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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40年的社会教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形

式，如果按照学校教育办社会教育，那就使社会教育越办越窄，如改革开放初期的“职工大学、夜

大、电大、函大、自考”就成为学历教育，而不是社会教育了。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高校录取

机会的扩大，直接导致这“五大”的萎缩和消失。所以社会教育应当坚持它的“社会性、开放性、

公众性、普及性、非学历性”特点，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当然，这与国家和公众的支持是

分不开的。

在我国历史上，社会教育由来已久。有史料记载，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聚民读法”，宋

明时期的“乡约制度”，及元明清所设的社学、义学、井学等都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 [1]这种由社会

民间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长善救失”“开启民智”“凝聚群团”“笃定信仰”和文明教化功能

的活动、仪式就是社会教育。由于是面向乡里所有人的教育，所以也是明显地区别于西周所建立的

“塾、庠、序、学”这样的学校教育体系。自近代以来，蔡元培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和

钱民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

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多元文化教育与现代性。主要

著作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等。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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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看，社会教育并没有发生断裂，只是由“为政治服务”的单一

功能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之路。对40年来社会教育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出

爱国主义教育依然是社会教育的主旋律、法治教育成为社会教育的核心、科普教育是社会教育的

基石。新时期我国社会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该领域研究者进行思考、贡献智慧、给予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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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教育建设运动”，还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

等，都是这种社会教育思想的具体践行。新中国

成立以后，“平民教育”转为全国范围内的成人

扫盲运动；“乡村教育”“生活教育”和“职业

教育”都纳入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之中；而

社会教育主要围绕爱国主义展开，具体体现在

“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凝聚

力”“学雷锋做好事道德活动”这三大教育方

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社会教育成

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和群众运动。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教育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

展，开始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以经济为中

心”。因此，社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地

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看，社会

教育并没有发生断裂，只是由“为政治服务”的

单一功能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之路。本文从

三个主要方面对社会教育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

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教育所面

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供同行参酌。

爱国主义教育依然是社会教育的主旋律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教育发展历程，

爱国主义依然是社会教育的主旋律。早在改革开

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绝不允许把

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

验，变成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

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之后

不久，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颁发《关于加

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

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培养全体人民、特别是青

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

悟。[2]经过40年的历程，我国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不动摇，在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的同时，不但没有崇拜资本主义，而且

通过短短3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为我们带来的是真实的感受和经历。经济发展

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也强大了，由此

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在爱国主义教育方

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前的爱国主义

教育不能说是不成功，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众需要在认识上、思想上和觉悟上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于是，依靠宣传工具和说教就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依靠宣传工

具和说教的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个新的议题是，爱国主义教

育如何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

能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说到底，如果经济不发

展，爱国主义就成为空谈。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的今天，爱国主义也是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其一，爱国主义是最为稳定的因素，搞

经济建设、发展经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社

会基础，那就无从谈起。其二，坚持社会主义是我

们的国情，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违背了改革

开放的初衷。其三，爱国主义是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和调节个人唯工具理性至上的最好方式，如果人人

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终必然会形成霍布斯

所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无政府无

国家状态。其四，只有爱国主义才会增强民族的自

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和友好对待。

从最近几年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如

果不进行有效地引导和教育，爱国主义就可能成

为民粹主义的借口。例如，前几年的钓鱼岛事件

就引发了国内民众极大的不满，人们高举着爱国

主义大旗，由最初的游行抗议和抵制日货，到全

国各地爆发打砸日系车，而最让人惊愕的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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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打砸事件中竟有人将车主用Ｕ形锁砸成重

伤。而打人者却认定买日系车的人就是汉奸，

打汉奸就是爱国，就是民族英雄，这种认知和

情境定义造成这样的后果也就在所难免了。爱

国主义教育和引导在如下方面展开，并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可以看作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

的一种新尝试。

爱国需要真情感，即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

情，犹如赤子对母亲般的爱。如何培养这种爱和

感情呢？我们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并不仅仅是宏

大的历史叙事和英雄史诗，而应当像毛细血管一

样发挥作用，渗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方方面

面。需要警惕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决不能成为民

族主义的借口。

爱国需要理智，理智是民众成熟的表现。理

智需要民众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自控能力，对

情境的判断和实施行动不受情绪支配，也不会在

集体行动中盲从或迷失自我。民众理智的提高不

仅是教育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原因。需

要注意的是，理智爱国决不意味着成为民粹主义

的托词。

爱国需要智慧，即智慧爱国。这一提法来源

于智慧中国、智慧城市这样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这种理念产生于互联网时代，考虑到如何利用好

