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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教育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

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

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

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

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教育



多元

• 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了社会。

• 权力来源的多样性

•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等也同样是合法权

力的来源。

•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 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规范和管理的实践过程。

• 利益相关方。

• 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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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达成共

识，从而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

• 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部分责任，更

需要公民自己负责。

• 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

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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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

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

• 要求在政府、社会、市场、公民个人之间的合作与良

性互动，形成新型的伙伴关系。

• 需要最广泛的公民参与，以及最主动的、最自觉的参

与精神。

• 有序的和有效的公民参与，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需

要有足够的合法渠道。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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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

• 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

下进行的。

• 多引导、少管制。

• 社会治理强调的是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

法治理、源头治理。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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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治理要求各方参与

• 社区治理不仅是政府要转变角色，也需要社

会组织、市民的广泛、主动参与

• 社区治理还需要信息透明的环境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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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管理（单一） 治理（多元）

政府 政府、社会组织
企事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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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责任

管理 治理

政府 责任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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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管理 治理

自上而下 协商、对话、
多元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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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管理 治理

行政、命令、规定
市场、法律、

文化、习俗、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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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治理

被动 主动、自主

供给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

社区治理
与



聚不起来
缺乏平台
缺乏信息
不会参与
不愿参与



• 社区教育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

• 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

主动融入社区治理

• 社区教育也将在社区治理中凸显作用

结 论



三个案例



睦邻学习点教育信息化的探索与实践

       长宁区社区教育在不断完善社区学院、社区学校

和居委教学点三级网络的基础上，将睦邻学习点作为

社区教育第四级进行大力培育。

       区学习办、社区学院还积极与各个街镇沟通，对

经考察评估符合条件的家庭登记备案，为这些睦邻学

习点提供经费、学习资源、队伍管理等系列保障，一

系列支持服务使睦邻活动更加的规范和丰富，学习质

量也不断提升。



睦邻学习点教育信息化的探索与实践

       2018年，区社区学院将云课堂送进了周家桥街道余音绕梁睦邻学习点，通过云课堂，学

员们通过电脑联网，不出门就能远程收看和学习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学校开设的云视课堂

课程——《音乐知识赏析》。

学员感想——睦邻学习点学员李阿姨：“我们这个组织成

立已经好多年了，云课堂是今年开始使用的，在电视里面

跟着老师上课非常方便。以前唱歌久了就会嗓子痛，唱不

出来，现在通过上课，我们知道原来是发音不对、口型不

对。发音、口型这些都是最基础的知识，通过云课堂的学

习，我们唱歌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各区优质、特色社区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网上网

下实时互动增强了学习体验感，是学习方式的突破。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是利用云技术，通过云视频会议系统和移动互联网，将分属不同主体的社区

教育课程和在线学员互联起来，通过视频在线会议进行互动公开教学，实现资源共享，并将线上和

线下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一对多、

   无中心、

   可移动、

   云存贮、

   大数据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2017年在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的指导支持下，由长宁区作为上海市推进数字化学习社区建

设协作组牵头单位，立足于本区建设社区教育“云视课堂”的基础上，在“协作组”展开试点工作，

并在本市各区不断拓展。

先行试点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ID 开课单位 上课时间 授课教师

1 形体舞 18912345678 长宁新华路街道社区学校  周一 上午10:30-
12:00 杨  智

2 声乐合唱 18812344321 长宁江苏路街道社区学校 周三 上午 09:00-
11:00 楼  勤

3 英语口语 18412345678 长宁华阳路街道社区学校  周五 上午09:00-
10:30 施佳鸣

4 诗韵 18212345678 长宁周家桥街道社区学校  周一 下午13:30-
15:00 何小枫

5 书法 18312345678 长宁天山路街道社区学校  周五 下午13:30-
15:00 李晓荣

6 摄影基础 18712345678 长宁仙霞新村街道社区学校  周四 上午09:30-
11:00 蒋  榛

7 英语会话 18512345678 长宁虹桥街道社区学校  周四 上午09:00-
10:30 王  璐

8 中国古典文学 18612345678 长宁程家桥街道社区学校  周三 上午09:00-
11:00 厉关栋

9 移动设备使用 18712344321 长宁北新泾街道社区学校  周四 上午09:00-
10:30 方利华

10 智能手机应用 18012345678 长宁市民学习中心  周二 上午09:30-
11:00 严强盛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ID 开课单位 上课时间 授课教师

1 女性生活礼仪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三 下午 13:00-
14:30 王晓琴

2 智能手机应用（上）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日 上午 08:30-
10:00 黄雪峰

3 音乐知识与赏析（下）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一 上午10:15-
11:45 周海军

4 歌曲演唱（下）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二 上午08:30-
10:00 武  倩

5 学说上海话（上）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二 下午13:00-
14:30 包  雷

6 英语口语提高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四 上午10:15-
11:45 陈  娟

