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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正式提议合并 

美国的教育部和劳工部 

据美国《教育周刊》2018 年 6 月 21 日

报道，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希望将美国教育部和美

国劳工部合并成一个专注于劳动力培训和

职业发展的机构。但是这一在周四内阁会

议上宣布的计划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而

这一提议要得到批准将十分艰难。废除存

在近 40 年的教育部或者把它与另外一个

机构合并，类似的提案近些年已经减少了

许多。 

将教育部和劳工部合并的提议是重塑

整个联邦政府计划的核心内容。根据白宫

提供的这份计划的大纲，这个也许会被称

为“教育与劳工部”（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的新机构将

负责满足美国学生和在职人士的教育、技

能开发、工作场所保护、退休保障等多项

需要。美国教育部部长贝奇•狄维士（Betsy 

DeVos）表示，该计划将有助于打破教育和

职业发展计划之间的“人为障碍”。狄维士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

承诺：将减少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干预，

并使联邦政府更加高效和有效。今天大胆

的改革提议朝实现这一承诺迈出了一大步。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人为障碍已经存

在了太久了，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 20 世纪

的联邦机构以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这一提

议将使联邦政府对美国的学生、职工和学

校的各种需求做出更多回应。” 

根据特朗普总统合并教育部和劳工部

的提议，新组建的“教育与劳动部”将有

4 个主要的机构：K-12 部门、高等教育与

劳动力发展部门、执行部门（Enforcement）、

研 究 评 估 与 管 理 部 门

（Research/Evaluation/Administration）。 

根据白宫的报告，K-12 部门将包括针

对处境不利的学生的 Title I 计划、影响援

助（Impact Aid）、学校改进计划、学校安

全和公民计划、印第安人教育（ Indian 

education）、创新和改进、英语习得和特殊

教育。目前由教育部管理的教育科学研究

所（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IES）

以及公民权利办公室（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不会成为 K-12 部门的组成部分。

相反，教育科学研究（IES）所将成为研究

评估与管理部门的一部分，IES 目前的预

算为 6.13 亿美元。研究评估与管理部门还

将负责教育系统的评估、计划和管理以及

学生援助管理。而预算为 1.17 亿美元的公

民权利办公室将被合并到执行部门，该部

门还包括前劳工部的工人保护机构。高等

教育将由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发展部门负责，

该部门旨在促进高校的创新和改进，监督

职业和技术教育以及成人和青年的人力资

源开发。 

该提案还需要国会的批准，这可能是

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在国会结果正式宣

布之前，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

委员会的民主党最高参议院帕蒂•默里

（Patty Murray）表示这一提议“不切实际、

毫无帮助，而且徒劳无益”。 

 

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罗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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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大学生自杀人数 

统计数据首次正式公开 

据英国广播公司 2018 年 6 月 26 日报

道，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数据显示，2017 年 7 月至 12 月

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发生 95 起大学生

自杀事件。英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关于学生自杀的数据很少对外披露。去年

秋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含有心理健康

问题的学生数量在十年内增加了五倍。到

目前为止，有关学生患者的年龄段、本科

或研究生状况或与没有参加高等教育的同

龄人等细节并没有具体披露。 

截至 2017 年 7 月，在英格兰或威尔士

的大学里，有超过 200 万学生正在学习，

这意味着自杀率为每 10 万名学生中有 4.7

人死亡。年轻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年轻女性。

克里斯•库姆斯（Chris Coombs）在 10 年

前在大学里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他现在

回到大学学习，并准备成为一名辅导员，

帮助那些发现自己处于困境的学生。他表

示当时自己变得非常孤立，并开始故意孤

立自己。不管理自己的卫生状况，没有去

听讲座，也不回复电子邮件。克里斯承认，

很难想象如何通过自我努力利用可用的资

源来帮助自己解决他的情况。正是由于这

样的经历，克里斯从事大学生咨询的工作。

目前，他已经接受咨询，向朋友开放并参

加活动，如合唱团唱歌。克里斯表示，比

较 10 年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大学，以及其他

机构如何看待心理健康方面的深刻变化时，

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有些服务不仅仅

是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是核心理念的转变。

因为这涉及学生的成功，是符合大学和学

生根本的利益。他表示大学在提供学生支

持方面越来越好。以前很多学生可能会在

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感到自己被困在一

个他们不能离开的地方。但是，现在这种

情况就会得到及时的救助。 

上个月，英国大学（Universities UK，

UUK）组织宣布正在与全国健康学会

（NHS）领导者合作，以加强对学生心理

健康的支持。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发现，

在过去五年中，94％的大学经历了学生心

理健康求助人数急剧增长的情况。很多人

试图获得支持服务，一些机构的甚至增加

了三倍。全国健康学会希望大学领导者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英国大学精神卫生

政策领导者约翰•德普（John de Pury）表示，

与同年龄的普通人群相比，虽然英格兰和

威尔士的大学生自杀率较低。这里没有自

满的余地，这对大学和社会来说仍然是一

个紧迫的挑战。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一直在使用许多不同的技术来帮助

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其中一种方法

包括为所有学生提供精神健康福利课程，

以提供帮助他们应对学术挑战和个人生活

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德比大学副校长凯瑟

琳•米切尔（Kathryn Mitchell）表示，大学

会确保一些学生在获得学位最好的结果，

同时尽量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龚国钦 

 

