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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地区几所著名 

私立高中计划取消AP课程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 2018 年 6 月 18

日报道，华盛顿地区七所著名的私立学校

在 2018 年 6 月 4 日发布的一次联合声明

中表示：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取消大学先修

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lasses, AP）。这

些学校认为，AP 课程的效用在不断减弱，

对于要上大学的高中生也并非必要，而且

AP 课程过分强调快速吸收和记忆课程材

料。 

目前 AP 课程在美国的高中有很大的

影响力，这些私立高中发布的声明标志着

一些教育部门对 AP 课程发起的的一场抗

议。AP 课程证书是国家对积极主动学习大

学课程内容的学生颁发的证书，也是进入

知名大学的垫脚石。但批评人士则对AP课

程的时间表和课程内容分类表示异议，因

为课程内容分类和时间安排都是以在 5 月

份举行的高风险测试为依据的。来自马里

兰州贝塞斯达的霍尔顿 -阿姆斯学校

（Holton-Arms School）的一名资深老师帕

蒂•卡佛（Patty Carver）表示：“AP 课程包

含了太多琐碎的细节，而且太过于重视测

试准备。”该所学校就是 7 所计划取消 AP

课程的私立高中之一。 卡佛还表示，可以

重新设计她已经教了九年的环境科学 AP

课程感到兴奋，她将把这一课程重新命名

为环境科学领域的先进全球应用。摆脱了

AP 备考的重担，她可以在她的教学中融入

更多真实世界的例子和特殊项目。她表示

在她新设计的课程中，学生们可能会花几

个月追踪穿过校园的小溪的水质，或者比

较旧金山的建筑物与海地的建筑物的抗震

安全性。卡佛指出：“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够

具备能力分析全球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为

了 AP 课程考试去记忆很多无关紧要的细

节。” 

另外几所计划取消 AP 课程的学校包

括哥伦比亚特区的斯德维尔之友学校

（Sidwell Friends School）、乔治城日学校

（Georgetown Day）、国家大教堂中学

（National Cathedral School）和圣奥尔本斯

学校（St. Albans School），以及位于弗吉尼

亚州麦克莱恩的波托马克中学（Potomac）

和位于贝塞斯达的兰登学校（Landon 

School）。这些学校都是有名的私立中学，

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可以负担起昂贵学费的

富裕家庭。在私立学校逐步退出 AP 课程

后，学生仍然可以自己报名参加AP考试。

这些学校在计划取消 AP 课程的声明中表

示：“整体而言，我们相信以协作、体验和

跨学科学习为导向的课程不仅能让我们的

学生更好地为大学和他们的职业发展做好

准备，还能让学生和教师更好地参与到课

程中来。我们期望这种方法能够吸引学生

天生的好奇心，增加他们的学习动力，激

发他们对学习的热爱。”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网 

编译者：罗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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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大学高辍学率的 

原因以及可能的应对方法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 2018年 6月 8日

报道，本月将有 300 多万名学生从美国高

中毕业，其中三分之二的学生将在明年秋

天上大学。以过去的历史为鉴，对他们中

的许多人来说，高中毕业典礼可能是他们

人生最后的毕业仪式。 

在第一次注册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中，

只有不到 40%的学生能够四年毕业。如果

加上社区大学的学生，六年内有一半以上

的大学生退学。长久以来，大学对没有得

到学位而辍学的学生关心很少。事实上，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联邦政府才开

始收集学校毕业率的数据。大学过去一直

被认为是年轻人发现自己的生活舞台，他

们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一败涂地，但这

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这种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联邦统计数据显

示，即使学费和学生债务持续飙升，仍有

超过一半的学生完成了大学学业。基本上，

富有家庭的学生都能成功毕业，而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则没有。来自家庭收入超过

90,000 美元的学生有 50%的机会在 24 岁

之前获得学士学位。而对于收入低于

35,000 美元的家庭来说，这一几率下降到

十七分之一。 

随着大学保证学生不辍学并按时毕业

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大学开始在学生的

学业成功中投入更多的经费。一些学校正

在安装一些不断追踪学生学业表现的技术，

并且聘请专业咨询人员来协助学生选择适

合自己的课程和实习，以便学生取得成功，

顺利毕业。现在这些活动有了更强的紧迫

感。未来几年，预计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大学入学人数将激增，

这将给大学带来不小的挑战，因为这些群

体过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 

尽管许多大学最近才开始采取措施来

改善学生的学习，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的化学教授兼高级副教务长大卫•罗德

（David Laude）却是这领域的先驱。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大学教授化学入门课程

