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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签署了自担任主

席以来的第一份教育政策法案 

据美国教育周刊网 2018 年 7 月 31 日

报道，在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教育政策

管理进入分水岭的时刻，唐纳德·特朗普

总统于本周二签署了《加强 21 世纪职业和

技术教育法案》（Strengthen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这是特朗普签署的第一项教育政策

法案，对联邦教育法本身做了重大的修改。 

该立法是对卡尔·帕金斯职业和技术

教育法案（Carl D. Perkin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的重新授权，这

是一项 12 亿美元的项目，上次由国会在

2006 年彻底审查。新法律的出台将允许各

州在未经过教育部长批准的情况下为职业

和技术教育项目设定自己的目标，要求他

们朝着这些目标前进，并对联邦 CTE 法律

（CTE law）进行其他修改。 

本周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致美国工人誓言”活动上庆祝了这项法

案的签署，该活动旨在展示政府对劳动力

发展问题的关注。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

法案后，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坦帕技术高

中（Tampa Technical High School in Tampa）

发表讲话时表示，新的 CTE 法将有助于

“促进经济蓬勃发展”。此外，特朗普还表

示：“多亏了这项法律，才使得超过 1100 万

的学生和工人将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好的

培训和更多就业机会。”职业和技术教育正

在吸引着新的关注和支持，但随着计划试

图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它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来源：美国教育周刊网 

编译者：邹靖 

 

英国：英国高校学生满意度 

持续下降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7 月 27 日报

道，根据英国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结果显

示，英国高校全日制学生对毕业时面临的

债务和罢工问题的担忧可能会削弱其对学

校课程的满意度，其中伦敦地区那些最著

名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满意度最低。 

全国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

简称 NSS）对高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为

英国政府的教学卓越框架提供支持，其结

果亦用于高校的国际和国内排名。这项全

国性调查收集并统计了英国 400 所高等教

育机构的 34 万名学生的观点，结果发现

83%的学生对其所修课程感到满意，这一

比例低于2017年的84%和2016年的86%。 

伦敦部分著名高等教育机构的全日制

学生的满意度低于在其他地区高校的学生，

其中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 LSE）和伦敦艺术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Arts）学生的总体满意

度分别为 71%和 72%。此外，伦敦国王学

院（King’s College London）、伦敦大学学

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玛丽皇后

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和伦敦大学

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学生的满意度也略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经研究发现，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

因在于英国的住宿和交通费用较高。伦敦

经济学院负责人米奥切·沙菲克（Minouche 

Shafik）表示，校园已经针对该现象采取了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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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改革措施，但仍需一定时间才能看到

成效。提高学生满意度是高校亟待解决的

问题。伦敦经济学院正在调整学校评估流

程，完善对学生的学术支持和反馈渠道，

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好校园服务。 

著名研究型大学组织——罗素集团

（Russell Group）——中几位成员校的学

生满意度也不尽如人意。苏塞克斯大学

（Sussex）的学生满意率从 2017 年的 88%

降至 82%；杜伦大学（Durham）则从 90%

降至 85%。但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以 94%的满意率位居榜首，这是

罗素集团中比率最高的高校。 

在全英国范围内，威尔士（Wales）的

全日制学生满意度最高，为 86%；北爱尔

兰（Northern Ireland）为 84%，英格兰

（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均为 83%。

英格兰地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

学校公平的，仅 73%的全日制学生表示他

们获得的教育能够为未来的工作提供有效

的帮助。同时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高等教

育机构获得了学生 100%的满意度评分，其

中包括大曼彻斯特（greater Manchester）

“Ashton 第六学院”（Ashton sixth form 

college），该学院提供高等和成人教育课程。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赵喆 

 

