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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中美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在教育层次、组织和专业建设研究上的基本情况，对以社区成

人教育学位论文为代表的专业教育产出进行内容分析，结果表明，两国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研究主题、研
究方法、学科归属、学位和年份上均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展望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的发展

态势，包括成人教育学专业在学位类型与学位点数量上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成人教育学跨学科研究亟待加强，

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研究有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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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graduate adult program development in graduate educa-
tion levels，organizations and relative research in China and USA，with a content analysis of disser-
tations on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opics，research methods，subjects，degrees and years of the dissert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A．
Besides，there are a huge development space for graduate adult programs，the interdisciplinary ap-
proach to adult education is in need and the research on graduate adult program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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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的发展状态如何以及发

展空间在哪里，是成人教育学专业人员十分关切的

问题。本文结合中美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的

基本情况，基于对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的内容分

析，对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专业的发展态势做出展

望。
一、中美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研究生专业建设包括专业教育层次、专业教育

组织和专业建设研究等方面。中美成人教育学专业

教育层次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项目上，包括硕士

和博士两个层次。专业教育组织是专业教育的载

体，主要是指大学及其内部院系结构。专业建设研

究是学科内有关专业建设的工作交流、理论和实证

探究。
1． 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基本情

况

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第一个硕士点于 1993 年

在华东师范大学设立，2004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设立

第一个博士点。查询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到目

前为止，共有 27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 个二级学科

博士点。这些硕士点和博士点均授予学术硕士和博

士学位。在 27 个硕士点中，4 个不区分研究方向，1
个设置一个研究方向，5 个设置两个研究方向，12 个

设置三个研究方向，3 个设置四个研究方向，2 个设

置六个研究方向。在总计 71 个研究方向中，12 个

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或成人教育学原理，11 个为成

人教育政策与管理、10 个为教师教育，7 个为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社区教育、比较成人教育和成人高等

教育各 4 个，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成人职业教育与

培训和远程教育各 2 个，成人教育教育史、成人学习

与心理、成人课程与教学论、文化传承与成人教育、
成人外语教育、家庭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成人教育

发展与改革和成人教育与培训各 1 个。
在 27 个硕士点中，18 个设置在教育学部、教育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或体育与教育学

院，7 个设置在继续教育学院、职业与继续教育学

院、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或远程教育学院，2 个设置在

文法学院或文学院。其中，四川师范大学包含继续

教育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两个硕士点。另有多所大

学虽然把硕士点设置在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

但师资力量分别来自该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或主要

来自继续教育学院。
全国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交流研讨

会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委员

会主办，旨在深入研讨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

中的问题，总结交流主要经验和做法，不断推进研究

生培养工作。首届研讨会于 2004 年 5 月于河南大

学举行，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并形成了交流合作的

长效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七届全国成人教育学专

业研究生培养工作交流研讨会。此外，中国成人教

育协会的分支机构，包括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委

员会和成人科研机构工作委员会，也经常把成人教

育学专业建设作为年会的讨论议题。
2． 美国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美国成人教育学中第一个研究生项目开始于

1929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并于 1935 授予

第一个博士学位。根据《Peterson＇s Graduate ＆ Pro-
fessional Programs: An Overview 2015》，2015 年美国

