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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与成熟，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开始逐渐以更加专业的姿态对本专业领域展
开系统而深广的研究。我国成人教育的研究取向逐渐由“成人教育”转向“成人本体”、由“人力资本”转向“文化资

本”、由“阶段发展论”转向“终身发展论”。研究方法论由移植研究转向建构研究、由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由单

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研究内容呈现出新趋向，具体表现为研究领域呈现更加广泛的态势、研究热点贴合社

会变革发展实际、研究着眼于不断寻求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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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与成熟，我国成人
教育研究开始逐渐以更加专业的姿态对本专业领域

展开系统而深广的研究。特别近些年，成人教育在

研究取向、研究方法论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均出现了

新的转向，这些新转向表明成人教育学研究取向更

加关注“成人”这一主体特征，研究方法论呈现出更

加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逐渐向纵深领域迈进。

　　一、研究取向的转向

１由“成人教育”转向“成人本体”
成人教育学在学科发展之初，众多学者从构词

法、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侧重点等视角将这一

学科概念理解为“成人—教育学”（即：成人的教育

学）与“成人教育—学”（即：成人教育的科学），并对

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与阐释。这一解读与阐释在

一定历史时期影响着成人教育学科研究范式与理论

发展。可以说，从“成人的教育学”到“成人教育的

科学”，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发生了重要的转向，

从关注“成人”走向关注“教育”，对“科学”的热衷

已经取代了对“实践”的关照。这种“主体”的旁落

导致了成人教育内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紧张。［１］成

人教育研究在抓住“成人”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不

应忽视成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存在。

在对传统的成人教育研究对象与范畴进行反思

与更新的基础上，成人教育研究力图以明确的“成

人”意识，逐渐从“成人教育”转向“成人本体”。关

注与成人密切相关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存在成为我国

当代成人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导

引下，成人学习、成人生活、成人情感、成人职业、成

人需求、成人发展成为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范

畴。以２０１６年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热点高频词，如：
高校继续教育、非学历教育、城镇化农民工培训与职

业农民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等词汇［２］进一步有力

印证成人教育研究的主体转向，更加关注成人主体。

成人教育研究由“成人教育”向“成人本体”的转向，

为成人教育学科发展争取到了更大的话语权与方法

论，保障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与顺畅发展。

２由“人力资本”转向“文化资本”
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舒尔茨从经济学的“成

本—效益”角度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旨在说明

人们可通过在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自我投资而增加

未来收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上的差别是个人

生产能力的差别，而生产能力上的差别又是源自他

们的培训、能力及培训机会的获得，这里的教育培训

被解释为一种“可市场化的技能”。［３］可见，人力资

本关注通过教育培训扩大个人的知识存量，关注点

集中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在人力资本取向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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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使成人获得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就成为成人

教育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扫盲教育研究、成人学

历教育研究等可以说是在人力资本取向下成人教育

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泛

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或无形资产。

这一概念的理论假设是：学术上的不同成就在于出

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子女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

别。［４］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关注的不仅仅是获取知

识与能力本身，还包括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的受教

育程度、个体对教育制度的适应等。如果说人力资

本更关涉人的生产性因素的能力提升的话，那么文

化资本更加关注人在更广阔的场域中的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还有个体的价值

观、信念、行为规范等内容。在文化资本取向下，成

人教育研究更加关注与成人发展相关的制度文化、

人际信任、生态伦理、创新精神等方面。

研究取向由人力资本取向逐渐转向文化资本取

向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窥见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与

成熟。这一转向使成人教育研究不断多元与深化，

这与成人教育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研究方法论向

跨学科迈进的时代转向相契合。

３由“阶段发展论”转向“终身发展论”
成人教育研究理念以理论指导的方式为成人教

育研究明确方向。成人教育研究理念经历了阶段发

展论向终身发展论逐渐转向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发

展论所秉持的理念不同，使成人教育研究内容、特性

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

阶段发展论认为个体发展具有阶段性，个体发

展以年龄为主要标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不

同的特征，是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到一定年龄后

个体发展进入停滞的高原期，随后出现下降趋势。

阶段发展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在成人教育研究中能

找到诸多例证，强调成人接受教育的阶段性与封闭

性，如扫盲教育研究、成人学历教育研究等。阶段发

展论理念指导下的研究主要探讨成人在接受相应教

育的这一阶段哪些方面获得发展、发展得如何、需要

哪些保障措施等议题。阶段发展论将成人的发展看

做是封闭的，缺乏持续发展的通道与着力点。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终身教育理念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

