

新、管理创新，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素

质。在知识社会时代，维系与推动社会文明、

和谐和进步的核心要素，是人及其群体的认

识、能力与作用，而决定这一切的基础是学

习。学习是决定未来创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城市是特殊的社会集合形态，是一

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人口

中心，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

境。美国学者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曾经

指出，“未来城市的主要任务，就是具有人类

的教养功能和爱的形象。”［4］作为文明程度

较高、教育基础较好、教育人口集中的社会集

合体，必须率先实施学习型社会建设，实现城

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基于人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学习观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复杂系统，人们对学

习型城市的认识也是多维度的，其中，以人为

本促进人与城市的互动发展成为当前学习型

城建设的认识基础。从这个视域看，学习型

城市中的“学习”至少包括以下五个重要特

征。第一，学习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市民

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方式、城市文明进步的客

观要求。学习不仅是个体生存、发展与完善

的资本，也是社会资本获取得的最重要途

径。通过学习组织和不同个体、群体的合作

学习等方式培育良好的社会资本是未来城市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学习者

个体与城市社会整体因学习得到互动发展，

因学习而可持续发展。通过个体化、组织化

的学习活动，营造以创新为动力的城市文化

和精神，推进城市快速、可持续发展。第三，

学习主体是全体市民，学习机会向全体城市

居住者开放。学习型城市具有完善的开放性

学习网络，学习资源不仅面向本地市民，而且

面向所有的城市居住者开放。第四，学习内

容反映人生与城市需求，在海量知识与个性

需求中满足多元化学习需要。学习不仅要获

取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还要为人的素质

与精神需求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这种学习

资源建设不仅充分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

的海量知识与虚拟学习空间，而且广泛考虑

各种人群、不同时期学习者的个别需求。第

五，学习体系触角广泛，充分整合城市可获得

各种教育资源。在城市范围内广泛创建各种

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如建设学习型政府、学习

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家庭等城市学习

单元。这种学习观念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学

习型城市建设理念与方法的探索。

二、国际组织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理念

与评价体系的探究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千余座城市迈出

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步伐。面对全球性学习

型城市建设浪潮，许多国际组织展开了系统

的研究和推进活动，提出了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理念、原则和评估框架，其中，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欧盟（以下简称

EU）、国际学习型城市协会（以下简称 IAEC）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等机

构的活动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与引导作用。

（一）OECD 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原则与结

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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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OECD 首次提出了建设学习型

城市（Educating Cities）的设想，加拿大埃德蒙

顿、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奥地利维也纳、日本

挂川、苏格兰爱丁堡、美国匹兹堡、瑞典哥德

堡等成为首批7座“创建学习型城市”试点城

市。

经过 20 年实践探索，OECD 教育研究和

创新中心于 1992 年在第二届国际学习型城

市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终身学习的城市战略

（City Strateg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研究报

告，总结首批7座学习型城市的实践经验，提

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五大原则：第一，促进城

市内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公立和私立部门之

间的联系与协作；第二，协调以工作为导向、

以日常休闲为导向的教育和培训，便于市民

将自身发展和职业发展的学习需求相结合；

第三，鼓励各年龄层人群共同学习、相互学

习；第四，利用当地媒体作为教育工具，培养

市民对学习机会的识别能力；第五，将建设学

习型城市、共同学习视为改变城市未来的途

径。

基于以上五项原则，OECD 提出从七个

方面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现有的教育机

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文化传统、学习的

可获得性、培训计划、文化机制、终身学习和

社会参与，这七个方面构成了学习型城市建

设的整体。但是，城市发展存在着区域、文

化、历史、经济、教育等基础性差异，不存在划

一的发展水平与标准。为此，OECD进一步提

出，在将终身学习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同时，

还需考虑城市的特征，诸如城市大小和定位、

城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作用、经济情况、职业

准备在学习中的地位、基于社区的学习机会

等。［5］

为了体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差异性、区

域性、针对性，OECD与有关国家开展了实践

探索。例如，在学习型社区建设方面，基于英

国有关学习型社区研究的基础，1998 年，

OECD 将学习型社区（Learning Community）定

义为：一个城市、乡镇或地区，为个体和群体

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机会，使社区成员

获取知识、技能及态度，形成价值观，从而促

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创

新力。并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型城市概念模

型，［6］阐述了学习型社区建设的主要理念、

目标和方法［7］。（见图1）

从该模型可以看出，OECD 以“发展”为

主线，将终身学习作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基

本原则，试图通过一系列终身学习项目的实

施，促进城市个体、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五

大方面的发展。模型主要是从大社会的角度

审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总体构架，对建立学

习型城市大框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其

他国家学习城市型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经

验，如学习技术的运用旨在帮助形成互相联

系、协作的城市学习网络，构建健康、具有社

会融合性、市民参与度、可持续发展等学习型

城市建设目标，强调建立合作伙伴、全民参与

率，重视绩效评估，等等。但是，该指标体系

有些概念性指标在测评过程中缺乏可操作

性，教育系统内部因素的考虑也显得不足。

（二）EU 学习型城市理念与评估指标体

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EU 开启了学习型

城市研究计划，欧洲一些城市开始向“学习型

城市”转型。

1. 学习型城市建设理念

图1 OECD学习型城市的概念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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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EU发表了《教与学：迈向学习型

