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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信息化时代的省思

朱 成 晨

渊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袁 天津 300072冤

[摘 要]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遥 然而袁在理论上袁社会大众对学

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客观存在教育对象野特殊论冶尧教育内容野职业论冶尧教育形式野时序论冶尧教育体系野对立论冶

和教育价值野功利论冶等认识误区遥 在实践上袁数据分析发现袁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存在着发展基础条件

羸弱尧政策法规建设进程缓慢尧组织机构发展不足尧人力资源配置比例失衡尧现代化技术支持不到位等问题遥 因此袁我国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借助信息化技术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尧技术平台创新和保障支撑优化等系统

改革遥

[关键词] 学习型社会曰 终身教育体系曰 认知误区曰 实践困境曰 战略设计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朱成晨渊1992要冤袁女袁重庆人遥 博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遥 E-mail院348692276@qq.com遥

基金项目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野信息化课堂教学的有效模式构建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SWU1709245冤

DOI:10.13811/j.cnki.eer.2018.10.006 网 络 教 育

一尧引 言

随着科技的变革和信息社会的建设袁 工业尧农

业尧医疗尧教育等众多领域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系统性

变革袁人类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随之不断更新遥 过去

以知识传授和为职业做准备的传统教育已经无法适

应这个高度信息化尧智能化尧个性化的新时代 [1]曰同

时袁 学习也已经超越学校场域空间袁 转变为人人学

习尧时时学习尧终身学习的社会活动遥 因此袁建设学习

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变革的必然战

略遥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

2020年冤曳 就提出了 野到 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

会冶的伟大目标[2]遥 2015年袁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了

建设野人人皆学尧处处能学尧时时可学冶学习型社会的

教育野中国梦冶[3]遥 党的十九大则正式提出野完善学习

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袁建设学习型社会冶[4]遥 正是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袁 本研究对当下学习型社会与

终身教育体系的相关认知误区进行了批判与解读袁

基于国家教育尧文化尧科技等多方面统计数据省思我

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袁最

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探讨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

育体系的建设思路遥

二尧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

理论热点与认知误区

渊一冤野特殊论冶狭义认知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对象野全员性冶被分解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对象的野特殊论冶是指把

终身教育的对象狭义地理解为成人尧老人或者职业人

等某一野特殊人群冶的论断[5]袁这种论断把终身教育看

成一种补偿教育和继续教育袁过分关注成人尧老人等

特殊对象遥 事实上袁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包括

各年龄阶段的人袁婴幼儿尧青少年尧中年尧老年袁是一个

人的整个生命期的全部教育历程[6]遥因此袁学习型社会

与终身教育体系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部教育袁绝对不

是少数野特殊对象冶的某一类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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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野职业论冶单一推断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内容野多样性冶被窄化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内容野职业论冶是基于教

育对象野特殊论冶的狭义判断袁继而错误地认为教育内

容主要是职后培训袁或者是满足职业所需的基础知识

与技能补偿教育[7]遥 这种判断错误理解了学习型社会

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初衷遥 事实上袁作为一种伴随

人们终生的活动过程袁终身教育是工作尧生活甚至生

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袁是个人野生存冶的权利[8]遥 因此袁终

身教育的内容应是多样的袁 既包括专业性的教育袁也

包括社会的尧文化的尧生活的等多方面的教育遥

渊三冤野时序论冶固化思维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形式野自主性冶被否定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形式野时序论冶跳出了前

两种认识误区的概念框架袁但依旧存在局限遥 一是拘

泥于学校教育形式和过程影响袁过分强调教育形式及

其时序曰二是忽视了自主野学习冶袁关注被动野教育冶袁固

化了人的发展与受教育形式[9]遥事实上袁在学习型社会

与终身教育体系中袁 学习的形式和途径是多元的袁每

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愿望去野自主冶选择遥 而

且袁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袁各级各类教育的运行必须

相互协调尧相互统整袁并非几个模块的机械相加袁或者

简单的阶段式野适应冶遥

渊四冤野对立论冶二元假设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体系野兼容性冶被忽视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野对立论冶分为两种袁

一是把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作为两种不同的

教育体系袁互不兼容曰二是把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

体系行业尧产业等经济社会体系相对立[5]遥这是典型的

野二元论冶思维假设袁忽视了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

系是学校教育尧非学校教育尧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的总和遥 事实上袁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观是大

教育观的哲学视野下袁各种教育形式尧教育过程尧课程

内容尧教学方法的有机融合袁是一个和谐共生尧协同发

展的教育系统遥

渊五冤野功利论冶价值判断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功能野社会性冶被误读

教育功能野功利论冶错误地认为学习型社会与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野无奈选

择冶袁是野功利性冶的行为袁甚至有人认为国家推动学

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就是扩大招生尧 多办

学校[5]遥 这种主张忽视了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

建设促进个体成员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野两个目的冶袁是基于利益分析框架的过度解读遥 学

