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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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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生态环境总体比较稳定，但是也存在着缺乏省域范围内的终身教育

法规、缺乏经济上的动力机制和消极文化蔓延等挑战。只有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整合教育资源，开展专项投入，开

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进终身学习理念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的有效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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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进个体社会

化和社会个性化的实践活动。［1］任何教育活动总是

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一定的环境下对受教育者产

生影响。因此，教育系统与生态系统类似，其发展离

不开所处的环境，它强调教育主体与周围环境的互

补互摄和协同进化，系统中的各因子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不停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

换，进而保持系统的平衡。只有正确把握教育生态

规律，正确处理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才能将具体

的教育实施落到实处。因此，探讨江苏终身教育体

系生态环境的优化，对于整个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

的影响。

一、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的构成

终身教育“是一个包含所有教育在内的教育体

系，包含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国民教育体系与非

国民教育体系的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每类教育都是

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终身教育体系的平台

上发展、完善”。［2］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以终

身教育思想为指导，重建具有内在一致性、关联性和

持续性，是学校和各种教育机构以及广大学习者的

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开发的教育体系，并在终身教育

框架下实现各种教育类型、各种教育形式和各类教

育资源之间的相互沟通、衔接和共享，满足广大成员

对终身学习的多种需要”。［3］可见，终身教育体系并

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架构，而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统

一的系统，它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同

时系统内存在若干个子教育系统。但是抛开复杂的

外在来看，这个系统与一般的生态系统并无本质上

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生态学概念来分析江

苏终身教育的生态环境。
生态学中的“环境”通常泛指生物有机体生存

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是直接影响生物有机体生

命活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综合。生态系统和生

态环境的作用是相互的: 一方面，系统内部的生态主

体必须依赖生态环境，从外部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才

能生存; 另一方面，系统内部生态主体的活动又在不

断地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向外部输出能量，促使生

态环境优化，更好地为系统内部生态主体提供赖以

生存的各种条件。因此，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以教育

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控制

作用的 n 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4］从当前我国

终身教育的发展来看，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外部生态

环境的范围可以被简单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国际

环境、国内环境和个体生态环境( 小环境) 。
生态学所定义的“教育生态环境”概念范围较

为宽泛，生态环境对于终身教育的影响主要还是通

过具体生态因子，主导因子的不同组合形式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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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生态环境。终身教育“主要强调国家和社会从

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和模

式、环境和组织等方面为实现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

要求提供保证”。［5］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根本目的

就是要让全体公民充分享受学习的权力，也需要全

体社会组织保障这种学习权的施行，其外部生态环

境需要强调给体系的稳定构建提供“保障”。在我

国，党和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制度、纲要、条例

等专项文本的颁布来进行宏观的决策与指导，从制

度上明确终身教育体系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实施策

略是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最重要的保障。教育的发

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需

要经济水平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学

习需求给终身教育体系输入了大量的学习者，这些

学习者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社

会经济也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教育建

立在学习的基础之上，终身学习的自觉性、兴趣、态
度、习惯和能力等都影响了终身教育的实施。在整

个社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积极的文化和学习氛围，可

以有效促进终身学习的开展。综上所述，可以将终

身教育体系的生态环境因子聚焦到政治环境、经济

环境和文化环境上来，三种环境从不同的方面与终

身教育体系内部生态因子相互作用，支持着终身教

育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影响着终身教育的有效实

施和终身学习的开展，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实现。

二、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的生态环境基础

和国内其他省市( 自治区) 相比较，江苏终身教

育体系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都面对

着相同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从国际环境的整体来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缓

和，和平与发展是当前国际环境的主题。我国一贯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与世界各国的

友好合作关系。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随之

不断提高。强大的国力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

势的不断增强，培养能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能适应

经济全球化需要、能够帮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竞争

中取得优势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我国教育领域必须

满足的新要求。这也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

出了新要求，即要以国际化的理念建设终身教育体

系，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带动教育的进一步市场化。
教育市场化是运用市场的理念、原则与方式，对作为

公共事业的教育进行运营的一种手段，它追求教育

效率的最大化。市场机制被引入教育领域，使得教

育成为一种商品或服务，消费者需要为使用这种商

品或服务付费。在此背景下，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主体不再只具有公共性，社会资本将会广泛进入终

身教育领域，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注入活力。信

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教育教学技术的革新，使

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借助于电脑、
网络等基础设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联网，信息

