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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视阈下
高等教育的定位分析
靳培培
（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已经成为必然发展趋势，构建学习型社会要求在终身教育理

念指导下进行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人才、创新知识，传承科学文明的神圣职责，在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过程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我国高等院校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中面临诸多挑战，
必须通过革新教育观念、科学自我定位、重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继续教育等方
式，对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挑战做出理性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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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身教育概念的提出及发展
1965 年，法国成人教育家、时任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的保罗 · 朗格朗 （ Paul Lengrand） 首次提出了“终身教育 ”这一概念，他强调每
个人在一生中都要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教育 ，不断优
化自身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1968
年，美国当代教育家赫钦斯 （ R. M. Hutchins） 在其
著作《学习型社会 》（ The Learning Society） 中首次提
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指出： “除了能够为每个人
在其成年以后的每个阶段提供部分时间制的成人教
育外，还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转换的社会 。”① 1970 年，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终身教育导论 》阐述
了终身教育的必要性、内容、方法等问题。1972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国际教育委员会提出的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的报告书
中指出： “教育体系必须全部重新加以考虑 …… 如
果学习包括一个人的整 个 一 生 （ 既 指 它 的 时 间 长
度，也指它 的 各 个 方 面 ） ，而 且 也 包 括 全 部 的 社 会
（ 既包括它的教育资源，也包括它的社会和经济资
源） ，那么我们除了‘教育体系 ’进行必要的检修以
外，还要继续前进，达到一个学习型社会的境界。”②
至此，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成为影响
遍及世界的主流教育理念和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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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的理念在中国早已有之，“活到老，学
到老”的俗语表明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代就已萌芽。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理念只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 代 末 才 被 引 入 我 国。1979 年 随 着《学 会 生
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一书在我国的出版
发行，终身教育理念正式引入我国。1995 年，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终身教育在教育
事业中的地位。1998 年，教育部制定的《面向 21 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指出，到 2010 年基本建立起
终身学习体系。其实，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是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是建立终身
教育的必要条件，终身教育制度的建立又促进学习
型社会的巩固和完善。终身教育制度的建立又促进
学习型社会的巩固和完善。③ 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明
确提出建立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的战略目标 。
终身教育体系是为终身学习提供服务和支撑的
教育机构、非教育组织以及践行终身教育理念的社
会成员及其相互活动的总和。④ 终身教育是一种全
新的教育理念，它将指导并整合各级各类教育实践 ；
终身教育又是一种崭新的教育体系，它贯穿于人的
一生，沟通教育内部并向社会开放，面向社会现实又
面向未来发展。⑤
终身教育是一种开放的、灵活的全新教育体系。
广义地看，它包括以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老年大学教育为时间序列的学
校教育和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空间范围的非学
校教育两大系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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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特征
1. 全民性。从学习主体角度来讲，学习型社会
“
是 人人学习 ”的社会。 全民教育思想正在成为学
习型社会的主体思想，强调人人都可以成为学习的
主体，都能获得终身持续学习的权利和机会 。
2. 终身性。从本质上来讲，学习型社会是一个
终身学习的社会，它强调教育时间的连续性和教育
空间的整体性。终身教育体系是学习型社会的核心
和基石。终身教育是一个包含与生命同步的所有类
型和阶段的庞大的教育体系，任何阶段的教育都是
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含有终结性教
育的性质或特征。
3. 主动性。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学习能力与态度等要素是终身学习的重要内涵和必
要条件。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活动已不再是外部强
加的负担，而是学习者依据自身的需求和意愿自由 、
自主、自觉地进行学习活动，学习者个体真正成为学
习活动的选择者、主宰者和创造者。
4. 民主性。 学习化社会是终身教育的理想目
标，应该为学习者提供民主、宽松的学习环境，满足
所有愿意学习的人对各种学习机会的获得 ，充分尊
重学习者的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并实现自身素质的
全面发展。
5. 多元性。所谓多元性是指学习主体的多元，
学习空间与时间的多元，知识的多元，学习途径的多
元，学习方式的多元，学习目的的多元等等。
三、高等教育推进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建设
的作用分析
纵观世界各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的进展过程，高等教育都积极参与其中，极大地促进
了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与完善，同时也使高等教育体
系得到了完善。高等教育在多样化的教育机构中处
于核心地位，是实施和推进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进
程的主导力量。
1． 高等院校是宣传与引领终身教育理念与实践
的核心阵地。首先，高校的示范作用。 高校本身就
是一个进行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组织，广大教师及管
理人员以自身终身学习的实践，有目的地培养学生
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并潜在地影响着学生的学
习态度、思维方式及人格修养，为其成为学习型人才
奠定素质基础。其次，高校的主导作用。 高校在教
育理论研究、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先
天优势，决定了高校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
再次，高校的支持作用。 高校为各个教育阶段培养
大量的合格的教师队伍，而教师的质量和素质是决
定任何阶段教育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
2． 高等院校为学习者提供学习与教育平台 。高
等院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尤其是利用信息
网络技术、多媒体等最新科学技术手段，继续加强远
程教育教学，更广泛地为社会其他学习者提供终身
学习的机会。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迈
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为更
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日益多样化的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
化的学习与教育平台，这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教育所
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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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等教育为学习型社会培养了多层次的高
素质的人才。在终身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不再是
终结性教育，而是学习者进一步进行继续教育和终
身学习的学习与教育平台。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
众化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将会容纳更多的学习者
接受这一“基础性 ”教育。 高等教育是培养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 ，
它对学习者创新思维能力、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
社会灵活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和主动更新知识、获取
与应用知识信息能力的培养，恰恰是终身教育和学
习化社会对社会成员素质的必然要求 。
4. 高等院校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培养具有终
身学习理念和能力的教师。高等院校不但为高校自
身培养教师，也承担着为整个教育体系中各级各类
学校培养师资的重任。教师自身具备终身学习的理
念和能力，才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带动和培养学生
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
先导性、辐射性的作用。 教师和学生是终身教育体
系和学习型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终身学习意
识和能力的发展可以辐射到社会其他成员和团体 ，
进而推进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发展进程 。
5. 高等院校社会公共服务的使命为学习型社会
的构建提供支撑。为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
一，
更承载了现代大学的理念与追求。在现阶段，
我国
在教育资源有限
的基本国情依然是“穷国办大教育”，
的条件下，
高等院校向社会成员开放其教育资源，
为社
会成员实现终身学习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这既是高
校自身应有的价值追求和伟大使命，也是我国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最佳途径。
6. 高等院校是开展终身教育和构建学习型社
会理论研究与实践策略的核心力量 。高校具备高水
平的、专业的教师研究团队和学术资源优势 ，一方面
可以在学术方面进行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理论的
深入研究，为国家政府制定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的相
关政策和进行制度安排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 另一
方面，高校在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 ，深入构建学
习化社会的实践中，进行实证调研促进相关理论的
完善与发展，并通过国际交流积极引进国际上的先
进经验，加快和推进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学
习型社会的进程。
四、高等教育对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理性
应答
高等教育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在推进终身教育
和学习型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作用和使命。 为了更
好地促进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学习型
社会的构建，促进高等教育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
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 。
1. 革新教育观念。首先，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
质量观。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指标不再仅仅是按照
国家对人才的统一规格要求生产出“终结性 ”产品
的符合程度，而要更加关注个体对高等教育的满意
程度，追求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多样性和发展性的统
一。高等教育从实施专业化为主的教育转向实施素
质教育，为个体终身发展奠定能力基础。其次，树立
开放的教育观念。 高等教育的开放化，也是国际高
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 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科学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开放的、灵活的、多层次