社 会（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白皮书。该文件提出，未来

社会将是一个学习型社会，随着信息时代的

到来，科技日新月异，贸易国际化已成为必然

趋势，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更为多样、快捷和

方便。［8］与此同时，人们的职业模式也开始

发生转变，提出新的工作技能诉求，教育和培

训将在促进个体进步和欧洲社会一体化发展

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欧洲也将走上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道路。

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念

被提上议事日程。EU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

身 学 习 年 （European Year of Lifelong

Learning）”，以加深欧洲各界对终身学习理念

的认识，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EU通过所开

发的交互网络工具（http：//tels.euproject.org），

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相关组织和人员提供交

流平台。同时，EU还组织研讨会，吸引更多

的城市加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宣传和讨论。

步入21世纪后，在OECD对终身教育相

关研究启发下，EU又进一步探讨学习型城市

的内涵。欧洲大学终身学习协会（European

Lifelong Learning Initiative，ELLI）提出，“学习

型城市是指一个城市、乡镇或地区，除了履行

为所需人群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法定义务之

外，通过学习机会的提供、维护和积极推广，

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广泛参与、文化认同且无

经济压力的人文环境，以提升每一位公民的

潜力。”［9］

2. 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

为了推动 EU 学习型城市建设，EU 于

1999 年实施“迈向学习型社会（TELS）”研究

计划。这一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研发出学

习型城市评估工具（the Learning Cities Audit

Tool）［10］。（见下表）

指标类别

1.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承诺

2.信息传播

3.伙伴关系和资源

4.领导力发展

5.社会融合

6.环境与公民

7.技术与网络

8.财富创造与就业力

9.市民动员、参与及发展

10.学习活动和家庭

解释

学习型城市建设计划、战略的实施进度及迄今所做的思考。

向计划执行者和广大市民宣传终身学习理念和方案的途
径，包括新课程研发、教师培训、学习中心建设、媒体运用、
有关学习需求的信息征集等。

城市对不同行业间建立联系的鼓励、可行性和有效性，包括
中小学、学院、工商业、大学、专业协会、特殊利益集团、地方
政府和其他组织间的联系，人力、物力资源共享，知识生产
和动员，等等。

终身学习领导力的开发方式和现状，包括领导课程、项目管
理、城市管理和、组织结构等。

城市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包括精神或身体残疾人群、失业
人群、少数民族、学习障碍人群等。

市民对城市环境事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城市向各年龄层
市民普及公民权知识的方式，及市民实际参与情况。

用以构建城市内外部组织和人群间联系的信息通信技术，
包括开放学习和远程教育，各年龄层人群对网络的认识和
有效利用。

财富创造和市民就业力提升计划；促进市民生存技能、知识
和竞争力的培养；优化就业前景，包括财政刺激、调研、行业
间的联系、城市间的联系。

市民贡献的鼓励与可行性，包括对人们所具备的知识、技能
和才能的整合和利用，鼓励其为城市共同发展做贡献。

在个体及其家庭周围学习机会的明确程度、吸引力、可见性
和发生率，包括学习节、宣传册、学习庆典、学习竞赛和评选
活动等。

子指标

终身学习策略、学习型组织、城市终身学习宪
章、欧洲项目和目标、作为学习型组织的城
市、学习型城市准备

信息战略、媒体利用、学习资料、终身学习理
念的营销

合作类型、新资源的使用、现有资源的整合

现有领导、新领导、资料开发

学习的障碍、资格、标准和评估、专项方案（欧
洲和国家层面）

环境意识和学习：成人与儿童、环境参与、公
民权与民主

远程学习、多媒体和开放性学习、网络的运
用、有线城市

就业力和技能、财富创造、学习需求分析、市
民学习评估、就业计划

终身学习方法和技术：个人学习计划、监督、
学习圈等市民的个人发展以及师资/辅导人员
的开发和培训、参与和贡献机制

学习庆典：节日、博览会等学习表彰和颁奖，
以及家庭学习策略

EU“迈向学习型社会（TELS）”评估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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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估工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对城市基本情况的统计，包括城市面积、人口

