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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教育 2030”目标: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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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提出与实践体现了人们试图通过终身学习获得个体、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方
面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回应“教育 2030”关于“重视全纳与公平”“关注学习与获
得”以及“确保质量与实施”的目标指向，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必将在“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践行终身
学习理念”和“运行监测保障机制”领域迈出坚实的步伐，以早日实现这一宏大的教育理想，并推动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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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教育在《达喀尔行动
纲领( 2001—2015 年) 》( 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2000) 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指引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未能达成既定的目标。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于 2015 年在
巴黎总部通过并发布了《教育 2030: 仁川宣言和
行动框架》( 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 ( 以下简称“教育
2030”) 作为未来十五年教育领域重要的发展方
向。该行动框架概述了“教育 2030”的前沿、愿
景、理念与原则，解析了全球教育的总体目标、具
体目标、指示性策略和相应指标，阐明了整个行动
框架的实施方式。其关键和核心的总体目标———
“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
机会”［1］，不仅为全球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指明
了道路，其相应具体目标的设定也为衡量各地的
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为真正实现这

一教育理想，国际社会将视野聚焦于可持续学习
型城市。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理念的由来与发展离不开
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的推进，亦得益于“可持续发
展”和“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化。首先，三届国际学
习型城市大会的召开以及相关文件的发布直接助
推了可持续学习型城市概念的提出。其中，《建设
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 Beijing Declaration on
Building Learning Cities，2013) ( 以下简称《北京宣
言》) 首次把“可持续发展”列为副标题，并将学习
型城市建设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
此基础上，《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墨西哥城声明》
( Mexico City Statement on Sustainable Learning Cit-
ies，2015) ( 以下简称《墨西哥城声明》) 明确提出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同时确立了推动其
建设的十大战略方向。此后，这一概念又在《建设
学习型城市科克行动倡议》( Cork Call to Ac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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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Cities，2017) ( 以下简称《科克行动倡议》)
的倡导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推广。其次，“可持续
发展”理念在“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
保护”［2］等领域的逐步深化又进一步规约了可持
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原则与发展方向。此外，个体
终身学习意识的觉醒、参与学习热情的高涨以及通
过终身学习实现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也极大推
动了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进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近发布的《学习型城市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指南》( Learning Cities and
the SDGs: A Guide to Action，2017) ( 以下简称《行
动指南》) 中表明建设可持续学习型城市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 SDGs) 的关键动力，尤其是对
“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
机会”( SDG 4) 的特别回应［3］，可见国际社会实现
教育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期待与信心。将建设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视为回应“教育 2030”目标的
重要举措，可从其基本要义的解读中一窥究竟。

一、可持续学习型城市要义解读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概念由“学习型城市”
发展而来，其聚焦主题由先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逐步转向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利益的同
时，相关基本要义也在实践过程中日渐明晰。

1．秉持全球发展与全民参与的终身学习理念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坚定秉持终身学习理念。

其中，全球发展要求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重新考量终身学习的种种裨益，《北京宣言》指出
终身学习应成为城市、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
焦点［4］，因此，在建设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过程
中，应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肯定终身学
习理念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也要注重通过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实
践确保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全民参
与即强调终身学习主体的多元性及广泛性，《墨
西哥城声明》就主张保障所有市民( 无论年龄、性
别、经济、文化、宗教以及民族背景等) 的学习权
利，并引导其参与到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之
中。［5］《行动指南》进一步呼吁将推动全民终身学
习作为指导原则，贯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
过程。［3］可见，可持续学习型城市概念的提出，不
仅立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也着眼于
提升全民终身学习的力度与热情，进而助益个体

的自我变革与完善。
2．获得经济、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实践需要获得城市

经济、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即维持现有平稳的发展水平，提增
市民的就业能力与就业机会，使他们都能得益于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多方裨益。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即创造安全、和谐且包容的社会氛围，鼓
励所有人积极参与所在城市的公共生活，并保障
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权利。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减
少经济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扭转传统的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观念和行为方
式，并且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实践表明，一方面经
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够为可持续
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 另一方
面，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实践也有力助推各领域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