构的推动下，已从理念倡导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

践行的行动指南，终身教育由理论走向实践。终身

教育论认为个体发展是贯穿终身的，个体毕生都处

于发展之中，同时，需要认识到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有着不同的发展目标与任务。有研究发现，“终

身”的哲学根源是回归人的价值理性、彰显人、制度

和合作的力量。［５］可见，终身发展论更加强调个体

发展的连续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继续教育、终身教

育立交桥、学分银行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等逐渐成

为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终身发展论理念

指导下的研究主要探讨成人发展在各个阶段如何更

好地衔接、如何激发成人持续的学习动力与主体性、

不同机构如何相互合作与协同以促进成人发展、如

何营造社会全员学习的良好氛围等方面的议题。终

身发展论为成人教育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与

内容，促进了成人教育研究内容的丰富与多样。

　　二、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随着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与深化，成人教育研

究取向更加多元，内容更加丰富、多样，这势必要求

成人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回应，转向更加适合

当今成人教育研究的实际。

１由移植研究转向建构研究
成人教育学并未在本土产生，我国成人教育研

究初始阶段多以翻译、引介国外成人教育研究成果

为主。由于本土成人教育学发展还不成熟，成人教

育研究向外界寻求理论支撑便在情理之中。这里的

“外界”一方面指移植国外的成人教育研究成果；另

一方面指照搬传统教育学的原理、原则，这两种来自

“外界”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拿来主义”的印记，

前者使成人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被缺失，后者使

成人教育研究的“成人特色”被缺失。［６］不管是从移

植国外成人教育研究成果，还是试图从教育学研究

中寻求理论帮助，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均处于效仿学

习阶段，尚未完全走出来自于“外界”的各种规约，

未形成独立的学科自我。

随着我国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与日渐成熟，寻

求成人教育学的学科自我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众

多成人教育工作者学科自主意识逐渐觉醒，成人教

育学的学科体系、特点、逻辑起点、学科范式等成为

成人教育工作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的元

研究对成人教育学科建制具有极为深远的积极影

响。同时，成人教育工作者们也在积极思考如何运

用理论解决中国成人教育实践问题，如城镇化进程

中的农民工教育、精准扶贫中的贫困人口培训、职业

农民技能培训、老年教育等现实问题，诸多实践研究

对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与发展提出了现实挑战，

要求研究必须紧扣中国教育实际解决问题。这个时

候，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开始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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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传统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理论实际

与实践现实不断进行理性的、原创性的自我反思与

建构，逐渐走上了自主探索创新之路。时至今日，我

国成人教育研究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成人教

育学由外界移植逐渐转向自我建构。

２由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
思辨性研究主要运用文献法，对已有文献在整

理分析的基础上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纯理论的研

究。在成人教育研究中，思辨研究并不是无一席之

地，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哲学、成人课程与

教学理论等研究均属于思辨研究，对这些领域的深

入思考与研究是成人教育学科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

提与保障。与成人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领域，思辨

研究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反思成人教育研究的

现状时，有学者明确指出“一般思辨”多于“深度研

究”。［７］如果仅仅运用逻辑推演的方式思考成人教

育的实践问题，缺乏对教育现实应有的观照与深度

思考，则容易被贴上人云亦云的标签，同时因缺乏创

新而进一步影响学科的深层发展。

通过研究解决社会实践问题逐渐成为成人教育

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指向实践的研究逐渐引领成

人教育研究发生转向，呈现出多种研究方法并存的

局面，除对成人教育元研究进行思辨研究外，和实践

密切结合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如：城镇化进程中的

农民发展问题、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教师职

后发展问题、学习型社会建设等均立足于成人教育

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对实践探索中的经验进行

总结与反思。以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为导向的实证研

究，又有以数据统计为主的量化研究和以扎根为主

的质性研究。这样的转向与成人教育指向实践的学

科特点紧密相关，也是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当代

诉求。

３由单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
诚如前文所述，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在发展之初

主要以移植国外成人教育学研究成果或传统教育学

理论成果为主，这种“嫁接式”的移植并没有超越教

育学的研究领域，是就教育问题谈论教育问题的做

法，主要是一种教育学科内部的单学科研究。单学

科研究仅从某单一学科视角出发对成人教育相关研

究领域展开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研究者思

维活动的范围，也不利于学科间的沟通融合与学科

的开放发展。

随着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借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