7 旅游文化知识基础 18012345115 浦东洋泾社区学校 周五 上午08:30-
10:00 顾建华 王晓龙

8 实用旅游英语口语 18012345104 徐汇区社区学院 周三 下午13:00-
14:00 社区英语教研组

9 书法 18012345104 徐汇区社区学院 周四 上午 08:30-
10:00 杨维昌

10 山水画 18012345114 嘉定区社区学院 周三 下午 13:00-
14:30 祖局林

11 智能手机应用 18012345114 嘉定区社区学院 周四 上午 09:00-
10:30 梁正君

12 中老年数码照片美化 18012345107 普陀区社区学院 周四 上午 09:00-
10:30 余江涛

13 影视欣赏 18012345107 普陀区社区学院 周三 上午 08:30-
11:30 沈启容

14 静安乐龄讲坛 18012345106 静安区社区学院 周五 上午 09:00-
10:30 乐龄讲坛讲师团

长宁区云视课堂课表 先行区云视课堂课表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长宁——智能手机应用 市民远程学习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浦东——音乐赏析 普陀——中老年数码照片美化



社区教育“云视课堂”

静安——乐龄讲坛 徐汇——实用英语口语



2017年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评审

       为深化社区教育内涵建设，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
意见》的任务要求，推进社区数字化学习，中成协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于2017年1月启动了
“2017年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申报与评审工作。修订形成《全国创建数字化学习先行区评
估标准（2017年修订版）》，以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为主要对象，下发了《关于申报
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的通知》（中成协社教﹝2018﹞1号）。      



组长 袁  雯 中成协副会长兼社专委理事长

成员 庄  俭 中成协副会长兼社专委副理事长

夏  瑛 中成协社专委副理事长

彭海虹 中成协社专委秘书长

张东平
中成协社专委上海研究中心数字化学习分中心负

责人

领导小组

组长 庄  俭 中成协副会长兼社专委副理事长

成员 陈乃林 中成协社专委名誉理事长

周延军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

宋亦芳
中成协社专委副秘书长、教授、上海市长宁区学

习办副主任、区社区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刁元园 中成协社专委副理事长、成都社区大学副校长

吴进 中成协社专委副理事长、江苏开放大学副校长

杨淑珺
中成协社专委副理事长、浙江开放大学终身教育

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副

主任

沈光辉 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

黄岩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郭永进 全国社区教育数字化资源及平台协作联盟秘书长

评审专家组



进展与成效

       各区县在社区教育发展中，从党委政府

到教育局等各级行政层面给予了社区教育及

数字化工作很高的重视，区县积极组建了专

门的数字化工作领导机构和推进组织，大多

数区县都能够出台社区教育数字化工作推进

的规划或意见，为近年来区县数字化学习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进展与成效

         参评区县在数字化项目中都能够积极投入

必要的教育经费，有的区还提供专项经费，经

费投入逐年有所增长，为数字化软硬件环境的

建设提供了保障，近年来在数字化教学环境建

设，软硬件设施配备等方面有很大的改善，计

算机专用教室、宽带网络等初步覆盖到居村委

学习点层面，为居民数字化学习创造了条件。



进展与成效

       本次参评的大部分区县建立了独立的可供居民访问和学习的数字化网站，并通过购买、共享或

者自建的方式积极推进数字化资源的建设，通过平台功能的拓展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数字化学习

需求。近年来随着移动学习的推进，还及时建设了移动学习APP和微信学习公众号，实现数字化学

习的可移动，为居民学习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

      移动学习助推社区教育新发展



进展与成效

北京市大兴区兴学网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通APP



进展与成效

       本次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评
审共收到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
治区共30家单位的参评资料。与历
届相比，参与的省、市、自治区以
及参评区县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提
升。其中西部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也参与本次评选活动，数字化
学习先行区评选的覆盖面正逐渐扩
大。

历次数字化先行区评选参与数量汇总表

年度 参与省市自治区数 参评单位数量

2009 4 14

2010 4 8

2011 6 17

2012 10 13

2013 5 9

2014 6 10

2017 13 30

 



问题和不足

问题
1

   个别区县没有建立社区教育专属的独立学习平台，部分区县的学习

平台没有完善的学习功能的支持，有些区县依托于电大既有的学历平

台或者上一级单位建设的公共平台，而区县的参与情况无法得到直接

体现。移动平台的学习功能也有待开发，适合社区教育的管理和统计

的功能也还跟不上。



问题和不足

         学习平台资源质量有待提升

问题
2

   各区县在推进数字化学习过程中，依托平台不断丰富在线学习资源

的数量，特别是通过采购和共享填补了学习资源的短板问题，但是这

些资源在满足居民数字化学习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上还很不足，相比之

下，区县在自建数字化资源方面还有很大差异，很多区县自建资源的

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资源陈旧，特色资源不足，自建资源经费投

入不足



问题和不足

学习资源陈旧 学习资源不够丰富，类型单一



问题和不足

数字化学习的支持服务有待提供

问题
3

   在数字化学习的环境和设施不断改进的情况下，针对居民数字化学

习的支持服务还不够，有些区县将建成数字化平台当做一劳永逸的事

情，持续性的支持服务包括专业技术队伍的配备、平台的升级换代、

资源的更新等方面没有跟进，甚至有些平台的数据和资源还停留在几

年前的状态，无法访问的资源和网页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问题和不足

数字化学习的推广力度有待加强

问题
4

   很多区县在数字化平台建设方面虽然有所建树，但是却忽视了数字

化学习方式的推广，学习平台尽管注册人数达到常住人口的10%以上，

但是根据后台统计数字来看，参与学习的人数还不多，参与比例还很

低。尽管推出了微信公众号等移动学习平台，但是平台的影响力和关

注度还比较有限，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推广。



问题和不足

课程利用率低，市民数字化学习参与度较低



谢谢聆听！

敬请指正！

      联系方式：   021-62265289   sjzx_c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