资源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跨国、跨地区共享。随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技术的普及性与渗透性改变了

教育的生态环境，互联网成为了另一个“社会”，互

联网文化影响了大众文化，教育的方法、模式和教育

组织形式等正逐步转型、发展，这也拓展了终身教育

的发展空间，成为终身教育未来发展的有效支撑。
从我国的国内环境来看，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总体比较稳定。
1. 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构成了终身教育

体系的政治环境

我国“终身教育”的概念从国家层面被提出，就

是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明确的。1993 年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了

“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

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6］《纲要》使用了“终生教

育”的概念，这里的说法与“终身教育”有一定的差

异。随后，在 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明确提出，“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

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国家鼓励

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

育”“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采取

措施，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7］自此，教

育基本法确保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稳定的政治环

境。在随后党和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中，终

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路径又进一步得以明确，尤其是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中，进一步提出了要“构建灵活开放的终

身教育体系”。这些政策法规在制度层面上使终身

教育体系的概念更为细化，进一步明确了终身教育

体系的构建要求，成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保

障。可见，“党和国家已经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作

为新世纪国家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发展终

身教育提高到关系到科教兴国国策成败的新的战略

高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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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发展水平是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础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地位的确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

教育投入问题被置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保

障了教育经费的投入，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分年度全

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的相关数据可知，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逐年提高( 如图 1 所示) 。这为

我国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经费保障。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2 年《民办教育促进

法》颁布以来，大量的社会资本涌入我国的教育领

域，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

“2015 年，全国有民办学校16． 3万所，占全国总数的

31． 8% ; 在 校 学 生 数4 570． 4 万 人，占 全 国 总 数 的

17． 6%。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

教育的民办学校数分别占民办学校总数的 90%、
6． 6%、3． 0%、0． 4%”。［9］社会资本对民办教育的投

入，有效地增加了教育服务供给，极大程度上满足了

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也为我国终身教育体

系的构建作出了相应的贡献。随着知识运营成为经

济增长方式、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识经济成为

新的经济形态，现代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其中

的知识含量的增长。当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

的功效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时，

知识就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而

作为持续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和传递知识的终身

教育体系，其构建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进一

步凸显。

3. 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

朽的文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教育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整个人类

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可以引领社会文化。教

育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教育如不能激发个体自我

成长的内在力量，就不可能实现良性的发展，而这种

个体自我成长的内在力量，更多是通过文化的传播

与传承来实现。因此，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终

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内化

进人们的意识形态中，这个过程可能是个长期的过

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作为具有

漫长教育历史的大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中蕴涵着许

多先进的教育理念，自然也包括朴素的终身教育思

想。我国春秋时期的教育思想家孔子就曾以“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

十顺耳，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来描绘自己一生中

不断学习的过程。到了现代，中华民族尊师重教、崇
智尚学的优良传统更是始终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的

沃土之中。一直以来，接受义务教育是社会民众的

基本义务，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社会大众文化的基

本特征。未来，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

教育发展趋于饱和状态，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民

众的基本素质条件，大多数社会职业更是将接受高

等教育作为入职必备资格，所以，接受高等教育便成

为国民的一种义务”。［10］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职后教育也成为一种趋势和流行文化。“老有所

教，老有所学”也成为老年人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

内容。这些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中的终身教育思

想，形成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文化氛围。

三、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评价

“优化是与进化相对称的。自然事物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自在运动所引起事物的发展被称为

进化，经人为设计、调节、控制、干预、引导，从多种可

能路径中选出最优路径从而导致事物的发展叫优

化”。［11］根据优化的定义，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的

优化是指终身教育主体对终身教育生态环境进行的

最优管理、引导和选择等的实践活动。江苏终身教

育体系的构建是在江苏这一省域环境( 小环境) 中

开展的，终身教育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探

讨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的生态环境优化，还需要对江

苏省的省域环境( 小环境) 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优化

策略。
1. 从终身教育的政治环境来看，尚缺乏省域范

围内的终身教育法规

从目前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地方条

例看，党和政府赋予了终身教育重要使命，但是鲜见

涉及如何落实和实施计划安排的细则性文件，具体

的落实还是根据各省市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

条例。目前，国内已经有 3 个省( 直辖市) 制定了本

省( 直辖市) 的《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另外还有 2 部

市级的《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已经出台( 具体名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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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些省市已经将制定本地区的《终身教育促

