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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社区教育 提升群众幸福感
——宁波市鄞州社区教育发展纪实

鄞州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东部沿海，是宁波市较大的市辖区域。2002 年撤县设区后，鄞州社区教育立足区位特点，以提升城乡群众
幸福感为目标，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推动城乡共同繁荣，迈入了提质增效、示范引领的高品质时代。鄞州现有社区学院1所，
成人 （社区） 学校 11 所 （区划调整后数据），作为全国首批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创建了全国城乡社区教育特色学校两
所、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乡 （街道） 12个、全国学习型示范镇3个、全国和浙江省终身教育品牌项目各1个，成为浙江省首批示范学习型城市，创建了
省现代化成校两所、市特色示范成校3所、市社区教育品牌项目3个，形成了“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学有所长”的大教育格局。

鄞州社区教育紧密结合“城市化鄞州”的
区位特点，牢牢把握“服务社会”的教育本色，
提出了“政府统筹，教育牵头，部门配合，社会
支持，群众参与”的 20 字方针，通过构建组织
管理、学习服务、运行保障、考核评估四大体
系，确保社区教育健康有序推进。

政府部门统筹，构建社区教育组织管理
体系。2002 年，成立由区领导挂帅、20 个职
能部门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通过行政推动、部门联动，保障社
区教育健康有力发展。将社区教育工作列入
区政府部门议事日程，纳入全区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通过政策拉动、规划引
领，明确了社区教育在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中的战略地位，促进社区教育科学有序发
展。统筹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借助广
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引导全

民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的社会化运作格局逐
步形成。

互动开放，构建社区教育学习服务体
系。构建了两大社区教育学习服务体系，一
条是以区社区学院为龙头，下辖 20 个乡镇

（街道） 社区学校 （院）、473 个村 （居委会）
社区教育点的纵向学习网络；一条是以区属
各部委办局管辖的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为基
础的社会化横向学习网络。通过横向联合、
纵向沟通、纵横整合，建立了互动开放、遍
布全区的社区教育学习网状服务体系，使鄞
州社区教育工作形成了规模，提升了质量。

优化整合，构建社区教育运行保障体系。
建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制度，通过“政府拨一
点，社会筹一点，单位出一点，个人拿一点”解
决经费问题，近几年，社区教育人均经费接近
14.5 元。全面实施“星光工程”，实现三级办学

网络全覆盖、社会教育资源全开放，使城乡社
区教育的办学条件大力改善。选派优秀教师
担任兼职辅导员，充实志愿者师资库，形成专
兼结合的教师队伍。2017年，全区社区教育专职
教师192人、兼职教师2416人、志愿者27965人。

强化督导，构建社区教育考核评估体
系。以创建和考核为抓手，建立社区教育考
评体系。连续 16 年开展学习型组织创建考评
工作，出台 《鄞州区社区教育示范镇乡 （街
道） 评估指标体系》《学习型镇乡 （街道）、
学习型行政村 （居委会）、学习型家庭评估验
收标准》 等，累计评选学习型镇乡 （街道）
20 个，学习型村（居）473 个，学习型家庭 62886
户，学习型单位 1289 个。2016 年，鄞州区成为
浙江省首批示范学习型城市。制定《鄞州区镇
乡（街道）社区教育工作目标考核指标》，单独
开展镇乡（街道）社区教育年度考核。

模式创新：四大体系保驾护航

作为“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鄞州牢
牢把握“以人为本、资源共享、课程惠民”
的数字化学习理念，大力推进社区教育数字
化建设。微课程建设经验多次在全国各级研
讨会上交流，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水平跻身
全国第一梯队。

融合线上线下，打造个性化学习平台。
配合线下三级学习网络，开通线上学习服务
平台——鄞州终身学习网 （达到百万级用户
注册管理、10 万人在线、5 万人课程学习、1
万人视频访问的基础能力），同步开通数字化
网站手机版、微信公众平台、手机客户端，
形成“一核三翼”多元学习平台。全区每年
向市民无偿发放 10 万张学习卡，畅通个性化
学习渠道。实施一键通工程，建立“区—镇

乡 （街道） ”学习资源的双向视频系统，创
设了互动式、协同式、对话式的数字化学习
环境，促进线下、线上学习平台的有效互动。

开发特色微课程，培育再生学习资源。
提出了“草根化、特色化、生成化”的数字
化课程理念，重点打造一批源自社区、主题
聚焦、内容短小、形式多元的微课程，通过
校社联动、校企共建，培育了涵盖早期教
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闲暇教育等 9 大
系列、4294 门特色微课程资源。其中，“神奇
的口袋”“魔术圆环”“向日葵”“网络基础知
识”等百余个优质微课程入选全国推广的优
秀微课程。区社区学院成为全国社区教育优
质课程资源共享先进单位。