西班牙：新任教育部领导集体

将撤销许多旧有政策调整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2018 年 6 月 28

日报道，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

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府开启了一项新的社

会议程，主要会影响到卫生和教育方面。

桑切斯政府明显表现出想要与拉霍伊

（Mariano Rajoy）政府彻底区分开来的意

图，因此已宣布废除上任政府在这两个领

域内所有对皇家法令的调整。然而，其中

一部分措施已经又回归原样，因为他们的

议案比起现实意义来说更多的是宣传层面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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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教育部长伊莎贝尔•赛拉拉

（Isabel Celaá）利用她回应政党在政府控

制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机会，宣布政府可

能废除第 14/2012 号皇家法令的意图。这

项规定旨在为教育系统节省约 3 亿欧元的

花费。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对减少

赤字并实现预算稳定迫切需求，政府必须

采取这些措施。赛拉拉承认，该政令的其

中一些措施在 2016 年已经开始变化。但是，

无论如何，她表示“现任教育部愿意改变

那些在教育界引发大量争议的旧有措施，

因为它们给我们的教育质量造成了损害”。 

新任教育部领导集体对旧政令的恢复

过程也影响到自治区和大学。赛拉拉提醒

道：“我们需要尽快和各方展开对话，以便

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有所进展。”尽管我们

能政党议员贝拉拉（Ione Belarra）敦促她

“明确承诺某个具体的日期”，教育部长却

认为这要根据和各自治区的谈判而定。目

前皇家法令中那些尚未恢复的措施需要各

自治区更高的教育支出。教育部将不得不

克服这些地区部门拒绝增加公共开支的情

况，到目前为止情况一直如此。 

拉霍伊政府的规定中没有被应用的一

项是有关大学学费的规定。前教育部长德

维哥（íñigo Méndezde Vigo）已经宣布，

在今年的教育预算中，要减少大学入学费

用的比重。因此，之前自治区可以收取预

算的 15-25％，现在变成了 0%-25%，这意

味着在一些地区可以批准免费注册入学。

有关学生/教室比例的改革规定也被撤销，

小学的学生/教师比将从 30 人减少到最多

25 人，初中阶段从 36 人减少到 30 人，高

中阶段则从 42 人减少到 35 人。此外，2017

年非授权硕士学位的学费下限降低，更接

近于授权硕士的费用。在 2018 年预算中采

取了进一步措施，并建议将这一学位费用

的下限降到 0。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赵婉秋 

德国：德国学生读写调查 

据德国《教育视点报》2018 年 6 月

21 日报道，教育研究往往引发关于儿童

和青少年阅读和写作能力越来越差的争

论。墨卡托语言支持研究所和科隆大学二

外德语研究中心在事实核查中把研究结果

进行编排，并介绍了如何支持阅读和写作

能力发展的科学基础。 

大型教育研究（比如 ICILS、PISA、

IQB 等教育趋势）显示，虽然全体学生的

阅读表现有所改善，或至少基本保持稳

定，但是拼写错误不断增加。IQB 教育趋

势最近对四年级毕业生的调查显示了小学

生的教育趋势，这项研究也引发了全国范

围的辩论，因为各州之间的对比发生了变

化：先前做得好的州的结果更糟。在国际

比较中，针对四年级毕业生，有 20 个国

家的小学生比德国同龄学生表现得更好。

墨卡托语言支持研究所所长、兼科隆大学

二外德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米歇尔•

贝克•摩罗兹克（Michael Becker-

Mrotzek）博士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如

何才能最好地促进和支持弱势学生，这些

弱势学生大约占了全部学生的五分之一左

右。” 

影响阅读和写作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是移民背景和社会背景。例如，有移民背

景的儿童比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表现得更

差。然而，两者之间的差距与 2001 年第

一次参加大型的教育研究相比已经缩小

了。此外，当我们将社会因素纳入考虑

时，由经济、教育和家庭背景原因而造成

成绩落后的学生数量减少，这表明教育成

功首先取决于社会背景。米歇尔博士要

求：“与其反复关注移民所造成的相关差

异，不如努力减少社会背景对阅读和写作

的影响。课堂上的异质性有很多方面，我

们必须为此准备好所有的专业教师。” 

