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大转型社区教育何以可能
吴遵民1 摇 陈玉明2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2.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广西南宁 530022)

摇 摇 [摘要] 摇 2012 至 2013 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云南等 5 所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正式挂牌为开放大学。
由于电大转型为开放大学需经教育部批准,加之教育资源有限,教育对象锐减,上述转型是否成功,目前还难有

定论。 在此情况下,部分省市电大利用自身教育资源及平台的优势,研究并投入社区教育,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可

以有效解决电大当前面临的生源困境,还可以在部分省市政府尚未着手的社区教育领域进行新的“拾遗补缺冶
的尝试,从而使电大重振雄风,重拾新的办学增长点,这不吝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转型与创新的机会。 本文就电大

转型发展社区教育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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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摇 摇 自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正式提出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

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冶以来,发展社区教育已经

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

要战略决策与方针。
从目前我国发展社区教育的基本模式和条件来

看,它首先需要依托城市或农村普通住民所居住的

社区,然后通过建设或整合各种专门软硬件教育设

施,来为居民提供便捷学习条件和机会。 为此,建设

与发展社区教育必须得到国家公权力或地方政府强

有力的财政支持及投入。 这对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

区或省份而言,由于其理念领先、政府重视、财力充

裕,大多取得了较好成效。 如京津沪及江浙一带,社
区教育普遍蓬勃发展,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文明素养亦随之提高。 但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

农村而言,社区教育的发展还基本停留在口号宣传

的层面。 由于政府缺乏实质性经费投入,以及少有

宏观思考与整体规划,大部分地区的社区教育仍处

在真空与留白状态。 而这也正是当前我国社区教育

在酝酿新一轮发展之际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那么不完全依靠政府是否就不能开展社区教

育?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 且不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

早已有通过民众自治及社会集资或依托企业开展社

区教育的先例(吴遵民,2003),我国近年来一些缺

乏政府投入的地区,通过电大转型举办社区教育的

举动,也已经受到了社会及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电大)是遍布全国各

地并扎根地方的成人教育机构,长期承担着普通高

等教育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但其发展在当下却面

临重大困境。 一是伴随“两基冶教育的完全普及,高
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文革冶后教育欠账的渐次“偿
还冶,成人正规学历教育的需求已不再迫切并日趋

减弱(吴遵民,2013),以致很多省级电大学历教育

的生源数量大幅减少,质量越来越差。 二是传统成

人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

的发展,由此亦严重阻碍了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与

发展。 因此如何在空间上寻求突破,在终身教育体

系的构建中寻求发展契机,并通过机构转型继续发

挥作用,是当前电大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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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时刻,一些地区的社区教育却因各种

原因迟迟难有进展,而中央政府的重视与地区推动

的滞后所造成的巨大落差,则受到了电大举办者的

关注与重视。 换言之,能否利用电大自身已有的平

台投身社区教育,并通过社区教育的推动来促进电

大的结构性转型? 这一设想无疑让正在寻求摆脱困

境的电大管理者们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与窗口。
2012 年至 2013 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云

南等五所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正式挂牌为开放大学,
上述转型是否成功,目前还难以定论。 在此情况下,
部分地区电大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和平台的优势,
研究并投入社区教育,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可以有效

解决电大当前面临的生源困境,又可以在部分省市

政府尚未着手的社区教育领域进行新的“拾遗补

缺冶的尝试,从而使电大重振雄风、重拾新的办学增

长点,无疑是个极好的转型与创新的机会。
固然从电大介入社区教育的实践基础来看,由

于电大原本就以成人教育为主,且有覆盖全国城乡

的立体办学网点,教师队伍庞大,系统优势明显,因
此由电大转型发展社区教育确实具有非常大的成功

可能与实践空间。 然而,一所以学科课程教学见长、
以学历教育文凭获得为主的成人教育机构,如何转

向以丰富民众文化生活为主、并以提升精神教养见

长的社区教育机构,无疑是电大面临的重重障碍。
换言之,电大若要成功转型,还必须经受自身功能转

变、培养目标重新定位等一系列脱胎换骨式的改革,
由此方有取得成功转型的希望。 下文就以此为题略

作分析与探讨。

二、社区教育与社区大学

摇 摇 (一)何谓社区教育?
就社区教育概念而言,目前尚不统一。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指出,所谓社区教育主要有两个

