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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作为西城区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六大重点示范项目

之一，承担着为区域市民提供方便、快捷、务实的学习服务的重要任务。通过对该基地进行走访调研，了

解基地发展现状，剖析基地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基地发展的建议，推动基地建设品牌化、规范化、

制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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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大力建设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深入有效地

开展学习型城区建设，北京市西城区通过大力开展

“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开发和整合区域

内各种优质文化、科技、教育资源，构建区域性、

立体化的市民终身学习基地网络。市民终身学习服

务基地作为西城区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六大

重点示范项目之一，承担着为区域市民提供方便、

快捷、务实的学习服务的重要任务。

2013年9月，为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终

身学习服务体系，推动西城区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

区建设实现新的发展，经西城区学习型城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成立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

服务基地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

学，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全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

各项工作，力争为西城区建设成为全国社区教育示

范区和北京市学习型城市示范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4年9月，为进一步促进西城市民终身学习

服务基地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充分发挥地区社会

教育资源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服务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根据西城区委、区政府《关于创建北京市

建设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京西发

〔2012〕5号）精神，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出台

《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促进办

法（试行）》，为构建完善的市民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2017年9月，根据《西城区关于开展市民终身

学习示范基地认定通知》要求，结合北京市评选首

批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工作，西城区学习型城区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

地办公室根据前期各基地成员单位的申报情况，通

过对部分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开展调研，详细了

解了各单位的发展动态及发展规划，为下一步有针

对性地开展市民终身学习服务提供了依据。

二、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发展现状

截至2017年11月，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

地已有67家。根据西城区教育十三五规划，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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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要达到100家

左右。在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不断发展壮大中，

涌现出了如首都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北京老舍茶

馆有限公司、北京市外事学校、北京市西城区金融

街社区教育学校等一批具有典型引领作用的示范基

地单位。

（一）首都博物馆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的首

都博物馆，是集研究、教育传播、文物保护于一身

的北京市属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主要

通过展览、讲座、展板、科普读物、教育活动等形

式向市民开展服务，每年承办内容丰富多彩的展览

近百个，市民参观量达百万人次。为更好地把握时

代发展趋势，首都博物馆根据观众的参观情况，一

方面利用网络、调查问卷、观察等方式展开观众研

究，另一方面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新媒

体、新技术手段，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

首都博物馆从自身馆藏资源及地域文化出发，

为中小学生提供课程式教学，同社区联合举办文博

学院，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展学习服务送教上门

等活动。特别是首都博物馆专门为中小学生量身打

造的“读城”项目，是首都博物馆在博物馆社会教

育工作的一次创新与探索。“读城”项目集展览、

社会教育活动、数字化体验等于一体，重在启发学

生独立思考，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博物馆，让

广大中小学生在博物馆探究式学习中知北京、爱北

京。由于展览内容贴近城市文化历史、富有生活气

息，不但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对广大北京市民来

说，也为他们了解、学习城市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切入点，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二）北京天文馆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的北

京天文馆是我国乃至亚洲的第一座大型天文馆，馆

内天象厅是我国大陆地区最大的地平式天象厅。天

文馆在基地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入，每年自主制作

1-2部科普节目，推出“宇宙畅游”天文主题展览，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每年有超过60万人次的国内外观众来到北京天文馆

参观学习。

天文馆以场馆资源为依托，深挖天文馆特色

项目，利用科普宣传车在全国各地开展大型科普活

动，每年普及人数近4万。流动天文馆品牌项目被

评为“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作

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的重要资源单位，天文馆大力

推荐“畅游天文馆”“周四开放日”“每月第三个周

六的科学讲座”等科普活动，积极开展亲子主题、

科普进校园等体验活动，结合“六一”儿童节推出

“‘六一’天文寻宝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参加冬、

夏令营，举办全国中学生天文奥赛。每年接待学生

万余人，活动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高度关注。

（三）北京老舍茶馆有限公司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的北

京老舍茶馆有限公司始建于1988年，是我国第一家

民俗文化茶馆，京味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经过29年

的发展，老舍茶馆累计接待了160余位世界各国元

首政要和500多万中外宾朋。老舍茶馆已经成为一

张靓丽的京城文化名片，一扇闪亮的民族文化之

门，一个以传承、弘扬北京传统文化为特色的人文

地标。

老舍茶馆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抓手，通

过开展“学茶艺、品生活”学习体验、开设茶文化

讲堂、以茶为媒走进校园等项目，全力打造市民

终身学习服务基地，让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使

百姓生活更加精彩。特别是老舍茶馆推出的“老二

分”茶摊、“戏迷乐”京剧票房和老北京传统商业博

物馆三大品牌公益项目，知晓率高、参与率高，先

转“博物馆”、再逛“大栅栏”已逐渐被广大市民

熟知，京味文化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四）北京市外事学校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的北

