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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成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能够拓宽成人发展路径,而且能够丰富成人的专业技能,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但是近年来,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却面临招生困难、生源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要促进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教育的发展,还需要
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本文从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的意义入手,对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现状进行
分析,明确解决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面临问题的具体路径,从而明确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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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dults which can not only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dults,
but also enrich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adults and improve their social adaptability. But in recent years,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is facing enrollment difficulties, poor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it still needs to find out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solve the problem. Starting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and clarifies the specific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so a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dult higher
academ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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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历教育的主要发展路向,具体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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