特征:一是它的非功利性;二是它强调社区居民对社

区教育的参与及拥有的权利。 其具体表述为:“基
于所有教育起始于社区,且并不以获取社区的利益

为目标,而是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原

理,因此实现这一原理的活动即为社区教育。冶 (吴
遵民,2003)再就中国社区教育的本质而言,其之所

以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亦因为它有两个重要功能:
一是这种活动应是地区住民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

的活动;二是这种活动基于的是地区住民为追求精

神生活的质量而产生的学习需求,以及政府为满足

这种学习需求而开展的一种具有双向性和双重特定

目标的教育活动(吴遵民,2003)。
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社区教育

的概念做出这样的界定:中国社区教育是由地区住

民自发产生的,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及对终身学

习的需求,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动

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其宗旨是提高地区

住民的精神与文化素养,满足其自我完善的要求,切
实保障地区居民的自主学习权利(吴遵民,2003)。
简言之,中国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是体现为它的

自下而上性,即它由政府推动和支持,但呈现的却是

社区居民自发和自主的特征。 因为社区教育归根结

底是一种草根型的教育活动,只有取之于民、服务于

民,它才有发展与延续的生命活力。
(二)何谓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隶属于社区教育,就层次而言,它与区

县级的社区学院属于一级。 在中国,社区教育一般

分三个层次。 省市一级的为开放大学(部分没有转

型的仍为广播电视大学),区县一级的为社区学院

或社区大学(部分省市系由区县的业余大学或电大

分校转型而来),街道一级的为社区学校。 国际社

会也有类似并称之为社区学院的社区教育机构,但
其承担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式各有不同。 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美国的社区学院,它是一种二年制的短

期高等教育机构。 因其学生毕业后必须为所在社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得名。 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1)转学功能。 学生结业后获得副学士学位,同时亦

可转入其他大学的三年级继续学习;2)职业技术教

育功能。 这也是社区学院的主要功能,即培养大批

半专业技术人员或半专业的熟练劳动者;3)成人教

育或继续教育功能。 社区学院承担在职人员进修或

补修某些课程的任务,还同时以降低入学门槛的方

法向愿意学习的人敞开大门;4)补救性教育功能,
主要是为学习上有障碍或困难的人设置;5)强化社

区凝聚力功能。 美国社区学院通过文化推广的方

法,为社区居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及扫除文盲作出

贡献(顾明远,1990) 。
(三)社区大学的办学定位

对任何一种教育机构的定位都关系到其办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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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特色、培养目标、科研

水平和社会服务等目标的实现以及规划的制定。 基

于上述社区教育概念的界定及中国社区大学的性

质,依托电大建立的社区大学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

的教育任务? 其教育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又是什

么? 换言之,对社区大学的办学性质再次进行明确

的定位非常重要。 诚如以上所述,就社区大学的性

质和功能而言,应将其定位为立足基层开展社区教

育的办学机构。 然其母体由电大脱胎转型而来,因
此能否既保留电大的平台优势、师资优势、网络优

势,又能克服电大以学历教育为主、以正规学历课程

为主要内容的一元化教育模式,迈向为基层社区服

务、为普通民众及终身学习者服务的多元终身教育

模式,无疑成为了社区大学能否创建成功的关键。
因此,对社区大学的定位,就是再次确认它的办

学方向与目标,而不至于陷入换汤不换药的尴尬境

地。 为此,社区大学内涵定位的关键应是服从于构

建学习社会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确立社区

大学以推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原则与理念,竭力

把社区大学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面向全体市民、具
有社会化和开放式性质的学校,从而实现社区大学

