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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回顾、反思与展望

赵小段  刘楚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摘  要】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开展十多年来，在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组织建设、内涵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诸多

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创新了学习型社会建设模式，有力地推进了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同时也存在一些不

足。展望未来，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还需在体制机制、政策法规、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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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城市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历程与诉求紧密

相关，学习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同的城市

在文化构成、文明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上呈现出不

同特点。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

经济、社会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学习型社会建设也

取得了许多成绩。从2006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十一五规划》到2016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等重要文件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提出了发

展目标。十多年以来，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采取了哪些

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不足，以及下一步努

力改进的方向是本文试图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回顾：愿景与措施

（一）政府明确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愿景
城市发展、社会治理、幸福社区建设与学习型社会

建设关系紧密。广州市政府在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具

有较强的政治意愿。从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城市的发

展规划，到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试点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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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广州创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

念。如《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提出要“引导市民树立知识创造财富、学习提升价值的

观念，使终身学习成为城市风尚和价值取向”（李训贵，

2015）；又如为建设“幸福广州”，创新社会管理，2012年
广州市委、市政府做出“12338”战略部署，将“人的全面

发展和幸福”作为城市发展、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目

标；又如在《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

案》中明确提出按照“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

的终身学习理念，围绕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学习型社会的

发展要求，以建立“整合联动、购买服务、开放学习”三

大机制为根本，以落实“动员、协调、组织、实施”四大

功能为依托，以推进“构建组织、整合资源、优化环境、

开展活动、推广经验”五大环节为重点，以构建“一核双

网”(核心为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联席会议，双网为数字

化学习网和社区教育网)学习型社会架构为支撑，搭建各

类教育培训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

系；探索运用“双网”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广州学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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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雷忠良，2013）。
（二）创新学习型社会的治理机制

1. 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需要多部门、多

机构的共同参与，是多元发展的状态（诺曼·朗沃斯，苑大

勇 2017）。为整合多方资源，广州市采取了诸多保障机制。

首先，积极推进广州社区学院、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

中心、广州市数字化服务指导中心、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

者培训基地等机构建设。这些机构的成立与运作，为广州

市学习型社会建设实施与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整合了

高职院校、广播电视大学的资源优势，推进了广州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步伐与力度。同时，提供经费和人员保障，每

年给予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广州市数字化服务

指导中心、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基地等部门专项经

费资助，确保学习型社会建设有效推进。同时对人员配备

给予了明确规定，为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有效推进提供了

重要保障。同时，也鼓励与激发中小学教师进社区的积极

性，广州市教育局、文明办、民政局联合发文《关于印发广

州市扎实推进教师进社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穗教发

〔2011〕53号）。最后，搭建平台，成立广州市社区教育专家

咨询委员会，把国内省市相关政府部门、区县领导、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社会组织等各界代表联系在一起，整合各

方资源，共同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

2.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Purchase of Services)源于西方国家，是

一项社会福利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践，至今已有

五十多年的历史，对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广州市政府为更好推进社区治理，通过建立购买服务

机制配置社会服务。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自2009 年以来，

广州市由试点探索到推广应用“政府出资购买、社会组织

承办、全程跟踪评估”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全力打

造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开展长者、

儿童青少年、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义工等服务，其中

包括教育与学习服务（李训贵，2015），目前，全市共建立了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188个，服务范围覆盖了广州市各个街

道。广州市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吸纳了更多的社

会资源与力量参与社区建设与教育服务，极大方便了社区

居民接受学习与服务的渠道及途径，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幸

福指数，有效推进了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

3. 多维协同科研引领模式

广州学习型社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也在探索多

主体、多层次、多目标的多维协同科研引领模式。广州

社区学院成立 “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以中心为主体，

整合了知名专家学者、高校、科研机构、职业院校、党

校、电大、社会力量等多主体的优势资源，探索广州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模式与路径。为进一步借鉴整合其他

单位优势资源，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委托国

内知名学者承担广州市社区教育研究项目，从多个不

同的视角，探索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社区教育

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借鉴与整合更多优势资源为广州

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同时在广州社区学院组建科研

团队，承担多种研究项目。先后承担并完成了中国教

育学会“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研

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现代

化进程中的中心城市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研究》等近40
项课题，承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研究任务；还制定了《学习型社会

评估指标体系》《社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社区教育

机构建设标准》《社区教育课程建设标准》《社区教育

工作者队伍建设标准》等系列评估指标体系。

（三）创新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单元
学习型组织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单元，广

州市分别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等组织单元的层面培

育共建学习型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社区都成为学习

型社会创建的关键。在企业中，通过座谈、现场观摩等方

式向员工宣传建设学习型企业的意义与方法，将终身学

习的理念灌输给每一个员工，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利用

信息化手段，建设广州职工教育网，建立职工文化教育网

络平台，通过广州职工教育网推动远程学历教育、职业

教育、继续教育、通用能力课程等的学习。在学校，通过

举办专家讲座、开设教师论坛、进行主题学习等方式，探

索学习型学校建设,并研制了教师学习型组织建设标准。

以“书香羊城”为契机，广州市妇联发出“阅读进家庭”

的倡议，创建“书香之家、和谐家庭”，让终身学习、毕生

阅读成为全体家庭的一种习惯和风尚。在社区，借助广州

社区学院的国学资源优势，在荔湾区景区管理中心、广州

十三行国际旅行社构建荔枝湾国学社区，以岭南文化和

西关文化为窗口，让社区居民亲身体验西关本土文化，感

受岭南文化的魅力，打造了国学社区的特色品牌。

（四）推进岭南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内涵建设
营造“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氛围是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标准。广州市通过开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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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打造品牌项目，营造了全民终身学习的氛围，极

