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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是一种发展得很好的技术，

通过它，人们能够更快更好地收集有用的资

料，还能够挖掘出更多更全面的内容，让收

集和查询变得便利，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

活与工作。大数据的发展令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迅速起来，建设学习型的城市就变得尤为

必要。接下来文章将围绕“大数据下学习型

城市的建设”展开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

为了解社会并让社会更美好地发展，大

力开发资源，提升国民素质，以人为本的科

学发展观的贯彻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现在生

活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只

会发展经济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要

想社会变得健康，就需要具有凝聚力的核心

价值观，而要想建设这样的核心价值观，需

要通过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推动体现时代精

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素质水平，促

进可持续发展

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能够形成一种每个人

都爱学习、每个人都愿意学习、不论在任何

地方都能够学习的良好氛围，这样能够促进

国民素质在整体上的提高。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也只有拥有更多的智

慧，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样的方式

才能让可持续发展进行到底。

（三）有利于提升城市和国家的竞争力

以及文化的软实力

现在的世界，它的格局是多种多样的，

经济、文化等都在经历着全球化，在这样的

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社会地位影响力

是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而国家的社会地位

和城市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1]。建设学

习型城市对城市的繁荣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

用，城市综合实力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人们

的素质还有各方面的能力来提高。学习型城

市的发展让城市的创新能力提高了，增强了

文化软实力，对国家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有很

大的帮助。

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条件

学习型城市的建设需要在一些必要条件

的支持下才能稳步进行，具体如以下几点：

（一）城市经济的相对发达水平是建设

学习型城市的前提条件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本来就与经济的发

展水平有关系，要想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发

展，经济水平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只有拥

有一定的经济水平，政府才能整合更多的

教育学习资源，更好地建设学习的文化场

所，给人们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活动，满足

人们对文化的需求。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水平，促使人们追求更好地自己，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斯诺曾说：“当保

证了生存我们才想要寻求发展，发展好了

我们才会去追求学习。”所以学习型城市

的建设是一定要以经济水平为大前提的。

（二）政府的支持和重视程度能为学习

型城市的建设提供保障

只有政府为城市提供支持，学习型城市

才能够建设起来，政府的重视也能让市民更

加重视学习，在政府的宣传和推动下，相关

的组织和部门才能够更积极主动地建设文化

场所以及整合分配学习资源，为学习型城市

的建设提供保障。

（三）教育方面的发展也为学习型城市

的建设提供社会条件

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同样也能推动学习

型城市的建设。成人教育和一些培训机构的

兴起，让更多人有了接触教育的机会，使得

整体的素质一步一步地有所提升，创造了很

好的社会条件。当然，不光要发展教育事业，

更要注重培养一些教师，不断提高教师的教

学水平，培养更多的教育界人才，这样才能

稳步推动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促进学习型

城市的建设。

（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也需要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文化底蕴的推动

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好，激发了人们

不断学习的热情，只有自身不断地学习才能

跟上社会的脚步，并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

民提供了更好地学习平台，有利于形成人人

爱学习的氛围。

文化底蕴对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也有一定

的影响。城市比农村相比，要较容易发展学

习型城市，城市的文化底蕴比农村浓厚，建

设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底蕴和素质是建

设学习型城市中最基础的，所以建设学习型

城市就要不断提升市民的内涵和素质。

三、大数据对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能够收集到更多的资源，也

能够整合有利的资源，利用技术手段对资源

进行合理的分配。大数据能够建立学习库，

整合学习资源，提高城市的知识储备量，提

供给人们学习查阅的平台。大数据技术还能

够建立在线教育系统，为人们接受教育提供

便利，大数据在建设学习型城市中的作用是

很大的，可以说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纽带和

推手，有了大数据技术，有利于快速建设起

学习型城市。

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策略

通过分析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条件和大数

据的影响，并贯彻国家提出的建设学习型城

市的政策，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制定出更符合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策略，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城市里面建立起学习网络与伙

伴关系

建设学习型城市需要很多组织参加，其

中包括政府、民间机构、教育和研究机构以

及一些非营利性质的机构 [2]。学习型城市的

建设离不开他们，学习是依赖于不断地信息

交换与沟通的，这些机构拥有各种各样的价

值，建立一个学习网络能更好地分享这些资

源。政府作为具有强制性的机构，能够让建

立起来的学习网络更加有信任度，更能推动

区域间长期学习关系的建立。

这些机构大部分也有着自身的利益需

求，机构之间也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有些机

构为了自身利益会把一些资源隐藏起来，如

果机构间都这样做，学习型城市是建设不起

来的。相互信任是互惠互利的需要，只有形

成了这种信任伙伴的关系，资源才能被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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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例如，贵阳师范学院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对立德树人理念进行了较好融

