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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适老性高等教育的兴起是人口老龄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未来老年教育发展的
必然趋向。以我国适老性高等教育的现状为基点，综观国际有关适老性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得出其在知识延

展、空间扩展和人才汇集这三个维度上的发展特征及主要措施，从不同层面验证了明确适老性高等教育需求转向、

提升适老性高等教育政策扶持以及加强适老性高等教育社会参与的前瞻性与重要性，并以此作为预测我国适老性

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应对未来适老性高等教育供需鸿沟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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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２３０８６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１６．７％。［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伴
随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降低，至２１世纪中
叶，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突破３０％，进
入深度老龄化阶段。［２—３］“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下去

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

经济或政治革命”。［４］面对这一尖锐问题，众多学科

结合自身的社会职责与知识体系展开了研究，例如

社会学中的空巢现象、医学中的老年护理与康复、建

筑学中的适老性空间营造、经济学中的银发经济等

等，均将研究视线聚焦至人类生命的晚年。

　　一、适老性高等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此背景下，以“生命性”为学科立场，以关怀

生命、成全生命为存在形式的教育学也主动发挥其

社会服务与引领功能。［５］一些学者在梳理我国老年

教育现状与需求的基础上，总结发展特征，提出实施

策略，也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来借鉴英、法、美、日等

国老年教育的先进理念与模式。这些研究的方法与

视角各有不同，但都将提升老年人口的生存与发展

能力、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作为最主要的研究目的与

意义。然而，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瑞士分析心理学
家荣格（ＣａｒｌＧ．Ｊｕｎｇ）就提出：老年教育更应专注于
提升老年个体内在的积极价值取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和幸福感（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的
被动适应与顺从。［６］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受教育程度

的普遍提高，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以

及高文盲率影响的消退，以往非正式、低门槛的生活

休闲、娱乐保健、职业技能等培训已无法满足老年人

对正式的、系统化的高层次教育的需求。［７—８］预测和

顺应老龄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需要

关注的新问题。

社交情绪理论（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
ｒｙ）认为，人类目标的选择依赖于对时间的感知，机
体的衰老会让不同目标的优先性发生变化，倾向于

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有意义的目标和活动中去，并时

刻保持积极效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９—１０］老年人具有
丰富的实践知识和经验，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挥自身的潜力，达到自我实现的

境界。［１１］在传统认知中，老年人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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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冠以消极词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意识

到这一群体的活力。神经学家理查德·瑞斯塔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ｅｓｔａｋ）的研究证明，“６０岁以上老年人的
大脑运行活力并未呈下降趋势，８０岁甚至９０岁的
人类大脑依然功能齐备，运转正常；年龄增长并不意

味着脑细胞数量的骤减”。［１２］此外，美国国家教育统

计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的数据
也显示，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美国 ５５—６４周岁的老年
人参与适老性高等教育（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ｇ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ＨＥＡＡ）的人数比由２３．０％增长至３５．３％，６５
周岁及以上的则由１０．５％增长至１８．７％。［１３］研究和
实践都证明了老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行性，适老

性高等教育便是对此作出的适应性回应，即在老龄

社会，高等教育通过为部分“有文化基础、有精神追

求、有自我要求、有空闲时间、有经济能力或有社会

资源”的“新型老年人”提供具有激励作用的高等教

育环境，并借助专业化的课程体系、情境体验与师生

交互，满足晚年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心愿，保持社会参

与度，以便达成更积极、更有意义的人生。［１４］

　　二、我国适老性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我国“活到老，学到老”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成

功老龄化”（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ｇｉｎｇ）、“健康老龄化”
（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ｇｉｎｇ）、“产出性老龄化”（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ｇ
ｉｎｇ）、“积极老龄化”（ＡｃｔｉｖｅＡｇｉｎｇ）的现代理念在本
质上是相通的。从空间意义上看，我国适老性高等