学等领域的思想、理论、观点论述与解决成人教育相

关研究问题。如：成人教育学领域的重要学习理

论———质变学习理论是对建构主义理论、弗莱雷的

解放理论、情境理论等进行全面消化和吸收，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产生初期关注心理认知结构，到后来认
识到情感、社会认知（情境）在成人学习中的重要

性，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质

变学习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在不同发展

时期形成与完善的理论体系，从中可以看出质变学

习理论发展与丰富的脉络，也能窥探出成人教育研

究学科视阈的拓宽，由最初的单学科研究逐渐具有

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在成人教育研究中进行跨学科

研究有利于开拓研究的思路与视野，促进学科间的

渗透与互补，加强相关学科间的沟通，成人教育研究

的态势将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

　　三、研究内容的新趋向

成人教育研究取向逐渐回归成人主体，研究方

法论逐渐多元，这些转向使成人教育研究的内容也

呈现出新趋向。

１研究领域呈现更加广泛的态势
随着成人教育研究的日渐深入与成熟，成人教

育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的内容，呈现出多

样化态势，研究领域更加广泛。

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成人教育研究重点关注

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问题，这里面涵盖了

成人教育学科的逻辑起点、成人教育学科的特点与

研究对象、成人教育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成人教育

的学科体系及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均

属于纯理论的基础研究，也是成人教育的元研究，是

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之基。

在实践研究领域，近年来我国成人教育研究主

要关注终身教育问题、继续教育转型发展问题、城镇

化背景下农民融入城市问题、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等

方面的内容。每一研究领域下面又包含多个具体的

研究问题，如就终身教育问题而言，主要包括终身教

育体系构建研究、终身教育政策研究、终身教育立交

桥和学分银行建设研究、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老年

教育研究等方面的具体内容。［８］同一研究领域内的

不同研究问题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与不同研究领

域的研究问题构成纵横交错的研究问题网络。

２研究热点贴合社会变革发展实际
指向实践的成人教育学科特点要求成人教育研

究应关切教育实践问题，而教育实践问题随着社会

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教育研究的热点

与重点话题是某一社会历史时期与社会变革发展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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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相关的议题，依此衍生出教育政策研究、相关教育

实践研究等，成人教育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也是围绕

着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主题而确定的。我国有学者对

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

与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即成人教育研究热点、重

点话题是围绕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题而确定和展开

的。他举例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成人教育研究围绕

着改革开放主题而展开；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成人教育理论界掀起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人教育”研究热潮；

我国加入ＷＴＯ前后，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成人
教育发展”，一时成为我国成人教育研究的重点。

进入２１世纪后，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和
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构

建和谐社会、创建创新型国家等，一次又一次成为我

国成人教育研究的主旋律。［９］

成人教育研究热点贴合社会变革发展实际，反

映了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对成人教育研究提出更

高、更丰富的时代要求，说明成人教育研究中需要遵

循教育规律这一永恒命题，体现出教育研究的保守

特性；同时，表征了成人教育研究观照社会实践的学

科特点，体现出成人教育研究与时俱进的特性。

３研究着眼于不断寻求本土特色
在成人教育研究从移植式借鉴到自主式建构的

发展过程中，我国成人教育研究者们逐渐将研究着

眼点置于本土情境中，不断寻求成人教育研究的本

土特色。首先，我国众多成人教育研究者开始审视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成人教育思想对我国成人教育发

展的启示与影响。如论成人教育中孔子终身教育思

想的可持续性、民国新儒学教育思想对我国成人教

育教材的启示、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成

人教育的启示、徐特立教育思想对我国成人教育的

启示、陶行知和晏阳初成人教育思想比较探究、毛泽

东教育思想对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启示等相关研究

均是这一本土探究的重要体现，是彰显本土研究特

色的重要方面。其次，学者们关心本土成人教育研

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尝试运用已有理论解决

中国成人教育的现实问题。学者们均从我国成人教

育发展实际出发，探讨我国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问

题，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以

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对我国成人教育进行积极探索

与改革创新，学习型社区建设、老年教育等方面的探

索与实践彰显显著的区域特色，这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鲜活案例，也是成人教育研究着眼本土特色

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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