数量、各类教育机构的数量、受教育人口比例

等指标，以助于权衡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基础；

第二部分是评估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度的具体

指标，包括十大领域，每一项指标又由若干项

细化的子指标组成，共计40项细化指标。

作为欧洲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标准，欧洲

学习型城市指标从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承诺、

信息传播、伙伴关系和资源、领导力发展、社

会融合、环境与公民、技术与网络、财富创造

与就业力、市民动员参与及发展、学习活动和

家庭等十大领域进行评估，涉及面广。该指

标体系强调规划引领、公民参与、市民得益、

资源保障、活动推进，并力图把定性指标与定

量指标相结合，具有实践指导意见。但过于

综合性的评价体系使得其评价导向比较模

糊，有些二级指标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

EU利用其研发的学习型城市评估工具，

连续评估欧洲一百多个城市的学习型城市建

设绩效，促进了学习型城市理念传播与实践。

（三）IAEC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原则

IAEC 是为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际

沟通与合作而设立的国际学习型城市建设协

作机构。1990年，该协会首次发布《学习型城

市宪章（Charter of Educating Cities）》（以下简

称《宪章》），提出了世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标

准。1994年和2004年，该协会对《宪章》进行

两次修订，以适应新的挑战和社会需求。《宪

章》从构建学习型城市的权利、义务和对市民

的服务三方面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基本

原则。［11］在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权利中，《宪

章》提出城市内所有居民应享受自由、平等的

学习权利和机会，即城市应考虑到不同人群

的需要，提供不同形式、类型的终身教育。此

外，还需具备言论自由、文化多样性和平等对

话的氛围，包容并理解不同年龄群、不同种族

的传统和文化，以达到相互理解、和平协作。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须秉承社会公平、民

主、平等、普及的原则，开展研究调查，充分考

虑每一项行动将带来的影响，如是否与时俱

进、是否满足市民需求。

在城市的义务中，学习型城市的转型必

须找到一个能够发现、保持并展现其城市本

身特征的方法，使之与当地自然、社会、人文

环境和谐发展，消除社会代际隔膜和文化冲

突。政府要及时向市民公开信息，并积极鼓

励市民参与，提供反馈和建议。此外，还需为

市民提供生活质量保障，包括健康的生活、居

住、工作、休闲环境和公共运输等，积极促进

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对市民的服务中，政府

须对其所提供的有关文化、娱乐、信息、宣传

等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做评估，尤其是考虑

到对青少年的直接影响，并对家长开展特殊

的教育培训，帮助其学会抚育子女使之更好

地成长，学会相互尊重。社会应予以市民必

要的个人和职业规划咨询服务，引导更多人

参与社会活动，尤其要对弱势群体提供特殊

关注和帮助，促进社会融合发展。要实现相

关信息的透明化，鼓励更多组织、群众关注和

参与城市建设，将学习型城市建设视为每个

市民的责任。《宪章》是权利本位、以政府责任

为导向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纲领性文件。《宪

章》三项基本原则界定了政府义务和居民权

利，明晰了政府和社会为学习型城市建设应

尽的责任，提出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

内容。如何实现《宪章》提出的原则与要求，

实现更好的针对性、影响力和约束力是IAEC

及相关机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实践课题。

（四）UNESCO的学习型城市衡量因素与

评估指标

进入21世纪，建设学习型城市已成为世

界范围的普遍现象。根据实践探索，UNESCO

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衡量因素概括为以下八

个方面。第一，政治意愿和决心。学习已成

为促进城市繁荣发展、维持社会稳定、提升市

民品质生活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伙伴关

系和联系网络。学习型城市需要城市内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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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的合作与参与，包括整个教育系统、文