成人教育学专业共有 109 个硕士生项目，59 个博士

生项目［1］。硕士学位是该领域最为普通的研究生

教育层次，为专业人员提供相当于继续教育的训练。
根据对 31 个硕士生项目的调查［2］，每个项目提供一

个或更多如下三种类型的硕士学位: 文学硕士、理学

硕士和教育硕士。其中，12 个项目提供文学硕士，9
个项目提供理学硕士，15 个项目提供教育硕士。31
个项目中的 10 个提供一个以上的硕士学位或一个

不同研究领域的硕士学位。一些项目提供专家学

位，介于硕士和博士学位之间。博士学位包括教育

博士和哲学博士。教育博士支持实践者的发展，他

们离开了实践领域( 或者留在该领域作为兼职研究

生) 并将在完成博士学位后回到他们的领域。哲学

博士是一个新学科的孵化器，用以训练未来的研究

者和教授。
根据对 37 个成人教育学研究生项目的调查［3］，

29 个研究生教育项目从属于一所教育学院、研究所

或学部。7 个项目从属于“教育与……”学院，其中

3 个是“教育与人类发展”，各有 1 个是“教育与健康

专业”、“教育与人类服务”、“教育、健康与人类服

务”和“教育与心理学”。1 个项目从属于艺术和科

学学院。30 个项目从属于系( 其他七个没有该层次

的组织) 。30 个系中，10 个在名称中包含一个领域

( 教育管理或领导———5，博士教育———3，含有“研

究”一词的———2 ) 。20 个项目是 2 个、3 个或 4 个

研究领域的结合。在这 20 个系的名称中，13 个系

的研究领域是教育管理或领导，“成人教育”只出现

在其中 5 个系的名称中。就成人教育学研究生项目

名称而言，9 个项目仅包含一个研究领域，其余项目

均包含多个研究领域，其中 15 个项目包含两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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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3 个项目包含三个研究领域，11 个项目从属于

更大的项目中。
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是美国成人教育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美国成人教育学发展史

上，产生过三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讨论［4］。1938
年，林德曼( Eduard Lindeman) 在演讲中提到预备该

领域中的领导者，开启了在美国成人教育学专业初

创时期的首次讨论。在 1960 年代，迎来了一个有关

研究 生 教 育 的 大 讨 论。1961 年，霍 尔 ( Cyril O．
Houle) 报告有 11 所大学提供博士学位，并且早至

1969 年，博伊德( Ｒobert D． Boyd) 撰写了成人教育

学博士教育的“新设计”。在这个十年间，最著名的

贡献之一是“黑皮书”，该书把成人教育学作为高等

教育中一个“新兴”学科加以讨论。在 1980 年代晚

期和 1990 年代早期，有另外两本编撰的书籍讨论了

该领域中研究生教育的状况，可被称作成人教育学

研究生教育评估的第三个时代。
美国成人教育学教授委员会于 1986 年制定了

《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项目标准》，并于 2008、
2014 年进行修订。该文件为高质量规划、管理和评

估成人教育学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指导建议和标准。
大学学术研究生教育项目( 或专业、系科) 可把其用

于自愿的内部或外部项目评估过程。文件包含五个

部分: 管理( 使命和价值陈述、资源、指标举例) 、研

究生学习组织 ( 学习共同体、招生、指导、学位论文

过程、教学工作量) 、课程、教职员工 ( 教职员工资

格、兼职或荣誉教职员工) 、标准修正历史［5］。
二、中美社区成人教育研究学位论文内容分析

专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投入、运作、产
出和反馈等重要环节。前述专业教育层次、专业教

育组织和专业建设研究主要反映了专业建设的投

入、运作和反馈环节。学位论文是专业建设的重要

产出之一。本部分将通过对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

论文的内容分析来反映专业建设上差异。
1． 数据库的选择

笔者于 2015 年 10 月分别在两个学位论文数据

库搜集中国大陆和美国有关社区成人教育的博硕士

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博硕士学位论文库使用的是中

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库，美国博硕士论文库使用

的是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这两个

博硕士学位论文库分别是两国常用的学位论文搜寻

工具。
在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库中，共有 863 篇

成人教育学专业博硕士论文，其中在摘要中搜索

“社区教育”，共查询到 86 篇学位论文。在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中，共有 23421 篇成人

教育学专业博硕士论文，在摘要中查询“community
education”，共查询到 106 篇学位论文。之所以选择

社区成人教育作为搜索的主题，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

是社区教育是中美两国成人教育的重要主题，二是

该主题是两位笔者的共同兴趣，三是研究工作量处

在可控范围内。
2． 主题编码

为了便于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如下编码系统。
在研究主题上，共有 11 个编码，分别是社区教育理

