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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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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时代社区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需求与社

区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区教育是满足社会与个人持续发展、实现受教育者个性

化学习需求、助推社会文化繁荣和个人文化自信的教育，人们对社区教育的发展日益呈现出高质量、
高水平和多元化期盼，对其内涵的要求也越来越丰富，但社区教育却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
解决的途径是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社区教育制度体系，推进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

社区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加快社区教育信息化进程，以需求为导向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学

习需求，建立协同发展机制、确保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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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回顾始于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1］，

我国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取得了

远超前期的成果，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

会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论断，同样也适用于社区教育，社区教育的发

展依然滞后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要求。笔者认

为，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需

求与社区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是目前社区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对新时

代背景下社区教育的内涵、特征进行挖掘，掌握

社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

索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 一) 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社区教育基本内涵的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不同的观点。沈光

辉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社区教育内涵的界定

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社区教育属于教育

体系的范畴，二是认为社区教育属于社区发展

的范畴，三是认为社区教育属于组织管理的范

畴［2］，其中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居多。如厉以贤

提出社区教育是为了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综合

素质，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推动整个社

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和过程。黄云

龙认为现代社区教育是社区成员接受的以社区

学校为主体的一种有组织、有形式的教育活动。
陈乃林指出社区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在社区范围

内的全民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形式［2］。邵晓

枫也认为社区教育的本质是以社区为地域范围

进行的、居民自主参与的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现

代教育形式［3］。沈光辉则指出，现代社区教育

的本质是社区教育的社会属性与教育属性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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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统一和有机融合，社区发展本位与社区居民

终身发展本位作为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二者

缺一不可［4］16。2000 年，教育部在《关于在部分

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

教育作出界定: 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内利用

各类教育资源，开展的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

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教育活动［5］。
综合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官方定义，本

文倾向于认为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基本内涵是一

种教育活动，即社区教育是以社区全体成员为

对象，整合区域内外各种教育资源，以各种形式

开展的满足社区成员持续发展和多样化学习需

求、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

育活动。
( 二) 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功能特征

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社区教育的功能和

特征进行了表述，笔者以为，无论是从社区教育

的社会性角度来看还是从教育性角度分析，新

时代的社区教育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功能特征。
1． 新时代社区教育是满足社会与个人持续

发展需求的教育。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组成

部分，是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的基础工作。社区成员的个人学习需求与社区

的整体发展需求是开展社区教育的逻辑起点。
因而社区教育必然是满足社会和个人持续发展

需求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区成员的综

合素质及生活质量，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从个人层面看，从幼儿学前教育、
青少年道德素质教育，到成人阶段的继续教育、
退休后的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贯穿人的一生，是

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性工作。从社会性

角度看，社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环境治安、
人际和谐等，都有待于教育尤其是社区教育的

推进。
2． 新时代社区教育是实现受教育者个性化

学习需求的教育。社区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社区

中的所有成员，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

和收入水平，强调每个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权，关

注每个人的学习需求，是“有教无类”的普惠性

教育。而因为受教育者年龄、文化、职业、生存

状况以及发展的诉求不一，必然存在学习需求

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既有学习目的的差异，也有

学习内容的多样化诉求，还有学习形式、学习手

段的个性化要求。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组

成部分，其区别于正规教育、学校教育的关键

点，就是以多种形式尽可能地满足学习者个性

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3． 新时代社区教育是助推社会文化繁荣和

个人文化自信的教育。十九大报告指出: 文化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通过社区教育，一方面创建

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推进社区文化繁荣，将优

秀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提升城市整体文化繁荣和城市形象; 另一方面，

社区教育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进入学校

学习、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提供了一个受教育和

学习的机会。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己功利或非

功利的目的，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爱好，以自己能

够接受的学习方式和手段投入到社区教育中，

撷取个人所需，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通过知识的

获取、素质的提高和学习成就感的获得，培养个

人文化自信。
二、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现实

困境

( 一) 新时代人们对社区教育发展的新期望

1． 对社区教育发展呈现出高质量和高水平

期盼。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们的温

饱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对高水平的精神文化生

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闲暇时间的增多更增加

了人们追求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一方面，社

区教育的本义就是满足社区居民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和个人持续发展需求、提高民众整体素质，

加上又是家门口的教育，因此人们对社区教育

寄予高质量、高水平要求是应有之意; 另一方

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安全要求、情感和

归属要求、尊重的要求乃至自我实现要求，某种

程度上都可以在丰富的社区教育活动中寻取获

得。各地广场舞的盛行、老年大学的门庭若市、
社区声乐艺术类团队的热门，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这种需求之强劲与旺盛。
2． 对社区教育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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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共