事实核查还提供了如何支持阅读和写

作能力发展的科学的解决方法。墨卡托语

言支持研究所副所长，也是事实核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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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加布尔-法伦（Simone 

Jambor-Fahlen）博士说道：“语言教育应

从小学开始。例如，押韵和把控音节能让

学生为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做好准备。”

在小学里，学习基本技能起着重要的作

用，比如流利的阅读，那些流利阅读的人

可以更专注于文本的内容。法伦博士补充

说：“我们从研究中了解到，大声阅读训

练对于发展阅读能力特别有效。当让能力

强于能力弱的学生同时阅读时，会提高他

们的阅读能力。”未来，墨卡托研究所将

把更多经过实践验证的知识运用到非科学

届的行为者的语言教育中去，因此，墨卡

托研究所希望为成功的阅读与写作教育做

出贡献。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报》 

编译者：刘云华 

 

法国：缩减小学预备班班额的

改革措施取得成效  

据“20 分钟报”2018 年 6 月 26 日报

道，自就任法国总统以来，马克龙对法国

的基础教育改革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

领导下的法国国民教育部自成立后就颁布

了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措施，旨在消除存

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提高国

家的整体教育质量。马克龙自参加总统大

选时就作出承诺，即缩减教育优先地区小

学预备班和小学一年级的班额。 

法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持续了一年

之久。从 2017 学年开始，法国多个重点

教育优先网络地区（REP+）的 2,200 个

小学预备班和小学一年级班级的班额已经

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而根据法国国民教

育部长布朗盖所言，从 2018 学年开始，

还将有 3,200 个班级的班额会将“瘦身”

成功。布朗盖表示，如此缩减班级班额的

举措是革命性的。随着班额的减小，教师

有条件提高其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个别

性，使其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学业困难。

法国最大的初等教育工会 SNUipp-FSU 在

本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提到，缩减班级

规模取得了令人的进展，有 71%的受访

教师表示，在班额更小的环境中学习，学

生们对一些知识的掌握变得更为高效；有

84%的教师表示，小班额使学生之间的互

动性大大提高；90%的教师表示，现在的

班级环境比以前更为安静，而这样的学习

环境能够促使学生们学习成绩的提高。教

育社会学家西尔凡（Sylvai）表示，小学

预备班阶段是一个学生学习基础学习的关

键时期，所以缩减班级规模是提高学生学

习效率的有效途径，而且法国是欧洲国家

在这方面做的最差的一个。 

在工会的这项调查当中人们可以发

现，93%的受访教师认为他们的专业教学

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学生数量的

减少使得他们有了开展特殊化教学的条

件。西尔凡认为，小班额能够促进学生之

间展开更频繁的互动，使教师能够尽可能

开展个性化的教学活动，从而将更多的注

意力放在学业困难的学生身上。不过，虽

然此举取了很大的成效，但部分观察依然

对此表示担忧，如小学预备班班额的缩减

所带来的问题是小学一、二年级班额的扩

大，因为很多地区并没有足够的教室提供

给预备班阶段的学生使用。另外，班额的

缩小意味着班级数量的增加，但法国的小

学教师数量，尤其是教育优先地区的教师

数量一直不足。 

SNUipp-FSU 工会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缩减班额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班额

的缩小并不足以解决法国教育优先地区所

存在的所有教育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学

业极度困难的学生而言，仅仅缩减班级规

模这一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改善小学预备

班和小学一年级班额的举措是否能够经得

起长期的考验，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学

生学业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验

证。西尔凡对此举也提出了疑问：学生如

果在预备班阶段接受了小班教学，那么他

们上了二年级以后，要重新进入一个大班

额的班级上课又该如何重新适应？但在她

看来，缩减班额无疑是正确的举措，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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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继续努力做的事是尽一切可能对所有

年级的班额都进行瘦身。 

 

来源：《20 分钟报》 

编译者：王丽媛 

 

 

 

 

 

 

 

乌干达：区领导表示性教育将

毁了儿童的生活 

据乌干达警戒报 2018 年 6 月 28 日报

道，乌干达北部国防部长格雷斯•奎维奥维

尼（Grace Kwiyocwiny）表示政府不应在学

校开展性教育，否则，儿童的生活将会因

此而走向毁灭。同时，他解释道：“性是神

圣的，但我们应避免孩子过早与之接触，

孩子们会遏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进行练

习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这不仅会毁了他们

的生活，也不符合我们的社会文化规范。” 

事实上，在本周的乌干达主教大会上，

主教们一致反对推行该政策。他们认为如

此一来，早期儿童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会

过早地接触到不适合其年龄段的内容和生

活技能。之前奎维奥维尼也谈到某些有关

同性行为的资料会被悄悄地渗透到儿童中，

扩大同性行为在儿童中的传播范围：“最近

我们在一些学校发现了宣传同性恋的书籍，

我们可不想在学校里听到有关同性恋的宣

传，毕竟我们不想让孩子们走上歧路。” 