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最终目的不是野功利

的冶袁而是野社会性的冶尧是野可持续的冶袁其最终目的在

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袁改善人的生活质量袁促进社会

和谐进步与可持续发展遥

三尧新时代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

发展现状与突出问题

渊一冤野目标大袁储备小冶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的发展基础条件羸弱

当下袁国家在愿景层面上勾勒了我国学习型社会

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宏大图景和目标遥 但是袁与国

家愿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袁当前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野底子冶羸弱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遥一是学校教育基础薄弱遥国家统计局数据揭示袁截

至 2015年袁我国大陆 31个省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仍有

文盲人口 54656573人袁文盲率高达 4.08%曰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尧高中阶段入学率尧高等教育入学率也仍

有提升空间袁总体来看袁学校教育基础薄弱导致了学

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现实野储备不足冶遥二是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社会资本 野储备不

够冶遥 仅以公民阅读情况来讲袁2014年袁我国成年国民

的综合阅读率为 78.6%遥 具体数量方面袁国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4.56本袁 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

65.03 期渊份冤和 6.07 期渊份冤袁电子书阅读量为 3.22

本遥 相较于发达国家袁我国居民的整体学习能力基础

储备不足遥 因此袁不论是从学校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

教育的现实来看袁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

发展基础薄弱遥

渊二冤野雷声大袁雨点小冶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的政策法规建设进程缓慢

以政策法规的形式规范和促进学习型社会与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是美国尧英国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

功经验遥尽管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立法一直呼

声很高袁但总是野雷声大袁雨点小冶遥早在 21世纪初袁教

育部在叶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曳中就提出了

野调研尧起草叶终身教育法曳冶的任务遥但是此后袁仅一个

叶福建省终身教育条例曳 地方条例在 2005年出台袁立

法成效并不乐观[10]遥 2006年袁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

上袁有提案建议出台叶终身学习法曳相关法系遥然而袁却

就此杳无音讯遥直到 2017年袁人大会议还在讨论制定

叶终身教育法曳遥迄今为止袁全国仅有叶上海市终身教育

促进条例曳和叶福建省终身教育条例曳两部地方学习型

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政策法规 [11]遥 此外袁叶终身教育

法曳的配套法案也不健全遥一方面袁学习型社会与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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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建设并没有深入到幼儿教育尧 成人教育尧行

业教育等方面袁各级各类学校在执行学习型社会与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缺乏法律保障袁叶终身教育法曳之外

的配套法系不完善[12]遥 另一方面袁图书馆尧博物馆尧艺

术馆等公共机构参与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的立法

不够充分遥一是我国叶博物馆法曳叶图书馆法曳等立法本

身就不够完善曰二是在关于图书馆尧博物馆尧艺术馆等

参与终身教育的规定不够明确细致[13]遥

渊三冤野需求大袁供给小冶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的组织机构发展严重不足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组织机构主要包

括各级各类学校尧培训机构以及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文化

馆等遥然而袁就目前情况来看袁尽管我国学校机构以及

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文化馆等各种公共教育机构资源极

其丰富遥 但是袁一旦将现有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供给

水平按照人均来计算袁则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的组织机构供给严重不足袁人均水准远远低于国际标

准[14]遥 而且袁各类教育组织机构的发展水平也亟须提

高袁地域分布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尧东部地区袁呈现

出野结构性供给冶不足的问题遥

渊四冤野业务多袁服务少冶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的人力资源配置比例失衡

造成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利用率整体偏低的重要

原因是社会公共教育服务不到位袁特别是学习型社会

与终身教育的人力资源配置比例失衡袁社会公共教育

服务机构野业务多袁服务少冶遥数据统计发现袁当前我国

学校教育系统以及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文化馆等终身学

习场所的服务人员袁按生师比尧学习成员/服务人员之

比计算袁出现生师比过大尧服务人员过少的问题袁不利

于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遥学习型社会与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宗旨在于服务全体公民的学习遥要

服务整个社会尧全体公民的各种学习袁就必须有多种

多样的学习服务业务袁因而袁要建设学习型社会与终

身教育体系袁就必须有充分的人力资源配备以保障学

习业务有效提供和服务到位遥

渊五冤野需求强袁支撑弱冶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的现代化与技术支持不够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基础在于学