英国：文法学校新增录取名额 

据英国广播公司 2018 年 7 月 31 日报

道，英国广播公司对官方数据的分析结果

显示，现在英格兰的文法学校学生人数比

2010 年多出 11000 人。数据表明，到 2021

年，与八年前相比，新增的额外名额将相

当于 24 所新的文法学校学生人数。该分析

显示，即使在 5 月宣布的新的 5000 万英镑

增长基金的分配之前，学生入学数也呈现

增长趋势。政府表示，学校只有在改善贫

困学生的入学机会时才有资格获得资助。

英国文法学校是由国家资助的中学，政府

根据他们在小学结束时学业测试的表现分

配学生名额。首相特蕾莎·梅（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在上次大选后不得

不放弃有争议的推翻新学校禁令的计划，

改为鼓励扩大现有的文法学校。 

文法学校能提升社会流动性吗？现有

30 多所文法学校正在竞标新的 2亿英镑政

府扩张基金首批 5000 万英镑中的一部分。

竞标的学校必须说明他们将打算如何招收

更多弱势学生。新发布的政府数据显示，

截至英国广播公司发现甚至分配这些资金

之前，文法学校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如

果学校保持目前的入学率，到 2021 年将增

加相当于 8 所学校，与 2010 年相比增加

24 所学校。 

目前，文法学校仍然存在争议，因为

它们抢夺了好的生源。招收的很多学生是

小学阶段学业表现已经很好的孩子，这使

得附近的学校更难获得同样优秀的学生。

一些富裕的父母投入大量资金来支付考试

辅导费用；在过去十年中，极少数来自贫

困背景的学生参加了文法学校的考试。因

此，英格兰关于文法学校辩论的一个关键

问题是他们是否努力为家庭中的孩子提供

福利或照顾到低收入的家庭。如果孩子在

过去六年中获得了免费的学校膳食，学校

将获得额外的资金，称为学生保费（pupil 

premium funding）。 

通过查看 2018-2019 学年英格兰所有

163 所文法学校的录取政策发现，本学年

以来，未被优先考虑的贫困优质学生人数

从 90 人降至 61 人。展望明年，英格兰的

163 所文法学校中有 93所都有某种优先政

策。此外 9 所学校将仅使用学生保险费来

决定在两名成绩相同的孩子中录取谁。如

果学校使用学生的最高测试分数作为录取

依据，接受辅导或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可

能会获得大部分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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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龚国钦 

 

西班牙：新政府计划扭转 

人民党的主要教育削减 

据西班牙《国家报》2018 年 7 月 31 日

报道，减少教师的教学时间和每班学生的

数量，以及加快师资补替速度，都是新政

府为取消人民党政府在全面危机中批准的

一些最有争议的调整而采取的措施。为此，

新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如果获得

足够的支持，将有助于扭转 2019-2020 学

年的教育削减。自 2009 年以来，西班牙的

教育支出减少了超过 7000 万，也就是13％，

大约有 3 万名教师失去了工资。现在，工

会批评说这些改变已不再适用。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本周一宣布了一项法案，该法案

将推翻西班牙皇家法令第 14/2012 号中的

三个重要条款。此项皇家法令由有争议的

前教育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沃特（José 

Ignacio Wert）于 2012 年批准，在他的继任

者伊涅戈·门德兹·德·维哥（íñigo Méndez 

de Vigo）时期也得到保留。三个条款中，

第一项允许每个教室的学生人数增加（多

至 20%）：小学阶段从 27 人到 30 人，初中

从 30 人到 36 人。第二项将公立学校和契

约学校（由公共基金资助的私立学校）的

教师教学时长增加，小学教师的教学时长

变为至少 25 个小时（25 小时在法令颁布

之前是教学时长的最大值），中学教学时长

增加到 20 小时。最后一项条款则规定，职

位最低的教师会从其缺席的第十天起被取

代。 

第 14/2012 号皇家法令在西班牙各区

的实施力度不尽相同。该法令的实施造成

了两次大的罢工事件，一次在 2013 年，另

一次在 2017 年。在近年来的绿潮（marea 

verde，指反对人民党政府教育削减政策的

一系列抗争活动，开始于2011-2012学年）

的所有活动中，对该法令的不满也持续存

在。 

教育部长伊莎贝尔·塞拉（Isabel Celaá）

周一在教育部门会议上宣布的新法案必须

遵循普通法的常规渠道推行。政府方面的

消息指出，削减是通过皇家法令批准的，

因为当时糟糕的经济形势可能太过紧迫。

而现在，由于缺乏紧迫性事件加上经济的

改善，只能将新法规作为普通法处理。虽

然新法规明天就能批准，但很难修改 7 月

份就敲定的学校时间表（包括日常安排、

课程和教师分配等）。 

政府认为新法规的提案可以在 9 月份

提交给议会，或者“最迟”在 10 月提交。

在议会所有的 350 名成员中，佩德罗·桑

切斯（Pedro Sanchez）政府成员只有 84 名，

而他们仍有望获得足够的支持：由于该法

案按照普通法处理，它只需要赞成票多于

反对票就可以通过，不需要得到绝对多数

票。马德里、卡斯蒂利亚莱昂、加利西亚、

穆尔西亚和拉里奥哈五个自治区代表星期

一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他们表达了对法

案实施缺乏组织和资金的担忧，尽管他们

都支持改变教育削减政策。他们表示法案

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那些不投赞成

票的人必须向整个教育界解释”。 

 

来源：西班牙《国家报》 

编译者：赵婉秋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全纳教育

迫切需要重新调整  

据德国《教育视点报》2018 年 7 月 25

日报道，语言学家协会要求以儿童的利益

为导向并表示取消特殊学校学习是错误的

方式。尽管教师们极大的努力，许多在正

规学校的儿童仍然无法根据他们的残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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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得到照顾和支持。语言学家协会主席