引起如此多争议的话题缘于今年 3 月

乌干达教育部制定并通过的全国性教育框

架。据官方表示，该框架是在和利益相关

方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磋商后制定的，目的

是想通过性教育的推行，让 10 到 12 岁的

孩子能够尽早明确目标，并通过禁欲来达

成该目标。乌干达阿鲁阿（Arua）区帕祖

鲁分区（PajuluSub-county）的区长马龙•阿

维提亚先生告诉本报记者该政策能够让小

学生具有自我意识能力：“性不是犯罪，但

当此发生在未成年人中事情就变了性质。

因此，在这充满了色情的世界中，父母应

该多引导孩子以免事态脱离掌控。” 

 

来源：乌干达警戒报 

编译者：谭瑞欣 

 

 

 

 

 

 

 

日本：计算机教育将成为小学

必修课 

据日本《产经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6 月 27 日报道，从 2020 年开始实施的新

的小学指导要领中，将培养逻辑思考力的

“计算机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初中将

从 2021 年开始，高中从 2022 年开始对计

算机教育进行扩充、必修化，但是通过对

中小学生父母的调查，有 43.9%的父母并

不知道约两年后计算机教育会必修化。经

济产业省预测，IT 人才的缺乏将会进一步

扩大，可能会从 2015 年的 17 万人扩大到

2030 年的 79 万人，社会对于技术要求的

提高以及学习方针的变化，都需要整个社

会给予相应关注。 

因此，现在的计算机企业团体 WDLC

开始开发面向有孩子的家庭的计算机，以

活跃计算机教育。活动名称是“我的第一

台计算机”。适值计算机教育开始必修化，

从 2016 年开始这个活动的重要性变得越

发明显。但是，在日本孩子中并没有充分

渗透计算机所具备的教育目的。通过 2013

年内阁府的调查，欧美中学生中有 6 到 7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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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自己的计算机，但是日本孩子只有

22.1%。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的数

据表示，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国内计算

机的贩卖数持续走低。 

那么在选择与新的教育环境相适应的

计算机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点呢？文部科

学省关于在学校配置的计算机功能，提出

了 6 方面要求。WDLC 企业基于这 6 方面

要求，开发能满足在学校和家里同时使用

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要首先具备的是打

字功能。其次还有 office 软件的操作，然

后还有要设置避免孩子接触不良网站的防

护程序等。 

 

来源：日本《产经新闻》 

编译者：吴倩 

 

韩国：教育部发表“扩大残障

学生就业支援和专门就业岗位

方案” 

据韩国《EDUDONGA 网站》报 2018

年 7 月 2 日报道，7 月 2 日韩国教育部考

虑到残障学生的特殊情况，发表了“扩大

残障学生就业支援和专门就业岗位方案”。

本次发表的方案是为残障学生提供一站式

就业援助服务的相关部门在签订合约之后

采取的后续措施。 

此次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

2115 名残障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包括大

学内的岗位 35 个、地区公司的就业岗位

580 个、以及财政支援部门的岗位 1500 个；

其次，以国立大学为中心，发掘 2018 年度

的就业成功事例，以此作为典范将就业方

式在 2019 年度扩散推进到全国所有大学；

地区公司的工作岗位将与相关部门及相关

机关加强联系、加强合作，以满足残疾人

雇用需求的地区公司岗位为中心推进残障

学生的就业援助工作。此外，教育部计划

为扩大雇用残障人士并营造对残障待就业

人士友好的社会氛围而努力。为此，教育

部将在市、道教育厅成立统合服务支援联

合体，为残障学生提供职业评价、职业教

育、雇佣支援、事后管理等一站式就业支

援服务。同时，为了使大学及地区社会的

公司和单位对残疾人形成正确积极的认知，

将强化"改善度对职场残疾人士认知的培

训"。 

为提高本次方案的可行性，在过去的

6 月 21 日，国立特殊教育院为教育部的残

障相关所属机关和国立大学(产学合作团)

负责残障学生事务的机构中，为雇用残障

学生的机构负责人举办了"残疾人雇佣支

援说明会"。在"残疾人雇佣支援说明会"上，

韩国残障人士雇用团体及韩国残障人士开

发院就业支援相关负责人共同参与，为雇

用残障人士的支援制度进行了综合性的说

明讲解，同时，收集了对于雇用残障人士

现场的多种意见。 

教育部副部长朴春兰表示，为了营造

残障人士和非残障人士无差别的更优秀的

社会，扩大残障学生参与社会的机会的这

一举措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包括大学

在内的公共环境中，就更要率先发掘残障

人士的就业岗位，支援残障人士就业。 

 