时，就注意到学生的成绩分布，并且采取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成绩。

罗德回忆道：“那时候，学生的成绩分布不

是典型的正态曲线，而是倒过来的曲线。

在我的班级里的 500 名学生中，约有 400

名学生得到 A 或者 B 的成绩，其余大部分

成绩垫底，拿到 D 或者 F。很少有人成绩

在中间。”为了了解背后的原因，罗德向大

学教务处要了成绩靠后学生的档案。他很

快注意到许多成绩垫底学生的共同特点：

来自第一代大学生或低收入家庭，并且大

学入学时的 SAT 成绩在全校排名靠后，通

常在 1600 分制中的得分为 1000 分左右。

像许多其他大学一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

汀分校给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开设补习课

程，补习的内容基本是高中的课程。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参加这类补习班就是辍学

的先兆。 

而罗德决定另辟蹊径来帮助这些学习

困难甚至可能濒临辍学的学生。1999 年秋

季，罗德从他 500 名学生的大班里挑选出

50 名来自低收入家庭或者是家庭第一代

大学生的学生，让他们组成一个小班，在

大班上课完之后单独上课。使用同样的教

材，学习的难度相当，但是改变了对待这

些学生的态度。罗德说：“我不断向这些学

生灌输，他们是很好的学习者，他们能够

做得很好。”此外，他还给小班的学生分配

了学生顾问和同伴导师。一学期结束后，

小班学生的成绩和大班大部分学生同样优

秀，都能拿到 A 或者 B 的成绩，而这些学

生在一年前得到的都是不及格的成绩。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罗德方法被推广到生物

学和微积分的课程中。在近几年，罗德加

入了一个团队来提高整个学校的毕业率。

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去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该大学的四年毕业率从 2013 年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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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 2017 年的 66%，而且这一增长克

服了种族群体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网 

编译者：罗怡雯 

 

德国：援助计划——为弱势 

地区的学校提供帮助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于 2018 年 6 月

4 日报道，汉堡和柏林的教育参议员与及

其相关部门发表联合倡议，倡议联邦政府

与各州关注弱势地区学校。 

在报道中汉堡市学校参议员蒂斯•拉

贝（Ties Rabe）指出：“所有的联邦州内都

有这样的学校，它们的在读学生中，有很

大一部分来自教育水平低下的家庭，这使

得这些学生在入学时就已经和其他学生存

在较大的差距。而我们很难用传统方法弥

补这些差距。因此们希望提出新的建议。”

柏林市教育参议员桑德拉•谢尔斯（Sandra 

Scheeres）认为：”联邦和各州政府应该就

这个重要议题启动联合计划，包括实践改

进，并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学习状况调

查结果表明，即便是处于同一年级的儿童

或青少年，他们的实际学习水平可能相差

三个年级。特别是在大城市的那些所谓的

弱势学校中，学生之间学习水平的差距更

为常见。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往往在于

城市的结构化，即住房条件、生活条件以

及社会环境的差异很大。 

据报道，所有联邦州的教育部门都为

减小这种不平等做出了努力。例如，向学

前和学校语言发展机构投入大量资金，以

帮助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个别联邦州还

为弱势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的工作人员。

例如，汉堡市要求其市内三分之一的小学

班额不超过 19人（通常情况下为不超过 23

人）。在许多州，有针对个别学生的特别支

持计划，并为相关教师提供特别支持、咨

询和进一步培训。尽管做出了许多努力，

减小弱势学生群体学习水平差距的效果依

然是有限的。在不久之前，各州文教部长

联席会议的学习状况调查研究表明，尽管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弱势家庭背景儿童的

教育成功率远低于预期。因此这个问题越

来越引发国际关注。许多国家在近年来已

经启动了一些项目，例如美国的“学前教

育计划”。这项计划涉及到在学校和日托的

早期干预，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等。

教育参议员拉贝说：“完成这项任务，对我

们社会的未来和许多儿童的未来至关重

要。” 

报道称，联合政府在联盟协议中决定，

“按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联合倡议，应

着手资助学习成绩优异及学习能力优异的

学生，资助弱势地区学校的发展、资助难

民融入的特殊任务。联邦还应确保对相关

研究的支持，以及评估所采取措施的有效

性。各联邦州负责陪同和资助参与该项目

的学校。” 

在报道中柏林市教育参议员桑德拉•

谢尔斯表示：“社会焦点中的学校不仅在知

识传授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同时在价值

交流方面承担额外的责任。此外，学校经

常还需要承担父母无法充分履行的教育任

务。所有这些使得学校需要额外资助。例

如在柏林市，我们的‘奖金计划’ 已经积

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借助这些资助，

学校可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雇佣社会工

作者或教育工作者等。”汉堡市教育参议员

拉贝认为：“应该尽快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

的基础部分。我们将在各州文教部长联席

会议上提出相应的倡议。让各州参与进来

并举例说明好的方法。这个计划的目的在

于改善弱势地区学校学生的社会环境，并

减小社会出身与教育成就之间的相关性。” 

 

来源：德国《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刘佳 

 

俄罗斯：俄罗斯将在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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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新的教师资格认证模式 

据俄罗斯教育部官方网站 2018 年 6

月 19 日报道，随着俄罗斯联邦国民教师

专业成长机制的确立与不断地发展与完

善，俄罗斯联邦政府选定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当天，举行对于教师资格认证的新

模式认证，并且开展审查、评定用于认证

各位教师的统一联邦评估资料，此外还需

对于教师的课程讲授、教学方法、心理素

质与教师素养、交流能力等等的相关专业

技能进行审查测评。 

在 2018 年 6 月 19 日当天，一共有来

自俄罗斯联邦 19 个地区的 104 个普通教

育机构中的 619 名教师自愿参加此次教师

资格认证测试。本次教师资格认证测试是

在教师所在学校的资格水平认证基础上开

展实施的。参加此次认证测评的教师需要

提交所有用于认证的统一联邦评估资料，

随后进行课程讲授、教学方法、心理素质

与教师素养、交流能力等方面的相关测

试。在接受完测试后，教育部门有关专家

将在俄罗斯联邦专家评审委员会上审议此

次参与测评的教师们的评审结果；审议结

果将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期

间提交给俄罗斯联邦和各地区大众媒体，

并且邀请媒体共同参与公开和专业的讨

论。 

随后将于 2018 年 11 月份，在全俄会

议上讨论如何建立新型教师资格认证模

式，如何引入更好的经验与新的方法，从

而更加客观全面地开展对于教师资格水平

的认证，构建新型教育资格认证体系。 

 