霍斯特·奥德利茨（Horst Audritz）强调：

“为了孩子们的利益，下萨克森州全纳教

育政策已经多次修正了。”并在此背景下提

到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

Westfalen）政府，该政府刚刚决定重大调

整。 

据报道，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

的文化部和执政党给人留下的映像是，下

萨克森州的学校入学也正在经历变化并且

走向正轨。奥德利茨批评表示：“事实上，

大联盟正在以牺牲儿童和父母为代价在这

里做一个危险的橱窗……”与其他联邦州

的例子形成对比，下萨克森州在特殊学校

和主流学校的真正共存方面实现了真正的

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校人员配备和包

容性措施的财政支持，下萨克森州在学校

包容性上更加落后。奥德利茨还表示：“州

政府应该树立榜样，将其行动集中在我们

孩子的福祉上，无论他们是否残疾。”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报》 

编译者：刘云华 

 

 

 

 

 

 

 

乌干达：政府利用学校教学 

大纲开发软件 

据乌干达警戒报 2018 年 8 月 1 日报

道，乌干达国家课程开发中心（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NCDC）开发了一个新的软件，他们将在平

板电脑上上传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以便学习

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课程的教学大纲并

且让他们在方便地时候进行自我探索式学

习。 

这项被称为虚拟学习的技术装载了可

操作的模拟和动画，允许学校和家长进行

性能跟踪，用户也可在移动设备和安卓上

访问。据国家课程开发中心不愿透露姓名

的有关消息人士表示，该项目耗资将超过

10 亿乌干达先令，在本月即可推出。此外，

学生可根据平板电脑的不同功能以 30 万

到 65 万乌干达先令的折扣价购买。同时，

在将此项目推广到所有教育机构之前，有

25 所学校的学生能够负担平板购买费用，

因此他们可享受提前体验该项目的机会。

但是，这些学校必须为每个学生支付 5 千

到 1 万乌干达先令的订阅费，具体价格取

决于他们的所在机构。有关消息人士表明：

“有一些学校他们没办法获得良好的学习

资料，但本软件会在教学内容上进行融合。

学生在进入另一个章节或者话题前会进行

一个自我测评，之后该软件便会生成报告；

如果该话题比较难，报告会提供有关内容

难易的选项。因此，该反馈将有利于改善

教学和学习。” 

 

来源：乌干达警戒报 

编译者：谭瑞欣 

 

 

 

 

 

 

 

澳大利亚：大学与职业技术 

教育学院应统一规划 

据《布里斯班时报》2018 年 8 月 1 日

报道，一项新的报告建议，联邦政府应废

除“大学”的高等教育类别以及职业技术

教育学院（TAFE）与大学在资助和学生贷

款方面的差异，以建立一个富有凝聚力的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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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系统。 

据悉，该报告由毕马威（KPMG）于本

周三发布。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目前的双

元高等教育体系在为学生提供灵活的学习

以应对未来更换工作的需要方面存在不足。

作为该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堪培拉

大学的前任副校长，斯蒂芬·帕克（Stephen 

Parker）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开规划，并且二者

之间的区别太过尖锐。我们还没有建立起

一个能够使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的国家体系。我们需要在所有的第三级教

育中应用统一的资金框架，我们需要重新

平衡这个部门，以使职业教育提供者受益。” 

有分析称，大学和职业学校在获得资

金支持力度方面的巨大差距可能会进一步

加剧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例如，维多利

亚州 40%的职业学生来自社会经济背景较

低，而该州大学生的这一比例为 14%。此

外，报告还指出，目前的筹资模式也导致

一些大学增加法律等领域的课程，而这些

专业已经有毕业生供过于求的问题。 

 

来源：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者：刘浩 

 

新西兰：新西兰理工和技术 

学院面临经济危机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18 年 7 月

28 日报道，高等教育联盟（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主席桑德拉·格雷（Sandra 

Grey）表示，通常在每年十月，工作人员

会提出度假请求，而今年，该国理工学院

和技术学院的工作人员在二月就已经提出

此类要求，原因很可能是职员面临的压力

过大。人口和政府政策的变化会影响职员

数量的增减，这些变化也很可能影响国家

高等教育部门的未来发展。教育部长克里

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公开质疑了

新西兰 16 所研究所的可持续性。一些评论

员则更担心可持续性对经济的影响。 

在东海岸（East Coast），新西兰国立中

部理工 学院 （ Toi Ohom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减少了 1000名学生后，2017

年学校财政已经达到了 1000 万美元的赤

字。在塔拉纳基（Taranaki）的西方理工学

院（West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北部

的北陆理工学院（North Tec）和尼尔森理

工学院（Nelson Marlborough IT）也都是如

此。位于大城市的学校同样面临赤字的问

题。奥克兰的国立理工学院（ 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亏损了 3100 万美

元，学生减少了 660 名。预计今年将出现

1900 万美元的缺口，并在次年增加到 2700

万美元。希普金斯解散了管理该学院的委

员会并任命了一名专员处理此类问题。 

曼努考理工学院（Manuka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 MIT）减少了 10%的入