京市外事学校创建于1980年，是首批国家级重点职

业高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学校拥有一支包

括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职教名师、西城区学科

带头人等在内的教职工队伍，开设了30余项适合不

同年龄层次市民学习体验的课程。近5年来，每年

的社会培训量均达万余人次。

学校以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习型城

市建设为己任，注重强化社会服务职能，面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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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活动课程高端时尚、丰富多样。2015年，学

校举全校之力，整合课程资源，成立北京市外事学

校美好生活体验馆。作为学校开展市民终身学习服

务的品牌项目，学校重视课程体验的效果和宣传口

碑，不断开展创新，积极研发新课程，先后编写了

《美酒风情》《一点茶识》等深受市民喜爱的教材、

著作。

（五）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的北

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位于环境优美的醇

亲王府南府。校园彩绘描金、青砖漫地，构筑出既

有悠久历史传承，又有深厚教育底蕴的校园环境。

目前学校有20名在职教师、30多名兼职教师，开设

了国学、钢琴、美术、国画、书法、声乐、舞蹈、

计算机、瑜伽、机器人、民乐等30多个项目，有

200多个小组、14个艺术社团，近2500余人在此注

册学习。

学校于2007年成立的金声国乐团是以演奏宫廷

音乐和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为主的特色团队。在此基

础上，学校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创办了北

京市首家民乐公益培训班，为6岁左右的孩子普及

民乐知识。2017年，“金色驿站”被评为北京市终

身学习品牌项目。金色驿站成为了学校“融文化、

融资源、融服务”的重要载体，使社区教育学校真

正成为了市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基地，社区百姓的精

神家园。

三、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

在发挥市民终身学习服务示范基地作用的过程

中，绝大多数单位立足地区，服务社区，充分挖掘

地域特色文化，注重打造特色品牌，突出传统文化

传承，为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乃至西

城区学习型城区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进一步

加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示范基地建设方面还存在着

一些共性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以市民学习者为中心的工作意识需进一步

加强

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项目作为西

城区建设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六大示范项目之一，

对完善区域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推动学习型城区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市民终身学习服务

基地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单位资源，为市民终身

学习提供服务。作为服务的供给方，市民是其服务

对象。西城区优质的社区资源、教育资源众多，各

级文化事业单位、各类文化文物保护项目数量可观，

这些都是正在发挥作用的市民终身学习服务资源。

但是部分单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是

以市民学习者为中心。各基地单位整合文化、科技、

教育资源，建设专业化、特色化的服务基地，不仅

可以极大地丰富市民终身学习内容和精神文化生活，

更有利于营造安定团结、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

（二） 打造特色项目和学习品牌的创新意识需进

一步增强

构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是推进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重要形式和载体。通过创新品牌建设，

能够吸引潜在的市民群体参与终身学习，提高市民

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调研的过

程中发现，部分基地单位整合了大量的课程资源，

为市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服务内容，但在各种

主题活动中，部分单位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挖掘文化

特色，部分单位没有提炼出品牌特色，部分单位对

特色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不大，不能很好地起到基

地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社会知名度和社会效益不

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地单位的创新发展。

（三）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基础性工作规范化需

进一步加强

截至目前，西城区已有67家市民终身学习服务

基地，按照基地单位的职能性质划分，主要分为

文化基地、科普基地、教育基地和社会机构四大

类。文化基地如首都博物馆等单位，科普基地如北

京天文馆等单位，教育基地如北京市外事学校等单

位，社会机构如老舍茶馆等公司。各基地单位在规

范化建设、制度化建设方面、档案管理等基础性工

作方面，工作成效参差不齐。部分基地单位重视活

动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整理搜集，有章可循、有据

可查；部分基地单位疏于对平时的基础性工作的管

理，档案数据整理归纳不及时，工作的精细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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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有待加强。