成为终身学习体系的服务平台、社区教育的教学平

台、社区活动的信息平台、社区服务的资源平台、社
区开发的咨询平台和研发平台的根本转型。 未来社

区大学可以保留部分学历教育,但非学历教育将成

为它的主流。 它在保留电大远程教育优势和特色的

同时,尤其需要加强的是如何扎根社区、服务社区、
满足基层社区的教育需求。

简言之,电大在转型为社区大学的过程中,必须

打破原先单一型的学历教育模式,走出传统成人高

等教育的固定形态,因为社区大学是姓“社冶而不是

姓“电冶,否则社区大学就有走过场的危险,与真正

的社区教育渐行渐远。 而这也是电大转型发展社区

教育必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电大转型创建社区大学面临的困境

摇 摇 具体而言,当前影响与阻碍电大转型创建社区

大学的各种困惑与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转变的困境

社区大学固然姓“社冶,但若要深入开展社区教

育,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和观念的转变问题。 这一转

变不仅包括电大自身必须转变的领导意识、教师意

识、管理意识以及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的变革意识

等,甚至还包括尚未展开社区教育地区的政府意识

和社区居民意识等深层次的意识转变问题。 首先,
由于社区教育属于公益性教育范畴,其归根结底需

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因此基于社区教育满足

社区居民学习需求、提供居民教育机会的非功利性

特点,就需要地方政府给以全力支持和积极促进。
而唯有政府转变观念,深刻意识到社区教育对实现

公民学习权保障、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以及学习型社

会建设的重要性,其才会在政策和经费层面给予大

力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社区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目前,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对社区教育的意

识还十分薄弱,重视程度也不够。 政府的兴奋点仍

然放在学历教育而不是社区教育。 一些地方政府并

不缺钱,但关键是愿不愿意把钱投入社区教育领域,
所以认识和重视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而且在认识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不少理

解误区,如认为社区问题主要归属民政、妇联或宣传

部门管辖,没有从教育的角度予以思考。 又如对正

规学校教育十分重视,而对深入社区居民的草根式、
闲暇型教育则缺乏推进的热情。

其次,领导意识的转变。 长久以来,电大以学历

教育为主,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 而

若转型社区教育,则社会责任、服务意识的观念就必

须重新建立,否则将无从开展社区教育。 为此,转型

后的电大管理层如何转变观念,做好社区教育的顶

层设计,同时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学
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创新办学

模式、培育和开发新的办学领域和服务功能,来全面

提升其面向社会和市场的服务能力至关重要。
其三,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意识转变。 当部分有

远见的电大管理者开始考虑参与社区教育建设之

际,最先遭遇反对的可能就是电大内部的教职员工,
因为首先社区教育是一种以非学历教育为主的教养

性教育,放弃学历教育而改办社区教育是否会降低

办学层次? 其次,举办社区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而经济效益又几乎等于零,是否由此会成为

沉重的包袱? 在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前提下,教职

员工的困惑与不理解亦情有可原,而上述问题如果

不予以明晰,则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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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四,社区居民的意识转变。 社区教育的本质

特征是自下而上、自主性和自发性的教育,因此其开

展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居民的参与程

度。 而这一参与又与社区教育活动能否满足社区居

民的学习需求,以及社区居民是否具有终身学习的

意愿和意识相关。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居

民对社区教育不甚了解,信息情报的传递也少有途

径,因此终身学习意识的培育,也同样成为了社区教

育能否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二)体制与机制转变的困境

就当前状况来看,我国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与

运行机制主要通过政府制定具体政策来推动,因此

电大若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独立承担起社区教育的

运作机能难度极大。 这一方面是我国社区教育的性

质与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缘于电大原有办学

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局限。 换言之,电大若不在管理

体制与机制方面作根本的变革,则转型发展社区教

育几无可能。
首先就管理体制而言,其办学实行的是“统筹

规划、宏观指导、分级办学、分类管理冶的原则。 下

级电大在教学业务的指导、服务和评估方面均由上

一级电大负责实施,而在人、财、物的发放与分配上

则由同级地方政府承担。 源于这一体制上的原因,
电大实行的是双重领导、垂直管理,即业务上与同级

地方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联系较少,而与系

统内的上下级电大联系较多。 电大若转型为社区大

学以后,现行的管理体制就与社区教育实行的“政
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

极支援、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冶的体制截然

不同。 简言之,以往电大办学只需面对一级电大,而
转型发展社区教育就必须面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
文化部门乃至基层行政组织等多个机构,其中因条

