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市已建成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4个、实验区1个，市级示范区
12个、实验区1个，设立社区学院24
所、社区学校469所，建立社区（村
居）学习中心3548个，基本实现了社
区教育网络社区（村居）全覆盖。

积极开发和充分整合各类教育
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活
动；

加强社区学院基础能力建设，
提高课程开发、资源建设水平；

在推进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相
结合等方面提升创新力；

加大国家级和市级非遗项目资
源开发，推进非遗项目进社区……

今年4月，我市召开重庆市社区
教育工作会，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
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全面
推进我市社区教育工作，并研究部署
现阶段我市社区教育发展任务。

我市对社区教育高度重视，早
在2012年市政府办公厅就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
意见》，全面吹响建设学习型城市的
集结号；2016年，市教委等七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实施意见》更是画好了“施工
图”。

在有力政策保障下，我市各区
县，特别是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
每年按常驻人口人均标准落实社区
教育专项经费。

从上至下，由点到面，全民终身
学习在政策护航下渐入佳境。

一方面，市教委以示范区（实验
区）建设、课程开发能力建设、资源
建设、课题研究、品牌活动、丰富形
式和内容等工作为抓手积极推动社

区教育发展。
一方面，各区县逐渐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
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
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参
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和
运行机制。

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我市已组建专门团队启
动《重庆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立法
调研和论证，同时初步建立督查机
制，组织专家组到区县开展社区教
育示范区（实验区）专项督查。

全市社区教育工作会召开后，
各项小目标迅速得到大推进。

特别是针对“推进社区教育示
范区、实验区建设”，我市又专门召
开了推进会，明确提出：2020年，开
展社区教育的区县实现全覆盖，要
求各区县因地制宜对照评估指标体
系建立完善的学习网络体系，把好
课程、好资源送到城乡居民身边。

相关负责人还谈到，此举也推
动了各区县必须打卡创建，推进区
域内社区教育系统化、规范化、标准
化发展，点燃全民学习新风尚。

保障有力 让城乡居民愿学、乐学、享学

社区教育大舞台 快乐学习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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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重 庆 市
2019 年全民终身学习
活 动 周 正 式 拉 开 帷
幕。

本届活动主题为
“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加快建设学习大国”，
活动周期间我市将面
向广大社区居民，特
别是老年人、进城务
工人员和新型职业农
民等重点群体，开展
讲座、培训、观摩、沙
龙、阅读、科普、游学
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
动，推动全民终身学
习。

除了办好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以外，
近年来我市还加速推
进 社 区 教 育 内 涵 发
展，开发出多种适合
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的
课程和活动，培育出
大批具有带动作用的
终身学习典型人物和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终
身学习品牌。

“人人皆学、时时
能学、处处可学”的幸
福景象折射出市民综
合素质的提高，也成
为我市建设学习型城
市的生动表现，同时
对我市在建设文明城
市、传承非遗文化、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提供了坚实人才
支撑和智力保障。

巴南区二圣镇少儿茶艺培训

——我市加快建设学习型城市提高市民综合素质

市民通过社区教育能学到的知识与技能
越来越有含金量。近年来，我市不断丰富社区
教育内涵，打造出246门微课程和45门特色课
程，培训社区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4000多人
次，全面提升了社区教育质量。

作为老重庆的缩影，特色文化多、非遗文
化多是磁器口街道的一大亮点。

因此在开展社区教育时，该街道就组织了
一批非遗传承人开设刺绣技艺等课程，其中非
遗传承人闫永霞主讲的《沙磁乱针绣》还被评
为社区教育特色课程。

磁器口街道还只是我市大力推进非遗文
化进社区教育的一个缩影。

今年，我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牵头开
展了红色文化、抗战文化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读本编写及微视频资源开发行动，不

仅让社区教育资源变得更丰富，也推进了市民
去认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抗战文化和非遗
文化。

在社区学校到底学啥？能不能学以致
用？这是不少居民最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民生之问”也决定了我市在发展
社区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内涵建设，以居民需
求为出发点，多维度打造学习大餐，提升学习
的质量和效率。

课程资源因内涵建设而饱满。近年来我
市自主开发了一批本土特色课程资源，同时通
过举办微课大赛、特色课程评选活动，征集了
一批优秀的本土特色课程资源。仅是今年就
新增市级特色课程11门，收到全市8个区县、3
所高校自建的社区教育微课作品43个，获奖
作品19个系列。

今年我市采购了2000多门课程上线重庆
终身教育网，更好地满足了市民在线学习需
求。目前线上课程达4500多门，吸引12多万
人注册学习。

教师队伍因内涵建设而提质。今年我市
组织了社区学院领导、骨干教师“走出去”学习
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组织社区学校管理人员
和教师开展业务培训；各区县也组织社区学校
管理干部和教师开展培训。近年来，我市不仅
请聘请全国多地的社区教育专家前来作专题
讲座，还常态化开展全市社区教育管理干部、
指导教师和志愿者培训，并与多所高校联动开
展有推广和应用价值的课题研究与实践，推动
社区教育干部教师专职化、专业化。市人社局
批准社区教育机构教师可以申报社区教育中
高级职称评审，为社区教育教师职业发展和职

称晋升开辟了新的通道。
截至2019年，全市30所高校和部分区县

社区教育机构共申报社区教育科研课题近
200项，立项重大课题3项，重点课题22项，取
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网络体系因内涵建设而优化。立足居民
学习需求，我市已建立起从市到区县、街镇、村
居的社区教育办学服务体系。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我市还面向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社区学
习中心，开展了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旨在
进一步夯实社区教育基础能力。

与此同时我市各区县还积极协调区域内
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具有教育功能的社
会教育资源免费向市民开放，新建起一批市民
终身学习的体验基地。

