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第 4 期

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 40 年 （ 1978—2017）
状况与反思
——— 基于 CiteSpace 文献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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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法，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1978—2017 年） 社区教育研究状况
进行系统分析。对过往实践的积累和历史经验的梳理，厘清了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轨迹，为社区教
育反思研究提供了基础，也给未来社区教育的改革发展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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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 ，

社区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代青少年校外教育
起步到 90 年代以成人为重点并面向社区居民开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期 。改

展教育的初步探索，从进入 21 世纪头十年开展有

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呼唤着社区教育的
实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与市场经济快速发

组织的实验工作到第二个十年逐步进入广泛发展
的新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了社区教

展，大批“单位人 ”变成“社区人 ”，对社区建设和
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社区居民在物质生活得到

育不断发展、不断攀登，是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注入了社区教育不断前行的源头活水和勃

满足以后，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更高层次的教育学

勃生机。改革开放的 40 年，也是社区教育深化改

习怀有更多的期盼；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
能转变，带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行政管理 ，逐步

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 40 年，它从一个侧面生
动而具体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 ，给这个

向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方向迈步，深刻影响了
社区管理服务方式； 随着教育改革深入与现代化

社会、给这类教育、给社区生活带来的可喜而又深
刻的变化。

步伐，学校教育走向社会化大教育，教育社会化、

理论源于实践，实践经验升华为科学的理论，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成为时代的发展趋势 。在这
种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化、平民性、草根式的社

又进一步推动实践的发展。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反
映了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实践轨迹，记录了社区教

区教育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可以说，社区教育的
兴起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

育改革发展 40 年的丰硕成果。为此，本文对我国
近 40 年 （ 1978—2017 年 ） 的社区教育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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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梳理，以期从一个侧
面回顾、反思和展望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 。

从文献数量上看，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 1999 年以前，我国社区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
90 年代探索，逐步得到一定的发展，反映
代起步、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法，对我
国改革开放 40 年（ 1978—2017 年） 来的社区教育
研究状况进行分析。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
开发的一款可视化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社区教育研究成果呈现一个平
缓发展的态势，各年份发表的文献数量均不足 50
篇； 第二阶段是 2000—2010 年，随着国家提出“开
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在全国有组织、有领导、大
范围地推进社区教育实验，
其间各年份发表的文献
数量有明显增长，但均小于 500 篇； 第 三 阶 段 是

（ co-ciation） 和寻径网络算法（ pathFinder） 等，对特
定领域文献（ 集合） 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

2011 年以后的快速增长期，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

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
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

改革和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
育”的新要求，
社区教育进一步得到广泛发展，出现

［1］

的分 析 和 学 科 发 展 前 沿 的 探 测。 以 中 国 知 网
（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为 数 据

了一批质量水平比较高、
特色比较鲜明的社区教育
示范区，相应地，社区教育研究文献从 500 篇跃升

库，以“社区教育 ”为主题词，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截止日期，使用高级检索进行搜索，共获得

到 800 多篇。总之，
从社区教育发展和研究成果数
量走向来看，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社区教育呈现出比

12 053 篇文献（ 包括期刊、博硕、会议 ） ，人工剔除
重复的文献、新闻报道、征文启事等非学术文献

较强劲的发展态势，这背后的原因，与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党和

后，得到 8 215 篇与社区教育相关的文献。

国家对社区教育重视与不断推进相关政策出台，
以

二、研究结果分析
1． 样本类别结构分析
从文献发表的类型来看，在 8 215 篇与社区教
育相关的文献中，期刊文献数量最多，为 7 140 篇、
占 86． 9% ，
其次是学位论文 857 篇、占10． 4% ，最少
占 2． 7% 。而在学位论文中，
的是会议论文 218 篇、
硕士论文占 96% ，博士论文仅占 4% ，可见社区教
育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还略显不足。
2． 文献增长趋势分析
对 8 215 篇文献进行年代划分，得出不同年
份社区教育研究文献数量的走势图。 如图 1 所
示，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今，以社区教育
为主题的文献量从直线式增长转为指数型增长 。
这一态势直观展示了这一学科领域的成长 ，和我
国社区教育整体发展态势呈正相关 。