来源：俄罗斯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玥 

 

 

 

 

法国：2018年法国高考 

拉开帷幕 

据《20 分钟报》2018 年 6 月 18 日报

道，2018 年度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在本周

一拉开帷幕。从 6 月 18 日开始，75 万多

名法国高中生将经历为期一周的大考，哲

学科是第一门考试。法国是世界上唯一一

个将哲学作为高中毕业考试必修科目的国

家，而哲学也是令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

财富。今年的文科哲学考题为“文化能否

让我们更具人性”、“我们是否可以放弃真

理”，或者评论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著作《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的相关段落。经济社会科

考题为“所有真理都是终极真理吗？”、

“我们可否对艺术无动于衷？”，或者评

论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

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相关段

落。在哲学考试中，考生须在 4 小时内选

择一道题目作答。 

另外，据法国国民教育部提供的官方

数据，2018 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的报名

人数总计 753148 人，其中个人考生

(candidats individuels)16688 人，创下法国

Bac 历史上参加考试人数最多的记录。各

科考生人数及比例如下：普通类会考考生

402707 人，占 53%；技术类会考考生

154822 人，占 21%；职业类会考候选人

195619 人，占 26%。2018 年报考总人数

比 2017 年增加 5.06%；其中普通类增加

1.46%，技术类减少 4.57%，职业类则增

加 27.67%。2018 年报名参加提前考试科

目的普通和技术类会考考生共计 536863

人，比 2017 年减少 0.13%。今年考生中

最年轻的只有 11 岁零 10 个月，年纪最大

的为 76 岁。2018 年在全法国和 92 个组

织会考的其它国家共设有高中会考考试中

心 4635 个，各类科目试题 2990 个，笔试

阅卷和口试主考人员共 174331 人；共需

审阅卷子约 4 百万份。2018 年高中会考

中可供考生作为必修和选修科目选择的外

语共 23 门，只能作为选修科目的外语共

24 门，还有 12 门地区语言。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7月第 13期 政策参考 

World Education News  Jul. 2018  No.61 
5 

来源：《20 分钟报》 

编译者：王丽媛 

 

 

 

 

 

 

 

加纳：教育学院将在9月升级

为高校 

据加纳政府官网 2018 年 6 月 19 日报

道，加纳所有的教育学院将在 2018-2019

年度升级为高校，并同时开设 4 年制教育

学士学位课程（B.Ed）。 

这些学院原本隶属于海岸角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随后又成为其

他公立大学的附属机构。此次升级将保证

这些学院的第一学位能够满足国家教育系

统任何一级教学岗位所需学历的最低标准。

在此之前，教师若要获得一级学位，除需

修读教育学院三年基础教育课程，拿到其

文凭（DBE，“Diploma in Basic Education”）

后，还需在海岸角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远

程教育来获得学历上的提升。这意味着，

除了为获得学位所花费资金外，还需花费

至少五年的时间来获得学位。随着教育学

院的升级以及其教育学士 4 年学制的推出，

教师将在 4 年培训结束后立即获得第一学

位。这一举措不仅能确保学生能在大学一

毕业就能从事教学工作，同时还能提高其

工资。 

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Akufo Addo）

表示，加纳欲取得成功，必须培养高素质

和具有进取精神的教师，让他们为国家经

济改革培养高素质，工作高效的劳动力。

为此，阿库福总统强调政府已经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包括让教师的基本工资增加

11%，偿清政府 2013-2016 期间拖欠教师

的欠款，如差旅津贴、转职和加班补助等

等。阿库福总统同时也高度重视提高和加

强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政府也已经开始

给相关院校提供相应教学实验设备，以提

高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办学能力。 

 

来源：加纳政府官网 

编译者：谭瑞欣 

 

 

 

 

 

 

 

新西兰：新西兰审查小组支持

废除国家标准 

据新西兰《新西兰先驱报》2018 年 6

月 10 日报道，政府成立了十三人课程、进

展和成就部长级咨询小组（13-member 

Ministerial Advisory Group on the 

Curriculum,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其

目的是支持学校废除国家标准（National 

Standards）。随着政策审查小组数量的增多，

公众开始质疑其职能，并对其进行批判。

因此，该咨询小组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沉

默。近日，该小组将向教育部长克里斯•希

普金斯（Chris Hipkins）提交了一份报告，

该报告说明了废除旧国家标准两年后，衡

量 1 至 10 年级学生取得进展和成绩的新

措施。 

教育部发起了一项网上调查，旨在征

求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此项调查将

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对外公开，于 6 月 28

日结束。国家党（National Party）领导者西

蒙•布里奇斯（Simon Bridges）上周对工党

领导的新政府开始实施的 122 项政策审查

进行指责。据了解，该部长级咨询小组并

没有参与此次政策审查。政策审查结果将

于 9 月份公开。国家党教育发言人尼基•凯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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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i Kaye）表示，目前关于教育方面的