内涵突围 多维度为市民定制学习大餐

我市已有6位市民获得“全国事
迹特别感人百姓学习之星”称号，有
25 位市民成为“全国百姓学习之
星”，打造出30个“全国终身学习活
动品牌”。今年还评选一批学习型
团队，带动全民向学、追求知识的氛
围日益浓厚。

我市尤其重视对百姓学习之星
和终身学习活动品牌的培育、评选
和表彰，通过塑造典型带动更多居
民把终身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
引领更多区县打造学习活动品牌。
而从今年开始我市又新评选表彰了
一批学习型团队。

渝中区“秋音春韵艺术团”就位
列其中。

据悉，团队里的成员都是爱好
古埙音乐的居民，因为社区教育聚
在一起，3年多来，他们组建出一个
集古埙教学辅导、排练演出、学术研
究、乐曲创作、乐器制作、对外交流
为一体的自主学习、自我管理、服务
社会的民间音乐社团。

不满足于自我学习、交流分享、
丰富生活，这支艺术团还制作出学
习软件免费让全国的古埙爱好者使
用，并常常进行公益演出、讲座、培
训等活动，用温暖的行动和动听的
演奏去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璧山区诗词学会是一支有着
5000人的学习型团队，他们长期致
力于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播，

成立30年来一直高扬学习的大旗前
行……

像秋音春韵艺术团和诗词学会
这样的学习型团队在我市还有很
多。

今年有16个优秀学习型团队得
到表彰，包括渝中区秋音春韵古埙
艺术团、璧山区诗词学会、巴南区安
澜农民文学诗社、沙坪坝区天星桥
街道群英艺术团、渝中区开心编织
社、九龙坡区重庆巴人乐团等团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百姓学
习之星和终身学习活动品牌评选表
彰中新增学习型团队，不仅能增强
团队成员之间的凝聚力，还能释放

“示范效应”，让这些成员用行动去

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到终身教育学习
活动中来，进一步弘扬“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文明风尚，
为建设学习型社区奠定坚实的基
础，同时，这些学习型团队还成为了
服务社区的重要力量。

今年我市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和
百姓学习之星数量再度增加：已有
全国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
6名；全国百姓学习之星25名；重庆
市百姓学习之星36名；特别受百姓
喜爱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1个，全国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30个；重庆市终
身学习活动品牌30个。

沙坪坝街道的市民单大琼今年
就成为了全国百姓学习之星，正是

因为多年来不间断地学习，蜀绣文
化通过她的指尖传承到了更多人心
中。她的刺绣作品多次获奖，2018
年更在“‘一带一路’中国印象·秀美
重庆”法国巴黎艺术展上现场展示
精湛的刺绣技艺。作为重庆第一个
把蜀绣引进学校的传播者，她还成
为四川美术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
等学校的刺绣教师，每学期授课时
数达到150节。

无论是学习之星、学习型团队、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都塑造起榜样
力量，为我市社区教育既快又好发
展注入动能，也为更多市民终身学
习点燃了动能。

示范引领 用榜样的力量增添学习的动能

从今年3月开始，以“学习行千
里，人文致广大”为主题的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在我市多个区县火热上
演。活动中，居民学习巴渝文化、红
色文化、抗战文化等，不断提升人文
素养，成为全国终身学习活动的一
道新风景。

“太有意思了！特别是看了澄
江板凳龙表演后，让我对家乡的文
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北碚区的黄
大姐参加了社区教育活动后，连发5
条朋友圈分享。

除了澄江板凳龙表演外，巴渝
农耕馆体验、缙云山贺龙园游学、参
观卢作孚纪念馆、刺绣非遗文化展
示等活动也在北碚区相继展开。

“学习行千里，人文致广大”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已在全市12个区县

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区县通过讲
故事、办讲座、游学参观等形式，提
高了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人文
素养，呈现出许多有创新、有特色、
有影响、有示范的终身学习活动范
例。不少区县还借助区域文化地标
开展活动。比如九龙坡区就在重庆
建川博物馆组织开展了“传承抗战
精神·传播红色文化”的主题活动，
而渝北区也在渝北民俗文化村组织
开展了非遗展演活动。

从“学习行千里，人文致广大”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中可以看出，通
过创新学习活动的形式，能够更好
地将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等传
承到市民心坎上，延伸了社区教育
课堂的广度和效度，形为具有重庆
特色的品牌活动。

事实上近年来我市各区县也创
新开展了很多有特色、有成效的学
习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成为社区教育
“金招牌”，也为重庆在乡风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发展、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等形成了
合力。

武隆区开展了旅游特色项目培
训活动，规范提升乡镇农家乐从业
人员的文明道德素质、经营管理水
平和旅游服务基本技能，不断提升
全区全域旅游质量；铜梁区专门编
写了乡风文明“三字经”，在传唱活
动中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九龙坡开展垃圾分类等方面的
环保活动，将社区教育融入城市肌

理……
黔江区、石柱县、奉节县、梁平

区等还结合脱贫攻坚，开展农业种
养殖技术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农村电商培训，既帮助贫困人群实
现增收致富，又助推了美丽乡村建
设。面对老年人群体，各区县也重
点开展文化、艺术、休闲、保健、养生
等教育培训活动，扩大了社区教育
在老年人群中的覆盖面。

深入社区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举办社区文化艺术节、举办全
民阅读活动、开展美术作品竞赛
……精彩的学习活动每天都在轮番

上演，既满足了市民终身学习需求，
又搭建起社区教育成果的展示平
台。

据了解，我市接下来将推进社
区教育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教育
资源融通共享，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发展环境更加优化，居民参与率和
满意度显著提高，赋能我市学习型
城市建设，让更多市民通过社区教
育产生收获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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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形式 打造终身学习的重庆典范

渝中区“创意色彩”授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