同体中各类特定人群显示了对社区教育发展的

多元化要求。如老年群体对养生保健的知识有

需求，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对就业技能培

训、上岗培训有需求，婚育青年需要关于孕育知

识的指导介绍，白领需要有释放心理压力、解除

亚健康状态的心理健康指导，外来务工人员和

拆迁失地村民需要有满足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渴

望获得的培训和帮助，还有部分人群喜爱琴棋

书画、器乐歌舞等休闲娱乐的学习活动等。仅

以社区几类特定人群的学习需求来看，人们对

社区教育发展的要求是多元、丰富而复杂的。
随着社区居民素养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社区教

育的发展将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要求。
3． 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内涵要求越来越丰

富。社区教育既有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提

升个人综合素质和生活品质的内在功能，也有

推进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发展的外在功能。新

时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深入，政府既

希望发挥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

设中的作用，又希望能够“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科学文明生

活消费方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6］。随着社区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不断增强，人们

对社区教育的功能已呈现出一种“全能化”的期

盼［7］，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内涵要求越来越丰富。
新时代的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乃至社会发展中

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能和任务。
( 二) 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1． 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社区教育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发展很不平

衡。社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

正相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社区教育发

展也较快，已渐呈普及之势，但在经济欠发达的

中西部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仍然缓慢。其一，

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理念相对先进，社区教育

起步早，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强，居民的参与程度

较高，目前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

制度建设也比较完善。其二，发达地区的经济

实力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

障，无论是场地场馆，还是师资力量和教学资

源，抑或是经费保障，都远胜于中西部地区。其

三，从教育部先后公布的 122 个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的分布来看［8］，东部沿海地区有 85 个，

占 70%，拥有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的中部和西

部地区分别只有 22 个和 15 个，占 18%和 12%。
示范区的这种分布也充分说明了社区教育发展

的不平衡。其四，社区教育目前主要在城市中

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教育仍然起步维艰，

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离城乡一体

化的既定目标还相去甚远。
2． 社区教育发展不充分。社区教育发展不

充分，是指社区教育发展现状不能满足社区居

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不能

满足社区发展的需求。无论是从数量和覆盖面

上看，还是从社区教育的内容、模式上看，抑或

是从居民的满意度上看，社区教育的发展与人

们的期望和要求都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既与目

前社区教育存在的“三无”( 无国家立法的明确

定位、无健全财政机制的有效保障、无专业化队

伍建设的基本途径) 困境［9］有关，也与社区教育

的归属不明、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关系不清［10］有

关。笔者以为，除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

因外，社区教育在制度、管理、技术等不同层面

都存在着诸多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一是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不充分。社区

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缺失，既无关于社区教育

的专门法律，在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中的定位也

不清晰; 顶层设计多以“通知”“意见”“规划”来

体现，强制性和约束力不足，且政出多门，互不

隶属; 已有的制度缺乏系统性，体系不完备或未

能体系化。
二是社区治理模式不成熟，治理能力薄弱。

在社区治理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职能转

移、权力下放名至实不归，治理理念停留在纸

上，政府部门仍然习惯大一统的单一管理方式，

社会治理能力薄弱; 社区教育各主体职责权限

不明，多元治理意识不强，难以适应社区多元治

理的要求，导致社区教育统筹不力、协调不畅、
整合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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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资源整合开放不充分、不顺畅。社区

教育资源隶属于不同主体，在功利性环境中各

有其利益诉求，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准公益性的

教育产品，客观上难以满足这种利益要求。同

时，各资源主体各有其主业，主业的职责限制使

得其为“非正规”“非正式”的社区教育提供资源

时，难免束手束脚或出工不出力。
四是信息化发展不充分。一些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教育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社区教

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沉浸在经济落后、
经费缺乏、社区居民素质不高等固化思维中，缺

乏“互联网 +”思维，对信息化时代数字化工具

为社区教育带来的发展契机视而不见或思而不

动，在社区教育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发展中更是

落后了一大步。
五是基础性工作不到位。社区管理部门对

社区教育的宣传力度不够，对社区居民的学习

需求缺乏调研或调研不细，对居民多样化、个性

化的学习需求认识不足，对潜在学习需求的开

发环节缺失，致使社区居民表达诉求的途径偏

少，参与社区教育的渠道不畅，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效果不佳，满意度不高。
三、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得社

区教育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导致社区教育的

现实发展与人们的期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

此，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发展应从加强顶层设计、
构建制度体系，推进社区教育治理，开发共享优

