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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社区学院、社区
学校师生朋友们：全国、全
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之关键时刻，重庆已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I级响应……请坚定必
胜信心，理性科学应对
……积极守望相助，开展
在线乐学……”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我市社区教育
服务指导中心第一时间发
出倡议书，并引导社区学
校和广大学员开展线上学
习。

依托重庆终身教育
网，我市社区教育服务指
导中心迅速开设“全力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专题页面，上传了解读
疫情的相关科普视频、市
政府关于疫情的各项通
报，以及大量的防控知识
文章。同时还上传了大量
的微课程，例如“个人如何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如何
正确洗手”等。

同时，我市各区县社区学院坚持“停
课不停学”，积极开展网上学习和数字化
学习，开放尽可能多的在线资源供广大
市民在家乐学。

渝中区将原定于春季开学实施的市
民线下公益课程调整为“市民云课堂”，
以在线直播课、精品录播课、在线辅导等
形式面向全区11个街道79个社区的市
民开展线上教学，引导市民积极面对疫
情，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以主题式课程引领市民参与远程在
线学习活动，渝中区还开设了健身运动、
创意生活、女性仪态、手作雅趣、传统文
化、养生保健、渝中云春游七大类课程，
同时以“渝中学习网”直播课堂、“乐学渝
中”公众号、学员微信学习群为载体，组
织学员有序进行线上学习交流。

特别是21个“乐学渝中”学习群已
成为疫情期间最温暖的陪伴。

随着线上学习“活”起来、“火”起来，
应广大市民的强烈需求，渝中区“市民云
课堂”不断增加课程，共开设直播课124
节，组织“渝中云春游”活动7次，推出抗
疫小视频60集，定制特色微课16集。

疫情期间推动全民终身学习“上云
端”的不仅仅是渝中区，我市几乎所有区
县的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学习中心都在
生动践行“停课不停学”。

就拿璧山区璧泉街道观音社区学习
中心来说，该中心通过QQ群、微信等上
好防疫教育课，实时推送官方疫情信息、
疫情防控知识，引导社区居民科学理性
面对疫情，同时还及时将社区教育学院
分享的各类社区学习资源推送给社区居
民，引导社区居民健康生活、乐观防疫。

一帧帧关于线上开展社区教育的生
动画面昭示着，全民终身学习正在走向
更灵活、更便捷，更好地实现着时时可
学、处处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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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学
习中心是开展社区教育，引领
全民终身学习的主阵地。受
疫情影响，主阵地如何继续发
挥教育功能？重庆的答案是：
创新多元化的学习渠道，加速
线上学习平台的优化，让线上
线下学习携手，走向高效、智
慧。

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重
庆市终身教育网与重庆市学
分银行管理系统，增加在线学
习资源供给，促进市级和区县
在线平台资源共享，鼓励引导
市民在线学习，并开通终身学
习账户并存储学习成果，为

“停课不停学”的有效开展以
及社区教育创新转型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
我市也相继涌现出很多创新
转型典范。

以渝中区社区教育学院
为例，搭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
平台——渝中学习网和乐学
渝中微信公众号。渝中学习
网开通一级栏目10个、视频

课程上万门，订阅电子期刊2000多种，实现
了移动端有奖答题、在线直播、学习积分等
50多项功能，满足了市民移动学习、碎片化
学习的新需求。

“目前，我们正在对重庆终身教育网进
行平台的改版，完善平台的功能性和便捷
性。”我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相关负责
人谈到，比如开通终身教育网手机版后，市
民学习将更加灵活方便，还会增加网上项目
评审、材料申报、公文流转、数据统计等功
能，提高网站使用率和关注度。

随着线上学习平台的不断优化，如何借
助智慧智能手段进一步丰富学习形式、提升
学习质量、增加学习受众？

事实上，从疫情期间各区县开展社区教
育的做法中也能管窥这样一个现象，推动全
民终身学习迎来了线上线下结合，迎来课程
结合、活动结合、平台结合，助力社区教育走
向更富内涵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社区教育学校在
疫情后迅速推出《家“宅”黄桷坪》电子期刊，
设置有开心一刻、心理舒缓、黄桷坪那些事
儿、亲子时光、图记黄桷坪等栏目，推荐优秀
书籍、电影、音乐，给宅家生活学习增添不少
趣味。

北碚区充分利用“社区教育工作群”“微
信公众号”“北碚学习网”等网络平台，实现
了社区教育线上线下无缝衔接。例如及时
搜集社区居民的心理问题，携手西南大学心
理学专家定期录制推送心理健康视频，并建
立心理疏导微信群，随时解答居民的问题，
使他们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共渡疫情难关。

疫情期间，我市还有很多社区院校引领
市民在家以“艺”抗疫，踊跃创作出抗疫书
画、诗词、歌曲、散文等作品，用艺术的力量、
学习的能量，营造出更浓厚的全民终身学习
氛围。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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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一下清闲了，
之前在家基本上就是追
剧。自从进入社区学校
后，还是发生了很大改
变。”家住江北区的张阿姨
说，因为疫情不能去学校
上课，线上学习成了一种
新乐趣，特别是和朋友们
一起追网课，然后在群里
交流，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最近还在追关于家庭教育
的课程。