3．达成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本身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除了应秉持全球发展

与全民参与的终身学习理念以及获得各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外，还要达成其建设过程本身的可持续
性。［6］这就要求能够获得源源不断地来自政策、
经济、科技、人力、环境等资源保障，能够精确衡量
建设的进展、精准评价发展的成果，并且及时解决
建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由于经验不足，人
们往往忽略这种可持续性的重要性，随着三届学
习型城市大会的召开、《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
( Key Features of Learning Cities，2013 ) 等文件的
发布以及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 ( 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UNESCO GNLC ) 的搭
建，达成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本身的可持续性日
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并逐渐演绎为“可持续
学习型城市”概念另一不可忽视的基本要义。显
然，“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提出体现了人们试图
通过终身学习获得个体、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方面
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其基本要义的演绎也为相关
实践的开展，尤其是“教育 2030”目标的达成提供
了行动准则与建设方向。

二、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方向

“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增进全民终身
学习机会”是“教育 2030”的总体目标，从实践操
作层面来说，不妨将其归纳为“重视全纳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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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习与获得”及“确保质量与实施”三方面。
作为回应，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方向必定会
在“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践行终身学习理念”和
“运行监测保障机制”领域迈出坚实步伐。

1．方向一: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教育 2030”行动框架在制定总体目标时，尤

为重视“全纳”与“公平”的实现。其中“全纳”体
现了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包容性，致力于保障所有
人的受教育权。众所周知，教育是一项最基本的
人权，而且是可获得的权利［1］，而保障人们受教
育权的前提就是为各种群体提供在各种场合、无
论何种目的都能灵活、自主选择的接受教育的途
径。将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等学习群体纳入其
中，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企业教育等
教育形式持续推进，让情境学习、体验学习、在线
学习、混合式学习等非正式学习方式深入人心，这
些都成为保障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终
身教育体系的关键途径，更是实现教育“全纳”目
标的不二选择。“公平”体现为个体在准入、参与
以及结果方面消除所有形式的排斥、边缘化、不平
等及不公正等问题。［7］这就需要将促进性别平等
以及维护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等命题置于完善终
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位置，保障女童和男童、女性和
男性同样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促使包括移民、难
民、残疾人、老年人、被监禁人群等在内的弱势群
体通过教育提升自我、改善生存境遇。这不仅有
助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极大彰显了
实现教育准入的公平。

可见，以上涉及的“全纳”与“公平”目标，都
涵盖在终身教育体系这项惠及全体民众的伟大工
程中。因此，作为回应，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首要
建设方向应着眼于完善这一体系。当前，有关终
身教育体系的认知，学界看法多种，既有( 终身教
育体系是) “整合社会各种教育资源、连结社会各
种类型教育活动的体系”的言说［8］，也有“为达到
一定的社会教育发展目标而确立的面向全民、贯
穿人的一生，且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新型的社
会化教育体系”的论述［9］87-88，还有“终身教育思
想指导下，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学习文化的再
造，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并促进
个体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的观点［10］。通过以上认
知，结合“教育 2030”设定的目标，可将终身教育
体系完善与推进的路径做如下归纳。

第一，终身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及学习型社
会的理念密切相关。自 1965 年法国成人教育家
保罗·郎格朗( Paul Legrand) 提出终身教育思想
以来，“教育贯穿人的一生”“教育存在于人类的
所有机构”“全社会应共同参与教育”［10］等全新
的教育观逐渐传播开来，并伴随着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丰富的教育实践活
动。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应
遵循终身教育及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指导，将超越
现行教育制度、突破学校教育范畴的思想内化其
中。此外，还要摆脱传统人们对终身教育是“补
偿性教育或应急性教育”的片面理解［11］，从而指
引并推动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的开展。