来源：韩国《EDUDONGA 网站》报 

编译者：朴仙子 

 

 

 

 

 

 

 

世界银行：关于世界银行支持

尼泊尔教育部门的声明 

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2018 年 6 月 19

日报道，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关

注着最近媒体关于国家课程框架（National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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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Framework）的评论，国家课程

框架是由教育、科学和技术部制定的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世界银行尼泊尔地区经理法利斯

（Faris Hadad-Zervos）说：“我们希望说明

世界银行对尼泊尔教育部门的支持。世界

银行和众多发展伙伴为尼泊尔政府的一部

分支出提供资金，提供资金是通过使用全

部门方法（Sector Wide Approach, SWAP，

即全部门方法。全部门方法是国际发展的

一种方法，它将政府、捐赠者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聚集到某一部门），以此来执行其学

校 部 门 发 展 计 划 （ School Sector 

Development Plan）。具体而言，正如最近

的报告中提到的那样，世界银行的资金是

与 9-10 年级课程中的商定结果的进展挂

钩，而不是 11-12 年级。 

法利斯补充道：“我们提供的支持是为

了使人们在语言、科学和数学方面获得更

多的机会和成就。这与世界银行一直以来

在全球倡导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是不可或缺的学科是

一致的。” 

 

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编译者：路一凡 

 

世界银行：数百万印度尼西亚

人将从两个融资项目中受益 

以增强其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2018 年 6 月 21

日报道，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执

行董事会今天批准的两项新贷款旨在为政

府项目提供资金，为数百万印度尼西亚儿

童提供更好的营养支持，为成千上万的印

度尼西亚农业家庭提供现代化的灌溉系统。 

这项 4 亿美元贷款是专门对营养和早

期计划进行投资的，旨在通过增加孕妇和

两岁以下儿童获得关键服务的机会，关键

服务范围是从健康及营养到教育及卫生，

从而减少发育迟缓。这笔贷款将支付费用

与具体结果联系起来，对加速预防发育迟

缓国家战略提供 146 亿美元，该战略旨在

未来四年内为 4800 万孕妇和两岁以下的

儿童带来福利。在全国范围内，该计划还

将受益于全球融资基金提供的 2000 万美

元赠款，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

共同帮助各国解决影响妇女、儿童和青少

年的最严重的健康和营养问题。 

发育迟缓是印度尼西亚最紧迫的挑战

之一，也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印度尼西亚

是一个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有 60％

的穷人，即每天收入低于 1.25 美元的人，

他们依靠农业获得收入。因此，改善农业

灌溉对于加强该国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新的灌溉项目将重点关注近 30 万公顷的

排水系统的修复和现代化，并将支持整体

项目管理和实施，重点是加强问责制、透

明度和成本效益。 

 

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编译者：路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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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考试分数对国家经

济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What Do Test Scores Really Mean 

for the Economy? 

在当今社会，公众日益倾向于淡化学

生考试成绩。这也是美国每年 4 月份全国

教育进展评估（NAEP，通常被称为“国家

报告卡”）测试成绩发布后社会公众的普遍

反应。教育政策制定者、学校领导者和家

长每年看到学生 NAEP 测试成绩后的共同

反应是：“哦，该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危机感，进而也没有

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这也致使自 1971年

NAEP 第一次正式测试以来，美国 17 岁学

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在这 40 多年里一直

停滞不前。 

与其继续逃避，不如从现在开始直面

“学生测试分数到底对我们未来几十年的

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一严肃问题。从

长远来看，学生的整体素养和技能将决定

国家未来劳动力队伍质量。标准化测试中

所评估的高级技能同样是预测整个国家未

来若干年的发展情况的一项标尺。 

众所周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会

拥有更多财富，但很少有人了解受教育程

度高的社会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我在

过去十年与同事所做的研究表明，各国在

1960-2000 年间国际性数学和科学测试上

的得分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明

确的关联。也有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增长

率直接同教育政策（如提升教师工资、提

供更多择校选择、鼓励学校间竞争）所导

致的学业成就改善相关联。 

尽管加拿大在文化和历史上似乎很难

脱离美国，但它的教育系统相比美国却更

加卓越。在 2015 年的 PISA 测试中，加拿

大排名第 9，而美国排名第 39。如果我们

再继续无视学生测试成绩的落后，我们在

国际测试上的排名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平均水平。按照历史模式，如果缩小与加

拿大当前 PISA测试成绩一半的差距，美国

年度经济增长率每年将递增 0.5 个百分点，

而这最终会促使美国 21 世纪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 7%，足以覆盖当前医疗保