审查小组有十几个，公众都很好奇它们将

如何在一起合作。她还表示，一些小组的

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普金斯表示，教育

部已经将咨询小组及其相关组织在网站上

公开了一段时间。他还表示，希望这些咨

询小组能够保证我们所做的任何改变都基

于专家意见，并且负责实施这些新措施的

人员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咨询。 

希普金斯去年宣布，小学不再需要报

告学生在国家标准方面的进展，并表示他

将在 2018 年 9 月之前与相关部门、学生、

家长等人一起开发新方案。然而，在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布的相关文件中，他表示开

发一种新方法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需要做

的是促进课程的合理使用，从而加强对于

所有学生进步和成就的理解和支持。对此，

他已请咨询小组进行说明，如在学习过程

的不同阶段，所有学生都需要最基本的学

习；与学生、家长等人分享信息，并及时

向他们报告相关进展等。 

与此同时，教育部还印发了新版本的

进展与一致性工具“Pact”（Progress and 

Consistency Tool），该工具由国家政府制定，

以保证能够统一衡量 1 至 8 年级的国家标

准。该工具同样适用于 10 年级。另外，教

师可以利用该工具，根据国家标准或新西

兰课程的前五个级别选择是否评估他们的

学生。小学教师联合会和新西兰教育学院

（NZ Educational Institute，简称 NZEI）迄

今为止一直抵制这一工具的使用，但新西

兰教育学院院长林达•斯图亚特（Lynda 

Stuart）却赞同对于所有课程的学生进行评

估的计划。因为与之前仅仅对国家标准所

涵盖的阅读、写作和数学课程进行评估相

比，这标志着一大进步。她表示，一些教

师正在使用这一工具，但考虑到它与国家

标准测量方式的关系，人们最终很可能会

利用原来对儿童学习进展进行衡量所用的

其他工具。 

来源：新西兰《新西兰先驱报》 

编译者：孟佳妮 

 

韩国：教育部计划于今年8月 

确定高考改善方案 

据韩国《首尔经济》报 2018 年 6 月 4

日报道，教育部于 2018 年 6 月 4 日表示，

将在 8 月末之前确定国家教育会议规定排

除在公论化范围之外的大学入学考试（韩

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制

度的修改细节。这些修改细节中包括学生

档案综合审核方案等内容。 

韩国的国家教育会议是作为总统直属

的民官联合咨询机构，于 2017 年 12 月成

立，其目的是为了主导教育革新及中长期

教育政策的讨论。“国家教育会议的设立及

运营相关规定"中规定，国家教育会议负责

对教育革新、学术振兴、人力资源开发及

人才培养相关的主要政策等事项进行高效

率的审议。具体负责内容包括：提出具体

的教育经费预算和中长期政策方向；发掘

教育革新课题；并通过舆论收集支持国政

课题等政策的推进。此前，总统直属的国

家教育会议在综合考虑了国民的关注度和

大学入学择优录取中所占比重和专业判断

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制定了改编大学入学

考试制度的公论化范围。制定公论化的范

围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关注点在于：学生部

为主招考(包括学生部综合录取及学生部

分科目录取)和大学修学能力考试为主招

考之间的比例问题；大学修学考试招生中

是否活用最低学力标准；大学修学考试的

评分方法(转换成所有科目绝对性标准评

价或维持现有的相对评价)等 3 项。 

国家教育会议指示，在学生部录取改

善案中是否废除学生自我介绍书、是否废

除教师推荐书、大学入学评价标准、大学

录取结果是否公开、大学入学考试科目结

构、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大学入学考试和

EBS 的相关率等问题将由韩国教育部决定。

国家教育会议特别表示：是否废除自我介

绍书，以及是否将综合社会科目和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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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目在大学修学考试科目中排除等问题，

需要充分收集国民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

经过教育部周密的讨论后才可定夺。 

教育部表示，此次讨论需要与教育评

价专家、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韩国教育

课程评价院推荐研究员等进行合作，并通

过问卷调查、大学政策论坛等充分征求国

民的意见，进行专业性、技术性的讨论。

如果对具体事项进行修改，也会对修改内

容的优缺点跟进研究。教育部表示，国家

教育会议会将市民参与型公论化政策和改

善学生部的政策内容有机结合，在 8 月末

之前制定综合性的大学改革方案。 

 

来源：韩国《首尔经济》报 

编译者：朴仙子 

 

 

 

 

 

 

 

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主任： 

儿童不应因其移民地位而被 

与家人隔离 

据联合国官方网站 2018 年 6 月 19 日

报道，美国政府对无证件移民的零容忍政

策导致了在该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地区有

大约 2000 名儿童与父母隔离。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执行主任福尔今天发表声明，对此