第二，终身教育体系面向全体民众，并贯穿一
生，其建设成果亦需着眼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
郎格朗认为教育不能停止在儿童期和青年期，只
要人还活着，就应该接受教育，其人格的发展和养
成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12］16-18终身教育体系
的完善与推进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打破传统学
校教育的“围墙”，致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企业教育、社会教育、
开放教育及学分银行等实践的开展，从个体发展
的连续性、终身性、发展性及可持续性出发加以设
计与统整。此外，要特别注重保障弱势群体的教
育权利。当前，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已做出回应，其
中《北京宣言》特别提到需要关注流动人群、残障
人群、少数民族和退休人群等群体的受教育
权［4］，《墨西哥城声明》也提倡将土著居民、妇女、
难民和流浪者等弱势群体的学习权置于学习型城
市实践活动的中心［5］，《科克行动倡议》亦重申这
一主张，以达成“全纳与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13］。

第三，终身教育体系需要整合社会各种资源，
其建设过程亦需体现开放包容的特征。终身教育
实践非教育系统“一家之务”，大到顶层设计、经
费投入，小到教学实施、效果评估，都离不开来自
政府、民间组织、社区、企业、学校、家庭、传媒等社
会资源的整合。正是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各级
各类教育在纵向衔接和横向贯通方面才表现得更
加开放、包容与灵活，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与推进
也才能获得可持续的资源保障。

如此，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是回应“教育 2030”
关于“全纳与公平”目标的重要举措，应成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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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首要方向。
2．方向二:践行终身学习理念
除重视“全纳与公平”外，“教育 2030”行动

框架也主张“关注学习与获得”，即不仅要求保证
所有年龄段的群体都享有学习及继续学习的机
会，还强调增强学习的获得感。为此，需要政府、
社会、教育及文化体育卫生等各方提供必要的支
持，切实增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机会。此外，还应鼓
励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以及任何自然或偶然发
生的非正式学习成为人们日常的学习方式乃至生
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通过践行终身学
习理念，也能为获取知识、增长技能、和谐人际以
及完善自我等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推动全民
终身学习是实现“教育 2030”目标的必然要求。

作为回应，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应该将践行终
身学习理念作为今后重要的建设方向。“终身学
习”( Lifelong Learning ) 理念源于 20 世纪 70 年
代，在埃德加·富尔 ( Edgard Faure) 的倡导下逐
渐被大众接受，并在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进
程中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北京宣
言》将全民终身学习视为实现城市包容、繁荣和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墨西哥城声明》认定终
身学习对于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第三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也将终身
学习作为首要议题加以讨论。终身学习理念俨然
在学习型城市的倡导下日益得以践行，并逐渐形
成了六大坚强支柱以支撑这一实践的持续开展。
这六大支柱即《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中提及的
关于终身学习的六个焦点领域，包括“教育体系
内的包容性学习”“活跃的家庭和社区学习”“有
效的为工作和在工作中的学习”“扩展现代学习
技术的应用”“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和“充满活
力的终身学习文化”。［14］这些焦点领域不仅将涵
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领
域的各种学习纳入终身学习的范畴，还着眼于现
代信息技术与终身学习的紧密融合，并且着力推
动改善学习的质量进而营造全民乐学、善学、皆学
的终身学习文化。如此，既夯实了可持续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教
育 2030”有关“关注学习与获得”目标的回应。此
外，关于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反思教育: 向“全
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Ｒethinking Educa-
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2015 ) ( 以下

简称《反思教育》) 报告指出，面对当前社会挑战，
《德洛尔报告》(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1996) ①中提出的“学习的四大支柱”正面临着严
重威胁，亟须加以关照、重新解读，并强调通过终
身学习来促进“教育和知识”这一全球共同利益
( common goods) 的实现。［15］可以肯定，当前终身
学习已不再拘泥于学习行为本身，而更多地表现
为学习的所获所得，反过来这些所获所得也能够
更加增进个体乃至城市各方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学会认知( Learning to know) ，即掌握认
识世界的工具，也就是习得系统或零散的知识的
过程，可将其视为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第一层表
现。随着学校学制的延长、休闲时间的增多、信息
技术的发展、岗位要求的严格，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程度与过去相比，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
因此，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企业培训
等，都将各种知识的分类与呈现作为首要任务，以
满足学习者学习、生活的需要。然而应该明确的
是，终身学习更多的是为了掌握认识的方法，而不
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知识［16］76，正如《反思教
育》所言“学会学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
要”［15］，因此，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在践行终身学习
理念时，也要理顺“授人以渔”及“授人以鱼”的关
系，帮助个体真正实现学会认知。