质资源，加快社区教育信息化进程，满足人们个

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建立协同发展机制等

方面进行。
( 一)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社区教育制度体系

相较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正规学校教

育，“非正规”的社区教育的制度建设是十分明

显的短板。因此，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完

善的社区教育制度体系，是促进新时代社区教

育均衡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发挥社区教育满

足社会和个人持续发展需求的功能保障。
宏观上，应明确社区教育的法律地位。首

先要明确社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厘清

其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关系。其次要明确社区教

育各主体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包括其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以及社区教育的投入保障制度和配

套服务机制，使社区教育各主体有法可依、有规

可循。再次，要明确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社区教

育管理机构的组成、职责和权限，规范落实社区

教育联席会议、社区教育理事会等决策制度。
只有通过法律为社区教育定位，将有关政策和

制度法律化，才能强化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激发

其约束机制，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引导、评价、
教育和保障作用［11］221 － 222。

中观上，在制度设计中要形成具有操作性

和普适性的制度规范和实施细则。虽然我国各

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社区教育的发展基础差异

较大，但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其共性是客观存在

的。如所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经费投入保障、
资源开发整合、教师身份待遇等，都应该在制度

设计中作出规范。同时，政策的顶层设计还应

该起到助力区域化均衡推进、将保障机制向中

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的作用，逐步缩小城

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微观上，要构建和完善社区教育的管理制

度、运行制度和操作制度，形成社区教育的制度

体系，这是促进社区教育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

的必要条件。目前，东部一些省市的社区教育，

特别是一些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在管理

操作层面已有相对成熟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方

式，但仍需继续完善。中西部省份应该加强与

东部地区的合作交流，让实验区和示范区充分

发挥其辐射和带头作用，实现中西部地区社区

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 二) 推进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

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主

体，社区教育治理同样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但

新时代的社区教育治理是一个治理主体多元、
办学主体多元、教学模式多元、教学资源和学习

方式多样的治理体系。因此，政府必须树立多

元治理理念，积极推进社区教育治理创新，推进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
第一，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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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转变观念和职能，做到“重心下移”，弱化层级

意识，强化协调、合作、服务意识，以多元治理代

替传统的单一管理。第二，政府要调动社区教

育其他主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充分发

挥区域内办学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主

体作用，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教育治理。
第三，要积极培育新型主体，利用政府职能转

变、权力下移的机会，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培育

和发展民间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介机构等

社会组织，挖掘其教育功能，与之进行合作，使

其成为社区教育新主体。第四，要通过各种方

式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其社区认同

感和归属感，提高其参与能力，鼓励居民个人主

体参与到社区教育治理中来。第五，要加强对

政府相关管理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业务培

训，增强其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为社区治理逐

步走向专业化奠定基础。以此种种，最终达到

“完善社区教育多元参与协商、合作机制，提高

社区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培育多

元社区教育主体，支持社区居民自主学习、自我

教育，进一步激发城乡社区教育活力”［12］的目

的，起到助推社会文化繁荣和提高个人文化自

信的作用，满足社会各方对新时代社区教育越

来越丰富的内涵要求。
( 三) 构建社区教育优质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目前，很多社区的教育资源处于资源不足

和资源浪费同时存在的两难窘境。一方面，优

质的社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现有的

教育资源利用率却不高，共享程度低，潜在的教

育资源开发不够，甚至没有开发。教育部等九

部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中提出，整合社区教育资源，

要开放共享学校资源，统筹共享社区资源，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6］。但对于如何开放，谁来统筹，

怎样利用，各资源主体的利益如何平衡，缺乏具

体的操作办法。必须从多元治理理念出发，寻

求政府主导、利益群体协同参与、打破资源权属

界限的联动性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即由政府统

筹社区所属各类教育资源，打破部门、行业和单

位权属界限，依规合理保障各资源主体的利益

诉求，逐步实现教育资源的跨界跨单位开放共

享。各利益主体作为资源提供方要积极报备资

源情况，妥善处理本单位资源使用和资源提供、
共享的关系，协同参与社区教育治理，共同促进

社区发展。
社区教育的资源是丰富多样的，除了传统

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外，尚有许多具备教育意

义的潜在资源，如社区内的一些文化设施、人文

景观、自然景点、民族特色遗存、特色民俗和优

秀地方文化等。政府应创设机制，挖掘开发这

些潜在的隐性教育资源，彰显其教育作用，加以

开放共享，满足人们对社区教育多元化发展的

要求。
( 四) 加快社区教育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教学手段和数字化学习工具的诞生