校教育袁增长点在于社会教育遥但是袁不管是学校教育

还是社会教育袁 均存在现代化与技术支持不够的困

境遥 一方面袁尽管最近几年我国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

成就明显袁但是问题依旧突出遥 统计数据显示袁截至

2016年末袁 全国中小学尚未实现网络接入以及没有

多媒体教室的学校比例均在 10%以上袁未开通网络学

习空间的学生尧 教师分别占全体学生和教师数量的

65%和 57%遥 另一方面袁社会教育信息化建设基础薄

弱袁技术保障能力差遥 截至 2015年袁公共图书馆计算

机台数为 211816台袁 电子阅览室终端数 126702台袁

阅览室席座数 91万个袁 社会居民人均电脑持有数每

百人不及 1台袁手机移动终端也没有全员普及遥

四尧新时代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

建设的战略选择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是综合性的教

育与社会改革袁包含了教育法制尧组织机构尧人事制

度尧公共设施尧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改革遥面对如此复杂

的问题局面和如此艰巨的改革任务袁当前学习型社会

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至少需要完成体制机制

改革尧技术平台创新以及保障支撑优化三个层面的突

破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新时代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

野三位一体冶战略

渊一冤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袁实现学习型社会与终身

教育体系治理现代化

1. 野协同化冶治理改革院消除野多头领导冶和野条块

分割冶

各种类型尧各种形式尧各个层次的教育有机沟通

与衔接袁这是终身教育的核心要点遥 [15]学习型社会与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涉及教育尧人事尧财政尧劳动社保尧

文化尧广播电视尧新闻等多个责任主体袁不能简单由职

业成人教育尧网络教育部门管理遥 为了发挥多元责任

主体的协同治理效益袁建议在国家尧省尧市尧县以及乡

镇层面成立能够统筹各方责任主体的统一机构袁如

野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委员会冶袁并在该机

构的统筹领导下袁各责任主体协同开展相关工作遥 除

了责任主体的协同袁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最

终建设还需要学校教育尧社会教育尧非正式教育等不

同教育形式的协同治理与发展遥

2. 野多元化冶组织建设院丰富野物质载体冶和野配套

设施冶

一是在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建设的基础上袁重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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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区学校尧成人学校尧老年学校尧广播电大等社会教

育学校建设曰重点加强学习型组织尧学习型社区建设袁

如推出社区学习中心尧 老年大学替代敬老院等办法袁

不断丰富社会教育机构遥二是要高度整合多种教育机

构袁实施区域教育野联动冶袁在县域内充分整合正规学

校机构尧网络教育机构尧社区教育机构尧职业培训机构

等袁启动野校校联动冶野校企联动冶野家校联动冶等多种学

习组织的整合工作[16]遥 三是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袁

增加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文化馆等机构数量袁借助企业尧

个人等各种力量袁大量兴建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文化馆等

公共教育配套设施曰面向社区尧面向公众袁充分开放大

学图书馆尧收费博物馆尧文化馆等各类社会教育场所袁

让社会公民平等享受自由学习的机会和资源遥

3. 野职业化冶人事改革院废除野职业歧视冶和野固定

编制冶

现行人事制度野编制固定冶袁存在着野职业歧视冶

野混日子冶等多种问题袁不仅降低了学习型社会与终身

学习体系建设工作的吸引力袁还惰化了体制内成员的

野学习热情冶[17]遥 因此袁要变革人事制度袁补充人力资源

配备遥 一方面袁要在专业岗位设置尧岗位编制尧社会保

障等方面消除野职业歧视冶袁实现所有教师一体化袁进

而吸引更多人员参与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体系建

设遥另一方面袁要废除野固定编制冶袁实施社会教育辅导

员尧社区兼职导师尧企业教育培训师尧社会教育培训师

等计划袁补充师资队伍遥 与此同时袁也要借助野固定编

制冶的消除袁强化职业进修和职后学习袁形成全民学习

的良好氛围遥

4. 野贯通化冶评价改革院推行野学分银行冶和野学业

互认冶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一个现实困

难就是不同阶段尧不同类型尧不同地点的学习结果不

能相互认可转化遥 因此袁必须实行野贯通化冶学习评价

改革袁推行野学分银行冶和野学业互认冶遥 从当前我国学

习成果认证现状来看袁要真正实现学习者学习成果的

统一性和转换性袁则有必要建设国家性的野学历资格

框架冶渊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冤袁 以此既确

保同一学历资格的统一性袁又衔接各学历资格及层次

之间的紧密联系遥由于野学历资格框架冶设定了每一学

历资格相对应的知识及能力所应达到的标准袁学习成

果的积累尧转换尧互认则成为可能袁在此基础上袁则能

够真正推行学分银行及学业互认遥

渊二冤推进技术平台创新袁实现学习型社会与终身

教育体系运行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是解决学习型社会与终身

教育体系建设现实问题的有益尝试遥 野人工智能+教

育冶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库存尧先进算法和多元服务袁能

够克服当前我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过

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袁助推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

系运行智能化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图 2 人工智能技术在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