表示高度关注。 

儿基会执行主任福尔在声明中表示，

这些儿童，有些甚至只是婴儿，因为在美

国寻求安全而被与父母分离，这令人心碎。

福尔指出，儿童，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或他

们的移民地位如何，他们首先是儿童。那

些别无他法而逃离家园的儿童有权得到保

护，有权获得必要的服务，并与家人在一

起，就像所有其他儿童一样。正是这些权

利的实现为每个孩子提供了获得健康、快

乐和富有成效的未来的最佳机会。 

拘留和家庭分离是创伤性的经历，可

能使儿童更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并可能

产生不良压力，这些压力可能会影响儿童

的长期发展。这种做法不符合任何人的最

大利益，特别是那些深受影响的儿童。儿

童的福利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福

尔指出，“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及人民一直

支持我们努力帮助全球受危机影响的难民

儿童。无论是叙利亚还是南苏丹的战争，

索马里的饥荒，还是海地的地震，美国都

在帮助并接纳那些流离失所的儿童。我希

望美国在实施庇护程序和法律时，将难民

和流动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最重要的考量

因素。” 

 

来源：联合国官方网站 

编译者：鲁春秀 

 

世界银行：民间社会组织展示

对教育政策评估的结果 

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2018 年 6 月 12

日报道， 来自乌兰巴托市区教育部门的

140 多名代表以及中学理事和校长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齐聚一堂，讨论中学教育政策

评估的结果，如学校环境、学生的课外活

动，预防不健康生活方式引起的非传染性

疾病等。 

作 为 蒙 古 主 流 社 会 问 责 项 目

（ Mainstreaming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Mongolia, MASAM）的一部分，民间社会

组织首次进行评估，此次评估由世界银行

和瑞士发展与合作署支持。乌兰巴托市副

市长 Sh. Ankhmaa 指出：“在公民参与的情

况下评估教育政策和计划，这为公民参与

决策过程开辟了道路，最终目标是改善公

共服务。乌兰巴托市长办公室正在计划将

那些需要改进的项目和政策进行外部评估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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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制度化。” 

蒙古独立研究所、蒙古教育联盟和

Tungaamal 非政府组织被选中进行项目支

持的第一轮政策评估。因此，自 2017 年底

以来，已有 70 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

机构接受培训。 

蒙 古 教 育 联 盟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Davaasuren 认为：“该过程使得利益相关者

能够提出建议，以加强参与实施的每个机

构和组织的教育政策成果。在外部评估方

面的工作，通过实践来了解这一过程特别

有趣。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培训和逐

步的指导。政策评估就像一个镜头，我们

不仅能够看到教育部门的问题，而且还能

看到我们国家更大的发展问题。” 

 

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编译者：路一凡 



 

 

World Education News  Jul. 2018  No.61 
9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7月第 13期 专家声音 

 

 

美国：硅谷是否正在使个性化

学习变得标准化？  

Is Silicon Valley Standardiz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Facebook 每月有超过 20 亿的全球活

跃用户，在数字新闻和信息发布上拥有一

定的垄断地位，因此该网站出现的任何问

题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前段时间，

剑桥分析公司挖掘 Facebook 用户数据以

达到左右其政治选举态度的案件代表着用

户网络隐私侵犯的新形式。但事实上，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本人对科技驱动型个性化教

育看似有益的支持实质上也是一种垄断。 

个性化学习（personal learning）指的

是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个人兴趣来设计

课程和教学。个性化学习对扎克伯格和他

的妻子来说意义重大，从他们近年来的投

资举措中就可以看出。两年前，他们宣布

其有限责任公司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每年将对儿童全面的个性化学习投资数亿

美元。2018 年 5 月，他们还给芝加哥的公

立和私立学校资助 1,400 万美元以支持学

生的个性化学习。此外，他们最近也同比

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Gates 

Foundation）合作，投资并研发了一系列“先

进”的教育举措，包括个性化的数学教学。 

个性化学习如果做得好确实可以让学

生自主创建自己的学习项目和学习路径，

并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支持，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然而，硅谷（指硅谷里的

企业、创业家，以及那种创新、创业精神

与氛围）参与个性化学习议程的制定可能

会造成一种破坏教育多样性本质的片面模

式。 

具体而言，基于商业技术的个性化学

习平台很有可能会因一种知识商业化和产

品导向的学习路径而造成儿童学习的标准

化。过快采用这种个性化学习平台的学校

可能会损害它们为学生提供非技术媒介的

学习体验的能力，如户外教育、实体图书

馆或音乐课程，即远离了以人为中心的教

学，没有意识到学习不仅仅是在精美包装

的技术中吸收知识。以扎克伯格 2016 年投

资 5,000 万美元的 BYJU 数学和科学学习

APP 为例，它提供了超过 1,000 小时的视

频练习题和内容，但重点关注从学生偏好

和学习风格中所透露的学习动机，而牺牲

掉了课堂辩论和面对面的教学的时间。在

接受了这项个性化教育项目之后，家长们

抱怨说他们的孩子被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 

如果学校想要继续通过个性化学习来

培养具有关爱、创造力、自信和批判性的

思想家，那么个性化学习也需要更加透明

化，以便教育者和最了解学生的家长可以

修正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科技公司与

学校之间的任何合作都应基于家庭、教育

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真实合作与参与。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娜塔莉娅•库奇尔科娃

（Natalia Kucirkova）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英国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和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的会员。她主要研究支持儿童阅

读的创新性路径以及个性化学习。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5/3

0/is-silicon-valley-standardizing-personalized-

learning.html [2018-05-29]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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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真的对亚裔有偏见吗？ 

Smoking Gun on Anti-Asian Bias at Harvard? 