图1

社区教育研究文献数量走势

及广大社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社区教育的实
践与理论研究不断加深，都有着密切关系，是多方
［2］
面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 文献分布情况分析

（ 1） 研究机构与作者情况分析。对获取文献
结果如图 2 所示。过去
的作者机构进行归类整理，
文献量产出排名前十的机构，
分别为华
的 40 年间，
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西
南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其中，有 6
6 所位于江浙沪地区，
7 所位于我
所为师范类院校，
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分析结果还表明，
排名前十
的机构所贡献的文献量，
约占社区教育全部文献的
13． 89% 。机构的发文量反映出其在某一学科领域
的科研实力，
这组数据表明，社区教育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部分研究能力较强的科研机构中。

图2

社区教育研究文献机构分布（ 前十名）

29

2018 年第 4 期

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

对获取文献的作者发文量进行归类整理，排
名前十的作者如表 1 所示，所发表的文献数量均

（ 2） 文 献 地 域 分 布 分 析。 根 据 第 一 作 者 信
息，统计出 7 240 位作者的地域分布，如图 4 所

在 15 篇以上，发表篇数均在 20 篇以上的作者分
别是陈乃林、朱涛、刘尧、沈光辉。 这些研究者身

示。可以看出，江苏的文献产出最多，浙江、上海、
北京、广东依次排在第二至五位，是研究社区教育

处社区教育不同的分支，长期从事社区教育研究，

的活跃地区； 最少的是青海和西藏，而其他偏远地
区，如贵州、新疆、海南、宁夏等地的文献产出也较

其成果在该领域内产生了较为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表1
序号

姓名

1

陈乃林

作者发文量分布（ 前十名）
单位

文献量 / 篇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28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委员会
浙江师范大学

2

朱

涛

3

刘

尧

4

沈光辉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21

5

黄云龙

上海师范大学

19

6

赵小段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18

7

丁红玲

山西大学

17

8

桑宁霞

山西大学

17

9

杜君英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16

10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15

26
21

关于科研合作情况，由于学位论文须独立完
成，因而只统计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 对 7 358
篇文献整理统计结果显示，由单一作者独立完成
的文献有 5 396 篇（ 占 73． 3% ） ，由两位以上作者
合作完成的文献有 1 962 篇 （ 占 26． 7% ） 。 在合
作完成的文献中，来自不同单位的有 544 篇 （ 占
27． 7% ） ，其中有 134 篇 （ 24． 6% ） 来自不同省份。
图 3 展示了机构与作者间的共现关系，图中每一
个点代表发表文献的作者或机构，文献发表量越
大点的面积就越大，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表明一
篇文献同时标注了该作者或机构，连线越粗表明
同时注明该作者或机构的文献数量越大，合作关
系越密切。 综合上述数据并结合图 3 来看，社区
教育研究文献的合作程度并不高，无论是机构间
的合作还是作者间的合作。看来在坚持独立思考
与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倡社区教育的合作研究，
互补短长，亦应重视和加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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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作者共现图

少。文献作者地域分布的差异性表明，我国社区
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大，社区教育发展处于前列
的地区，与文献数量产出排名靠前的地区重合。
基于此，对不同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状况的特色
比较与分类指导等，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些方向
性论题。

图4

社区教育研究文献各省分布

（ 3） 期刊来源分析。 文献发表的期刊质量，
也是反映学科研究现状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次统
计的社区教育文献中，筛选出的 7 140 篇期刊文
献刊载于 1 452 种期刊上，图 5 列出了刊登文献
数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以及各期刊所发表的社区
教育文献数值。排名前十位的期刊分别是成人教
育、中国成人教育、中国农村教育、继续教育研究、
成才与就业、职教论坛、新农村、江苏开放大学学
报、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以及职业技术教
育。其中刊登在前六位期刊上的文献数量均超百
篇，刊登于排名前十位期刊上的文献数量占获取
文献总量的 18% 。由于排名前十的期刊中，成人
教育、中国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研究、职教论坛、职
业技术教育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收录的
期刊，这说明相当部分的社区教育研究文献具有
较高的学术水平。