校人数，即大概 700 名学生，同时减少了

700 万美元的资金收入。该学院首席执行

官格斯·吉尔摩（Gus Gilmore）表示这既

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南奥克兰地区是

新西兰经济较为落后的地方，所以学院减

少入校人数将迫使很多学生选择就业，有

利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

是好消息。但这对于理工和技术学院来说，

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学生人数的减少很

可能导致学校可用资金的减少，影响学校

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国内学生人数减少了

三分之一，人口统计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

种下降趋势。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中学毕业

的青年人多年来一直很少，约为 6 万人。

吉尔摩表示，预计至少在未来四年内将保

持这一水平。虽然可能仍然存在很多潜在

的学生，但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前往理工学

院或技术学院。2011 年，61347 名毕业生

中有 25%选择进入理工学院或者技术学院；

2016 年，这样的学生占高中毕业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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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0 人）的比例不到 18%。 

另外，这些机构本可以在充足的财政

支持下度过难关，但在过去十年中，除了

增加 1%的资金之外，核心资金实际上已经

被冻结。最重要的是，地区补贴被削减，

这些补贴一般被用于帮助较小的且陷入困

境的机构。新西兰科技与理工学院（New 

Zealand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简称 ITP）校长查尔斯·芬尼

（Charles Finny）表示，资金冻结严重影响

了这些机构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引入

竞争性资金政策，为私营培训机构打开大

门，特别是为其提供较简单的资格准入规

定，从而使高等教育活跃起来。但一些行

业评论员认为该政策对于理工学院和技术

学院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比如教育

提供者之间的相似性过多，在需求较少的

情况下，容易导致提供的教育资源重复等

问题。 

芬尼表示，高等教育机构在这样的市

场模式下有两种选择：其一，削减成本，

很多学校正在这样做；其二，期待招收国

际学生来弥补赤字。他还表示，通过积极

的海外营销，这一措施获得了成功。国际

教育行业现在为这个国家赚了 42 亿美元。

但是，由于政府目前正在考虑移民改革，

这一政策将减少来新西兰的国际学生人数，

所以，第二种选择还有待考虑。 

新西兰大学（Universities New Zealand）

的执行董事克里斯·惠兰（Chris Whelan）

认为，这一政策可能意味着将减少 7000 到

10000 名学生，并为该行业损失 2.6 亿美元

的投资。其他人预测，每年将减少近 44000

名学生和超过 10 亿美元的收入。吉尔摩表

示，损失可能高达曼努考理工学院年收入

总额约 1 亿美元的 10%。格雷表示，之前

政府的一些政策将教育变成了一种“商品”，

并将招收国际学生转变为竞争的方式。因

此，许多机构更重视盈利，而不会专注于

教育质量，这将导致新西兰理工和技术学

院整体教育能力的下降。他希望政府能够

提供更多的投资，然后进行必要的讨论，

争取为这类教育机构提供一些明确的发展

方向。 

 

来源：新西兰《Stuff》新闻网 

编译者：孟佳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 

大学发挥学术研究特长为全球

可持续发展事业出谋划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7 月 31 日报道，成立于 1972 年、总部

设在日本的联合国大学的使命是通过合作

研究和共同教学，协助促进解决当前最为

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难题有关人类生

存、发展和繁荣，与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和

世界人民息息相关。为践行这一使命，联

合国大学与世界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

在国际学术圈和联合国系统之间构架起了

一座桥梁。通过研究生教学活动，联合国

大学也促进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能力建设。今年年初，联合国大学就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 17 项目标推出的一个搜索

研究项目，旨在将联合国大学研究网络与

社会研究人员的能力衔接起来，针对解决

摆在人类面前的发展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

案共同进行探索。 

1969 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联合国

大会上做年度报告时，提议设立“联合国

大学”。这是一所真正的国际化大学，致力

于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世界和平以及人类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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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事业。联合国大会要求对设立联合国

大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随后委任了专

家小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密切合作，

商讨创建联合国大学的可能性。1972 年 9

月，专家小组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提交了研究报告。同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同意建立联合国大学，至此，

世界第一所国际性大学正式成立。 

联合国大学现任校长戴维·马龙表示，

联合国大学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机构组成的

全球网络合作，可以很好地针对应对世界

所面临的复杂以及多方面的挑战提出合理

化的建议。联合国大学自 1975 年正式开展

学术活动以来，一直努力拓展与世界各地

学术机构的伙伴关系，以真正发挥其国际

性大学的角色。在联合国大学第二任校长

索德加默克任职期间，联合国大学于 1985

年 3 月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设立了首个研究

和培训机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

济研究所。联合国大学随后不断发展，在

全球13个国家建立了15个研究培训中心，

并且与 20 多所联合国大学联系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在孔拉德·奥斯特沃尔德尔