论与模型、历史与比较研究、项目与课程开发、学习

型社会、特定议题教育、参与、管理与领导、教与学、
社区发展、教育者发展、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

共有 5 个编码，分别是理论与历史研究、量的研究、
质的研究、综合设计、行动研究。在学科归属上，共

有 4 个编码，分别是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成人教育

与继续教育加上一个不同学科、成人教育与继续教

育加上两个不同学科、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加上两

个以上的不同学科。在年份上，共有 5 个编码，分别

是 1980 年之前、1980 年代、1990 年代、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在学位上，共有 4 个编码，分别是硕士、
教育博士、哲学博士和其他。

3． 结果与讨论

对以上编码进行频率统计，并使用 SPSS 软件进

行 χ2 检验。中国大陆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学

科归属和学位类型上均为单一类型，即成人教育学

科与硕士学位，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年份上具有

十分显著的差异，p 值均小于 0． 001。美国社区成人

教育学位论文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学科归属、学
位和年份上均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除在学科归属

上 p ＜ 0． 005 外，其他编码均为 p ＜ 0． 001。对中美

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五个编码上进行交叉检

验，均为 p ＜ 0． 001，说明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

文在五个编码上具有十分不同的频率分布。具体结

果如下。
①研究主题

图 1 显示的是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研

究主题上的频率分布。横轴代表不同的研究主题，

纵轴代表频率。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社区成人教育

学位论文以特定议题教育为最多，占 19． 8% ; 其次

是教育者发展( 16． 3% ) 、综合研究( 15． 1% ) 和项目

与课程开发( 11． 6% ) ; 再次是社区发展( 8． 1% ) 、历
史与比较研究( 8． 1% ) 、学习型社会( 7． 0% )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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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 ; 最后是社区教育理论与模型 ( 3． 5% ) 、教

与学( 3． 5% ) 和管理与领导( 1． 2% ) 。美国社区成

人教育学位论文以管理与领导为最多，占 20． 8% ;

其次 是 项 目 与 课 程 开 发 ( 18． 9% ) 和 教 与 学

( 17． 9% ) ; 再次是社区教育理论与模型 ( 10． 4% ) 、
历史与比较研究( 9． 4% ) 和特定议题教育( 8． 5% ) ;