实施“拇指工程”，丰富自主学习终端。

携手广电部门，依托区域数字电视网络平
台，向市民推送优质学习资源，开辟了教育
服务民生的新途径。建立以专职教师为骨干
的“文化义工”队伍，开展数字学习技术帮
扶工作，提升市民的数字化学习能力，满足
市民的多层次教育需求。

探索智能管理，实施“学分银行”工
程。建立市民学习“学分银行”数据库，开展数
字化学习成果激励，以兑换礼品、学习币等方
式，增强数字化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组建
三级网络管理员队伍，扎实推进数字化学习社
区建设。2017 年，全区分为 12 个受理点，将
社会培训成果信息 69986 条存入到省学分银
行平台系统，达到常住人口的 6.4%，为学习
的智能化管理提供了大数据支持。

数字先行：四项举措畅通学习渠道

为高速推进鄞州城市化进程，提升劳动力
素质水平，鄞州启动五大 （职业农民、被征地
农民、企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弱势群体）
培训工程，开创了技能培训鉴定一体化模式，
形成了“学校出单、市民接单、政府买单”的
培训机制，年均受益 50 万人次，成为教育惠
民的有力法宝。教育部门和各级省领导多次来
鄞州视察指导，给予高度评价。

多项惠农政策，加速职业农民成才致富。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成立“农业讲师团”，围
绕学知识、学技术、学技能等，推出一系列新
型农民培训项目；面向基层干部开展政策法规
培训；针对科技骨干实施农业新技术培训；为
农村经纪人推出市场营销培训等。实施培训
补助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参加指定培
训的农民，可享受人均 2000—25000 元的补
助。每个农户家庭至少有 1 名劳动力通过培
训掌握两项以上实用技术，成为致富增收的
有效途径。

百个培训项目，助力被征地农民华丽转
型。探索了学校“出单”、政府“买单”、农民

“接单”的培训机制，面向 10 余万名农村转移
劳动力，开展多元化培训。全区推出 156 个培
训项目 （机械加工、服装缝纫、电器维修、种
植养殖、家政服务等），让农民免费听课，并
享受每天 10—20 元的生活补贴；引进农民技
术资格证书 （绿色证书） 制度，实施规范、严
格的培训考证流程，保证培训质量；以就业为
目标，推出培训与就业一条龙服务；以“用工
推介会”“就业招聘会”等形式，积极为培训
者牵线搭桥，畅通就业用工渠道。

校企联合办学，推进企业职工高效生产。
整合区域内职成教资源，建立“成校搭台、职
校唱戏、政府买单”的培训模式。在区职业技
能培训中心的统筹下，各成人学校、职业学校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校企联合办学等方
式，与企业签订合作办学和用工协议，实现双
向参与、双向服务、双方受益。全区每年投入
400 多万元补贴经费，推动企业职工培训保质
保量开展。个别基层企事业单位 （如利时塑胶
集团） 主动出资，委托当地成校 （社区学校）
每年组织职工开展专项培训，极大地提高了企
业生产效益。

多个流动课堂，加速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
会。开设以“学文化，学技能”为主线的“新
市民培训流动课堂”，有针对性地推出外来务
工人员思想道德、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文明
行为、职业技能等多方面的教育培训活动，编
印 《择业指导》《创业指导》 等读本并免费发
放。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信息，推荐就
业。开展“外来流动党员教育工程”“外来女
工演讲赛”“进城民工青年活动节”等活动，
为外来市民施展才华、融入社会提供舞台。

定向技能培训，帮助弱势群体提升自我。
联合教育、民政、妇联、残联等部门，确立一
批培训基地，面向贫困家庭成员、残疾人、孤
儿等弱势人群，通过免收培训费、送教上门、

“一帮一”扶贫培训等形式，开展定向职业技
能培训，以增强弱势人群的生存技能。如原鄞
江镇社区学院与残联合作，为残疾人提供种植
和养殖信息，邀请农技专家开展培训，每年帮
助 50 余名残疾人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培训惠民：五类民生工程打通致富路