化服务部门、专业协会、志愿者组织、工商业

等，同时也需要与城市外部建立沟通与交流

的平台，以更好地学习经验。第三，对学习需

求的评估。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有责任

和义务了解市民的学习状况和需求，以此为

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基础。第四，创造学习机

会。在学习型城市内，无论何时、何地、何种

形式，学习都可以实现，让不同背景、不同年

龄的市民都可以体会到学习无处不在、唾手

可得。第五，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所有相关

机构（包括市政府），都应以学习型组织为发

展方向，为其成员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培训

项目。第六，创造财富和提升就业力。社会

和谐和经济繁荣发展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关

键目标。第七，大学的作用。社会服务和促

进社会进步是大学的职能之一，在建设学习

型城市的道路上，相关部门可以委托大学进

行科学研究，建立合作关系；鼓励大学师生志

愿者贡献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共享大学资源

设备开展学习活动。第八，举办学习庆典和

颁奖活动。通过学习节等活动向广大市民宣

传有关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念和信息，提高

市民学习意识，营造学习氛围。从这八个方

面内容可以看出，UNESCO 侧重学习型城市

建设中的学习功能与活动推进。

为了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于 2012 年开始构建

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试图以更实用的方法

推广终身学习理念，构建政策对话平台，建设

先进案例的信息中心。2012 年 6 月，该所发

布了评估成员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状况的“全

球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提出UNESCO对学

习型城市建设的评价标准。（见图2）

全球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分为三类。一

是学习型城市的目的：促进个人成就和社会

融合、可持续发展、文化和经济繁荣。二是学

习型城市的建构内容：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教

育的参与率和质量、学习文化的发展、为学习

者的信息提供和服务、对残障人士的支持及

各类学习成果的认可。三是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基本条件：政治意愿和决心、监管和相关人

员的参与以及资源的充足率。UNESCO采用

五点评分法（1～5 分代表完成程度的高低）

和发展趋势评估（包括进步、稳定和下降三种

趋势）模式对世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现状进

行测评，并根据测评结果为优秀者颁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荣誉称号。

该指标体系渗透了 UNESCO 的发展理念：人

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全纳教育、全民参与、高

质量教育、可持续发展等思想。这些价值观

对学习型城市建设具有积极的理念引导作

用。但是，个人成就与社会融合、政治意愿与

决心等指标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由于难以

量化而导致其评价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三、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思路

学习型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不同的

意蕴与要求，当前，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要进

一步厘清发展思路，以利于加快学习型城市

建设进程。

（一）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领

头羊与示范区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我国的重要战略任

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明确指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

图2 UNESCO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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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教育规划纲要》确定，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八

大再次强调，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

型社会。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因其

特殊的优越地位必须发挥引领作用，学习型

城市要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领头羊”与示

范区。

随着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逐步推进，北

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学习型

城市的目标与措施，并积极投入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国际潮流之中。2013 年 10 月 21—23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学习型

城市建设国际会议，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市

长、教育官员、专家共同探讨城市积极应对市

民学习需求的策略，会议公布了《学习型城市

建设北京宣言》，号召各城市为建立全球学习

型城市网络而积极行动。

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热潮中，如何在吸收

国际经验的同时，根据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

实际，科学评估与大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进程，是我国未来学习型城市建设面临的重

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

（二）四项原则：有效推动学习型城市建

设

市民学习观与城市建设观决定着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方向与水平。学习型城市建设要

引导市民形成新的学习理念，树立科学有效

的建设观。

1. 突破传统学习观藩篱，推动四个转向

改变狭隘的工具主义学习观，努力实现

从单一学习转向多元学习，从被动学习转向

自主学习，从接受学习转向创新学习，从阶段

学习转向终身学习。

2. 关注市民素养与城市能力复合发展

学习型城市建设不能把市民发展与城市

发展分割开来，学习型组织建设要与养成学

习者学习习惯，提升学习者学习能力，改善学

习环境紧密结合。在学习型政府、企业、社

区、学校和家庭建设中，关注不同学习单元对

学习者的促进作用，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3. 以系统化思路整体谋划学习型城市建

设进程

学习型城市建设重视社会与教育体系的

系统设计，做到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策略有

效、收效广泛，实现有序发展、科学推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

4. 国际基准与本土需求并重

虽然学习型城市具有一般特征与基准要

求，但不同类型的学习型城市具有差异性。

现阶段学习型城市建设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学

习型城市建设的基准要求，又要关注不同类

型、区域学习型城市的特色发展。国际学习

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各有侧重，不宜

照搬照抄。在吸收国际先进学习理念、参照

国际基本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文

化、教育基础和城市化建设实际需求制定评

估指标体系，实现以评促建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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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rning city is an important trend for the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To stud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cluding OECD，EU，UNESCO and IAEC，have been trying
to explore the idea of learning city from the idea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ducation for al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se organizations also have been trying to formulate evaluation indexes and evaluation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y. Learning city should become the "bellwether" and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structing
learning society. To construct the learning city should take learners as orientation，promote the complex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breakthrough the obstacle of traditional learning view，and drive the realization of four turnings. To
construct the learning ci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osit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 attainment and city's ability，and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y with systematized idea. To construct the learning city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local needs，and build logical evaluation indexe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with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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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 statutes possess the function of "charter" in universities，which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at a
university can be independent，and self-discipli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s is in favor of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s，and is helpful of perfect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in a university.
Therefore，to impel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tatutes，all kinds of and all levels of universities need to vigorously
enhance their internal impetus，so that they can consciously，normally and scientifically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utes with innovativeness and individ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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