合，德育教育内容的占比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一直以来，贵阳师范学院对时事性较强的理

论都进行了德育教育层面的转化，爱国主义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德育教育层面

的内容也成了大学生思想在政治教育中的基

础内容。

其他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可

以将实施政治理论和知识，作为基本的德育

教育内容选择。一旦时事性较强，且与大学

生日常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德育内容可以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础性内容时，立德

树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环境便会越发

良好，立德树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

合也能够显得更为“平滑”。

（三）定期开展专项的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

定期开展一些专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特别是德育教育相关活动可以促进立德

树人的更好融入，德育教育韵味浓重的专项

活动更加可以为立德树人的融入提供一个具

体支撑。例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围

绕着一些热门的社会事件，进行德育层面的

引导，通过与学生进行热门社会事件分析、

互动，将德育教育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此外，

立德树人融入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在开展上也可以突破课堂教学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限制。

例如，思想政治教师可以组织一些德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结合的社会实践性教育

活动。诸如同学生一道深入到福利院、烈士

陵园参加专项德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做

法能够让学生对德育知识，一般性的思想政

治知识等有更好认识。在这些专项的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开展中，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引

导，特别是德育层面的引导也能够促进立德

树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深度的不

断增加。

四、结语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需要进行深层

次的创新，理念、模式与方式方法创新更是

要联系在一起。立德树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融入虽然较为困难，且会受到很多

因素影响和制约。但系列难点性因素可以得

到较好破解，思想政治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

动的发起者和驱动者，应当在充分了解立德

树人融入的基本状况、要求基础上，对于系

列难点性因素进行科学分析与应对，从而使

得立德树人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

指导理念，驱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

更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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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学习的农民，从最基础的汉语知识教

起。对于那些有新的发展志向的年轻人，可

以进行短期有效的外语培训，鼓励他们立足

乡村，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开拓海外

市场。

当乡村建设中基础设施的投入足够之

后，语言服务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将会是另一

大助力，通过语言的力量可以提升农民的整

体文化语言素质，开拓他们认识世界的渠道，

同时也可以促进优秀乡村文化的发扬传播，

促进乡村的和谐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还

可以加入互联网的元素，提高现代农民对科

技的认识度和接纳度。在 AI 席卷城市的时

候，农村自然也不能落于人后，所以在今后

的发展中，AI 也可以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引

入到乡村振兴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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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才能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

（二）强化各种知识的培训体系，建立

终身的学习体制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需要知识支撑的，提

高知识需要人们强化知识的培训体系，尽量

多元化，各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强化，比如

创新培训和人力资源培训等，建设学习型城

市不光需要知识，更需要的是会运用知识的

人，能够良好地运用知识才能推动城市的发

展，同时也能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建立

终身学习的机制就是建立学习教育、学校教

育和成人教育的体制，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这可以说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

础性环节 [3]。

知识体系的培训和终身学习机制的建立

为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有生力

量，让建设得以持续发展下去。

（三）加强宣传力度和建立“学习守护

监督者”

要建设学习型城市，需要让市民了解建

设的意义。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特别是

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大范围和全面的介

绍推广，把建设理念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

让市民们理解并且行动起来。还有一点就是

要建立“学习守护监督者”，有了督促才有

动力，有了守护和监督的人，人们学习的热

情会更高，形成人人爱学习、人人参与学习

的良好的环境。

（四）增加城市的知识储备量，提供学

习交流平台

学习需要了解大量的知识，如果城市没

有那么多的知识储备，无法满足市民对学习

的需求，这时候，大数据技术就有很大的作

用了，大数据技术可以收集全面的知识信息，

建立起一个知识库，让市民可以通过网络获

得资源，当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

学习交流的平台，让资源实现共同分享，大

家通过交流能够让自己的能力提升，更加有

学习的兴趣和乐趣，形成全民分享、全民学

习的积极向上的良好学习氛围。

五、结束语

学习型城市，是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的

城市，在这样的城市，学习已经变成了习惯，

这样的城市，它的综合实力是强的，市民素

质高，文化水平高，接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新

鲜事物的能力强，所以这样的城市才能更好

地发展下去。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已经成

了城市的发展方向，不过这个过程是艰难的、

复杂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完成。大数

据在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中就发挥了意想

不到的作用，有了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学习

型城市的建设能够事半功倍。最后，学习型

城市的建设也不能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区域

都有自己的人文文化，自然现象的分布也不

是一样的，所以，发展学习型文化要根据城

市的特色，建立一个有自身的文化特色的学

习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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