创建全国首批社区教育示范区以来，创新
发展、示范引领成为鄞州社区教育的永恒主
题，通过积极打造品牌，推进社区教育走向特
色发展之路。

破解家庭教育难题，“四点钟学校”走向
全国。20 年前，白鹤街道紫鹃社区创办全国
首所“四点钟学校”，探索解决城区双职工家
庭孩子下午 4 点左右放学后无人监管问题。20
年后，“四点钟学校”从“一枝独秀”转变为

“百花齐放”，从“纯托管班”转变为“准少年
宫”。20 年来，全区累计参加“四点钟学校”
的学生达 18 万人次。此外，鄞州以“朝阳工
程”为抓手，进一步发挥了“学校、社区、家
庭、企业”四位一体的教育功能，开展青少年
校外教育活动。组织实施中小学生职业体验、
校园文化建设年、小候鸟夏令营等系列活动，
推出精品栏目 《青苹果乐园》《阳光直播室》
等，为青少年校外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优先培育社团骨干，“导师工作室”深得
民心。为解决学习社团发展后劲不足、志愿服
务不专业的问题，鄞州专门成立了面向社团骨
干的“三江群星”社团导师工作室，邀请具有
一定专业技能和群众威望的教师，开展舞蹈、
太极、戏曲等多个社团的骨干力量培训，再由
骨干反哺社团，扩大教育受益面。5 年来，导
师工作室的规模已扩大到 18 个，6000 余名社
团骨干成为专业志愿者，走进社区、公园等开
展送教活动两千余场，受益 10 万多人次。导
师工作室成为全国社区教育品牌项目、浙江省
社区教育十大品牌项目。同时，为进一步扩大
老年教育供给、满足老年学习需求，鄞州还以
三级办学网络为基础，建立了 400 多个老年活
动室、老年阅览室、老年培训室，免费开设书
法、音乐、舞蹈、家政、电脑、智能机使用等

课程，多样化的老年学习点，成为广大老年人
寻求新知、广交朋友、安度晚年的乐园。

推进博雅融教育，全民学习丰富多彩。全
区集聚优势、创新形式，围绕文明城区创建，
扎实推进以“博、雅、融”为特色的“全民教
育”。如职业学校推出校园开放日活动；东柳
街道以服务智障者为重点，实施“阳光驿站”
暖心工程；下应街道联合辖区企业开展“关爱
农民工、共建和谐乡镇”活动；咸祥镇面向新
市民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系列活动；邱隘
镇 10 个协会民间组织开展“万人教育培训活
动”；姜山镇持续开展“小手牵大手”外来民
工素质提升教育行动。

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一地一品”硕果累
累。在农村，我们将社区教育活动与地方文化
相结合，与百姓教育需求相结合，打造“人无
我有”的特色教育品牌。如瞻岐镇探索实施积
极老龄化视野下的农村老年教育，成果推广到
全国；咸祥镇以传承民间文化为载体，打造非
遗文化教育品牌；5 乡镇依托武术协会，弘扬
中华武术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社区精神文化建
设。咸祥镇等 5 个镇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乡镇。在城区，按照“一居一品、一街数特”
的创建思路，培育了楼宇学习小推车、商城学
堂、城市书房等特色学习项目。百丈街道等 7
个街道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2018 年是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宁
波行政区划调整的起始之年。潮起海天阔，扬
帆正当时。鄞州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紧紧围
绕“打造品质新鄞州”的目标，不断完善服务
型社区教育体系，深入探索多元化教育惠民模
式，奋勇向前、创先争优，为鄞州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

特色引领：多个品牌熠熠生辉

鄞州社区教育发展十大事件
2001年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首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
2002年成立鄞州区社区教育委员会；
2003年成立鄞州区社区学院；
2005年举办首届鄞州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2008年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全国首批社区教育示范区；

2009年被中央电大确定为全国首批社区教育实验中心；
2011年被评为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
2012年社区教育成果展获全国一等奖；
2014年被立项为全国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
2016年成为浙江省示范学习型城市。

20172017年年99月鄞州社区学院老年学院学员上课月鄞州社区学院老年学院学员上课

鄞州区咸祥镇社区老年大学学员民间音乐社舞台演出鄞州区咸祥镇社区老年大学学员民间音乐社舞台演出 （（荣获荣获
区区、、市金奖和省国学乡村优秀团队并参加市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市金奖和省国学乡村优秀团队并参加市文化艺术节闭幕式））鄞州区中河街道社区导师工作室成立仪式鄞州区中河街道社区导师工作室成立仪式

四点钟学校四点钟学校

市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市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

工作室导师社会体育指导员聂艳带领居民学做关节操工作室导师社会体育指导员聂艳带领居民学做关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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