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以促进国家和

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而提出的。因此，爱国也要

富有智慧，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对政府和民众提出

的新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智慧爱国更多地表

现在对突发事件的客观处理和科学应对上。

爱国需要遵守法律，即法制爱国。对于国

家来说，法制建设和完善法制，形成依法治国成

为当今政务之要；而民众要学习法律、人人懂

得法律、遵纪守法是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可

以说，法律是民众爱国主义正能量发挥的重要

保障，也是防止负能量产生破坏作用的重要屏

障。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以爱国的理由而放弃

法律的约束。

法治教育成为社会教育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教育发生了重

大变化，可以称作三次跃迁，第一次是从人治教

育到法治教育的跃迁。第二次是法治教育从法治

文化、法治文明、法治理念的教育到法治思维、

法治精神教育的跃迁。第三次是从法治教育到契

约教育的跃迁。[3]历史证明，这样的跃迁是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要求的。中国社会

在改革开放前执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

典型特征就是突出人的计划性，反映在社会治

理和管理上就是人利用法制进行层级管理和治

理，其性质也就是所谓的“人治”。为了使人

治达到理想的效果，将法制教育作为具有政治

性的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这个法制是配合人

治而建立起来的，这样就使人治的施行具有了

合法性质，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

的特征或前提是要解放思想，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如果还按照人

治模式来治理的话，不但人的思想不能得到解

放，而且人还会不顾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而武断

强行。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从这种人治的束缚

中突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治的弊端

和失效也就都暴露出来。于是要求依法治国的

呼声越来越高。邓小平同志也因此提出要推进

法制建设，这是因为作为制度应更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使制度不因领导

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而改变。职是之故，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

与其配套的就是相应的法制体系的完善。1999

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从此以后，依法

治国成为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

虽然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但如何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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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依法行事却是一个难题，而法治教育正是

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各地方和各单位不外乎采

取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举措。首先是深入学习以

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了解以宪法为核心

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宪法意识和法律观

念。以法律为核心的社会教育，不仅是潜移默

化，而且确实在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产生了作

用。其次是加强社会的信任机制，信任是人们

守法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初期所出现

的各种问题，归根到底是“信任危机”，也就

是诚信出现了问题。过去人们依靠传统社会的

诚信进行交往，那是一个封闭的小范围的熟人

社会，那时的信任是一种“厚度信任”，而在

一个现代开放流动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

更多地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在没有社会制度约

束的时期，人们之间是一种“浅度信任”。所

以要让人们重建信任的关系就是要建立起能约

束人不当行为的法律制度，而这种制度通过社

会教育慢慢开始生效。再次，要建立起生效的

法律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建立法律制度

的前提应当是先有一种契约精神。有学者曾撰

文指出，中国法治教育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从

法律到契约、从法治教育到契约教育。而契约

教育的内容与法治教育的内容可按同样的逻辑

展开，即契约文化教育、契约文明教育、契约

理念教育、契约思维教育和契约精神教育。而

契约精神则是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平等、公正、

诚信、责任精神，它是整个契约文化的内核与实

质，是契约教育的最好抓手。[4]

我国现阶段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依法

治业。具体地说就是在各行各业中也都建立起专

门的法律法规，如在行政、司法、卫生、医疗、

教育等领域都建立起行业的法律法规，让大家有

法可依、依法办事。这样看来，以法律为核心的

社会教育不仅涉及的范围广，而且对各个行业专

门法的宣传、推广、教育和普及是当前紧迫的任

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目标。

科普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石

改革开放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

人们并不需要接受多少科学普及教育，从事科学

工作的是专门的人员和小众的事情。而改革开放

以后，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工作岗位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的要求，全社会所有岗位上的科技含

量和生活中的科学常识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于

是，面向公众的科普教育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恢复和成立了社

会教育的科普组织，逐步在普通人中开展科普教

育。199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在部分社区开

展科普工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以后，逐步在社

区中推行科普教育。2002年，由中央政府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该法明确

提出“科普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

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

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

之后，中央文明办、中国科协等10家单位启动

“科教进社区”活动，在我国城镇社区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科普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