的、多类型的教育平台。 一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传统
高等院校的师资、技术、设备优势，扩大办学开放度，
建立诸如网络大学、虚拟大学等现代远距离教育形
式，实施课程教学、学历教育等； 二是继续办好、发展
开放大学，如电大、函授大学、高教自考、高等教育学
历文凭认定考试、独立的开放大学等； 三是将普通高
等学校的资源向所在社区开放，实现资源共享，从而
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⑦ 再次，树立正确的知识观、
人才观和教师观。知识不是学习者获得的终结性产
品，而是进行知识再更新的基础，并最终内化为学习
者自身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周围环境变化的
素质与能力。教师不仅不再是知识与教学活动的权
威，其自身也成为终身学习者，并引导和培养学生进
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2. 科学自我定位。 高等教育从教育的最高层
次转向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桥梁。随着终身教育体系
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高等教育也将改变其作为教育
最高层次的传统定位，成为“从幼儿教育和初等教
育开始并持续终身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积
极“促进全国终身教育的实施，成为全民终身教育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推动力量并为此而变
革、自我改造，这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 大
学不再是教育的最高层次，而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领
域和连接基础教育和大学后教育的一座桥梁 。
3. 重构高等教育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
向偏重普通高等教育而忽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职
业教育体系内部还不够完善和衔接，
高等职业教育与
普通高等教育之间也缺乏相互沟通与衔接。终身教育
与学习化社会要求构建左右沟通、
上下衔接、
交叉融合
以满足学习者自主、
有效地
的立交桥型网络教育结构，
选择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进行学习，
并且能够通过网络
状教育体系进行阶段性和持续性的学习。
4.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
结构。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依然不高，高等教育仍然满
足不了高校毕业生继续教育和其他年龄段接受高等
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迈向大众化
教育阶段，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本身就是
衡量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 。
因此，高等教育的规模应该继续逐渐扩大 ，保证人们
对享受高等教育学习机会的满足 。
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是多样化高等教育的主
要内涵。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是社会对人才的多
样化需求反映在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结构多样化要求
的必然结果，并且，高等教育多样化已经成为世界发
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特征和趋势。 例如，高

等本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举，公立教育和私立
（ 民办） 教育并举，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并
举，全日制高等教育与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并举等等 。
从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现状来讲，实现高等教
育形式的多样化是当务之急。
5. 调整学位制度。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
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分类体系不完善和学位之
间不衔接两方面。我国学位制度可以借鉴美国学位
制度的结构体系，增设副学士学位和建立学分互认
制度作为沟通和衔接高职高专与本科、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的手段和途径，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和高等教育自身优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为学习
者进行终身学习提供学位制度上的保障 。
6. 大力发展继续教育。 大学后继续教育和回
归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大学后
继续教育是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最高层次 。随着
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继续教育将成为终身
教育的主体，而在继续教育的发展实践中，高校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殊的地位 。高校应该转变传
统的精英式学历教育的观念和办学模式 ，确立科学
的办学思路，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成为开展继续
教育的主力军。 合理安排和科学利用高校教育资
源，在进行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同时，把开展大学后继
续教育作为实现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办学模
式和教育职责。据估计，在 21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为
社会承担继续教育的任务将会逐渐占到整个高等学
校教学任务的 50% 以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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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ositio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ociety
JIN Pei － pei
（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o build system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ociety. Building learning society requir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nationwide stu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lifelong education. As higher education bears the sacred duty of
fostering the talent，innovating knowledge and transmit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it shoulders important mission in the building of system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ociety. Confronted with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he building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ociety，in response，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must take such steps a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concept，scientifically orienting themselves，
re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establishing divers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promot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Key words】 lifelong education； learning society；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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