教育的发展根植于老年教育实践活动与中华文化土

壤之中，具有特殊性；从时间意义上看，各国适老性

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都将由救济性、福利性的被动

响应转变为文化性、多元性的积极引导，具有普适

性。因此，在分析我国适老高等教育现状的基础上

对比和参考先进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与阶

段进程，对预测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老年教育伴随着干部退休制度改革而产

生，并随终身教育理念影响而发展。１９８２年，第五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退休制度，这一

政策规定的出台促使一批老干部、老职工将工作热

情转移到充实退休生活、发展老年教育事业之中，于

１９８３年自发筹建了我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
红十字会老年人大学（后改名为山东老年大学），掀

起了全国性的老年大学建设热潮。１９８３年至今，全
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共制定出台与老年教育

相关的政策条例１５项，其中与老年教育直接相关的
有１２项（表１）。通过对比文本内容发现，老年事业
的建设目标由最初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１９９４年）发展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１９９６年），最终扩充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２００６年），政策导向由自发性的
“学”逐步转为自发性的“学”与服务性的“教”相结

合；老年教育的重心也由“为老年人提供物质文化

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２０００年）转化为“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利用所学所长为社会提

供服务”（２０１６年）。这两方面的转变体现了老年教
育的办学性质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活动发展为

政府支持的公益性、全民性活动；教育资源供给也由

社会对老年人的单向输出发展为双方互享。

近两年出台的相关政策条例中论及适老性高等

教育的内容也逐步增加。一方面，要求推动普通高

校面向老年人提供课程资源，推动开放大学和广播

电视大学向老年教育提供数字化资源，不断改善现

有老年大学（学校）的办学条件，丰富办学层次、扩

大社会受众；另一方面，要求各类高校优化养老服务

相关专业设置，加强老年服务业相关学科的专业建

设、人才培养培训与理论政策研究，编辑出版社会需

要的老年教育系列教材、学术期刊等，开创适老性高

等教育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全新发展局面。

　表１ １９９４年以来有关老年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汇总

年份 颁发机关 名称 有关老年教育的内容

１９９４ 计委、民政部等
《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是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重要

场所

１９９５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建立和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１９９６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
老年人享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２０００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

决定》
各地应重视发展老年教育，发挥老年人的教育文化作用

２００１
中组部、教育部、民政

部等
《关于做好老龄工作的通知》 逐步提高现有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的数量和质量，扩大办学规模

—１４—



　续表

年份 颁发机关 名称 有关老年教育的内容

２００６ 国务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

划》
各级政府加大老年教育的资金投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２００７ 国务院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

划纲要》
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办好老年大学，扩大覆盖面

２０１０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型社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
学习和发展需要

２０１１ 国务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
加强老年教育、老年文化工作，注重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２０１２ 教育部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
用终身学习理念构建继续教育体系

２０１２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修订）》
老年人享有继续受教育权，支持社会办好老年大学

２０１５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修订）》
建立健全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体系；老年人享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

２０１６ 国务院办公厅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

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拓展老年教育发展路径、加强老年教育支持

服务、创新老年教育发展机制、促进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７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积极提升老年教育机构基础能力

２０１７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

务项目的意见》
推动具有相关学科的院校提供教学资源及教育服务；老年教育资源

向老年人公平有序开放

　　资料来源：国家各部委网站；带表示与老年教育直接相关

　　事实上，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命
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我国老年教育长期处于供需失

衡状态。“十二五”期间，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体系

建设在整体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１１项主要指标
中，“老年教育参与率”的完成度为３．５％，仅达到预
期目标的７０％（预期目标５％），成为我国老龄事业
和养老体系建设中的较大短板（图 １）。从绝对值
看，近二十多年我国老年大学的数量和学员人数都

在持续增长（图 ２、图 ３）。但从参与人数比例看，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的参与率分别为２．０６％、
２．６８％和３．１９％，２０１６年也仅为３．５％。［１５］近十年，
老龄人口以每年８％左右的速度递增，要跟上老龄
化步伐，老年大学的数量与容纳率显然还相去甚远。