1. 完善野技术设备冶袁夯实现代教育的基础性条件

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与实施必须依托于一定的

平台和设备基础遥要在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

设中实现运行过程智能化袁一是要不断加强教育信息

化的基础条件建设袁完善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

的技术平台建设袁在计算机配备尧网络接通尧移动终端

配送等方面加大投入袁提高居民教育信息化的设备水

平袁通过技术平台建设袁夯实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

体系的基础条件曰 二是要不断创新现有的技术水平袁

加大力度引进和使用智能代理 渊DAI冤尧 智能仿真

渊IST冤尧智能测评渊CAA冤尧智能检索渊IR冤尧知识表示

渊KR冤尧深度学习尧泛在学习尧数据挖掘尧大数据尧云计

算等新兴技术曰三是要着力提高居民尧教师尧学生的信

息化素养袁提高社会大众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遥

2. 创新野控制界点冶袁科学地变革学习资源分配

不断丰富各类教育资源袁充分利用野互联网+冶尧大

数据尧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袁一方面广泛筹集和储备教

育学习资源袁另一方面借助这些技术对各类教育资源

进行精准推送[18]遥 首先袁坚持野市场需求导向+政府宏

观调控冶的最高分配法则袁通过基于需求的调控实现

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发展与规范化管理曰其次袁创新各

种教育资源的分配与消费方式袁以免费培训尧自主学

习尧学校教育等多种形式袁获取并消费相应的教育资

源曰三是加速野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冶建设袁构建开放式尧

立体化的教育网络袁 实现跨时空的教育资源共享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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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关注弱势群体袁尤其是偏远地区尧农村地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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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学习的理念袁在保护各种学习资源中完成学习遥

渊三冤实施系列保障计划袁确保学习型社会与终身

教育体系建设现代化

1. 依法治教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的政策法规

保障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袁搭建法律保障体系是学习型

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遥一是分步骤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遥 一方面袁要在全国范围内尝试建立

地方性终身教育法规袁并且把终身教育内容渗透到我

国叶职业教育法曳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中遥 另一方

面袁深入开展实践调研工作袁出台叶终身教育法曳或叶终

身学习促进法曳袁完成叶图书馆法曳叶博物馆法曳等系列

配套法案建设袁建成终身教育的法律体系[21]遥 二是按

法理编制法律法规内容袁确保终身教育地位遥 要以法

律的形式确立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政治地

位袁 统一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社会认

识袁确保法律法规作为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

设的行动纲领遥 三是严格执行所有法律法规袁维护法

律法规权威遥在执行所有法律的过程中袁要坚持野严格

执法尧惩戒有力尧教育为主冶的原则袁执法必严袁违法必

究遥

2. 营造氛围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的落地计划

保障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离不开全民学

习氛围的营造遥 首先袁鼓励机关尧企事业单位尧社区等

承担各种形式的学习与阅读活动的责任袁根据地区经

济条件袁推行野书友会冶野农技推广站冶等学习与培训宣

传活动袁提高全民的学习意识遥 其次袁各级各类学校要

以野终身学习冶作为指导理念袁改革课程与教学袁旨在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遥 最后袁

图书馆尧博物馆尧体育馆等场馆机构要树立场馆学习

意识袁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袁使全民意识到场馆资源

丰富尧环境轻松尧时间灵活尧学习随意等特征[22]袁主动

参与场馆学习袁 进而在发挥场馆教育功能的同时袁推

动全民学习遥

3. 创新示范院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的激励制度

保障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还需必要的示

范与激励措施遥 首先袁抓示范遥 由各省尧市尧县尧乡设置

终身教育推进委员会袁评选出模范学习型城市尧模范

学习型社区尧模范学习型企业尧模范学习型机关等袁以

作为其他城市尧社区尧企事业单位尧机关的学习对象遥

其次袁抓典型遥由终身教育推进委员会组织开展野先进

学习个人冶评选与表彰活动袁使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

成为全民学习的典范曰再次袁积极组织野民间赛事冶和

野项目品牌冶等活动袁鼓励社会全员参与学习或阅读曰

最后袁抓技术遥通过人工智能与现代信息技术袁加大学

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示范和先进的宣传活动袁深

化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影响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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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elong Educational System:

The Reflection in Information Era

ZHU Chengchen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However, in theory, some misunderstandings still exist among

the public, such as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educational objects, the single inference of

the "diversity" educational content, the stereotyped thinking of the "autonomous" educational forms, the

dualistic hypothesis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misinterpreted value judgment

of the "sociality"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practice, based on data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elong educational system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weak

basic 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 slow construc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mbala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modern technical support.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elong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must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echnological platform innovation and support optimization.

[Keywords] Learning Society; Lifelong Educational System;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 Practical

Dilemma; Strateg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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