一边是老年人对网课
“上瘾”，一边是年轻人对
网课“痴迷”。

最近辞职在家的市民
王先生就频繁在重庆终身
教育网上“打卡”。“做优于
服务的管理者”“做公司需
要注意什么”“走进统计
学”等都是他正在学习的
课程。“我打算自己开公
司，在这个网站上可以学
到很多拓宽职业领域、丰
富职业能力的视频，而且
分类很清楚，想学什么一
目了然！”王先生说。

重庆终身教育网建立以来，已上线
7000多门课程资源，全部免费向市民开
放。尤其是通过持续开展社区教育特色
课程和社区教育微课评选，开发一批重
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教材及微视频
课程资源，建立重庆市优秀传统文化的
资源库等举措，产生了一大批本土优质
社区教育课程资源。

这些课程实用性、趣味性、科学性十
足，深受市民喜欢。

据悉，2019年我市开发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抗战文化、红色文化）读本和视
频14个，19个系列社区教育微课在全市
社区教育微课大赛中获奖，申报数量和
获奖比例与往年相比均有明显提升。

这也说明我市社区教育线上课程走
向了精品化。

“市民是否选择线上学习很大程度
取决于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当然也取决
于他们最终能学到什么、能用在何处。”
我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
谈到，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课程资源、提
升课程质量。

在我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引领
下，全市各区县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
学校和社区学习中心纷纷向线上课程要
质量。

例如，璧山区社区教育学院就打磨
出“璧山在抗日战争岁月里的故事”精品
微课，分8集带领市民重走抗日战争岁
月，重温英雄的璧山人与全国人民一道
抗战的壮举，让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进的
道路。

据了解，我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
心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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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设社区教
育微课作品。今年我市还将新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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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
富
课
程

从
追
网
剧
到
追
网
课

多
门
课
程
受
热
捧

9月28日，重庆市终身学习学分银行揭牌仪
式暨学分银行建设研讨会在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召开，这标志着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正式获批“重
庆市终身学习学分银行管理中心”。据悉，学分
银行是为学习者设立学习账户，以学分的形式
认定、记录、储存、兑换来自不同渠道的学习成
果，是深度服务重庆市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
要举措，将加快推进重庆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满足重庆市
民多层次多样化学习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惠
及全体市民。

学习成果怎么折合成学分？学分能兑换什
么？有何作用？

打开重庆市终身学习学分银行的网站，点
击“成果添加”，上传相应的资格证书、岗位培训
经历、在线课程学习证明……在一定工作日后
认证结果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市民可以把学
习成果像存钱一样存起来，当学分存储达到一
定标准，就能兑换为相应的课程学分和非学历
证书。

由此一来，市民学习到的知识、能力就能实
现认证和转化，取得的相关资质还将通过大数
据对接就业市场，其认可度正在不断提升。

2019年1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欧洲职业培
训发展中心和欧洲培训基金会联合发布的《全
球区域和国家资历框架目录》中，重庆广播电视
大学在学习成果认证制度方面的探索被列入其
中。

目前，重庆市终身学习学分银行平台已建
立终身学习档案52万余个，登记、认证各类教育
学习成果近170万个，完成包括非学历教育学习
成果在内的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与转换1000余
人次，并联合相关企业专家建立了软件、轨道、
物流等行业人才能力标准体系。

学习成果怎么兑换？
“学分银行”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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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重庆正在不遗余力打造“智造重镇”，
建设“智慧名城”，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面对信息技术迅速发展，面对5G、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未来重庆的社区教育将是什么样？

据了解，我市将加快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
网络化建设，将广泛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带
来的新型教学手段，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
道的社区教育。

以重庆开放大学挂牌成立为契机，我市将
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开放教育平台，
实现师资、课程、设施、数据等全方位共享，形成

“全员、全程、全域、全面”的开放式终身教育体
系，搭建“人人乐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事事
有学”的终身学习公共资源平台。

未来，社区教育将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遍
布全域时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让重
庆这座智慧之城更加美好。

未来社区教育什么样？
更智慧、更精彩！

①紫薇社区抗疫画展
②石井坡街道志愿者宣传抗疫知识
③璧山区疫情防控宣传

疫情期间，宅家
“战疫”让唐红对线上
学习找到了“感觉”。

过去都是在社区
学校上课的她，通过
“市民云课堂”发现可
以学的东西还很多，
学习时间也更灵活，
“我们还可以远程连
线参加学习活动，隔
着屏幕一起健身养
生、制作手工等，最近
还爱上了看直播课。”

全民终身学习在
重庆正发生着从内容
到载体的改变，线上
平台、线上课程打破
了传统社区教育的壁
垒，延伸了广度、提升
了效能，让“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的风尚更深入人
心，成为打造“智慧名
城”的一抹亮丽底色。

全民终身学习上云端
社区教育创新如潮涌

上线数字化课程资源7000余门 在线学习近3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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