近日，哈佛大学被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哈佛大学采用了对亚裔学生不公平的录取排

名方式——如果仅把学术水平当作录取标准的话，亚裔学生的录取率可以更高。对于不同种

族或族群的学生，哈佛设置了不同的录取标准。哈佛大学从未否认过将种族和族群列入招生

的影响因素，但也强调这只不过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他因素还包括家庭困难、天赋、特

长等。但是，即使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相关数据仍然显示亚裔学生正处于不利地位。 

一般来说，哈佛大学对于贫困学生（哈佛大学将家庭年收入在 60,000 美元以下的学生

界定为贫困学生）有政策倾斜。但是，如图 1 所示，通过横向比较发现，在所有贫困学生中，

亚裔学生比国内其他任何族裔学生的录取率都低，为 10%，而录取率最高的印第安裔学生则

为 15%。而在非贫困学生录取率中，亚裔学生也是最低，仅为 7%。 

 

图 1 2009-2016 年间哈佛大学对不同种族和收入学生的平均录取率对比图 

另一组数据显示，在不同的考察维度下，不同种族的学生录取率差异极大。如表 1 所示，

如果仅考虑“学术维度”（考试成绩），亚裔学生的录取率会高达 43.04%，非裔和印第安裔不

到 1%；在“传统和运动维度”（考虑传统和运动加分）下，亚裔录取率下降为 31.4%，非

裔和印第安裔则上升到 2%左右。而最终实际的录取情况为，亚裔 18.66%，非裔 10.46%，

拉丁裔则为 9.46%。在除学术维度外的其他维度中，白人的录取率基本都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平均在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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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维度下各种族学生录取率情况表 

 

公平录取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收集了大量数据，并邀请杜克大学经

济学教授彼得•阿西迪亚科诺（Peter Arcidiacono）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由此发现了一些

相对恒定的规律：经过换算，当处于同样绩点和考察因素下时，亚裔学生的录取率为 25%；

而白人的录取率是 35%；拉丁裔的录取率为 75%；非裔的录取率则高达 95%。 

然而哈佛大学并不承认录取时存在歧视。他们为此给出的回应是：“我们一直致力于评

估申请人的整体情况，综合考虑每个申请人独特的背景和经验、考试成绩、能力、性格、学

术和课外兴趣，种族和民族背景，以及生活经历，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校园社区。”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missions/article/2018/06/18/harvard-faces-new-scrutiny-over-how-it-

evaluates-asian-american?utm_source=Inside+Higher+Ed&utm_campaign=49ba6d8014-

DNU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1fcbc04421-49ba6d8014-

234489697&mc_cid=49ba6d8014&mc_eid=b4bb9f2eb4 [2018-6-18] 

编译者：白瑞鑫 

 

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债务负担 

Student Loans: Use of RPI Costs Graduates Up to £16,000 

英国下议院图书馆（House of Commons library）的调查研究显示，由于保守党政府使用

不可靠的通胀手段——RPI（retail price index，零售物价指数）来制定基准利率，英国大学

毕业生的债务负担增加了约每人 16,000 英镑。保守党政府为此遭到了工党影子内阁、英国

央行（Bank of England）和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cs）的抨击。 

尽管英国央行早已将 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调节通胀的主

要手段，但是学生债务利率仍然主要受到过时了的 RPI 的影响，而 RPI 在近些年来要始终

高于 CPI。工党影子内阁财政部首席秘书（Labour’s shadow chief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

彼得•多德（Peter Dowd）说：“保守党在人为地操纵利率以加重学生的债务负担，每人 50,000

英镑的债务负担还不算，他们还要再额外地给学生增加 16,000 英镑的负担。”英国教育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的报告《英格兰地区学生债务预测》（Student loan forecasts, 

England: 2017-18）显示，英格兰地区大学毕业生债务总额在 2017-2018 年可能达到 150 亿英

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奖助学金及生活补贴的停止发放；到 2022-2023 年，尽管预期学生数

量会下降，但是学生债务总量将突破 200 亿大关。2018 年秋季学生的债务总量将迎来最大

增幅，2018-2019 年增幅为 10%，2019-2020 年增幅预测为 7%。（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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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23 年英国学生债务增长预测曲线图 

教育部分析人士称：“根据报告，学生债务增长主要是由政府政策所致，尤其是从 2016-

2017 学年的新生开始，原先的助学金都变成助学贷款”。该报告还显示，在本学年入学的全

日制大学生中，只有 30%的人能够在协议的 30 年后全额还清贷款。共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

彼得•多德（Peter Dowd）指出，政府在 2011 年的时候为了提高公共部门的养老金曾终止使

用 RPI，而转向 CPI，“政府有目的性地调整政策来获得最大利益。他们使用一种政策来削减

工人的养老金，使用另一种政策来增加学生的债务负担，同时剥削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个群

体。”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8/jun/28/student-loan-interest-rates-rpi-retail-prices-index-

inflation [2018-6-28] 

编译者：白瑞鑫 

 

澳大利亚：贫困儿童在保育市场化的政策中处于不利地位 

New Childcare Policy Still Leaves Vulnerable Families Behind 

在过去的十年里，尽管澳大利亚儿童保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补贴范围、提高了

保育质量，但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与护理质量管理局（The 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 