图5

社区教育研究文献期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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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文献主题类别分析。 对获取文献的主题
50% 左
所属学科进行归类整理，结果如表 2 所示，

社区教育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右的社区教育研究文献归类为成人教育与特殊教
10% 左右的归类为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列入
育，
教育类别的社区教育研究文献占全部社区教育研
究文献的 70% 以上； 按学科分类排名前十的学科
主要是教育类、思想政治类与社会学类。 相对而
言，社区教育研究较为聚合，交叉学科研究也集中
于这几类学科间，并未产生大量跨度较大的学科
间交叉研究，社区教育更多地被定位为区别于一
般教育的特殊教育形式，作为教育领域研究对象
之一。
表2

学科类别分布（ 前十名）

序号

学科类别

文献量 / 篇

百分比

1

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

4109

50． 018

2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827

10． 067

3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499

6． 074

4

高等教育

497

6． 050

5

社会学及统计学

423

5． 149

6

职业教育

314

3． 822

7

思想政治教育

193

2． 349

8

政党及群众组织

173

2． 106

9

中等教育

156

1． 899

10

学前教育

134

1． 631

4．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主题热点变迁情况分析
我国社区教育发展进程与改革开放 40 年来
经济社会的变迁相伴相生。对所选定的全部文献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了解近 40 年来学界关
注的主要 研 究 热 点。 如 图 6 所 示，文 献 集 合 中
“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工作者”“学
习型社会”“农村社区教育 ”等关键词对应的节点

（ 1） 社区教育自发兴起阶段。 这一阶段社区

较为突出，且彼此之间连线数量较多，是关键词共
现网络所反映出的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热点 。美国

教育重点关注青少年校外教育与国外社区学院的
译介。通过对 1988 年以前所有社区教育相关文

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初级学院、课程设置以及教
育内容等社区教育关键词，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

献进行分析可知，学界大多将研究目光置于国外
社区教育模式和经验上，对社区学院、社区大学表

也得到密切关注。 随着社区教育的发展，其功能
在弥补正规教育、促进终身学习以及建设学习型

现出较高的关注度。较早一篇讲述社区教育的是
1980 年 载 于《外 国 教 育 动 态 》、题 为《社 区 学

社会方面成为社区教育研究达成的共识，而社区
教育城乡均衡覆盖、师资队伍完善则是需要加强

院———美国高等教育的新浪潮 》的文章，该文主
要介绍了彼时美国时兴的社区学院 。此后学者多

的部分。

关注如何将美国社区学院模式引入国内，并讨论
［3］
如何实现本土化，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社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社区教育发展
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研究关注点和特点 。接下
来我们将根据社区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对

图6

关键词共现分析

（ 2） 社区教育初步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社区
教育研究热点主要为“家校社 ”结合教育，服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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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由青少年重点转向社区成人。1988 年《中共中
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 》首次

二是电大远程教育参与社区教育进入研究关
注的视野。由于计算机的兴起、多媒体技术的广

使用“社区教育”及“社区教育委员会 ”的概念，其
后 1988 年至 1997 年社区教育研究热点比较多的

泛运用，远程教育进入人们视野，远程教育与社区
教育交叉研究成为热点之一； 同时作为远程教育

集中在学校、家庭、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社区
教育研究关键词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内

主力军的广播电视大学受到学者的关注。 刘莉、
张爱文 2007 年发表了《社区教育： 远程教育的新

容、教育社会化以及教育改革等。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中国教育改革

挑战》，将社区教育视为远程教育的新课题，要发
挥远程教育优势，探讨面对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的

发展纲要》颁布，第一次引用了“终生教育 ”的概
念，明确指出： “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

定位在哪里。 陈乃林在 2007 年《参与社区教育
是电大教育发展的重要走向 》中，则更加明晰地

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支持和鼓励中
小学同附近的企业事业单位、街道或村民委员会