大满足了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如从2006年开始，

广州市就开展了“书香羊城”活动，该活动旨在使市民

养成爱好阅读的好习惯，在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

庭、连队等各个领域展开“书香”系列活动等，同时，创

办了 “羊城学堂”、“广州讲坛”和“羊城书展”，让更多

的市民共享广州市的学习教育资源（刘楚佳，孟源北，

2010）。又如在白云、越秀、南沙、从化、花都等多个区建

有广州市职业技能教育基地，大力培养实用高技能人

才，满足因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员工接受技能培训和继续

教育的需要，促进产城融合（叶忠海，2014）。再如越秀、

番禺、海珠、荔湾、南沙等区将广府文化传承与社区教

育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打造若干个具有广府文化特色

的精品社区，成为广府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载体。

二、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反思：创新与不足

（一）广州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创新之处

1. 融合创新管理体制

学习型城市的创建越来越多元，需要搭建平台进行

资源整合，管理机制也要进行充分创新。创新的管理机

制成为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2009年广州

市政府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加挂“广州社区学院”的牌

子；2012年，依靠学校教育资源优势，分别在广州市广播

电视大学和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加挂“广州数字化学习服

务指导中心”和“广州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的牌子，

同时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加挂“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

培训基地”的牌子；2012建成社区教育三级网络，设立

社区教育专项经费，为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组织保障。特别是借助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优势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创新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

学习型社会建设特点与受众对象决定了其多元性

与复杂性，为更好地整合与调动更多的社会性学习资源

（蒋亦璐，2017），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调动了高校、职

业院校、党校、团校、成人文化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综

合服务中心、文化促进会、志愿者协会等）参与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了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格局。为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学习型社会建设，广州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通过

竞标优化资源配置与服务成效，提高学习型社会建设效

果的最优化，形成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同时，借助

职业院校的资源优势，形成职教社教联动发展的模式，

创新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机制与模式（朱涛，2014）。
3. 打造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广州模式

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与北京、上海相比，虽有一

定的差距，但广州学习型社会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的

成效，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建设模式，即自下而上的

建设模式。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借助国家教育体制改

革试点项目取得一定进展后，体制建设与机制创新以

及社区教育三级网络体系的建设，为广州学习型社会

建设进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国家、省社区教育示

范区和实验区建设的推动下，各区、街镇、社区学习型

社会建设逐渐规范化，基层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

效推进了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步伐与节奏。寄望于

未来，广州市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法规建设将进一步完

善，进一步加快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存在的不足

1. 统筹和协调力度有待加强

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项牵涉面广、社会参与主体多、实

践性强、协调难度大的综合性事业，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

的资源和力量，需要相关单位和部门、各区、街镇、村（居）

的支持和配合（王明臣，2015）。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需要

政府层面加大对全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

划，加强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建立健全学习型社会的组织

实施架构和工作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

2. 地方法规和政策推进滞后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推进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有关

的政策指引和制度保障。国内许多先进省市已出台了地

方法规，如上海市、福建省、太原市均已经出台地方《终

身教育促进条例》或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广州

市在这方面已明显滞后。

3. 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队伍建设是确保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

重要保障之一，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管理人员、

专职队伍、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步伐与要求相差较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推进力度与效果。

三、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展望：努力方向

展望未来，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任重道远，需进

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意见》和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



‑60‑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体制机制、政策

法规、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服务国家

重要中心城市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为广州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和智力保障。

（一）完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联动机制
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建设，虽然取

得了系列成绩，但因缺乏顶层设计与完善的领导机制，

使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统筹协调能力较为欠缺。因此，

需进一步加强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管理体制与运作机

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整合联动机制，有效发挥政府、社

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的作用，整合更多

的资源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运用市场运作，发挥政府主导与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授

权、政府购买、项目外包、委托管理等形式，吸引和支持

各类主体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学分银行和居民

“终身学习卡”、“终身学习账号”的研发与实施，尽快

实现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学分转换和互认。

（二）健全学习型社会的法规保障
政策法规是有效推进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保障，广

州应尽快制定《广州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或学习型

社会建设指导意见，在机制体制完善、资源整合、队伍

建设、经费保障、激励机制、学分互认等方面出台操作

性较强的政策指引，进一步研制机构设置、课程开发、

教学服务、运作流程、评价考核等办学标准，为广州建

设学习型社会保驾护航。

（三）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人力、社区及智力资源
队伍建设是建设学习型社会成败的关键要素之

一。广州市应依据学习型社会建设需要，打造一支高

水平、专业化的队伍，培育一支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

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团队，服务、指导广州学习型社会建

设；培训一批熟悉学习型社会和社区教育基本知识的

志愿者队伍与兼职队伍。同时，不断加强相关人员的培

训与继续教育，完善自身终身学习的同时，不断提升综

合素养，紧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加

快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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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Review,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ZHAO Xiaoduan and LIU Chujia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405,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has proceeded in policy guid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organi-
zation building and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ome achievements and innovation have been made in the process, and Guangzhou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but some shortcomings still exists. Looking forward, Guangzhou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needs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in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building as well as team building.
Keywords: Guangzhou; learning society; mode; governance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