块分割造成的责、权、利不配套的问题与弊端也会十

分明显。
其次是运行机制问题。 目前省市级电大一般均

制定了约束机制、竞争机制、质量监控机制、系统办

学机制和学习者学习动力机制等,但以上机制都是

为学历教育配套的内部机制。 社区大学面向基层民

众,其教学形式多样,办学主体多元,且不以学历教

育为主要形式,因此与社区教育配套的运行机制则

有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学习激励、自主选择、长效推

进和居民自主学习等,这些机制又基本属于需要协

调社会多个部门共同推进的外部机制。 所以社区大

学如何重新定位、重新形成符合社区教育发展的综

合机制至关重要。
(三)教育对象转换的困境

电大转型为社区教育,首先面临的是教育对象

的转换问题。 电大教育对象多为因工作或升迁的需

要而学习的在职成年人,年龄亦以 30 ~ 40 岁的青壮

年居多。 社区大学属于基层社区的草根型教育,其
对象是社区内全体成员。 换言之,只要有参加意愿,
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人,均是社区教育的对象。
这一特点,也决定了社区教育必须适应学习者多样

化的学习需求,以及采取非正式与非正规的教育形

式,才能针对社区教育的不同对象,诸如青少年、老
年人、失业下岗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以及在

职人员等,开展满足他们需要以及适合的教育活动。
从以往单一型学历教育以及较为固定年龄层的学习

者,转换为社区全体,且职业类型不同、学习需求不

同以及接受教育的目标也大不相同的人群,要求电

大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根本变革,即从学历转向

非学历、从单一人群转向复合人群、从职业性目的转

向精神教养乃至娱乐性等多元化的目的。 如果不做

这样的调整,电大转型发展社区教育就可能成为一

句空话。
(四)扎根基层的困境

诚如以上所述,社区教育具有草根的特点,以服

务社区所有居民的学习需求为第一要务。 与此相

对,正规教育长期难以摆脱精英教育的束缚,“求
学冶“读书冶也成了人们为获取“资格冶和社会地位的

追求,教育由此亦失去了回归人真实生活的涵义。
社区教育不以追求社会地位为目的,彻底摆脱了精

英主义的桎悎,而使教育切实关注平民需求、走进平

民生活,并成为任何人在需要时都触手可及的活动。
因此,社区教育明显具有乡土性、草根性、社区性及

生活性的特征。 其既与社区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又与乡土草民的需求紧密相连。 因此电大若要转型

发展社区教育,做好宣传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如走上

街头、广场,深入社区、街道开展多种形式宣传终身

教育、社区教育理念以及教育信息,以便让更多民众

了解社区教育的意义和实际作用,并积极提高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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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教育的认同感,扩大社区教育的知名度和居

民的知晓度,这也是电大能否成功举办社区教育的

关键之举。 为了了解居民需求,电大需要扎根基层,
并与街道、居委会建立密切联系,而唯有如此才能做

到携手合作、建立平台,并获取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

一手信息,以此为依据制定社区教育的活动计划与

教学内容,同时把纷繁复杂,内容宽泛的社区教育予

以分类整理、渐次展开,从而提高社区教育的针对

性、覆盖面和有效性。
(五)师资队伍转型的困境

电大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支熟

悉远程教育运作方式的师资队伍。 但就现状来看,
这支教师队伍的结构参差不齐,水平良莠不分,学科

型、专业性的教师居多,实践型、技能性的教师较少;
文科教师居多,理工科教师偏少;能胜任学科教学的

教师居多,能把握社区教育、职业培训和休闲教育的

教师偏少。 尤其是电大教师擅长传统型学科类的课

程教学模式,对基于基层多样化学习需求、教育内容

种类繁杂、教育形式多元的社区教育往往束手无策。
因此,如何积极调整电大原有的师资结构,及时做好

电大教师的内涵转型,对于电大开展社区教育来说

同样具有事半功倍的重要作用。

四、对策建议

摇 摇 以上对电大转型创建社区大学能否成功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笔者以为,此“大冶非彼“大冶,
如果电大转型“社大冶,关键还在于彻底转变思路并