Care Quality Authority，简称 ACECQA）的调查显示，贫困儿童在保育政策里始终处于不

利地位。 

首先，64%的长期日托机构（long day care centres）是营利性的（见图 1）。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澳大利亚两个主要党派都支持非营利性日托机构实现营利化改造。如今，全澳

大利亚范围内注册的 7,409 个长期日托机构中，近三分之二都为营利性质。在市场化的过

程中，父母成为保育市场中可以“自由选择”服务的消费者。正因如此，贫困家庭无力支付

保育费用。当前最贫困地区 4 至 5 岁儿童每周接受保育服务的时间不到 10 小时，大量土著

儿童每周接受保育服务的时间不到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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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日托机构数量占比图 

其次，众多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日托机构服务质量没有达到国家质量标准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简称 NQS）（见图 2）。根据区域社会经济指数（Socio-

Economic Indexes for Areas, 简称 SEIFA）的划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 9 区和 10

区的日托机构中低于国家质量标准的占 18.4%，高于国家质量标准的达 39.3%；而社会经

济水平较低的 1 区和 2 区的日托机构低于国家质量标准的达 24.4%，高于国家质量标准的

只占 28.5%，这也意味着贫困儿童更难获得合格程度以上的保育。此外，在未达到国家质

量标准的日托机构中，营利性日托机构所占比例最大；而在高于国家质量标准的日托机构

中，营利日托机构所占比例最小。 

 

图 2 不同社会经济分区的日托机构与国家标准关系图 

2018 年 7 月初，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新的儿童保育政策，但该政策并没有改变原有政

策中贫困儿童所处的不利地位。不仅如此，它的补贴资格评价方式更为复杂，政府在补贴

资格认定方面的权力过大，贫困儿童误失补贴资格的几率增加。此外，日托机构收费标准

未受监管，而补贴率又与儿童每小时托管费用相关，这就导致日托服务收费继续增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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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政府仍然任由国内保育服务市场化运作，贫困儿童在保育政策中的不利地位就很

难得到改变。 

 

延伸阅读：区域社会经济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es for Areas，简称 SEIFA）是由澳大利亚统计局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简称 ABS）根据社会经济优势和劣势对澳大利亚各地区进行排名的指标，

该指标基于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信息，其中，1 区和 2 区是社会经济评分最低的区域，9 区和 10 则是评分

最高的区域。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ew-childcare-policy-still-leaves-vulnerable-families-behind-99145 [2018-07-02]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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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想要改进数学教学？ 

尝试下培训教练员吧！ 

Want to Improve Math Teaching? 

Try Coaching the Coaches 
为了提高数学教师的教学水平，美国

田纳西州在 4 年前启动了教学培训项目

（instructional coaching program）。该项目

精心挑选一些教练员同 3-8 年级的数学教

师合作，以培养其复杂思维能力并提升其

数学教学质量和水平，使之达到评价标

准。 

然而，随着项目的进行，田纳西州教

育部的项目负责人劳拉•布克（Laura 

Booker）逐渐意识到：“该项目还缺乏合

适的教练员，我们需要对教练员在教学以

及如何同学校里的教师一起合作等方面进

行培训。”随后，在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的资助

下，该项目采纳了一种持续改进的流程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cess），即

项目研究人员定期分析教练员的工作数

据，并依据数据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培

训和指导。最后，该项目成功的创建了一

个培训数学教练员的模型。到目前为止，

田纳西州 31 个学区的 70 多名教练都接受

了这种培训。 

这种教练员培训模型要求教练指导教

师在课前建立教学目标，并同教师深入而

又具体地讨论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

生思维构成的“教学三角”（instructional 

triangle）。此外，该培训模式还要求教练

员每学年至少要同教师合作三次课例。下

图是教练员和教师课例合作的详细流程，

包括课程选择、说课、课堂观察、课堂反

思四部分。 

 

图 1 教练员与教师课例合作的流程 

对于现在担任汉密尔顿县学区小学数

学和科学主任的教练员约翰斯（Jamelie 

Johns）来说，教练员最大的挑战是要学习

如何与成年学习者一起工作。“作为成年

人，我们的教学方式与学习习惯基本已经

固定。要在教学中不断改变是很困难的”。

因此，教练员也需要专业发展的培训，这

也是教练员培训模式创建的原因所在。在

该项目的指导下，约翰斯的专业能力有所

提升，约翰斯所指导的三名数学教师也取

得不错了教学成绩。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6/1

3/want-to-improve-math-teaching-try-

coaching.html [2018-06-12]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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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早期语言学习”

计划促进其文化的多元化 

Learning Languages Early Is Key to 

Making Australia More Multilingual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多语种使用