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利用社区

公共服务平台、远程学习网络和学习资源库等

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可以实现社区教育

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从管理角度看，信息化服务平台可以容纳

海量的管理信息，提高社区教育管理者的管理

效率、能力和水平。从教学角度看，网络教学打

破了教与学的时空界限，师资力量不足的矛盾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时时学、处处学”创造

了条件。从资源角度看，资源库、学习资源超市

的建立使学习资源的利用不再局限于本社区范

围，构建跨区域的学习资源共享机制成为现实，

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从学习的角度看，数字

化学习降低了学习成本，提升了学习兴趣和参

与意愿，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也更便捷，个性

化、多元化学习更容易实现。
社区教育管理者要树立“互联网 +”思维，

创新信息化教育理念，加强传统教学手段和数

字化教学技术的融合。一是结合“互联网 + 城

市”等计划的实施和“智慧社区”建设，积极在社

区教育中引入数字化、信息化教学与学习的手

段和工具。二是完善硬件设施，构建社区数字

化、信息化学习环境，加快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远程学习网络和数字化学习平台等设施建设。
三是开发、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打造信息化学

习资源超市和学习资源库，形成互联互通、开放

共享、便捷丰富的学习资源及体系。四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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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群，加强微型移动资源的建设和使用，充

分利用掌上电脑、智能手机等适合成人学习的

微型移动设备，探索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学习

形式，满足人们对社区教育发展的高质量、高水

平期盼。
( 五) 以需求为导向，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

化的学习需求

《意见》指出: “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需

求为导向，为社区内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

度、不 同 收 入 水 平 的 居 民 提 供 多 样 化 教 育 服

务。”这对新时代的社区教育管理机构和办学主

体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提供诉求表达渠道。管理机构要为

全体社区居民提供表达学习诉求的途径和机

会。一些社区居民虽有学习需求，但缺乏表达

的途径和方式，抑制了学习需求。第二，进行学

习需求调研。管理机构包括办学主体要对社区

居民显性的和潜在的学习需求定期进行分类或

系统调查，掌握社区各类人群学习需求的基础

数据。第三，确定学习需求。对调研结果进行

分析，掌握各类人群所需的和关注的学习内容、
课程及其学习目的，以及人们乐于参与的学习

形式，明确需求所在。第四，精心设计主题。针

对不同人群精心设计多样化的学习主题，选用

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安排学习方式。第五，科

学选择学习资源。确定学习需求后，要多渠道

广选学习资源，再结合主题和学习形式确定课

程所需且适用的资源。第六，广泛宣传激励参

与。采取定点沟通与广而告之等方式，用传统

的宣传手段结合信息化的营销技巧，营造学习

氛围，激活居民参与意愿，提高参与度。第七，

精心组织施教，提高教学效果及满意度，满足居

民的学习需求。第八，实施项目评价。对项目

实施中的各环节、各步骤进行意见收集和评价、
反思，适时改进。由此形成社区教育需求导向

模型，并在实践中“使全体社区居民能够有充分

的机 会、足 够 的 通 道 反 映 他 们 的 学 习 权 益 诉

求”，“能够真正具有教育权力、学习机会的获得

感……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教育的全员性、多

群体覆盖”［13］，从而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

社区教育需求导向模型

( 六) 建立协同发展机制，确保社区教育高

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社区教育要取得高质量可持续性

发展，仅仅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发活动是难

以完成的。政府作为教育产品的供给主体，其

主导作用是社区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因此，

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制度体系和推进社区教

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建立由政府引领协

调、教育部门牵头、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发

展机制是必由之路。这其中包括针对政府及其

部门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引领导向机制，针对各

参与主体的协调平衡机制，针对社区管理机构

和办学主体的动力激励机制，针对各资源主体

的资源整合共享机制、利益补偿机制，以及评价

督查机制、经费保障机制、课程开发机制、人员

培养机制等。通过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实

行，促进社区教育快速、有序和高质量发展，满

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需

求，提高民众素质，增强居民文化自信，进而促

进社区文化繁荣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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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ZHOU Yi － bing

Abstrac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in new era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ver － grow-

ing personalized，diversified learning needs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unbalance，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m-

munity education．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can mee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individual，meet the

learners’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and boost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cial culture．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high －

quality，high － level，diversified and have profound connotation． The solution is to enhance the top － level design，build a

community education system，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build a sharing mechanism for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resources，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com-

munity education，build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to meet people’s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learning needs．

Key words: new era; community education; tendency and dilemma;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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