第二，学会做事( Learning to do) ，即学会在一
定的环境中工作，实现“从技能到‘能力’”的转
变，形成这种“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社会行为、集
体合作态度、主观能动性、管理和解决矛盾以及敢
于冒险的精神等综合而成的”能力［16］80，可视为践
行终身学习理念的第二层表现。这里的学会做事
并不单指培养某人从事某种特定工作，更多的是
指个体通过学习提升综合实力，以适应日益复杂
的就业市场和经济格局，这与《北京宣言》第一承
诺中提到的“促进个体赋权增能”( Empowering
Individuals) 也极为契合。实践表明，城市的发展
离不开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未来又取决于劳动
者能否把知识转化为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各种技
能。由此可见，学会做事已然成为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学会共同生活 ( Learning to live togeth-
er) ，即通过学习培养个体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和
合作精神，可将其视为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第三
层表现。当今世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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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移民难民增多、种族歧视、资
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导致国际及人
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城市作为即将容纳世界
三分之二人口的区域，在处理这些关系方面更加
阻碍重重。［15］通过终身学习，不仅有助于了解人
类的多样性及相互依赖关系，以包容开放的心态
与他人和环境和谐共处，还能解决各种不必要的
冲突，推动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第四，学会生存( Learning to be) ，即通过学习
获得个体包括身心、智力、审美意识、责任感及精
神价值在内的全面发展，可将其视为践行终身学
习理念的终极表现。学会生存要求个体成为自己
行为的主宰者，不仅能够在日益变化的世界中通
过终身学习发展、完善自身人格，并能以不断增强
的自主性、判断力和个人责任感投身社会生活，还
能作为公民、生产者或技术发明者等承担不同的
社会责任［16］86，这是对其含义最精要的解读。因
此，学会生存可视为实现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通过终身学习，人们能够达成“学会认知”
“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及“学会生存”的目
的，也能够间接实现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这与
“教育 2030”有关“关注学习与获得”的目标十分
吻合，也是可持续学习型城市重要的建设方向。

3．方向三:运行监测保障机制
“教育 2030”行动框架还强调确保提供优质

教育，即要求采取措施改善教育与学习的质量。
显然，这一目标不仅旨在保障所有人的受教育权，
也致力于通过改善学习设施、师资队伍、管理水
平、学习资源以及评价机制等确保所提供教育的
优质与有效性。如果将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视为保
障受教育权的前提，那么确保其质量就是真正使
人们通过教育提升自我、服务社会，实现各方面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可见，保证教育的优质与
有效性是实现“教育 2030”目标的必要环节。

作为回应，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应将运行监测
保障机制同样视为未来不可忽视的建设方向。
《北京宣言》对提供优质教育做出承诺，不仅要求
录用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以及教师、教育工作者
投身教学实践，还鼓励将现代学习技术广泛应用
到教育教学中，优化现有的教育质量。［4］可以说，
该承诺既体现了对“确保质量与实施”目标的回
应，也有力助推了教育教学实践过程本身可持续
性的实现。此后，监测保障机制的运行又在可持

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进程中，逐步完善评价指标
体系、推动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以及搭建全球学
习型城市网络，并建立了三者间紧密的联系。

其一，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建设可持续
学习型城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明确的
时限，因此，为监测其建设进程，就需要一套具有
普适性且权威的衡量指标。2012 年底，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颁布了《全球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初步 框 架》(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of the
UNESCO Global Learning City index ) ，在此基础
上，终身学习研究所( UIL) 又通过了《学习型城市
关键特征》。两份文件都从“滋增的裨益”“主要
支柱”和“基本条件”出发，为评估这一实践活动
的进程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当然，由于每个城
市的人口状况与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与教育基础、
行政体系与政策背景，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
展阶段都各不相同，因此，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标准模式，具体评价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自身
实情，探索适合自身的评价指标体系。［17］