在我国，７４．９％的老年人居住于广大农村地区，
为了扩大老年教育的覆盖率，逐渐建立起“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的三级社区老年

教育网络，集中教育资源、分散办学点，保证为偏远

地区和农村社区提供老年教育服务。２０１０年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

及以下的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１６］改革开

放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学扩招后受教

育程度的持续走高，未来老年人对教育的需求层次

将发生巨大反转。有鉴于此，政府呼吁各级各类学

校积极开展较高层次的老年教育，上海、广州、南京

等地更是推进高等院校与老年教育相结合，形成起

点高、覆盖广、资源多的适老性高等教育新模式。［１７］

图１　“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和养老体系
建设各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

图２　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老年大学（学校）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网站，２０１７年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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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老年大学（学校）学员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网站，以及《“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

划》

图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单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６年全国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三、国际适老性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

适老性高等教育能够针对老年人口特征与社会

特征，不断调整方式与标准。［１８］理查德·瑞斯塔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ｅｓｔａｋ）认为，老龄化社会需要在对老年人
价值进行重新思考、构建的前提下，建立新的路径来

对抗传统的、带偏见的老年教育模式。［１９］法国、英

国、美国等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常用“第三年龄

段”（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ｇｅ）来指称那些个体发展重心已由
代际性过渡到完整性、［２０］由外倾性转换到内倾性的

年长者，［２１］并创建第三年龄大学（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ｇｅ）作为年长者设立积极目标，深化认识
体验，加强个人能力的高层次平台。［２２—２３］与这些国

家（地区）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晚，

对适老性高等教育的认知与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解读先进发达国家（地区）适老性高等教育的趋

势与特征，不仅能够加深理论认知，也能够对我国的

发展进行趋势预测与需求回应。

１知识延展：层次化课程设置
２０世纪末，人类对自身老龄化的反应开始由本

能地抗拒转为对生命的理解与展望，第三年龄段开

始关注自身获取高深知识的潜力以及满足学习需求

的能力，不再受限于老龄所带来的体能衰退或社会

偏见，适老性高等教育以提升生命质量为导向，能够

满足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成为他们生命再启迪的理

想之选。［２４］

早在１９７７年，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人口老龄化与
人口受教育程度同时攀升所带来的新型教育需求，

开始督促学院与大学为老年人提供高等教育服务，

其课程设置的宗旨是为老年人提供与学术研究、生

活实践、时代背景相关的学习机会，帮助老年人提升

对生活的感知，或完成他们年轻时被耽误的学

业。［２５］近年来，辛辛那提大学奥瑟终身教育学院

（Ｏｓｈｅｒ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ｔｔｈｅ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ＬＬＩ）致力于总结、评估全球适老性高等
教育的项目主题（包含专业）与课程内容，形成了全

美最新、最完善的课程体系。在２０１８年春季课程表
中，共包含了１８个主题，共计１５９门课程，覆盖了兴
趣技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诸多范畴，学院

每年都将吸引超过１８００名生活在不同区域、具有不
同教育背景的学员注册。学院的课程面向５０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开放，甚至考虑到为临退休人员提供

退休前的心理疏导（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ｅｐｓｔｏＲｅｔｉｒｅ
ｍｅｎｔ）与财务计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ｔｉｒｅ
ｍｅｎｔ），帮助完成从“社会参与主导角色”到“被回馈
对象”的身心过渡，其课程设置不仅覆盖面广，还兼

具超强的预见性与社会适应性。

在我国，金陵老年大学（１９８４年）与上海老年大
学（１９８５年）是国内适老性高等教育中起步较早、起
点较高的发展标杆。２０１４年，它们创造性地开设了
学历教育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并出现“一座

难求”的局面。但学历教育所涉主题极为有限，非

学历教育也与美国等先进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表２）。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适老性高等教育
依旧处于“重兴趣、轻探究，重生理、轻心理，重操

作、轻思辨，重应对、轻防患”的起步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课程的设置往往以一种非正式、无计划、下意识