论述了电大参与社区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以

建立社区教育组织，吸引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建设，
参与学校管理，优化育人环境，探索出符合中小学

［7］

及电大远程教育参与社区教育具有的明显而独特
［8］
的优势。 随着社区教育在实验的推动下发展迅

特点的教育与社会结合的形式 ”，指引社区教育

猛，许多学者形成共识，认为与较为成熟的远程教
育相结合，能更好更快地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 。

从青少年校外教育扩展为以成人为重点的社区教
育，范围逐步扩大，内容逐步丰富，形式逐步多样。

三是人才队伍、课程资源等基本条件成为研
究热点。这一阶段，基层社区教育专职教师人员

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社区教育逐步演化为面
向社区居民的教育，显现出服务全民学习和终身

增加，开始出现一支专门从事社区教育的师资队
伍，但在缺乏相应的政策及法规支持的情况下 ，稳

学习的特征。 但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由一些
社会组织及专家进行指导和推动 。而社区教育研

定的具有专业水平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依然是
难题。张振助在 1999 年发表的《构造 21 世纪社

1998 年后“终身教育 ”渐
究始终跟随政策的引领，
渐成为社区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 。

区工作者素质教育工程———对“无锡市社区工作
者素质”的调研报告》中，便强调了为形成学习化

（ 3） 社区教育实验推进阶段。 笔者将这个阶
段的时间起点设置在 1998 年，对 1998 年至 2008

社会要开展社区工作者专门的培训工程 ，街道、居
［9］
委干部等应持证上岗。 同时，课程建设取得了

年间的社区教育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有
如下特点：

一定进步，课程类型较为丰富，但多属于休闲娱乐
类，职业类实用型课程也占一定比例 ，但多样化课

一是研究重点倾向于关注城市社区与教育的
价值定位。本阶段多关注城市社区教育的发展现

程资源有限，课程开发没有严格标准，还缺乏系统
规划，存在开发主体缺失、开发人员专业素养不完

状，研究重点集中在社区成员教育、学习化社会、
终身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社会化、教育内容等方

善等 问 题，学 者 们 对 课 程 建 设 表 现 出 了 较 高 的
关注。

面。许多学者以上海、广州、北京、重庆等城市的
社区教育发展状况为研究案例，剖析社区教育发

（ 4） 社区教育广泛发展阶段。2010 年《国家
中长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展模 式 与 路 径。 叶 忠 海 在《学 校 和 社 区 的 沟
通———上海城市社区教育研究 》一文中分析了学

年） 》颁布，提出“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 ”的新要
求，以此为时间节点，社区教育研究的重点发生变

校参与民众教育的方式；

［4］

王卫东在《学习型城
市建设的现状与改进策略： 以广州市为个案 》一
文中着力探讨了广州学习型社区建设的现状 、问
题及出路；

［5］

化，涌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内容和思路 。
一是研究重点开始面向农村与基层社区 。改
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容

张炳坤和丛佩华在《中心城市社区
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研究———兼论广州市社区教

乐观的是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距，而区域
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在社区教育发展中留下

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一文中围绕如何有效地开
发、利用、整合与优化中心城市资源来服务社区教

了比较深的印迹。 本阶段社区教育研究，在地域
上对西部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的关注度加深。 从

［6］

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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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儿童及老人留守问题探讨农村社区教育是学
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击着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打破学习时间、学习场
所、学习方法的固定性，不断变革创新社区教育形

学院李天鹰、王慧英在 2009 年《完善农村社区教
育体系缓解留守儿童教育危机 》一文中，从构建

式。在互联网 + 教育观念影响下，自主学习、泛在
学习、网络学习、移动学习应运发展，社区教育寻

农村教育体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通过农村社区

找大数据与智能学习的发力点，体验式学习在实
体与虚拟环境呈现。 在这一阶段，过往经验的积

教育体系的完善缓解留守儿童教育危机的重要意
义，提出了通过农村社区教育化解留守儿童教育
危机的措施。

累为社区教育反思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实践
基础。同时，各种新理念、新时尚、新媒体，给社区

