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扎得越深，果实就越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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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人教育到走进社区

“40年改革开放是10年社区教育
的大背景； 10年社区教育是40年改革
开放的缩影和见证。” 密云区社区教育
中心主任王笑怡介绍， 1979年 ， 密云
成立工农教育办公室， 专门针对成年
人开展学历补充教育， 给那些因特殊
原因耽误学业的人， 一个接受再教育
的机会。 那时候， 前来学习的人大多
为40到50岁的人， 他们需要补充高中、
中专、 大专或本科的学业。 他们渴望
学习知识， 渴望在教育中获得重生和
蜕变的机会。

到上世纪90年代 ， 前来进行大专
和本科进修的学生便越来越多了， 学
生年龄结构也趋于年轻化 。 但随着
1999年左右大学普遍扩招， 成人教育
的生源也迅速减少。 “生源骤减其实
是好事， 证明多数人可以走进大学接
受教育。 我们的补充职能越弱， 或许
也表示着现有教育体系正逐渐满足当
代学生们的教育需求。” 当然， 为了适
应时代需求， 密云成人教育也在不断
创新教育方式， 丰富教学内容。 现如
今， 每年有1000多名学生， 在密云社
区教育中心的开放大学里， 进行深造。

成人教育生源骤减， 随之而来的
是社区教育资源的匮乏和稀缺。 “我
们发现， 很多居民有教育诉求， 却苦
于没有老师。 于是将教育受众转向社
区， 成为发展和转型的方向。” 王笑怡
说， 从2007年前后， 他们便开始尝试
走进社区开办公益培训班， “我们深
入了解社区需求， 人家想听什么， 想
学什么， 我们就培训什么， 讲什么。”

经过努力， 王笑怡带领同事们也
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如何开展社区教育
工作的新思路。 时至2008年7月， 密云
县社区教育中心成立， 便有了如今融
合了公益性社区教育及成人教育为一
体的现代化教育机构。

整合教育资源服务社区百姓

“事实上， 对于社区教育， 我们
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 如何走进社
区？ 教谁？ 教什么？ 都是我们需要探
索的问题。” 王笑怡告诉记者， 起初，
他们主动联系各乡镇街道、 乡村社区，
根据社区需求 ， 量身打造教学内容 。

哪怕偏远的山区乡镇， 老百姓有需求，
社区教育中心的老师就亲临现场。 直
到2011年到2013年 ， 他们开始有计划
地开展社区培训、 专题培训， 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丰富多彩的
社区教育活动。

采访期间， 正值密云社区教育中
心老年大学招生季， 招生简章还没出
台， 就有很多居民前来咨询。 “我们
的社区教育均为公益服务型的， 老年
大学设置的课程丰富多彩， 包括传统
武术 、 声乐 、 摄影等 ， 深受居民欢
迎。” 王笑怡说， 每年有数百名老年朋
友在这里学习， 招生第一天就有上千
居民前来报名。 不少老年朋友在这里
找到了归属， 体验了幸福。

60多岁的老人高淑芳就是老年大
学绘画班的一名学员， “我是一名没
啥文化的农村妇女 ， 因为照看孙子才
到城里生活， 但孩子大了， 空闲时间
多了反而更寂寞了。” 高淑芳说， 有邻
居鼓励她学习画画 ， 不仅丰富生活 ，
也能结交新朋友。 看着现在的高淑芳，
很多认识她的人都说， 自从学了画画，
老太太的性格开朗自信多了。 也正因
为看到了自己的变化， 高淑芳十分感
谢社区教育中心这个平台。

当然，老年大学仅仅是社区教育的
一部分，近年来，密云社区教育中心整
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开展了无数丰富多
彩的品牌活动， 他们助力乡村振兴，面
向党员干部开设农村经济管理专业大
专班、 面向文艺爱好者开办文艺中专
班、面向民俗旅游户开展厨师培训班等
等，送教到村、到户，将扶智与扶志完美
结合，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密云区溪翁庄镇石马峪村党支部
书记王海明曾这样说， “我们是社区
教育最大的受益村， 如果没有社区教
育中心的辅导， 就不会有我们开展了