的方式进行，内容以浅层次、技能性的知识为主，［２６］

多数是占“高等教育”之名而未有“高等教育”之实。

　　２空间拓展：多元化教学模式
教学场所是空间环境与知识活动的时空同构，

并与有形的空间围合，与无形的意义拓展相关联。观

念的更新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在“积极老龄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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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中美适老性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案例对比

奥瑟终身教育学院 金陵老年大学 上海老年大学

主题 课程数 主题 课程数 主题 课程数

摄影 ４ 生活艺术 ６ 书画 １３
音乐 ９ 卫生保健 １２ 保健 １５
写作 ５ 美术 ９ 文艺 ２
旅游 ６ 文史 １２ 文史 ２０
运动与健康 １６ 书法 ５ 家政 ８
兴趣与体育 １８ 电脑系 １１ 计算机 ２０
计算机科技 ５ 声乐 ４ 钢琴 ５
外国语言 ２ 器乐 １４ 器乐 ８
时事政治与法律 １５ 舞蹈 １０ 游学 ６
文学与戏剧 １２ 艺术团 ３ 外国语言 １
舞台与布景 ６ 外国语言 １
艺术与艺术史 ４
自我提升 ９
财务与退休计划 １０
园艺与景观 ４
历史与社会科学 １５
科学、数学与心

理学
１０

哲学与宗教 ８

　　资料来源：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网站、金陵老年大学网站、上海老
年大学网站，其中外国语言已按语种归类，其余课程亦将初、中、高级

别进行合并

下，传统“无障碍”的空间设计思路已然不够全面。

法国、美国、加拿大等率先进入全面老龄化的国家，

适老性高等教育的空间营造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特

征。首先，实现功能多元，通过加强不同年龄层的人

群交互以及对空间细节的塑造，弱化空间对人的

“程式化”，消除“趋老化”暗示，激发老年人的学习

热情。［２７］其次，加强社会参与，营造全民终身教育的

良好氛围，拓宽入学渠道，增加老年人参与适老性高

等教育的信心。最后，不断拓展教学空间，深化、新

增了网络化教学与情境化游学模式，利用发达的交

通及通讯实现知识的“脱域”与“再嵌入”，突破了传

统适老性高等教育的时空局限。［２８］

法国的适老性高等教育起步于１９７３年，在设立
之初就充分注重老年教育与高等院校的关联，按照

关联方式的不同可以归为四种类型：作为高校的一

个中心、机构或者学院；作为政府与高校联合办学的

福利性事业；由当地政府资助设立、当地高校管理的

福利性事业；由社会组织出资设立，依托当地高校资

源运营的盈利性机构。虽然这四种类型的办学主体

与资金来源存有差异，但无一例外地将课程、师资、

场地等关键环节交予高校，适老性高等教育在软、硬

件资源的配置与运用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具备较

高的学术标准与质量保障。此外，老年学员与年轻

学生共处同一个学习场域，人员的多样化优势降低

了心理学意义上的老龄悲观情绪，通过对教学场所

细节的优化调整以及对学员行为倾向的正向引导，

激发了他们的生活热情与学习潜力，［２９］进而提升内

在的积极价值取向与幸福感。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网络化教学成

为国际适老性高等教育的最主要模式。２００７年，美
国德克萨斯州进行了一项关于老年人线上、线下教

学参与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线上教学与线下

教学的人数比为３∶１，其中５４％的线上学员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６１％的学员具有独立操作电脑的能
力，学员们普遍认为网络学习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

意度（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与幸福感（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３０］不
仅如此，加拿大萨省老龄委员会（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Ｃｏｕｎ
ｃｉｌｏｎＡｇｉｎｇ，ＳＣＯＡ）还委托萨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实验室（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开启了老年网络教育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度项目，共召集３８４位６５周岁以上、具有网络学习
经验与高等教育背景的老年人进行技能培训、实验

反馈与数据统计，并将在下一个年度计划中开发出

适应Ｗｅｂ２．０知识共享时代的老年网络学习工具与
交互平台。［３１］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网络化教学模