二是新理念、新政策与社区教育结合，为研究
拓展新思路。 新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制度，如社会

教育的实践与研究拓展了新空间 、新路径，社区教
育研究步入多元化拓展、深层次探索、高水平探求

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习型社会、学分银行
制度等，给社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思路 ，

的新时期。一些社区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
的地区如上海、北京、成都等，开始兴起了社区教

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在社会治理
的视域下看待社区教育的发展，如陈乃林《基于

育体验式学习的新方式———游学，部分学者尝试
对这类新型学习形式进行研究，包括游学项目的

社会治理视角的社区教育管理创新路径选择 》、
高志敏《迈向交集： 论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 》、庞

价值分析、市民游学项目构成要素的挖掘等。 学
习工具与学习形式的转变，对学习行为与学习效

庆举《社会治理视野中的社区教育力及其提升研
究》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区治理与社会教育

果产生怎样的变化也成为学界在本阶段新的研究
方向。创新的社区教育形式带来社区教育的品牌

的关系，分析了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等。 社

化，社区教育品牌作为本阶段的一个新研究热点 ，
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既有涉及社区教育品牌内

［10］

会治理的理念不仅提供了看待社区教育的新视
角，也让学者们对社区教育的功能与本质进行更
深入的挖掘。
新的供给需求视角为社区教育打开了新的思
路，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也同样影响了社区教育研
究，以 供 给 侧 视 角 探 讨 社 区 教 育 的 研 究 出 现 于
2016 年，近两年来随着对社区教育资源供给与质
量提出的新诉求，部分学者开始用供给侧改革的

涵的探讨，也有对品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策略
的总结。
四是社区教育途径丰富创新，
社区教育研究内
涵更加深入。从社区教育的师资队伍来看，从上一
阶段开始出现专职社区教育队伍，
到本阶段注重对
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关注。很多学者都认

方法探究社区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 。

识到社区教育的教师数量上的严重不足、
能力水平
上的参差不齐，
管理体制建设、
专兼职结合、激励机

学分银行制度为社区教育开辟了一个新路
径，作为衔接各级各类教育的有效措施 ，它能够解

制完善、
培训力度加强等是学界公认促进师资队伍
建设的有效手段。部分学者看到潜藏在社区教育

决社区教育中学习持续性的问题，为个体学习建
立一套管理模式，为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养成、学习

发展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社区教育法规的
缺失，
对于社区教育法规完善的诉求也渐渐出现。

效果与成果认证提供保障。 例如，黄欣等在《论
现代“学分银行 ”制度的建设 》一文中，指出由于

在社区教育课程研究方面，
研究力度较以往有较大
的提升，
更加注重课程的科学性，对课程的人性化

“学分银行 ”制度允许一些非正规的教育机构也

设计、
吸引力、
针对性及有效性有了更为深入的探
讨，
出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案例。引入新科技的力

能够像正规大学一样有权授予学生学分乃至学
位，所以能够明显提升非正规教育及其机构的社
会地位，这其中提及的非正规教育很大一部分便
［11］
是社区教育。
三是新的学习形式与手段不断出现，社区教
育研究更加特色多元。 随着互联网、智能化时代
的来临，科技对于教育的影响，不仅直观体现在教
育工具的革新、对实体空间的影响，同样也深刻冲

量对课程改造也是本阶段的一大特点，如 VＲ 技
AＲ 技术等，课程开始向数字化全面迈进，出现
术、
微课、
慕课、
直播课堂等多种课程形式。

三、思考与展望
1． 研究进展评述
从上述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成果，反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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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的起
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步阶段，社区教育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青少年校

建设学习型社会 （ 城市 ） 、构 建 终 身 教 育 体 系 对
接； 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些突出

外教育和国外社区教育推介，可以说完全契合了
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要求，社区教育过去与国际

社会问题，领导与群众共学互动，通过社区教育化
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 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