险和社会保障福利所需财政经费。 

由此可见，忽视学生测试成绩的经济

成本是巨大的。美国目前的教育亟需改善，

否则不仅会导致经济收益的下降，还会使

美国逐渐丧失国际声望和影响力。总之，

为了保持在世界经济中最高领导地位，我

们应当重视学生的测试成绩。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

经济。他的代表性著作是《国家的知识资本》（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 2015）。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6/0

6/what-do-test-scores-really-mean-for.html [2018-

06-04]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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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5的教师为维持生计从事第二职业 

To Make Ends Meet, 1 in 5 Teachers Have Second Jobs 

日前，美国非营利性组织教育资源战略（Education Resource Strategies, 简称 ERS）

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全美有一半以上的州的普通教师的工资无法维持生计，近五分之

一的公立学校教师在学期中从事第二职业。报告中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组织的

2015-2016学年全国教师和校长调查（National Teacher and Principal Survey）。数据分

析显示，那些从事第二职业的教师中有一半的人在从事教育以外领域的工作，5%在其它学区

从事第二份教学或辅导工作，4%从事其它与教学相关的工作。就全国范围来看，那些从事第

二职业的教师平均每年可获得 5,100美元的额外收入，在非教育领域中兼职的教师比那些从

事同教学相关第二职业的教师多赚取 1,000美元（$5,500比 4,500美元）。 

相比于其它行业，美国教师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更大。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调查分析，教师做兼职的可能性比非教师高出约 30%。中学教师

比小学教师更有可能从从事第二份工作，男教师比女教师更有可能在校外有工作。（见图 1）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简称 NCES）还发

现，教师从事第二职业也存在区域差异，例如，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教师比南部和西部的

教师更多地从事第二职业。 

 

图 1 美国非教师、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从事多份工作的百分比 

教师从事第二份工作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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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经济学教授迪克•杰兹（Dick Startz）指出，德克萨斯州教

师协会的调查发现，从事第二职业的教师考虑离开教学岗位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也有许多从

事第二职业的教师表示兼职严重影响到了他们核心的教学工作。印第安纳州一位已经离开教

学岗位的教师表示，“课后的兼职工作大大缩减了我备课、评分和其它教学任务的时间”。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6/19/to-make-ends-meet-1-in-5.html [2018-06-19]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政府对社区学院的财政投入在减少 

No Bottom Yet in 2-Year College Enrollments 

一般来说，当社会经济强劲且失业率低时，社区学院常常会降低招生人数。但来自美国

一家教育研究与科技服务公司 EAB 的调研人员表示，2008 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社区学院

招生人数不断下降的现象却日趋严峻，研究发现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财政投入与学校各种

支出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如图 1，2008 年到 2017 年的各州对社区学院每个学生投

入的变化幅度显示，只有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37%）、怀俄明州（10%）和蒙特那州（5%）

三个州的投入有明显增长，内布拉斯加（0.2%）和印第安纳州（0.2%）有不显著的增长，其

余各州均呈现负增长，也就是说其余各州对社区学院的投入都呈现下降趋势。 

 

图 1 2008—2017 年各州对社区学院每个学生财政投入变化图 

EAB 数据分析主管克里斯蒂娜·哈伯德（Christina Hubbard）表示，政府和学校应对

这一现象予以重视。目前社区学院已经在教育财政分配上苦苦挣扎，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

投入的减少更使之雪上加霜。社区学院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招生上的困难，还面临着来自

联邦和各州立法机构的压力，这些立法机构要求社区学院提高毕业率和升学率（即升入四

年制大学的学生数量），但是这与政府对社区学院财政投入逐渐减少的情况是不相符的。

EBA 公司表示，申请社区学院的 100 个学生中，有 56 个在入学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学

生递交入学申请，一直到他们完成分班考试、申请财政补助、确定专业方向、注册相关课

程为止）就会被淘汰，还有 23 个人会中途辍学，最终只有 9 个人可以拿到副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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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degree），7 个人可以拿到学士学位，由此可见当前社区学院的教育状况让人堪

忧。 

 

延伸阅读：美国的两年制大学（Two-year college）类似于中国的大专，又被称为 Junior college，是继

高中教育之后，旨在培养技术熟练工或为本科教育打基础的学校，学制一般为 1-3 年，在印度、日本、新

加坡、韩国和美国等国家都实行这种制度。一般来说，美国的 Two-year college 所能提供的最高学位就是

副学士学位。在近 20 年来，美国的很多社区创办了 Two-year college，因此“Two-year”也逐渐被

“community”取代，成为 community colleg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6/21/community-college-enrollment-rates-expected-keep-falling 

[2018-6-21] 

编译者：白瑞鑫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师行政工作繁重 

New Research Shows NSW Teachers Working Long Hours To Cope With 

Administrative Load 

近日，针对新南威尔士州教育改革，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和新南威尔士州

教师联合会（NSW Teachers Federation）共同发布了《2018 年新南威尔士州教师联盟报告》

（2018 Report to the NSW Teachers Federation）。2012 年 3 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