式不仅拓展了适老性高等教育的覆盖面，为受地区、

交通、健康、年龄等因素制约的老年人提供了平等的

教育机会，也进一步促进了适老性高等教育与网络

化教学的融合，使得老年人的技能提升与互联网的

技术革新成为一对共促共荣的新组合。

近年来，游学（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这种情境
化的教学模式也成了适老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新趋

势。“自我导向性学习”（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理
论认为，老年人可以在休闲的过程中，通过渐进地自

我理解与自我提升，获得心灵的自由。［３２］游学的目

的并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是在于提升老年人的自

我认可与生命认同。以美国蒙塔纳州立大学老年学

院（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ＦａｃｕｌｔｙｆｒｏｍＭｏｎｔａ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与黄石国家公园（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
ＹＮＰ）合作的游学项目为例，公园的自然景观为
“游”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公园的管理部门又为

“学”提供博物馆、图书馆、食宿等配套服务，学员能

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对人生经历、人生意义、未来

计划等进行沉浸式思考与探索。由于游学项目对场

所选择、个人素养及探究内容具有较高的要求，目前

只针对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老年学员开放，但随着

社会力量的加强、项目规划的成熟以及老年人素养

的普遍提升，游学项目的受众将越来越广。

３人才集聚：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２０世纪末，“银色风暴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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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挑战，老龄社会对教育类专业人员需求的持

续性增长已经导致了巨大的供需鸿沟”，［３３］婴儿潮

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双重影响开始凸显，老年教育

在办学层次、办学质量与师资水平上都有了新的要

求。在此背景下，密歇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教授皮特森（Ｄ．Ａ．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结合成人教育学与
社会老年学的研究领域与培养方法，创立了“教育

老年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学科，并将其定位
为一种“为老年人而接受的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ＥＯＰ）、“关于老龄的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
Ａｇｉｎｇ，ＥＡ）以及“为老年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教
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ＥＰＰ），在较短时间内缓解了美国的“老年教育师资
荒”局面。［３４］随后，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对教育老

年学进行了内涵式解读与本土化研究，以解决老年

教育师资短缺或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以台湾地

区的借鉴最为典型。

１９９３年是我国台湾地区老年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的转折点，台湾中正大学与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分

别在成人与继续教育学院下开设教育老年学课程，

一方面作为老年教育师资的重点培养单位，另一方

面对老年服务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１９９８年，中
正大学进一步设立高龄者教育专业，开始招收本科

生与硕士研究生，２００２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成为台湾地区起步最早、发展最快

且层次最丰富的老年教育师资培养单位。在课程设

置上注重“本—硕—博”的衔接，实现实践与学术的

融合（表３）。本科阶段注重对“服务—学习”（Ｓｅｒｖ
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交互践行理念的养成，消除对老年人原
型既有的消极看法，形成清晰的专业定位；研究生阶

段注重锐化对老年人的积极认知，认同并锚固老年

教育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并积极投身于老年教育的

实践与研究。

在欧盟，对老年教育师资的培养主要以项目的

形式进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最早的如“欧洲教

育老年学硕士项目”（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教育老年学与老年医
学硕士项目”（ｔｈｅ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
ｇｙａｎｄ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Ｐｒｏｇｒａｍ）等都是欧盟国家跨学科的
合作共建项目，旨在提高老年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促进盟国间相关人才的流动与交流。此外，每个国

家还会根据具体国情开展各类小项目，其中的研究

生项目与本科生项目具有学术背景，能够获取相应

学位，盟国间具有一套完善的高等教育学分互换机

制。［３５］职后培训项目（Ｐｏｓｔ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则以

实践为导向，主要针对在职或在岗的老年服务工作

人员。２０１６年，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ｅｖｉｌｌａ）对本国研究生项目的１４４名毕业学员进行
了就业信息采集，有８０名学员认为这个项目帮助他
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９６名学员进入了与老年相关
的领域工作，其中５７名成为了老年教育工作者。［３６］

