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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traditional one-time computer education cannot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people, while the 

lifelong education gradually get widely well- known. Based on the computer education status of Anshun city nowaday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onstruct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level, therefore propose to promote lifelong 

education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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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的一次性计算机教育远远不

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要，终身教育逐渐得到人们广泛的认识。本文从安顺市的计算机教育现状出发，论述了如何从理

论和实践层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出了促进终身教育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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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知识更新越来越

快，社会成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需要不断掌握计算机基

本知识，提升计算机技能。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影响着终

身教育的发展，也为终身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终身教

育最早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并由法国著名成人教育家保

罗•朗格朗在其主要代表作《终身教育导论》中最早提出

“终身教育”概念之后，终身教育开始逐步成为世界主流的

教育思潮，对国际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的形势，在

1993年第一次适时地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在此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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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指导下，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日渐成为教育发展的主要

趋势。无论是从世界范围内，还是就中国而言，都相对较

早地开展了终身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安顺市

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起步较晚，计算机教育主要以高等教

育为主，在终身教育所覆盖的其它层次方面发展缓慢，为

了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尽快补齐短板，扩大计算机大众

化教育，满足各行各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本文在

分析安顺市计算机教育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构建终

身教育的途径，以及促进安顺市计算机教育发展的措施，

以此实现人的价值，促进当地经济和教育的发展。 

2．安顺市计算机教育现状分析 

终身教育根植于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社会化理念，

提供个人社会性学习的需要，为学习者开启了随时、随地

学习的大门，获得在任何环境中创造性地学习知识的机会，

有助于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随着信息时代的电子化、智

能化、网络化的发展，计算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掌握计算机技术符合终身教育的理念，是人们学习

知识，获得适应社会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在终身教育思

想指导下，安顺市面对不同群体积极开展计算机教育培训，

实施以“4L”（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together, Learning to be）为宗旨的学习模式，以使每个人

都有机会掌握计算机技能，从而有效运用终身学习的工具

[2]。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等原因，安顺市学习者整体

学习意识不强，学习模式并没有被合理的运用，再加上设

备普及问题，导致只是少数人受计算机教育的局面，远远

不能满足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此外，据调查统计，

2015年安顺市全日制本科院校1所，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

毕业生是60人；高等职业院校1所，计算机大类专业的毕

业生是399人，安顺市广播电视大学非全日制计算机专业

毕业人数40人，贵州省内外高校毕业生回安顺市报到的人

数是12613人，其中计算机专业人数600多人[3]。对这些数

据分析发现，计算机专业每年毕业人数不多，而每年各企

事业单位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产生了供需矛盾。

由此看来，在当前形势下，为了普及计算机教育，促进终

身教育的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是拓展教育渠道的有效

途径。 

3．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途径 

3.1．从理论研究层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涉及到教育的各个层次，社会的

各个领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就像

陈乃林先生在其《终身教育：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一

文中概括的那样：要在全社会“达到人人是学习之人，处

处是学习之所，时时是学习之机，事事是学习内容的境界。”

在此思想影响下，安顺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在理论层面上

需要协调各种力量，要求政府认真开展理论研究和经验总

结，探索保障终身教育的功能和机制；公众媒体大力宣传

终身教育的思想、措施及实施的意义；各个组织或社会团

体都支持开展终身教育活动，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各

个社区都为民众提供接受教育的场所和设备；社会成员主

动探索终身教育理念，积极参与到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过

程中，享受终身教育的成果[4]。以上是从理论层面上构建

终身教育体系的举措，对终身教育实践的建设起到积极指

导作用，目的是使终身教育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自觉履行

的意识习惯，内化为自身主动的学习常态之中，学习知识

技能，逐步适应社会的发展。 

3.2．从建设实践层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理念自从导入安顺并得到广泛传播以来，终

身教育的发展也伴随着政府的推进和计算机教育的发展，

进一步朝着制度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具体到实践层面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总的来说，这

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与包括高等学校在内

的社会各个领域都密切相关，因此，这种新体系的构建是

社会整体教育的统合。 

3.2.1．建立终身教育的保障机制 

在终身教育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识的现阶段，安顺市

想要实现计算机教育的大众化，教育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就要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作用。在政策层面上为正规教育、

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间的协调和沟通提供切合实际的

指导，教育所需经费的合理投入[5]，在法律法规层面上，

尝试在条件具备的县区，建立适应当地教育发展的地方性

法规，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安顺市实际的、可操作的规范体

系，以法律手段保障终身教育的有效开展，促进学习者自

主自愿学习，营造终身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氛围。 

3.2.2．建立弹性开放的教育体制 

在国家建立“课程超市，学分银行”条件下，树立全方

位开放的教育观念，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教育的体

制，实现学校向社会开放，并把计算机教育纳入终身教育

体系，发挥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等多种功

能，实现对学习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6]。在教育类型

上，沟通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高等教育，为

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学习机会，合理配置资源，促进计算

机教育成果的社会化和相互之间的衔接和互认；在教育层

次上，打破传统教育封闭的壁垒，以远程开放教育和网络

教育为依托，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模式，形成容纳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为基础的开放式教育系统，实现学习者在网络