依据社区教育的特点举办具有社区特色的教育。 对

此,就电大如何走出困境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推动办学理念的更新

1. 基于终身教育理念实现办学形式的多元化

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重要的区别之一就

是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在终身教育时代,教育的

现代化决定了其多元性与多样性原则的确立。 换言

之,基于终身教育理念建立的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

标,必须依靠多元化与多样性的教育才能实现。 对

此,其既需要有完善和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同样也

需要有广泛而丰厚的社会教育资源,由此才能建立

起基于终身教育思想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电大的

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并形成了以学历教育为

主的办学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电大

若仍然坚持单一化的学历教育办学理念,将会遭遇

明显的生存危机。 电大应尽快实现办学理念的转

换,即基于终身教育理念,服务于民众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并在原来单一型学历教育的基础上,拓宽办学

思路,把创建融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社区大

学作为电大发展的新契机。
2. 坚定公益性教育的价值观

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区教育也是加强与学校

教育的连接并提升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一环。 电大

转型发展社区教育,应坚定公益性原则,即将电大服

膺于教育的使命与国民素质的提升。 为此,如何肩

负起推动教育改革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转型的时代使

命,则是电大需要确立的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发展目

标。 正如陈至立同志曾指出:“电大要着眼于我国

教育的发展全局,主动适应日趋广泛和不断变化的

社会需求,提升电大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

力,使电大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主体之一,要实现从

以学历教育为主,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重,为
终身学习服务的转变,形成为学习型社会服务,为建

设和谐社会服务。冶 (陈至立,2003)简言之,电大转

型发展社区教育不仅可以看作是电大发展的新契

机,同时更应看做是电大为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发展

应尽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
3. 坚持开放办学的原则

电大一直秉持开放的办学理念,实行制度的开

放、教育对象的开放、教学人员的开放、课程选择的

开放、学习媒体的开放、学习方法的开放、学习环境

的开放和教学模式的开放等。 然而,向社会开放固

然是电大办学的基本特色和优势,但如何将电大的

开放办学与面向社区所有民众、开放学习的类型、满
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联系在一起,这需要电大重新

定位办学的目标,以适应社会新的发展需要,同时还

要在开放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形成电大与社区的良

性互动,形成适应社区居民学习需要的办学体系,并
最终走向社会、走向民众、走向终身学习,则是电大

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二)构建双赢的办学体制

电大转型为社区大学,就目前的状况看,大多实

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冶的办学体制。 这一做

法既有利于电大拓展办学功能和发挥原有的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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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同时又能起到优化办学机制,拓展资源整合及实

现效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一方面,电大向社区教

育延伸,可以起到拓展电大教育领域,有力促进电大

内部改革的功效。 虽然从表面来看,转型为社区大

学不一定会马上带来经济效益,初始阶段甚至还可

能需要经费投入,但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却是深远的。
一是电大开展社区教育可产生品牌效应,使更多的

社区居民了解电大,认识电大,并由此扩大社会的认

知度,使电大在服务社区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社会

地位;二是电大开展社区教育可反哺电大学历教育

的发展,对扩大电大学历教育的生源亦可起到促进

作用;三是电大开展社区教育亦为学历教育与非学

历教育的融合开创了先例,也可为电大开展非学历

型的社区教育积累宝贵经验;四是电大开展社区教

育可拓展教师的多元能力、提升师资的综合实力;五
是电大对社区教育的介入,可促使电大教师从原来

的学科型、专业型、课堂型教师向教养型、培训型、指
导型教师的专业方向发展,由此形成复合与多元的

新型师资队伍,使电大不仅在学历教育层面而且在

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确立主导地位。
总之,电大与社区教育的联手与合作,既可以促进各

类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优化,还可以促进学习手

段和教育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从而展现合作双赢、共
同发展的美好前景。 (陈乃林,2007)

(三)重新定位电大教育目的及培养目标

电大自创办以来,一直坚持面向地方、面向基

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办学方

针,因此亦实现了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冶应
用型高等专门人才的目标。

然而,新型社区大学则因为社区教育对象的广

泛性而决定了其培养目标的不唯学历、不唯专业。
换言之,社区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满足基层民众各

种学习需求的教育活动,因此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公

民自觉,提升个人生活品质乃至精神情趣成为了新

型社区大学的教育目的。 根据以上分析,电大转型

后,原有的培养目标仅针对学历教育就显得狭隘,因
此需根据社区教育的目的重新定位和拓展培养目

标,以使其人才培养的方针最终服务于终身学习时

代的发展需要。
(四)实现办学模式的整体转型

电大若要转型为社区大学,还必须实现办学模

式的整体转型,走多样化发展的道路。 具体说,就是

转型过程应从原来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办学模式,积
极转向以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补偿教育、教养教育