担任联合国大学校长期间，逐步实施改革，

使联合国大学有资格颁授研究生学位。

2010 年 9 月，首批研究生学位课程在联合

国大学-可持续性与和平研究所开设，该课

程的首批研究生已于 2012 年 6 月毕业。今

年 1 月，联合国大学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发起了“探索者”计划。该计划包含 51 个

项目、34 名专家、34 份出版物和 50 篇专

家文章。它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查

看联合国大学是“谁”在研究“什么”。人

们在以网络为基站的平台上可以与联合国

大学的专家“会面”，了解他们的想法如何

产生知识，以及如何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解决方案。 

马龙表示，国际发展领域在过去的五

十年里，特别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我们所有国

家和地区未来 15 年的目标，它的内涵令人

兴奋，值得探索。他提出，“我认为让公众

意识到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这些目标是非常

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在印度，你所在的地

区面临着严重的营养挑战，食物营养不足，

你可以去看看印度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下在健康和营养方面做出的承诺，如果你

是公众一员或一名活动家，你可以说我们

的国家对此已做出承诺，因此我们有权获

得更好的营养。我是一名加拿大人，在加

拿大也如此，我希望加拿大人在某种意义

上利用这些国际公共产品，对照自己的国

家，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国际的，

同时也是国家和地方的发展目标。”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鲁春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哥成为

首个批准教科文组织非洲高等

教育《亚的斯公约》的国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7 月 31 日报道，2018 年 7 月 25 日多哥

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 UNESCO）大使与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Audrey 

Azoulay）会面，共同庆祝《非洲国家承认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文凭、学位及其它

学术资格的公约》修订版（又称《亚的斯

公约》）得到首个批准。 

该公约主要目的是通过学历学位互认

来促进学生的流动。《亚的斯公约》于 2014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获得通过，多哥成为首

个承诺遵守该公约的国家，此外已有数个

教科文组织非洲会员国启动了公约批准议

程。该公约将在获得 10 个国家的批准之后

自动生效。 



 

 

世界教育动态  2018 年 8 月第 16 期 政策参考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 2018  No.64 
8 

《亚的斯公约》是教科文组织变革区

域学历学位互认公约，使其更具现代性的

整体努力的一部分。该公约与《里斯本公

约》、《东京公约》一道，代表着“新一代

区域公约”。相互承认学位、学历协议的签

署，反映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

业的不断发展，显示了世界各国拓展友好

关系建立的极大诚意，更为国际间学生流

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为世界各国学生在更

大范围内进一步深造和就业等合法权益提

供了法律保障。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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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时候采取自下而上式

教育改革了 

Enough with Top-Down Education 

Reform. It’s Time for a Grass-Roots 

Approach 

我们很忙，我们要工作、购物、烹饪、

照顾孩子，每天空闲的时间很少。然而，

在不平等和差异日益加剧的时代，我们还

要在此基础上被推赶着前进。在这种时代

大趋势之下，我们自然而然都非常关心孩

子的未来，我们想知道当前的学校教育是

否正在帮助我们的孩子为不断变化的社会

发展做好准备。 

我是一名家长。我总是尽己所能帮助

我的孩子，虽然我并不总是确定他到底需

要什么样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

希望学校能够定期告知公立学校教育的目

的。 

然而，21 世纪的教育改革者并没有做

到这一点，而是充分抓住家长的恐惧、焦

虑和钱包。相较于告知公立教育的目的（譬

如培养合格的公民、繁荣人类社会），家长

一再被告知，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

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找到工作，要帮助学

生为“大学和事业”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近年来非常突出。2010 年发

布的《州共同核心标准》认为学校教育的

“公民”和“人文”益处并不是设置严格

学业标准的直接目的，它们只是高标准下

的“自然产物”。这正如 2014 年俄亥俄州

代顿商会（Dayton Chamber of Commerce）

一名成员所指出的那样，学生接受教育以

便他们成为“企业消费和雇佣的有吸引力

产品”。同样，美国前任教育部长阿恩·邓

肯曾在 2012 年指出，奥巴马总统非常清楚

“教育就是就业”。 

学校帮助学生为就业做好准备并鼓励

社会的流动并没有错。但这个目标远远不

够。今天，我们需要能够充分挖掘公共教

育真正目的——让每个美国人都成为一名

认真履行义务的个体、社会成员和国家公

民。新一代教育改革者应该要来自基层一

线，以一种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

改革我们的公共教育。事实上，在全美许

多学区，这种改革已经发生了。当我们这

些改革者们参与投票选举、参加家长——

教师协会和学校董事会议时，我们需要不

断提醒我们的领导者、彼此之间也要相互

提醒并牢记于心，公立学校重视的不仅仅

是收获学业成功，理想情况下它应该尽可

能地将多元化的社区聚集在一起、促进平

等和同情。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约翰·尼姆（Johann Neem）

是西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近期，他出版了专

著《学校的民 主：美国公共 教育的兴起 》

（ Democracy’s Schools: The Rise of Public 

Education in America）（2017 年，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出版社）。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7/2