平台上自主学习计算机知识，打通互认和转换机制[7]，促

进教育体制的弹性化、多元化和全方位一体化。 

因此，建立开放的终身教育体制，对安顺市普及计算

机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有助于个体自主学习意

识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各类组织或团体的教育需求和潜

能的开发，而且是计算机教育存在、延续、发展的基础和

条件，也是决定教育活动的根本动力。 

3.2.3．创设有利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激励机制 

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有利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促进社会成员的综合发展。终身教育包括社会所有成员，

强调为一切人的教育，在人的一生的各个阶段都能根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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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求获取需要的知识，实现顺利学的教育环境。安顺市

为社会成员开展终身教育，教育经费是构建体系的经济基

础，仅仅依靠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将孤掌难鸣，还必须充

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各种企业和社会团体，建立相

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和个人积极投资，

逐步完善奖惩制度。因此，在安顺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普及计算机教育，需要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确立区县、

乡镇为单位在终身教育投入中所承担的份额，科学利用经

费，建设 “全员、全程、全方位学习”的计算机课程资源

平台，建立学习档案，以学分或技能评价学习的效果，从

而激励社会成员参与到终身教育建设中来。对于社会成员

通过终身教育获得的学分或技能，作为申请学历教育的资

格或者工作升职的条件，能够大大激发人们学习的积极性。

此外，还要创新思维和学习方式，领导并带动全员到实践

工作中、具体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对自觉进行

终身教育的个人或团体给予表彰奖励，鼓励“有点到面”开

展学习活动[8]。 

4．促进计算机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措施 

4.1．开展终身教育系列活动 

根据安顺各县区特色开展计算机技能比赛活动，培养

学习计算机技能的意识，营造有利于社会成员健康学习的

环境。具体开展以文字录入，图文混排，电子表格和幻灯

片制作项目的比赛，着重加强计算机基础应用在比赛活动

中的交流；以地方特色开展网站设计、LOGO制作、acd

制图等比赛项目，并对设计成果进行答辩，锻炼计算机软

件应用能力。举办计算机技能比赛，以政府为主导，社会

机构或成员也可以自发组织，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开展，一

方面宣传了安顺市的特色文化，增强了参与意识，活跃了

氛围；另一方面对健全终身教育形式，完善终身教育制度，

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创新终身教育方式都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4.2．搭建大众化学习平台 

4.2.1．依托高等教育机构，搭建计算机技能学习平台 

依托安顺市政府提供的丰富资源，发挥高等教育机构

的主导作用，搭建计算机技能平台，优化设计计算机资源 

[9]。如可以依托安顺学院，搭建计算机技能学习平台，各

县区设立管理机构，搭建一个高质量、大容量、系统化的

计算机“网络课堂”，从而形成获取知识、开阔视野、提高

素质、增长才干的一个大众化学习的交流基地；依托安顺

市广播电视大学建立的网络学习平台，提供全国高等学校

丰富的计算机学习资源和全方位的支持服务，满足不同层

次学员的需求；依据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建成连接市、县、

乡、村的“数字乡村”平台，向社会成员及时发放计算机学

习材料，提供支撑技术，传递教学视频，促进计算机技能

水平的提高。 

4.2.2．依托基层组织，建立“计算机学习港” 

可尝试在乡镇、社区、企业和行业等基层组织建立“计

算机学习港”，就像建立现实世界中的教育超市连锁店一

样为终身学习社会提供满足适合学习需要的资源和支持

服务，方便社会成员随时随地的学习 
[10]。建设该学习港

应充分考虑社会各类人群的需求，按市场机制组织教学和

提供学习资源，将资源和服务通过网络传送给社会成员，

形成“数字化资源超市”，使学习者得到及时的和低成本的

服务。 

4.3．建立终身教育场所 

通过建设西秀区旧州镇终身教育示范点，以点带面，

适时推广，推动安顺全市终身教育发展。安顺市所辖旧州

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

目前，在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本人已设计开发计算机

技能学习平台，筹备在旧州镇建立终身教育场所，由旧州

镇政府和安顺学院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共同负责管理。该

场所将聘请安顺学院计算机教师为辖区内居民免费开展

计算机技能培训等终身学习活动。 

通过建立旧州镇终身教育示范点，拓展了计算机服务

社会发展的领域和手段，极大地满足了社会成员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完善了终身教育体系。为此，教育部门还需要

继续开拓思路，把建立教育场所纳入教育发展规划当中，

在全市进行推广。同时，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使社

会成员切实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充分认识到发展终身教

育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真

正感受到，终身教育是社会变革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5．结论 

发展终身教育，任重道远。从安顺市当前的经济社会

发展来看，在全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开展计算机教

育，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采

取分区规划的方式分步推进。在经济实力较强、产业结构

发展较快、居民收入较高的区县设立示范点，加强法律监

督、政策扶持和教育资源投入，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团体

和个人等共同参与建设终身教育体系的积极性，努力寻求

大众化教育的新路子。通过允许示范点在发展终身教育事

业方面先行先试的措施，有效发挥对其他地区的示范带动

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终身教育，最终实现终身教育体系

的完善，计算机大众化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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