近十年的石马峪文化夜市， 让百姓文
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如果没有社区
教育中心组织的民俗户培训， 就没有
村民俗接待能力的提档升级； 如果没
有社区教育中心的大力支持， 就不会
有我们全市首个全国优秀学习型村居
殊荣的获得， 是咱们区社区中心让我
们石马峪的乡风更加文明。”

根扎得越深， 果实就越香甜

几年的摸着石头过河 ， 让王笑怡
也总结出了社区教育工作的方式和方
法， 她说， 社区教育要注重五个结合，
即普通教学与组建表演展示队伍相结
合； 理论教学与室外观摩、 采风、 展
示、 现场教学、 专家指导相结合； 常
规教学与培养骨干、 骨干再到社区村
镇指导教学相结合； 教学与每年一次
的动静态成果展演结合； 班级管理与
学员评优评先及学员自我管理相结合。

有了科学的运作管理办法和经验，
密云社区教育中心的工作也越干越好，
王笑怡表示 ， 本着 “做优开放教育 ，
做细网络教育， 做活社区教育， 做实
农民教育” 的办学思路， 通过美拍密
云、 微说密云、 书写密云、 歌唱密云、
舞动密云 、 法制密云六大品牌活动 ，
让社区教育成为生态 、 富裕 、 创新 、
和谐、 美丽新密云的一张闪亮名片。

其中， 书写密云， 展现了本土文
学爱好者的家国情怀 。 王笑怡开设
“密云社区教育中心文学大讲堂暨王也
丹文学沙龙 ”。 倡导 “赏析·创作·交
流·共享”， 为喜爱阅读， 热衷创作的
文学爱好者提供平台。 通过开展讲座、
阅读、 赏析、 研讨等活动， 引导学员
将家乡情结升华为家国情怀， 从而打
造具有密云特质的社区教育品牌， 中
国作协副主席、 著名作家张抗抗还为
此题词 “文学滋养心灵”。

王笑怡说， 这十年， 密云区社区
教育中心以建成 “学员进步发展的学
习乐园 ， 教师尚美厚德的温馨家园 ，
市民终身学习的教育超市” 为共同愿
景 ， 立足于满足密云市民多样化的 、
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全体教职员工凝
心聚力， 使全区的社区教育迈上了新
台阶， 为密云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素养
进一步提升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当然， 我们每一步探索和进步都
是需要与时代同行的。” 王笑怡说， 中
国改革开放40年， 密云社区教育工作
成长发展10年， 而未来， 社区教育工
作依然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 需要面
临更多艰巨的挑战 。 在王笑怡看来 ，
理想化的社区教育应该是， 从摇篮到
拐杖的教育， 老百姓可以做到时时能
学， 处处能学。

□本报记者 王路曼

2018年， 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 密
云区社区教育中心成立10周年。 在一场
庆祝汇演中， 记者第一次了解 “社区教
育”， 它是舞台上参与表演的老人们从
容而又自信的面容， 它是一篇篇出自业
余文学爱好者笔下美妙又灵动的诗句，
它亦是丰富老百姓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的另类 “营养品” ……

1963年出生的王笑怡， 是在1979
年考上密云二中的 ， 改革开放初期
享受到了 “知识改变命运” 的机会，
1981年上大学， 1985年毕业便开始从
事成人教育工作。

“我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而
我从事的成人教育事业 ， 也是改革
开放的产物。” 王笑怡说， 她总感慨
教育给人带来的变化 ， 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一个 “专升本”， 可能就是
一个成长晋升的阶梯 ； 一项实用的
专业技能 ， 可能就是一个人养家糊
口的本事 。 而改革开放步伐让老百
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 对于精神文
化有着愈加强烈的需求 ， 直到走进
2010年以后 ， 人们惊喜的看到一个
业余兴趣爱好 ， 可能就拯救一个家
庭； 一次心理减压培训 ， 可能就会
和谐了千家万户 ， 这便有了社区教
育的舞台。

王笑怡很庆幸自己见证了一个
时代和一项事业的成长与变迁 ， 她
说， 顺应时代的发展 ， 与新时代同
行， 社区教育将以更加开放的思路，
更加创新的手段 ， 走出一条满足百
姓精神世界需求 、 引领时代主旋律
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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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怡：让教育走到
每一位居民的身边

———走进密云区社区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