（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实施了加大学校和教师管理自主权的改革，政府在众多工

作中下放权力，退居监督者的地位，同时也把教师推上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一线。该报告通过

对新南威尔士州 18,000 名公立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样本容量占总体的三分之一），描绘了该

项改革对教师工作量、教学质量的影响，也反映了教师对改革的评价。 

首先，在改革实行的五年中，87%的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表示其工作时长明显增加（见

图 1）。据调查，班主任和校长助理平均每周工作 57 小时（学校内 45 小时，家庭内 12 小

时），即教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了 50 小时，达到了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和劳动力市场专家所定义的工作时间“非常长”的程度。此外，90%以上的教

师表示其工作复杂度、工作范畴等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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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改革与教师各方面工作关系图 

其次，行政工作影响了教师正常的教学工作。在工作强度和难度普遍增强的背景下，教

师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长。89%的教师表示过大的工作量对其自身教学和学习产生了不良影响

（见图 2）。 

 

 

图 2 表示“过大工作量对教学和学习产生不良影响”的认可程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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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受访教师认为保证教学质量的最佳策略是在上学日将时间更多地花到与教学相关

的活动中，以更充分地进行课程安排、了解学生和调整课堂作业以满足学生的个人需求，而

不是把大量时间花在行政工作上。 

总之，该项调查显示，不断增加的一系列行政要求正在影响教师的教学能力。如果教师

受繁重行政工作困扰的现状不能得到改善，学生的学业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ew-research-shows-nsw-teachers-working-long-hours-to-cope-with-

administrative-load-99453 [2018-07-09]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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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教育改革“使学

校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恶化” 

Coalition education reforms ‘fuelled 

inequality in schools’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重点学

校招收贫困家庭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这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全面教育改革加剧了学

校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早在教育改

革实施之初，一项对于改革影响的严肃评

估就指出，推动学校自由化和权力扩大化

的做法会给教师施加极大压力。如今，该

制度正在迫使学校和校长将“学校的利益

置于学生的利益之上”。 

“泛学院改革计划”（Multi-Academy 

Trusts，简称 MATs）是在联合政府的推

动下于 2010 年正式实行的，时任教育部

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计划将英

国所有的学校都改变为学院制，扩大学校

的自主性，提高学校的地位。但在 2016

年，该计划在保守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下不

得不被放弃。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专家们

历时 4 年，对这项改革制度进行了研究，

并撰稿成文，其中包括英国教育标准局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简称

Ofsted）近 10 年的数据、对此次改革影

响的数据分析，47 个学校的案例研究以

及对约 700 个校领导的访谈。研究发现，

任何对学校放权的举措，比如政府一定程

度上放松对学校的监督和测评，都会“打

破平衡”，使学校滥用职权造成不当后

果；将学校改成学院的举措更是一种“有

欠考虑和误人子弟的做法”。 

案例研究显示，一些学校竟以减少招

收贫困生数量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优

质”形象，而这些贫困生往往需要吃学校

的免费餐点，他们的家长接受国家救助。

2010 年至 2015 年间，那些努力维持或提

高自己“杰出”评价的学校，在招收贫困

生的比例上都是下降的；那些降级为“有

待提高”或“有所欠缺”评价的学校，都

是在贫困生招收上有所增长的学校。长此

以往，那些贫困生将会逐渐聚集在资质较

差的学校中。生源的差别又进一步引起学

校差距的扩大。研究人员表示，2/3

（66%）的受访校领导都认为学校间差距

的拉大是当前的政府政策所致。 

尽管政府实行改革最初的意图是为高

校“简政放权”，让高校拥有更高的自主

性，但事实上，这种措施对学生并没有什

么好处，很大程度上只会导致学校的资源

分配不均和学生自身利益的受损。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教育版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8/

jun/30/coalition-education-reform-academies-

fuelling-inequality [2018-6-30] 

编译者：白瑞鑫 

 

美国：芝加哥大学不再要求 

申请入学的学生提交SAT/ACT

成绩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rops 

SAT/ACT Requirement 

6 月 19 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宣布，不再要求申

请入学的学生提交 SAT/ACT 成绩，而采

取测试成绩可选政策(test-optional 

police)。虽然此前已经有很多美国学校

（包括一些精英文理学院）不再要求入学

者提供 SAT/ACT 成绩，但是芝加哥大学

是第一所这样做的顶尖研究型大学。这一



 

 

World Education News  Jul. 2018  No.62 
15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7月第 14期 实践探索 