5/enough-with-top-down-education-reform-its-

time.html [2018-07-25]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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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计划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逐年减少 

Fewer teenagers plan on further study, with disadvantaged teens most at risk 

澳大利亚一项新的调查研究表明，与 15 年前相比，期望上大学或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简称 TAFE）的澳大利亚青少年比例逐年减少。此次调查

由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简称 ACER）组织

完成，ACER 主要负责管理澳大利亚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 

此次调查发现，2015 年共有 54%的 15 岁学生有志于攻读大学学位，大约 3%的人希望

获得 TAFE 文凭。这一数据相比 2003 年有所下降，2003 年有 63%的学生计划上大学，8%的

学生计划获得 TAFE 文凭（如图 1 所示）。同时，2015 年期望进入大学学习的澳大利亚学生

的数据（54%）高于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

称 OECD）的平均数据（44%），同时也高于爱尔兰的 46%、新西兰的 45%，但是低于加拿

大的数据（64%）和美国的数据（76%）。 

 

图 1 计划获得大学学历的澳大利亚学生比例 

目前，青年学生对大学学位的期望下降尚未引起较多的警惕，然而它反映出的一些问题

不容小觑。例如，不同的学生群体之间对于是否继续学习的态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土

著学生、贫困家庭学生等群体亟需得到重视。 

对于未来所受教育的期待和要求会对学生当前的受教育体验、学习动机、行为和学习成

绩产生较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学生如果知道自己的家庭负担不起让他上大学的学费，那么

他在平时的学习中就会较少的投入精力和时间，因为进入当地的职业学院学习只需要较低的

分数。对于年轻人来说，对进一步学习的期望也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政策制定

者而言，这种期望可能更具实际意义：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越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越有可能

得到提升，同时可能培养出更多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

化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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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ewer-teenagers-plan-on-further-study-with-disadvantaged-teens-most-at-risk-

99648 [2018-8-1] 

编译者：鲁春秀 

 

 

 

 

美国：给学龄前儿童家长发过多短信，效果不一定好 

More Isn’t Always Better in Texting Preschool Parents, Study Finds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选择用发送短信的形式同家长保持沟通，以鼓励家长支持学校

教育。然而，最新一项研究表明，许多学校正在过度消费这种家校沟通方式。这项新研究由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于 2018 年 7 月发布，调查对

象主要是一些为保证孩子顺利升入幼儿园而参与了学前教育项目的家长，调查内容主要是学

校所发短信的频次对家长所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对三组家长进行了对比研究。一组家长每周仅收到来自学前教育项目的一条“事

实性”短信，如“孩子需要学习 26 个英文字母以便阅读和写作”。第二组家长每周收到三条

短信，一条“事实性”短信，一条“小贴士”短信，如家长被建议在看杂志或标语时向孩子

指出他们名字中字母所在位置，一条“加强版”短信，如鼓励家长继续做一些诸如当孩子发

出某个字母发音时有意指出该字母等能够强化孩子字母学习的举动。第三组家长则每周收到

五条短信，一条“事实性”短信，三条“小贴士”短信和一条“加强版”短信。 

研究人员发现，每周收到五条短信的家长比那些收到三条或一条短信的家长更有可能选

择退出学前教育项目。研究结束后，从家长们的反馈中得知，大多数家长表示每周三条短信

最为理想，每周收到一条和五条短信的家长事实上都很少开展短信上帮助孩子读写的活动。 

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分析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s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主任汉斯•弗里克（Hans Fricke）表示，研究结果点明，学校在提供给家长教育建议方面很

容易做过头。“我们必须谨慎地把握给家长提供建议的时间与尺度，否则很容易导致家长不

重视或者直接退出”。 

 

延伸阅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创办于 1920 年，目的是研究

经济的运作，进行实证的经济学研究。31 个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中有 16 位曾担任该机构的研究员。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early_years/2018/07/new_study_finds_more_isnt_always_better_when_it_c

omes_to_texting_parents.html [2018-07-23]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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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职教师提议应加强对教师培养项目的问责 

Make Teacher-Prep Programs Accountable for Graduates’ Performance, 

Teachers Say 

“每个学生都值得拥有一位优秀的教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路径就是为那些日后想

要成为教师的人提供优质的教师培养项目（teacher-preparation program）。目前，全美共有

2,000 多个教师培养项目提供商和它们的项目正在培训数以万计教师候选人。虽然经过培训

后的新手教师中有一些能够胜任教学，但大部分还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015 年，Teach Plus

（一个支持教师领导力的非盈利组织）对 1,020 名在职教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7%的教

师表示他们没有充分准备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在教学第一年里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所

以近年来，如何改进教师培养项目的质量备受关注。 

为了找到有效提升教师培养项目质量的路径，2018 年夏季 Teach Plus 跟进开展了一项

关于在职教师对教师培养项目看法的调查。共有来自 26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 755 名在职