其二，推动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达成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需要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
通力协作，不论是《北京宣言》提及的“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以及“部门间的双边或
多边合作伙伴关系”［4］，还是《墨西哥城声明》强
调的“包括卫生、教育、艺术文化、体育娱乐、交通
运输、社会福利、城市规划、住房旅游等在内的不
同部门”［5］，抑或是《科克行动倡议》关涉的“公共
和私人参与者、传统和非传统的利益相关者，包括
高等教育、培训机构和青年代表”［13］等都构成错
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为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提
供必要的智力、物力、技术及环境等保障。

其三，搭建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可持续学
习型城市是一项攸关全球利益、志在全民福祉的
事业，其建设进程也需动员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力
量，可见搭建全球对话平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为此，终身学习研究所搭建了全球学习型城市网
络，旨在促进成员城市的政策对话、实践交流与资
源共享。同时，全球网络的搭建也为达成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国际层面的资源
保障。

不论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还是利益相关
者的相互协作，以及全球对话平台的搭建，都构成
了强有力的监测保障机制，在达成学习型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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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进程本身可持续性的同时，也有力助推了教育
的优质与有效性的实现，这与“教育 2030”有关
“确保质量与实施”的目标十分契合，因此必然也
成为可持续学习型城市不可忽视的建设方向。

三、结语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概念随着相关实践活动
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开展，对行动框架有关“确
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
会”总体目标的认识日益清晰，其“完善终身教育
体系、践行终身学习理念、运行监测保障机制”的
发展方向亦逐渐明朗，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类似
三角形的图示( 图 1) 。其中，“可持续发展理念”
位于三角图示的中心，作为建设可持续学习型城
市的核心，规约了这一实践进程的根本方向———
即实现包括个体、经济、社会、环境在内的可持续
发展，并且保证其建设进程本身可持续性的实现。
“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与“践行终身学习理念”分
别位于图示的两侧，作为建设可持续学习型城市
的两翼，明确了这一实践进程的重要方向———即
赋予“教育”与“学习”以新的意涵，通过具有“自
上而下”的终身教育体系及“自下而上”的终身学
习理念，应对当前来自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

种种挑战，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运
行监测保障机制”位于图示的底端，作为建设可
持续学习型城市的基座，奠定了这一实践进程的
另一重要方向———即采取各种手段监测建设进
展、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作为基座，监测
保障机制也同时作用于可持续学习型城市的两
翼，旨在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保障。

图 1 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方向示意图

综上可知，可持续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必
定是“教育 2030”目标实现的过程，而“教育
2030”目标的实现，也将有力推动可持续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步伐。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多变、各种
矛盾频出的挑战，结合相关基本要义与建设方向
日趋明朗的现实，为了早日实现这一宏大的教育
理想，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达成，建设可
持续学习型城市可谓势在必行!

注 释:
① 《德洛尔报告》的英文标题为“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中文译法有两种，分别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和《学

习:内在的财富》，本文相关引语来自 1996 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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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combining macro-analysis with micro-analysis，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ormal learning from two dimensions，namely，three-level dimension ( organizational level，team level and individual level) and
three-linkage process dimension ( goal，motivation and evaluation)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space is established，which takes the reflection in action as the core concept in the face-to-
face learning space，and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s the core concept in the virtual digital learning space． In addition，a concept
system is set up by taking the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s the intermediated core concept，combining the
abstract and concrete elements of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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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ponse to the Goal of " Education in 2030":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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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the practice of " sustainable learning city" reflect people＇s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individual，eco-
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new era，sustainable learning city is sure
to take a solid step in the following areas，including " improving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 operating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response to the goal of " Education in 2030"，which contains
the aims of " emphasizing inclusiveness and fairness"，" focusing on learning and acquiring" and " assuring quality and implemen-
tation" ． In this way，the ambitious education ideal can be realiz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an
be fully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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