国，目前正在使用的语言大约有 300 种。

尽管在泛悉尼（the Greater Sydney area）

地区，近 40%的家庭能够使用英语以外

的其它语言交流，并能够为孩子提供例如

周末在社区进行语言学习的机会，但在新

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等一些

地区，多语种使用和教育状况并不理想。

为了帮助儿童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尽早接

受良好的语言教育，澳大利亚政府于

2017 年实施了“澳大利亚早期语言学

习”（Early Learning Languages 

Australia，简称 ELLA）计划。 

“澳大利亚早期语言学习”计划以平

板电脑为载体，通过角色、游戏和歌曲等

互动程序来吸引学龄及学龄前儿童，激发

其语言学习的好奇心和学习欲。该计划基

于为期几十年的早期浸入式语言学习的国

际研究成果，研究显示，认知、神经、视

觉、概念等因素都会对早期语言学习产生

积极影响。此外，儿童在歌曲和游戏中的

语言使用方式类似于人类的母语学习方

式，且早期儿童能够更为准确地进行各类

语言的模仿和发音。该计划的实施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因此，近日澳大利亚政府决

定再增投 1,180 万美元以进一步推广该计

划，促使该计划的实施范围扩大至全国

5,000 所幼儿园，并在原有语言（包括阿

拉伯语、中文、法语、意大利语、日语等

9 种语言）的基础上增设韩语、越南语、

土耳其语等作为学校正式课程。 

但是，该计划也遭到了部分学校领导

和学生家长的质疑：一是担忧缺少足够的

合格教师来支撑该计划，二是增设的多语

种学习课程挤占了学校正常课程安排的时

间。针对这些质疑，支持者认为：目前负

责早期语言教学的专业教师培训已经开

始，并且部分学校的早期语言教学内容已

经成功与传统教学内容（如地理、科学

等）相结合，学生的多语种学习与传统知

识学习并行不悖。早期语言学习能促使学

生正视自己的文化并尊重其它文化，这与

澳大利亚“跨文化理解”的课程目标一脉

相承。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learning-

languages-early-is-key-to-making-australia-

more-multilingual-99085 [2018-07-02] 

编译者：杨希 

 

肯尼亚：中学入学率偏低问题

难解决 

Why Funding Alone Can’t Shake up 

Kenya’s School Transition Rate 

针对中学入学率偏低的现状，肯尼亚

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2008 年，肯尼亚政

府取消了日间中学（secondary day schools）

学生的学费，使得 2016 年肯尼亚中学净入

学率从 2008 年的 28.9%增长到了 52.1%；

2018 年初，肯尼亚政府又增加了生均补贴

金额，数目达到了 2008 年的两倍多。尽管

如此，肯尼亚的中学入学依然存在很多问

题。教育研究员阿萨约（Asayo Ohba）表

示，上日间中学所需的费用是双职工家庭

月均工资的 8 倍、自由职业家庭月均工资

的 12-17 倍、从事临时工作的农民家庭月

均工资的 19-20 倍。财政支持虽然涵盖了

学费，却没有覆盖学生需支付的众多其它

费用，如提前缴纳的学校财物破损赔偿保

险金、学校设施更新的资助款、校服费、

午餐费等，这意味着许多儿童仍然无法进

入中学。 

2018 年初，肯尼亚政府又启动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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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育”（Peleka Mtoto Shule）活动，呼

吁学生父母和社区为孩子提供上中学的机

会，然而效果并不显著。到 1 月中旬即入

学日期截止时，只有 27%的适龄学生到该

地区的中学一年级报到。造成如此低入学

率的原因主要有学生家庭与学校之间路途

遥远，恐怖组织与犯罪活动对学生造成安

全威胁，学生父母仍无力支付财政减免后

的学校费用，以及无钱购买校服、文具等

用品。 

此外，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

（African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Center, 简称 APHRC）于 2013 年发起了旨

在借助社区力量帮助学生升入中学的计划。

该计划倡议学生家长及社区为学生提供包

含识字、算术等学业指导、生活技能指导、

领导能力培养、家长培训等内容。该计划

在 2013-2015 年只针对女学生，三年后，

女生中学入学率提高了 20%。 

参考肯尼亚中学入学率仍然偏低的现

状及上述多项举措实施的效果和问题可以

看出，单单靠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并不足以

解决肯尼亚中学入学率偏低难题，肯尼亚

中学入学率的提升要靠自上而下的政府政

策和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得

到解决。 

 

延伸阅读：日间中学（secondary day schools），

与寄宿中学相对，指学生早上到学校上课，下午

放学便回到家中的学校。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funding-

alone-cant-shake-up-kenyas-school-transition-

rate-95443 [2018-05-30]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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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7-29】第二届国际大

数据与教育会议 

2019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d Education 

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27-29 日 

会议地点：格林尼治大学，伦敦，英国 

参会机构及人员：世界各地研究者 

会议内容： 

大数据指的是来自计算机、移动设备

和机器传感器的大量数据流。通过大数据

分析可以更加科学地为人类提供正确的问

题解决方案，获得以往无法想象的宝贵见

解。目前，大数据与教育的交叉研究也成

为了国际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次大会

将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交流分享的机会，

共同解决大数据和教育领域的有趣问题，

讨论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方法。 

此次大会欢迎来自以下主题（但不限

于）的论文来稿，包括大数据科学和基金

会、大数据的应用程序、大数据基础设施、

大数据管理、大数据搜索和挖掘、大数据

安全，隐私和信任、在线学习平台、电子

教育系统和技术、生物学教育、小学教育、

高等教育、语言教育、数学教育等。 

大会所接收的所有论文将会收录于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简称

ACM)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另外还会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Education, e-

Business, e-Management and e-Learning 

(ISSN: 2010-3654, 简称 IJEEEE)发表。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bde.org/ [2018-07-08] 

编译者：倪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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