和闲暇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教育办学模式,同
时建立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闲暇

教育为一体的新型的“大教育冶办学模式。 对此,电
大需要突破传统学历教育模式,以学分银行制度的

建设为核心,构建社区大学的办学机制,即打破学历

和非学历教育、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学科课程

与培训课程的界限,使电大发展目标既能适用于学

历教育,又能适用于社区教育,实现电大与社区教育

课程的融通与共享,为不同需要的学习者提供多样

化、个性化和终身化的学习服务。
(五)推动管理模式的持续变革

就当今我国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而言,一般仍

由地方政府集中管理与协调。 但未来的发展则应逐

渐转向以公共治理为重点(叶忠海,2006)。 换言

之,当基层的社区教育形成并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
如何建设起民主、有效并以地方自治为主的行政管

理体制,则是保障社区教育得以健康和正常发展的

关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现阶段需要在政府主导

下建立起政府与社会互动、公权力与民间力量互补

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充分利用国家和民间两

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并由此形成双

赢并举的局面(吴遵民,2003)。 由于社区教育的运

作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街道、乡镇),其管理亦隶属

于基层政府以及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而电大的管理

则隶属于省市一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电大

转型社区大学,首先要理顺电大的上层管理体制。
笔者认为,新型社区大学的管理归属可以保持现状,
但在具体管理机制上,必须将基层政府的力量纳入

其中,以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政府的

管理职能也应进行相应变革,即变管理为治理、变约

束为监督、变控制为服务。 换言之,政府职能部门将

肩负起对社区教育的支持、推进和援助作用,其功能

主要集中在宏观管理层面,如政策制定、经费划拨、
质量监管以及统筹协调等;而具有自主性质的社区

大学则主要负责社区教育的内容企划、设施运营和

教育活动的开展。
由于我国社区教育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其管理与运行还主要依靠政府,因此相对而言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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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仍然是最有效的推动力量。 然而,随着社会全面

转型和社区教育的深入发展,未来社区教育亦将开

创新的局面,届时将在政府的主导下出现多方协作、
官民共同管理与推进的格局。 彼时管理模式也将会

随之发生变革,即由一般性的行政管理与粗放管理

走向学习管理和精细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的变革将

是持续的,且根据社区教育发展的程度与时俱进地

进行调整和完善。
(五)重建复合型的师资队伍

如前所述,电大转型为社区大学的困境之一来

自于师资队伍,而这正是建设社区大学的核心软实

力,只有师资队伍从结构到性质都发生变化,社区大

学才能真正建成。 笔者以为,电大首先应转变教师

的意识。 自古以来,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
惑,但由于现代社会功利性的侵蚀,使得教育在发展

过程中掺杂了过多的功利性倾向,如把传道、授业、
解惑局限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而少了对人的精

神与灵魂的培育。 由于社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为民

服务,并着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即通过各种有意

义的教育活动,来增强公民意识,塑造现代文明。 因

此,参与社区大学工作的教师就需要有大教育和终

身教育的观念,从仅仅传授学科知识,逐渐转变为塑

造灵魂的教育者。 其次,采取“培养+引进+聘请冶的
建设模式,构建一支专兼职结合、素质全面、结构多

样的师资队伍。 这一可以通过培训和转型,充分挖

掘电大原有专职教师的潜能,培育其从事社区教育

的能力;二可以引进具有社区教育工作经验的兼职

教师,或与大学联合培养从事社区教育的专业人才,
以逐步完善社区大学师资的智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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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radio and TV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dong, Jiangsu and Yunnan have been re鄄
named open universities one after another from 2012-2013. Because such transformation need to be authorized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also due to limi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se open u鄄
niversities has decreased sharply.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conclude whether the above-mentioned transformation is a
success or no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ome radio and TV universities have utilized thei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latforms to promote community education. This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caused from insufficient
student enrollment but also play a supplementary rol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which som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not done much about. Undoubtedly,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possible ways that radio and TV universities can be transformed to facilitate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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