然后是参与( 5． 7% ) 、学习型社会( 3． 8% ) 和社区发

展( 3． 8% ) ; 最后是教育者发展( 0． 9% ) 。通过比较

可以发现，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研究主题

频率分布上，差异最大的是管理与领导，美国高出中

国大陆 19． 6%。在教育者发展、综合研究和特定议

题教育上，中国大陆分别高出美国 15． 4%、15． 1%
和 11． 3% ; 在教与学、项目与课程开发和社区教育

理论与模型上，美国分别高出中 国 大 陆 14． 4%、
7． 3%和 6． 9%。在社区发展和学习型社会上，中国

大陆略高于美国，在历史与比较研究和参与上基本

相当。

图 1 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研究主题频率分布

两国在研究主题上的显著差异有着多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专业在研究方向上

比较凸显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和教师教育，并且包含

多种特定议题教育，且在专业教育组织上大多从属

于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这是中国大陆社区成

人教育学位论文在教育者发展、综合研究和特定议

题教育上远多于美国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美国

《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项目标准》在硕士课程设

置上强调成人学习和发展、教授成人学习者、课程和

项目开发，在博士课程上强调成人学习和发展 ( 理

论和研究) 的高阶学习以及领导力研究( 包括理论

或组织领导力、管理和改变) ，也是美国社区成人教

育学位论文在管理与领导、教与学、项目与课程开发

和社区教育理论与模型等研究主题上远多于中国大

陆的原因所在。
②研究方法

图 2 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研究方法频率分布

上图显示的是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研

究方法上的频率分布。横轴代表不同的研究方法，

纵轴代表频率。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社区成人教育

学位论文以综合设计为最多，占 55． 8% ; 其次是质

的研究( 24． 4% ) 和理论与历史研究( 18． 6% ) ; 单纯

量的研究仅有 1 篇，占 1． 2%。美国社区成人教育

学位论文以单纯量的研究为最多，占 46． 2% ; 其次

是质的研究( 33% ) ，再次是理论与历史研究和综合

设计，各占 8． 5% ; 最后是行动研究，占 3． 8%。通过

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

研究方法频率分布上，差异最大的是综合设计，中国

大陆高出美国 47． 3%。其次是量的研究，美国高出

中国大陆 45%。在理论与历史研究上，中国大陆高

出美国 11． 1% ; 在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上，美国分

别高出中国大陆 8． 6%和 3． 8%。总之，中国大陆社

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多是综合设计和理论与历史研

究，而美国大多是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
两国在研究方法上的显著差异一方面同扎根于

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相关，中国重综合思维

和理论思辩，美国重分析思维和实证研究。另一方

面，也同成人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有关。美国

《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项目标准》在硕士课程设

置上强调教育研究概览，在博士课程设置上强调支

持学位论文研究和对已有文献利用能力的质和量的

研究方法论课程，使得该国研究生在研究方法上受

到更加系统的训练和熏陶。
③学科归属

图 3 显示的是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学

科归属上的频率分布。横轴代表不同的学科归属类

型，纵轴代表频率。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社区成人教

育学位论文全部为单一的成人教育学科。美国社区

成人教育学位论文除了有 38 篇为成人教育与继续

教育学科，占 35． 8% ; 其余均为多学科属性，其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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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32． 1% ) 涉及两个不同学科，22 篇 ( 20． 8% ) 涉

及三个不同学科，12 篇( 11． 3% ) 涉及三个以上的不

同学科。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美社区成人教

育学位论文在学科归属频率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差

异，中国大陆强调学科概念，美国则强调跨学科概

念。

图 3 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学科归属频率分布

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学科归属上的显

著差异深受大学体制的深刻影响。相对而言，美国

成人教育学虽然大部分从属于教育学院，但是由于

在院系建设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学科概念较为弱化。
这一点可以从前述美国成人教育学研究生项目名

称、学系名称和学院名称中看出来。
④学位类型

图 4 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学位频率分布

图 4 显示的是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不

同学位类型上的频率分布。横轴代表学位类型，纵

轴代表频率。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社区成人教育学

位论文全部为硕士学位论文。美国社区成人教育学

位论文以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为最多，占 49． 1% ; 其

次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占 43． 4% ; 硕士和其他类

型学位论文占 7． 6%。因此，中美在研究生学位教

育上的差异十分明显，中国大陆对硕士生教育有明

确的学位论文要求，美国则无此要求，但对博士生教

育有明确的学位论文要求。这一点同两国研究生学

位教育要求直接相关。
⑤年份区间

图 5 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年份频率分布

图 5 显示的是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在不

同年份区间的频率分布。横轴代表年份区间，纵轴

代表频率。结果表明，美国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

数量在 1980 年代及其以后逐渐递减，而中国大陆社

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数量在 1990 年代以来逐渐递

增。在美国，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数量在 1980 年

代达到峰值 ( 36． 8% ) ，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

( 34． 9% ) 轻微减少，但从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

( 17． 9% ) 急剧减少。在中国大陆，从 1990 年代( 1．
2% ) 到 2010 年代急剧增加，学位论文数量迅速上升

到 2000 年代 26 篇( 30． 2% ) 和 2010 年代前半期的

59 篇( 68． 6% )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美社区

成人教育学位论文数量具有十分不同的变化趋势。
两国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数量显著不同的变