进条例》列入计划中。通过对江苏省已有的政策文

件进行梳理后发现，目前江苏省对于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的保障措施比较重视。2011 年江苏省人民政

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实施意

见》，但是由于国家的政策文本中尚未形成单独的

《终身教育法》，各省市对于终身教育体系的理解以

及构建策略也是莫衷一是。江苏省人大尚未将终身

教育纳入立法计划和立法程序，而且江苏省也尚未

建立起专门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就目前上海市已

经设立的市教委终身教育处的情况来看，其被赋予

的指导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行并达到协调各类资源的

目的，最终因其级别低下和权力有限而无法实现。

表 1 国内制定终身教育地区性法规的地区统计表

时间 地区 名称 适用范围

2005 年 8 月 福建省 《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省

2011 年 5 月 上海市 《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直辖市

2012 年 9 月 太原市 《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省会城市

2014 年 5 月 河北省 《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省

2014 年 10 月 宁波市 《宁波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市

2. 从终身教育的经济环境来看，缺乏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的动力机制

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2014 年

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仅次于广东省，达到65 088． 32
亿元，居全国第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第四，

需要大量人力资源支撑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也居全

国第二。［12］目前，江苏省的发达的经济水平主要由

强大的教育发展水平支撑。江苏省一直是教育大

省，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统计，2013 年，全省学前三年

教育毛入园率为97． 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98． 6%，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为48． 6%。2014 年，全省学前三年教育毛

入园率为97． 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100%，高

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99． 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为51． 0%。［13］而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直到 2015 年全

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75． 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为93． 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 0%，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为40． 0%。［14］全国的平均数据均远远落后

于江苏省的教育发展。目前在江苏省的经济发展

中，终身教育所带来的贡献度不突出。一直以来，终

身教育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就终身教育的

基础———成人教育的实践来看，学习者个体往往是

为了追求更好的岗位或薪资去学习，教育的主办者

很多也更多地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未从整个社

会终身教育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加之目前终身教育

对于江苏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无法表现，导致终身教

育实践的整体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缺乏，这与终身教

育的本质以及建立学习化社会的理念与追求大相径

庭，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整体动力机制缺乏。
3. 从终身教育的文化环境来看，网络文化的蔓

延给终身学习风气的建立带来优势也带来挑战

江苏自古文化底蕴深厚，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

在各方面积极探索、总结先进经验，历史上屡开思想

风气之先。在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从民间

自发的终身教育思想已经在逐渐蔓延，尤其是在社

区教育方面。以江苏省南通市的社区教育为例，这

里的社区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普及的范畴，还

让中华传统文化和非物质遗产飞入寻常百姓家。社

区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绘画书法、音乐舞蹈、计算机

网络知识等内容，还包括对色织土布、面塑、剪纸、灯
彩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类型多样、丰富

多彩的社区教育带来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是终身教

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重要表现。面对面的教育是

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更新，当前另一种重要的文

化———网络文化的势头也不容小觑。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 10亿，上半年新增

网民2 132万人，增长率为3． 1%。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达到51． 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 1个百分点，超

过亚洲平均水平8． 1个百分点。截至 2016 年 6 月，

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 18亿，较 2015 年底增加

775 万，增 长 率 为7． 0% ; 在 线 教 育 用 户 使 用 率 为

16． 6%，较 2015 年底基本持平。手机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为6 987万，与 2015 年底相比增长了1 684万，增

长率为31． 8% ; 手机在线教育使用率为10． 6%，相比

2015 年底增长 2 个百分点。［15］未来的终身教育体系

中，在线教育将会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实现方式。根

据 2016 年 7 月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

江苏省被认为是信息化发展较为领先的省，属于成

熟应用型。［16］江苏省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方面

达到较高的水平，具有较强大的产业规模，居民通常

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具备丰富的信息专业技术人员

储备，这些都给未来终身教育领域的拓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目前网络社会中

也存在一定的文化糟粕，“教育无用论”等影响终身

教育理念传播的消极理论也在广泛传播，如何规避

网络社会的消极影响，积极为江苏省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服务也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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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的优化

策略

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优化的最终目的是: 在

学习规律和教育规律的指导下，形成良好的学习氛

围，学习者具备终身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社会教

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模式和

教育组织等方面形成合力，保障学习者的学习权益。
优化的过程是终身教育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这