社会比较疏离的状况得以改变，包括影响比较大
的美国社区学院，经过学者的介绍，给国内社区教

系，积极促进跨界联动融合发展，服务和谐社会
（ 社区） 建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供给

育领域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先行先试，对推动我国

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引，深入内涵发展，扩大优质资
源和优质供给，关注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是

社区教育起到了启蒙作用。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
放到经济建设以后，如何妥善解决职工的后顾之

从社区教育研究自身而言，研究的内容愈发多元、
渐趋深入，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这一时期，社区教

忧，发展青少年校外教育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不
少地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依托社区办起了四点

育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课程资源和实验项目开
发，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与工作实务，社区教育的本

钟学校，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领导部门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把“社区

质特征、价 值 功 能、发 展 模 式，以 及 学 习 型 城 市
（ 组织） 、学习共同体（ 社团） 成为研究热点和主要

教育”与“社区教育委员会 ”，纳入权威性的官方
文件，从此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教育

内容。与此同时，研究范围逐步从城市向农村推
进，各种形式的研讨交流、考察学习频次增加，活

形态，进入社会的视线和教育的领域。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社区教育研究侧重于

跃度提高，社会影响度明显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研究队伍逐步

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三结合以及终身
教育两个方面。家社校三结合教育是学校教育一

成长，数量有所增加，结构有所优化，水平有所提
高。纵观几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学术取向 ，

种自然的延伸，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双向参与，合
作发展，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实践层面的成果也必

大体呈现 “学院派 ”与“实务派 ”两种研究倾向。
“学院派”研究的侧重点多集中于社区教育的比

然反映到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层面，亦属题中应有
之义。1993 年，“终生教育”第一次在党和国家关

较研究、理论内涵、发展规律、价值功能、运行机
制、政策法规方面。持这一倾向的学术群体，大多

于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的文件中引用，这是我国教
育思想变革和理念更新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此，终

属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一批专家学者，他们有比
较专业的学术背景，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专

身教育不仅成为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和
发展目标，而且也成为社区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

业知识，有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专业洞察力 ，他
们的社区教育研究理论性、引领性往往比较强，对

和宏观视野，特别是其后“终身教育 ”和“学习型
社会”紧密结合，更成为引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

我国社区教育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 当
然，其中少部分人对本土社区教育现实情况不熟 、

与研究的重大命题和基本取向。
21 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社区教育步入了实

了解不深，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需要在发
展过程中弥补不足。 而“实务派 ”基本上是一批

验推进、推广发展的新阶段。 党政重视，顶层设
计，统筹规划，推进力度逐步加大，呈现出发达地

社区教育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也包括社区学校、老
年大学、电大等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人员 ，他们从

区和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有重点推进，
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区域性推进的新局面。这一

社区教育的实际出发，研究的目的注重解决实际
问题，用经验研究方法探讨社区教育的发展环境 、

时期的社区教育研究，明显有以下特点： 一是从宏
观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一系列新思想

发展对策、政策举措、队伍建设、课程建设、项目开
发、学习手段、学习行为、学习效果以及教学评价

新论述新理念，到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指导社区教育改革发展

等方面的实务性问题，为的是直接推动工作开展。
他们虽然没有专业的学术背景，研究的水准和质

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一批研究成果坚持把中

量也有一定局限性，但经过长期磨炼，一批实际工
作者的科研素养、科研能力、科研水准也都得到不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区教育具体实际相结
合，提高站位，拓宽视野，把社区教育改革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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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兼具实践和理论素质，展示了我国社区教育的
未来希望。综上，我国社区教育研究队伍大体形

方法论问题上的表现可以看出，我国社区教育在
学科交叉方面并未取得较为深入的突破，作为理

成带有理论和实务两种不同研究倾向和旨趣的群
体，这是我国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走专

论研究代表的高校与相关研究所注重理论研究 ，
他们从宏观上对理论与政策进行挖掘，在国内外

业化与职业化道路的必然产物，是一种进步提升
的标志。两种研究倾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好