四、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发展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市民终身学习基地建设

工作有序推进

一是建议完善机构设置，强化顶层设计，加强

队伍建设。2013年9月，经西城区学习型城区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成立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

服务基地办公室。目前，基地办公室工作由北京宣

武红旗业余大学社区教育办公室代行。为进一步推

动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工作向前发展，建

议进一步明确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办公室

职能，加快建设专职工作队伍，促进市民终身学习

服务基地建设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推动

西城区学习型城区建设科学发展、内涵发展与可持

续发展。

二是建议完善工作机制。各基地单位要增强市

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建设工作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要积极承担起区域内开展市民终身学习的责任。建

议各基地单位尽快成立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工作

领导小组，形成领导主抓、专人负责的工作机制，

更好地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办公室对接工

作。同时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力度，要有计划、

有活动、有总结，促进基地建设工作常态化发展。

三是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完善《西城区

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认定办法》，探索制定《西

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管理办法》，确保各项

工作制度化、各种制度标准化、各类标准流程化。

（二）加大宣传力度，为市民终身学习品牌建设搭

建平台

一是建议加强特色品牌建设。各基地单位要结

合区域优势，基于本土文化和特色，整合课程资

源，打造符合区域特点的特色学习活动，稳步推进

“一地一特色”品牌建设，注重特色的品牌性和辨

识度。基地单位要以市民学习者作为品牌建设的核

心，关注市民的学习需求，通过各种手段持续地与

目标受众沟通交流，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资源

和服务，使之成为市民心中的一种学习符号。[1]

二是建议积极开展交流活动。基地办公室要为

各基地单位搭建交流平台，以基地开放日、基地现

场会、基地观摩交流、示范基地展示等形式，充分

发挥示范基地的引领、辐射作用，促进基地单位之

间的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

基地建设的工作水平。

三是建议重视新媒体宣传手段。充分利用基地

办公室主办的网站（西城社区教育网）和公众号

（西城社区教育网公众号、西城市民学习基地公众

号）等网络资源优势，推送学习资源，扩大基地单

位的辐射空间，增强基地单位的社会知名度，为市

民学习提供便捷服务。

（三）增加经费投入，扎实做好市民学习服务基地

建设基础性工作

一是建议加大对基地单位的调研走访力度。以

开展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评选工作和西城区

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评选工作为契机，基地办公

室要主动了解基地单位发展变化，对接基地单位发

展需求，促进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可持续发展。

二是建议加强对档案等原始资料的管理工作。

各基地单位要高度重视档案资料等基础性工作，把

档案收集整理工作抓在经常、抓在平时。基地办公

室要通过开展评选申报，促进各基地单位档案日常

管理工作。要大力宣传示范基地的先进管理经验，

整体提升西城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档案工作

水平。

三是建议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基地

办公室要重点做好“一网两号”的平台管理工作，

要尝试建立基地单位平台管理系统，加强对各基地

单位的统筹管理。各基地单位要利用网络技术建立

市民学习报名系统和管理系统，统一管理学员的电

子档案，有针对性地为市民提供学习服务，使市民

在学习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乐趣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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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我们从此次研究中得到的启示如下：第一，元

认知策略的培训和运用对于培养和提高职大学生的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效果显著，将策略训练融入英语

课内和课外的实践是可行而有效的。第二，元认知

教学可以纳入教学内容，作为职大课程改革的有机

组成部分，应该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大力推广以元认

知策略培训和运用为主的自主学习策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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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in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of Adult College 
Students—— Illustrated by the Students from Beijing Dongcheng Adult College

SONG Xiaoxing

Abstract：In order to help adult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e author, taking students from Beijing Dongcheng Adult Colle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ries to 

us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strategic training into English class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and that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Key words：metacognitive strategy; adult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Service Base for Citizens of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WANG Jin　WANG Junming

Abstract：Xicheng District lifelong learning service base, as one of the six key demonstration projec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arning city demonstration area in Xicheng District, bea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providing 

convenient, fast and pragmatic learning services for the local citizens. Through visiting the base and survey, 

understanding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alyzing its problems, this paper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promotion 

of base development, brand-oriented construc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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