欧盟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老龄人口受教育程

度最高的地区，只有将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专业

化的师资队伍建设相结合，才能满足适老性高等教

育的发展需求。

图５　台湾地区中正大学高龄者教育
专业课程表（２０１７秋季）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中正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ｈｔｔｐ：／／
ｃｏｌｅｄｕ．ｃｃｕ．ｅｄｕ．ｔｗ／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四、对我国适老性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随着各国家（地区）对适老性高等教育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的不断推进，有关适老性高等教育的

发展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并以此作为预

测我国适老性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应对未来适老性

高等教育供需鸿沟的经验借鉴。

１明确适老性高等教育的需求转向
２００２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

１５％，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至２０１６年，该数
据已升至４２．７％。据此估算，至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
代，我国６０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比将突破３０％，且
经济能力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对老年教育的课

程设置、质量标准、专业师资等的需求将发生重大转

变。２０１７年９月，教育部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第５７７９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高等教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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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老龄化的发展需求，积极推动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建设，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３７］然而，相

关专业的建设只涉及老年医学、康复医学与医养护

理三个方面。通过对我国６所教育部直属师范类高
校２０１７年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专业及主要课程
进行分析，发现均未设置与教育老年学相关的专业

或课程。在研究生招生中设立了间接相关的成人教

育学专业，但仍无与教育老年学直接相关的课程。

对老龄化以及适老性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必须

具有前瞻性，跳出本国的时空范畴与学科局限，以国

际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老年学这一新兴学

科体系，提前进入学科规划与师资培养，应对即将到

来的适老性高等教育供需鸿沟。

２提升适老性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纵深发展，老年教育正由老

年人的个体选择转向国家层面的整体构建。这种整

体构建必须以政府为责任主体，以“积极老龄化”为

施策目标，充分考虑结构性因素（如人口结构、家庭

结构等）、环境性因素（如社会对老年教育、养老理

念的认识等）、情境性因素（如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社会参与度等）以及文化性因素（如老年人的自我

认知、人生理想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３８］通过系列政策的制定与颁布，引导和鼓励高

等院校为老年人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促进适老性高

等教育参与途径的多元化、教育模式的规范化、教学

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服务人才的专业化。引导和鼓励

社会资本与资源向适老性高等教育渗透，构建合理

的老年教育结构，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的发展需求

与晚年福祉，构筑全新的老年人社会行动。

３加强适老性高等教育的社会参与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老年教育发

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将“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
会办学”作为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提升社会力量对

适老性高等教育的参与度，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

办学，需要以培育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为核心，保障并

提升社会力量参与适老性高等教育办学的质量与效

率，不断拓宽、深化适老性高等教育的入学口径与参

与程度。在专业社会组织的领导下，以网络教学、游

学、专业人才培训项目等为重点打造对象，加大并统

筹社会教育资源的供给与分配，构建政府、高校、社

会组织在不同组合下的多元、复合式办学模式，推动

适老性高等教育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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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９）：５５—６９．

［３６］Ｒ．Ａ．Ｒｅｉｎａ．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Ｓｐａｉｎ［Ｊ］．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２（８）：５３３—５３９．

［３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第 ５７７９号建议的答复［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９２１）
［２０１８３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ｘｘｇｋ＿
ｊｙｔａ／ｊｙｔａ＿ｚｃｓ／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３２１７５４．ｈｔｍｌ．

［３８］王英，王小波．中国老年福利的：新常态”：老年教育的
社会政策化［Ｊ］．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６）：６６—７１．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ｇｅｄＡｄ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Ａｇｉｎｇ

ＺＨＵＸｉａｏｗｅｎａ，ＷＵＺｕｎｍｉｎｂ

（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ｇｅｄＡｄｕｌｔｓ（ＨＥＡＡ）ｉ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ＨＥＡＡ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ｉｔｆｉｎｄｓｏｕｔ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ｏｆ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ａ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ＨＥＡＡ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ｇｅｄａｄｕｌ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ｒｅｎｄ
（编辑／乔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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