发展路径比较研究上也多有建树 ； 另一方面，社区

在两者的研究目标殊途同归，互动互学共同发展。
2． 存在问题剖析
（ 1） 从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现状来看，从宏观
到微观、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城市到农村，社区教
育研究的覆盖范围较广，遍及方方面面，形成了社
区教育较为完整的研究全貌，但具有突出代表性

教育工作者们则从微观角度将社区教育实务作为
第一手资料进行问题探究与方法改进研究 。这两
者在研究角度上存在差异化，且两者合作程度并
不密切，从而使社区教育研究成果理论和实践形
成一定程度的脱节，面临着泛化与局限的问题。
3． 反思与展望

的重点研究成果较少。无论从地域分布还是机构

反思过去四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会发现
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研究力量区域差

类型分布上都有一批数量庞大的社区教育研究机
构，为社区教育研究提供较为宽广的生态空间 ，然

异大、社区教育研究受重视程度待加强 、研究成果
层次有待提升、研究的高端专业人才培养亟需增

而能够引领研究理论与方法革新的机构数量还相
对有限。同样的，参与社区教育研究的人员队伍

强等。无论是从机构所属区域，还是从作者分布
区域来看，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都集中

庞大，既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 ，也有服务
于一线社区教育的工作者，但具有杰出代表的核

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这固然与社区教育研究受
制于社区教育本身发展有关，但从理论研究服务

心人物偏少，其中大师级人物多年龄较高，而中青
一代还未形成中坚力量，研究队伍出现断层分布。

于社区教育发展，又要求相对落后地区的研究加
快发展脚步，推进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 ，

多数机构与作者都是独立完成研究成果，学科交
叉、跨地域、合作者等研究占全部研究比例小 。总

从而实现理论水平的提升。目前多数的研究集中
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社区教育本身是多领域

体来看，社区教育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但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合作共同完成的，未来研究可多进行交叉研究，并
在类别上进行多元化。 研究区域、研究机构以及

（ 2） 从基础理论与方法论角度来看，真正意
义上属于社区教育的专门理论尚未形成，多数理

研究者的合作是推动社区教育研究前进需要迈出
的重要一步，这对于解决研究流派分化、研究泛化

论借用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研究社区教
育现象，包括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社会治理理

与局限等问题有重要帮助，有益于产生社区教育
专门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论、行为理论、心理发展理论等。尽管社区教育作
为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吸收多领域学科理论进而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生成自身专门的理论，但从目前来看，专门指导社
区教育的基础理论的形成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
走。此外，目前我国社区教育基础理论多沿用国
外，国外流行的理论传至我国并进行本土化研究
是社区教育理论发展的路径。社区教育在我国已

代，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社区教育正是能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
育需要和当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之间
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教育的着力点正是试

有 40 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实务积累，实

图解决教育在个人在地区在层次上的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它担当着重要历史使命。 社区教育研

证研究也渐渐作为社区教育一线工作者的重要研
究方法，但尚存照搬国外经验之嫌，尽管许多学者

究必须通过对社区教育发展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
探讨，寻找到科学的方向和发力点。

也从社区教育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然而反思还不
足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社区教育理论 。

习总书记 2016 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

（ 3） 社区 教 育 研 究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泛 化 与 局

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
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随着经济社会与科技的

限。从研究出现分化流派现象以及在基础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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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育技术从传统的增强型技术到颠覆型技
术，互联网 + 、共享经济、物联经济、草根智慧等新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乘着国
家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汇聚各方智力智慧奋力

形态、新模式的出现，都可以成为社区教育研究的
热点，从现实出发的跨界研究与新思维的碰撞是

拼搏，必将开辟社区教育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的新局面。

社区教育时代性的重要表现。 我们相信，在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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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Ｒeflection of the Ｒesearc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 1978 － 2017）
———Based on Analytical Method of CiteSpace Mapp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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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CiteSpace mapping knowledge，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40 years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 1978 － 2017） ． By reviewing the past achievement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laborating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reflection on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useful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o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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