教师参与了调查。该调查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研究发现： 

第一，在职教师认为教师培养项目质量的最佳衡量手段是项目毕业生在课堂教学上的表

现。具体到指标上，如图 1 所示，有 46%的在职教师表示“展示教学技能”是衡量教师培养

项目质量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对 Kinder-12 学生学习成绩产生影响”（44%）、“习得学科教

学方法”（40%）、“掌握教学学科知识”（35%）依次是在职教师们所认为的其他衡量教师培

养项目质量的重要指标。 

 

图 1 在职教师对教师培养项目质量衡量指标的看法 

第二，在职教师普遍认同（85%）各州应该加强对教师培养项目的问责。具体建议是，

各州应该基于一系列科学的质量衡量指标，对教师培养项目的质量进行等级评定，并根据评

定结果实施赏罚分明的问责。 

第三，在职教师也希望各州能够定期发布有关教师培养项目的质量报告，接受包括一线

教师在内的社会大众的监督。由于一线教师通常需要向各州教育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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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反馈，所以当各州收集和分析有关他们所参与过的教师培养项目的数据并发布质量报告时，

一线教师应该被鼓励参与其中并发表自己的声音。 

第四，在职教师还建议那些有意向成为教师的候选人应该多多关注教师培养项目质量报

告中的往届毕业生课堂教学表现指标。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teacherbeat/2018/07/teacher_preparation_programs_accountability_survey.ht

ml [2018-07-26]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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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课程教学中让学生理解

以色列思想文化的伊斯兰学校 

The Islamic school that ensures its boys 

understand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在英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的历

史知识教学向来欠缺，尤其是伯明翰“特

洛伊木马事件”（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企图

控制伯明翰学校，并传播极端思想）发生

之后，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变得更加敏感。

但目前英国有一所以思想自由、教学自由

著称的学校就巴以冲突历史方面的讲解有

着自己开创性的教学方法，这所学校名为

阿布拉尔学校（Abrar Academy），是穆斯

林逊尼派学者阿哈默德先生在 2009 年建

立的，目前约有 120 名 11~21 岁的男生（仅

有男生，且皆为穆斯林）。近日，该校的历

史老师戴维斯（Davies）以《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为主题设计了一项

有趣的课程。 

《贝尔福宣言》在 1917 年得到英国内

阁的支持，该宣言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对

“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

族之家’”行为的支持态度。这一课程以辩

论赛的方式进行，戴维斯老师将学生分为

两组，一组赞成《贝尔福宣言》，另一组则

持反对态度，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穆斯林学

生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站在犹太人的

立场考虑问题。另外，有两名男孩根据双

方辩论内容和形式分别负责裁判和计分，

最终合计总分后，裁判宣布反对《贝尔福

宣言》的一方为胜，也就是站在巴勒斯坦

立场的一方为胜，尽管只是险胜。 

15 岁的阿卜杜勒被分在了“支持以色

列”的一队里，他表示自己一方要付出更

多去准备辩论：“我告诉队友们，要收起你

们的情绪，只管去做。但经过长时间的研

究和准备，我们认为巴勒斯坦的论据更加

充足，所以检索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论

据显得困难重重。但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

相关论据，抓住了一些细节来展开，我们

也差点取得胜利。我本人更倾向于巴勒斯

坦一方，但是现在我有点理解犹太人了，

同时认为以色列的行为也确实有自己的道

理。在这所学校，我们大都在努力成为穆

斯林学者，如果我们忽视一方观点，偏袒

另一方观点，那就有失公允。无论他们是

犹太人还是其他人，众生平等，我们必须

尊重他们。” 

通过这样辩论式的历史课程教学，可

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不同国家的思想和

文化，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和时事政治。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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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07/islamic-school-israeli-palestine-conflict 

[2018-8-7] 

编译者：白瑞鑫 

 

澳大利亚推行“积极教育法” 

Is Positive Education Another Fad? 

Perhaps, But It’s Supported by 

Good Research 

“积极教育”（positive education）是积

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衍生物，

由 著 名 心 理 学 家 塞 利 格 曼 （ Martin 

Seligman ）、 森 特 米 哈 伊 （ Mihaly 

Csikszentmihalyi）等人于 2000 年提出。积

极心理学从缺陷法（deficit approach）（关

注个人所出现的问题）转换到更积极的方

法，采用优势为本取向（Strengths-based 

Approach）以实现人的总体福祉与幸福。

塞利格曼的幸福模型（PERMA）确立了实

现幸福的五个要素——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参与（ engagement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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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意义（meaning）以及成