科普氛围。2006年，国务院又发布《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随后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

见》，提出要“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不断提高居民科学素质”。据有关人士统

计，截止到2005年，全国共举办区、县以上大型

“科教进社区”活动6.7万次，累计参与者已达

1.6亿人次。“科教进社区”活动深入基层、广

泛开展、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2011年，“科教

进社区”活动覆盖社区已达7.5万次，在促进城

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5]

如今，全国所有的社区都将科普教育作为社

会教育的基石，科普教育确实在如下几个方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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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显的效果。首先，科技下乡活动受到了广

大农村社区和农民们的欢迎。农民们通过接受科

普教育，掌握了科学种植、养殖、培育的方法。

与过去相比，有了更为可观的收入，生活水平也

大大提高了。当然，科普教育远不止在生产活动

方面，日常生活的科普教育在农村地区也是非常

受欢迎的，如女性生殖健康和婴儿哺育的科学常

识、老年人常见病的防治、健康知识和广场健身

舞的推广，等等。还有很多有经营头脑的农村人

很快就学会使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采购、推销

农产品。由于科学知识在农村的日益普及，相信

科学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农村的移风易俗、破

除迷信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在城市社区

科普教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如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中的科学小知识，而逐渐

摈弃了传统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越来越健康。

社区中的人都特别重视学习科学知识，提高自

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去理解和解释一些自然现

象、社会现象，接受消防安全和医疗自救等科学

知识。还有在互联网时代，分辨信息的真伪、传

播科学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与

一个人的科学素养有关。因此，接受科普教育已

经成为现代城市人一种自觉的行为。最后，职业

人科技创新已经不只是发生在科技领域的事情了，

职业领域的知识、技术创新在新工作中已经突显。

如果一个人不事先接触科普教育，不具有一定的科

学素养，不具有科技的竞争力，在未来的职业领

域就谈不上发展。对于一国来说，科技知识的普

及、国民科技素养的水平将决定一国的发展实力

和潜力。从这方面看，科普教育已经成为各国社

会教育的基石。

结语：新时期社会教育将迎来新的机遇和

挑战

改革开放40年社会教育的成就是有目共睹

的，但成就属于过去。今天，社会在各方面的变

迁都在加速，同时，变迁中的社会也为社会教育

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而这些新的机遇也是

一种对过去的挑战。我们总结了下述几个方面的

机遇，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共同面对挑战。

从新的发展机遇看。国家和各级政府对社会

教育的重视从形式走向实质，具体表现在投入大

和多元发展上。如近几年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纪念馆、艺术

馆、体育馆等。从职能看，这些都属于社会教

育的专门机构。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即如果

利用不好就会使这些场馆娱乐化和商业化。由

此带来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些场馆开展社会教

育，如何整合这些社会教育资源，可以说从制

度上、管理上以及实际的运作上都没有成熟的

经验。

从全民受教育程度看。《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

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

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将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

等教育的比例为20%以上。毫无疑问，全民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为社会教育的普及与实施奠定了素

质基础，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面临的挑

战是，社会教育程度的相应提高，而现有的教学

内容、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管理水平能否跟得

上高教育程度的民众和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从这

方面看来既没有硬性指标，也没有软性要求，更

没有相应的远景规划。

从互联网的发展看。在我国社会，也就是短

短的10年时间，互联网一下子就普及了。如今人

们离开互联网可能连生活都不可能了。互联网便

捷、高效、信息量大，既将自己隐去，也将整个

社会呈现给你。所以人们很快就拥抱了互联网，

同时，互联网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改变是迅速

的、全面的、彻底的。当然，这也为社会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载体和无限的空间，抓住这一

发展机遇就不会被时代淘汰。可是，如何利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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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开展社会教育？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坚持社会

教育的主旋律、核心和基石，以及对互联网的管

理等。

我们知道，当各种新的机遇扑面而来的时

候，挑战也就刚刚开始。希望仅以此文抛砖引

玉，让更多的人对来自新时期方方面面的挑战进

行思考、贡献智慧、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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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s Cause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Qian Minhui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practices of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cial education process has not ruptured, but only 
shifted away from the single function of  "serving for politics" toward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ath.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we can see that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still the main theme,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becomes the key, and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In the new era, China's social education fac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need to think about it, contribute wisdom, and 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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