里的主体除了终身学习者外，还应该包括政府管理

者和终身教育实施者等其他与终身教育相关的各类

主体。根据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生态环境的评析，优

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1. 建立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

说，它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

束”。［17］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形成激发学习者

学习主动性的环境，更需要能够让学习者随时随地

学习的条件，最后还需能够保证学习者学有所成、学
有所获。为了让学习者有持续学习的动力，需要改

变目前“自上而下”完全由政府决策主导的模式，这

种决策模式虽然可以卓有成效地推进终身教育体系

的构建工作，但是随着终身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这种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政策制定机制将会产生一

定的弊端。一旦制度或者政策制定者对终身教育理

念的理解有偏差，就会导致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问

题。因此，必须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建立民主、公开

的制度制定机制，确保终身教育政策更加合理和可

持续。为了让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学习，需要有学

校教育各个阶段学习如何衔接的政策规定，还需要

考虑中断学校教育后如何衔接。要改革国民教育体

系，服务终身教育，学校教育的制度要将继续教育纳

入其中进行设计，需要在学校制度层面就把终身教

育的理念贯彻其中，要考虑如何引导学生更好地使

用技术，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信息化社会和数字化

生存。为了保证学习者学有所成，学有所获，需要搭

建起终身学习的“立交桥”，重点建立起有政府保证

的“学分银行”制度，使学习者的学习成果都能够得

到具有权威性的认定和转化。江苏省要依托省内高

等教育资源，率先建立起由专家学者组建的终身教

育研究团队，作为政策制定的智囊团，收集终身教育

相关数据并加以分析，发布江苏省终身教育相关调

查数据和报告等，以此作为江苏省政策制定的依据。
只有保证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使政

策实施落到实处。

2. 整合教育资源，开展专项投入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我国政府对教育重视

程度的不断加强，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但是目前

我国的教育投入主要按照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

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分类别进行

投入。虽然教育投入的总额逐年增加，但是与发达

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教育投入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若想有效地推进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直接开展终

身教育相关的专项计划，并据此投入经费必不可少。
但从目前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来看，原本的教

育资源已经较为紧缺，再单独就终身教育加大投入

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和全国的情况相比较，江苏省

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与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

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就目前来看，江苏省已经拥有

了较好的教育基本条件，拥有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

建投入专项经费的实力。因此，应该针对终身教育

体系构建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专项投入，切

实保障与促进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另外，目

前江苏省省内已经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终身教育活

动，但是其中不同机构举办的活动往往不能资源共

享，导致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江

苏省已经拥有的各种教育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应该

围绕终身教育体系的需求对这些资源重新整合与利

用，充分发掘已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还需

要发掘社会力量参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尤其是

用人单位。江苏省的中小企业较多，这些企业往往

不能自觉担负起帮助职工继续接受教育的职责，但

是企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

要企业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
3. 开展形式多样的终身教育活动，促进终身学

习理念与社会大众文化的融合

目前江苏省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终身学习活

动，如“全民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活动周”“百姓学习

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评选等。但是目前的

这些终身学习的活动主题较为宽泛，很难做到人人

参与。如 2016 年江苏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主

题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江苏”，从普

通民众的角度来看，找不到终身学习的参与点。事

实上，鼓励全民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更多

地需要让民众真正参与，并且找到终身学习给自身

带来的改变。如鼓励每人每天学习 30 分钟、每个月

读 1 本书、每天运动 40 分钟等小习惯的养成，采取

积分奖励，使民众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另外，可以

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整合现行终身学习机

构的各种发卡体系，统整社区大学学院证、图书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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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证等学习证件，并整合交通系统的悠游卡，制定终

身学习悠游卡，无论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学生证、非正

规教育的学员证或社会教育机构的终身学习护照

等，均可用此卡代替”。［18］人们一方面可以享受这一

张卡带来的多元和便利功能，同时也方便了政府统

计各种关于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方面的数据。通过

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再加大媒体宣传力

度，努力营造推进终身教育事业发展的氛围。同时，

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多角度介绍宣传终身教

育工作，让终身学习成为民众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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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Jiangsu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XU Wen-jing，QIAN Xu-chu
( Jiangsu Open University，Nanjing 210036，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relatively stable，but it also
lack of lifelong education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rovince，economic motive force and negative culture spread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struction，we must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ystem guarantee，integrat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carry out the special investment
and various educational activities，and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lifelong learning concept and the popular cul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optimization of the Jiangsu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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