化趋势，反映出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学位项目设

立情况以及成人教育学专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如前

所述，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点设立状况虽

然有所波动，但数量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 2000 年

以后迅速增加，且成人教育学博士点还是一个新生

事物。相对而言，美国“成人教育学研究生项目的

增长传闻现在已成历史，当支持者们继续倡导该领

域的广度和包容性时，恰好同成人教育学研究生项

目的数量下降现实相悖”［6］。在美国现有高等教育

财政情势下，成人教育学研究生项目面临着教职工

退休却没有接替、预算紧缩、同系科中其他项目合并

或被关闭等多种困境。
三、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专业发展态势展望

通过以上对中美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建设基

本情况的介绍和对中美社区成人教育学位论文的内

容分析，可以对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发展态势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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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展望。
1． 成人教育学专业在学位类型与学位点数量上

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专业在学位类型上为单一

的学术型研究生学位，且目前仅有一个二级学科博

士点。相比美国成人教育学专业的学位类型和学位

点数量，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学位类型

十分单一，学位点数量较少。由于成人教育处在教

育与社会的连接点上，需要直面经济、社会和文化等

问题与需求，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和

文化等各方面的不断发展，成人教育学专业在学位

类型和学位点数量上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学位类型和学位点设立上，一方面应重视美

国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所取得的经验，但另一方面

也需要清醒认识美国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的特殊

性。由于分权化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以及强调社会流

动，美国成人教育学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其在研究视

角上的心理学导向同美国教育研究的主导传统相一

致; 相比而言，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背景，

欧洲成 人 教 育 研 究 者 则 关 注 更 加 广 泛 的 政 策 领

域［7］。两者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的差异提醒我

们，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背景而进

行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中国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

学位教育需要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

面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的发展空间。
2． 成人教育学跨学科研究亟待加强

从成人教育学专业教育组织而言，中国大陆成

人教育学主要从属于教育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从

学科归属而言，成人教育学主要作为教育学门类下

的二级学科加以建设; 从研究方向设置而言，强调的

是成人教育学领域内的细致划分。由此就形成了由

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具体研究方向等构成的

三级序列，成人教育学往往在教育学研究框架下，凸

显自身的独特并寻求领域内的精细分工。
当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学科( discipline) 不

同于作为课程设置的学科( subject) 。后者是为了方

便教学加工而成的产品，前者则是一个复杂系统。
成人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不仅包括

个体研究者，还包括各种学术团体、学术传统、规则

制度和期刊杂志以及基金支持等。不同的研究取向

源于对系统内和系统外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辨
识和取舍。目前美国成人教育研究中的问题解决、
跨学科和实证研究取向，是其近百年来成人教育研

究历史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实证研究并非只是

量的研究，还有质的研究，并且总是包含理论研究的

成分。对于中国大陆成人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而

言，根据问题的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和综合的跨学科

资源和研究方法是趋势。
3． 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研究有待强化

在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研究上，中国大陆还处

在工作交流和信息分享阶段，比较缺少相关的理论

和实证探究。相对而言，美国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

研究则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除了前述三次有关

成人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的讨论，美国成人与继续教

育协会( 该协会成立于 1926 年，当时称作美国成人

教育协会，1982 年同全美公共继续与成人教育协会

合并，改为现名) 从 1930 年代开始每隔十年左右出

版一本《成人与继续教育手册》，阐述该领域的当前

议题、研究和实践，最近一版于 2010 年出版。
通过一系列有关专业建设的研究，美国成人教

育学研究生教育在硕士和博士阶段进行了相对明确

的区分，即硕士阶段更强调入门和微观学习，博士阶

段更强调高阶和宏观学习。这一差异在美国成人教

育学教授委员会反复修订的《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

生项目标准》中有清晰的体现。与此相应，中国大

陆成人教育学专业建设如何已有研究基础上，建立

有关专业教育标准，还有待开展一系列理论和实证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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