就（achievement）。积极教育注重知识传授

与幸福感培养，即在通过良好教学实践帮

助学生取得优异学业成就的基础上，与积

极心理学相结合，维护学生的安全与幸福，

促使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 

一些声誉良好的国际研究认为积极教

育法的确卓有成效，这一赞誉也在实践中

得到了证实。吉朗文法学校（Geelong 

Grammar School）是澳大利亚第一所引进

积极教育的学校。该校在全校各年级中系

统应用积极教育法，并让教职工接受积极

心理学培训，使其能够为学生提供包括决

策选择、问题解决、休闲、创造性头脑风

暴等内容在内的心理干预。至今，该学校

仍然与积极教育、积极心理学创始人之一

的塞利格曼教授保持着联系。澳大利亚积

极教 育 学 校 协 会 （ Positive Education 

Schools Association，简称 PESA）于 2011

年创始时仅拥有 9 所成员学校，但到现在

为止，该协会的成员学校已经达到 100 多

所 。 同 时 ， 国 际 积 极 心 理 学 协 会

（ International Positive Psychology 

Association ） 和 国 际 积 极 教 育 网 络

（International Positive Education Network）

等团体也在推动并支持着积极教育的发展。 

尽管积极教育益处颇多，但其实施仍

需要一定的基础，这包括相应的教职工培

训、坚定的学校领导集团、充足的相关经

费支持等。推行积极教育的成本是积极教

育传播的潜在障碍。同时，若要大范围推

广积极教育，还需要国家教育部门的人员

培训及其它相关资源的支持。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s-positive-

education-another-fad-perhaps-but-its-supported-by-

good-research-99824 [2018-08-02] 

编译者：杨希 

 

英国：大学持续增长的无条件

录取招各界批评 

Huge Rise in Unconditional Offers 

for University Places  

英国当下的招生政策给予了英国大学

较为独立的招生权，这使得他们可以在实

际招生中独立、自由地对部分学生进行“无

条件录取”（unconditional offer），即不以学

生相关考试成绩为标准的录取，而“有条

件录取”（conditional offer）需要学生在

BTEC 课程或其他相关考试中得到 A 级。

获得无条件录取的途径包括：大学认为该

学生已经足够成熟并达到了入学标准、学

生通过面试或作品集等途径展现出艺术天

赋、对在考试抗压方面有心理健康问题的

学生给予照顾等。 

无条件录取的学生数量虽然只占大学

录取人数的一小部分，但目前该比例正在

持续增长。英国大学招生服务机构（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service，简称 UCAS）

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英国大学总共向

67,915 名学生提供了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占所有录取通知书数量的 7.1%，去年无条

件录取的占比为 5.3%，而 2013 年只占

0.4%。 

持续增长的无条件录取比例招致了英

国各界的批评。英国大学部长（ the 

universities minister ）山姆•吉马（ Sam 

Gyimah）认为，大学大幅度增加无条件录

取学生的数量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它削

弱了大学教育的公信力，打击了获得无条

件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在学业上持续进取的

积极性。学校和学院领导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

秘书长杰夫·巴顿（Geoff Barton）谈到，

无条件录取方式的大量增长并不符合学生

的利益，它是大学之间在招生市场上恶性

竞争的结果。如果遇到公司对学生成绩比

较看重，那么因获得无条件录取资格而怠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 2018  No.64 
16 

世界教育动态  2018 年 8 月第 16 期 实践探索 

于学习的学生将很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大

学和学院联盟秘书长（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General Secretary）萨莉·亨

特（Sally Hunt）认为，无条件录取是对考

试制度的嘲弄，它让学生在巨大的压力下

对未来做出仓促的选择。此外，甚至有人

提议，英国应当放弃缺乏录取客观标准的

无条件录取制度，一律采用基于考试成绩

的录取方式。 

 

延伸阅读：BETC 原为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

委员会的机构（Business &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简写，1996 年该机构与伦敦大学考试与

评估委员会合并成为英国爱德思国家职业学历与

学术考试机构（Edexcel）。BETC 课程涵盖了 150

个专业，目前在英国有 400 多所学院和大学开设

BTEC 课程。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

hp?story=20180726203011959 [2018-07-26]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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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5-7】第五届国际教育

大会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5 日-7 日 

会议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参会机构及人员：世界各地研究者 

会议内容： 

第五届国际教育大会（ICEDU 2019）

将为学者、政策制定者、行业专家创建一

个分享经验，讨论研究成果的全球交流平

台。本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有来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皮耶·康玛斯（Piet Kommers）

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文新教授等。 

大会欢迎但不限于以下主题的论文来

稿：教育实践创新（Innovative Educational 

Practices ）、课程研究（Curriculum that 

Works ）、 课 堂 技 术 应 用 （ Effective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评估可靠性

与 有 效 性 （ Assessm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

以及教育合作（ Working with Diverse 

Populations）等。 

所有来稿都将会被双盲审，并有机会

被 大 会 收 集 和 发 表 在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Smart Education（ ISSN: 

1741-5659, ESCI 收录）、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ISSN：1940-0683, 

SSCI 收录，2017 年的 JCR 影响因子为

1.867）等同行评审期刊当中。 

提交会议摘要的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educationconference.co/ [2018-07-30]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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