惊人举动无疑吸引了众多顶尖的申请者。 

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兼招生办主任詹

姆斯•非多夫(James Nondorf)提出，很多

缺乏资源的、贫穷的底层大学生在申请学

校时很难成功，因此学校应该为他们提供

一定自由发挥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展示

自己。芝加哥大学想向他们传达的是，学

校不会用申请的程序和要求来评判和定义

学生，学生应该要自己定制自己的申请材

料，从而展示自己独特的风采。除此之

外，芝加哥大学还为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 

1. 为家庭收入低于 125,000 美元的学

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2. 为所有的第一代大学生（first-

generation students）提供四年的奖学金，

并且为毕业生提供有偿的暑期实习； 

3. 来自退伍军人、政府官员或消防

员家庭的学生，学校为其提供特别奖学

金。 

4. 增加了 2 分钟视频的可选项，增

加提交非常规材料的机会。 

5. 允许学生本人自行提交成绩单，

尽量减少学生需要支付的申请费用。 

芝加哥大学此次改革目的是让第一代

大学生和偏远地区低收入学生拥有更多的

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同时减轻学生申请费

用的负担。招生办工作人员提出，以往看

重标准化成绩的方式往往将很多黑人学生

和拉丁美洲的学生排除在外，新的政策有

助于更加综合地考察学生不同方面的能

力。尽管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对于这一问

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美国国家公平

公开考试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 Open Testing）的公共教育主管舍

弗勒（Robert Schaeffer）、教育咨询公司

EAB 入学管理论坛高级顾问安康娜

（Molly O'Connor）等专家均预言其他的

美国顶尖大学很有可能会跟随芝加哥大学

的脚步，重新审视学校对于入学申请者的

要求。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missions/a

rticle/2018/06/19/university-chicago-drops-

satact-requirement.[2018-6-19] 

编译者：鲁春秀 

 

英国：大学教师不应成为反恐

监视器 

How Lecturers Are Pushing Back 

Against Counter-Terrorism Creep 

Into Universities 

英国于 2015 年 9 月推行“反恐怖主义

及安全法”（Counter Terrorism and Security 

Act），其中规定包括教师在内的公共部门

工作人员有责任向国家举报潜在激进分子，

也就是说他们肩负着“预防责任”（ the 

Prevent duty）。英国内政部（ the Home 

Office）拒绝提供已被举报的潜在激进分子

的数量和潜在激进分子是否导致学生参加

激进主义（de-radicalisation）运动等信息。 

目前法案实施近三年，通过访谈研究，

发现英国学术界人士和教职工对将大学教

师视作“反恐监视器”的做法普遍持批评

态度，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

大学本就是一个激进的政治言论场所，其

价值核心是辩论自由和言论自由，应该保

有让人勇敢而安全地向掌权者说实话的权

利，但这种“预防责任”会压制这两大自

由；其二，大学教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

“预防责任”已经超出了他们作为教育者

的角色要求；其三，“预防责任”的存在

容易导致学生将教师视作潜在监视者，从

而使师生之间的基本信任难以建立；其四，

学术人员并非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也

不是反恐行动人员，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足

够专业的能力和资格去评判他人是否为激

进分子，这将使误判的可能性增大；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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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预防责任”给工作量本已不轻的大

学教师增加额外工作，也容易使大学教师

卷入恐怖袭击，使其人身安全遭受威胁。

总之，让大学教师来识别激进主义者的做

法是有待商榷的。 

英国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

期间对 29,238名大学及继续教育机构教职

工进行了相关培训，且该项培训在之后持

续开展，但就目前看来，接受培训人员的

数量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仍然很小。即使

这些培训能够提高教职工对该问题的认识，

增加其辨别激进分子的信心，仍然没有解

决识别激进分子的更深层次的实操问题。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lecturers-are-

pushing-back-against-counter-terrorism-creep-

into-universities-93998 [2018-07-02]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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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4-27】2019年第二届

教育研究和政策国际会议 

2019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会议时间：2019 年 5 月 24-27 日 

会议地点：中国，上海 

参会机构及人员：世界各地研究者 

会议内容： 

第二届教育研究和政策国际会议将在

2019 年 5 月 24-27 在中国上海举行，届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研究者齐聚于此，交

流与分享在教育和教育政策相关领域的想

法、研究成果与经验。本次会议的主要发

言人有来自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教育技

术 研 究 所 （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f Italy'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高级研究员 Giuliana Dettori 博

士，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课程与教学语

言教育（Curriculum & Instruction-Language 

Education,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博士

Midraj 等。 

大会欢迎来自以下主题（但不限于）

的论文来稿：教育基础、教育政策和领导

力（Educational Foundations, Policy, and 

Leadership）、教育心理学和教师教育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Educational 

Study of Higher an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技术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教育研究中的定性和定量方法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等。 

会议论文提交截止日期是2019年1月

10 日，被接收的文章将有机会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ISSN: 2010-3689）

上。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rp.org/ [2018-07-13] 

编译者：倪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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