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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发布新学校提案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18 日报道，新学校提案发布，公布了已经

建立的学院和免费学校的名单，以及一份

地方当局的名单，名单上的地方当局都在

寻求为学院和免费学校提议的人士。教育

部发布了两份文件，分别是：《寻求提议者

的地方当局》文件和《第 6A 条批准的/正

在考虑中的学校》文件。

《寻求提议者的地方当局》这一文件

包含了所有寻求建立新学院或免费学校的

地方当局的详细信息，具体包括：（1）地

方当局的名称；（2）新学校所在的位置；

（3）新学校针对的教育阶段；（4）学校的

能力；（5）赞助申请的截止日期；（6）地

方当局具体要求表和申请表的链接

《第 6A 条批准的/正在考虑中的学校》

文件包含以下细节：（1）获得批准的学院

和免费学校名单；（2）尚未获得批准但是

在《2006 年教育与督导法案》的“学院/

免费学校推定”名单中的免费学校。《第

6A 条批准的/正在考虑中的学校》包括：（1）

决定的日期；（2）地方当局的名称；（3）

在批准时建议的学校所在位置；（4）新学

校针对的教育阶段；（5）批准时建议的开

放日期（这一日期可以根据新学校的实际

情况进行更改）。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美国：马里兰州计划用地方性

考试代替全国性的PARCC考试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官网 2018 年 9

月 13 日报道，马里兰州的 PARCC（ the
Partnership for Assessment of Readiness for
College and Career,大学和职业准备评价

同盟）标准化测试一直以来为人诟病。批

评人士指出，PARCC 占用了学生太多的时

间，而且对学校造成了毁坏性的后果。马

里兰州超过一半的学生没有通过该项测试，

而且测试结果的反馈也很慢，降低了教师

在课堂上的效能。

目前，马里兰州正在计划放弃使用

PARCC 测试。马里兰州的学生将在 2019 年

春季最后一次参加 PARCC 测试。到 2019

年秋季，全国性的 PARCC 测试将被新的地

方性标准化考试所取代。马里兰州新的标

准化 测试将 被称为 MCAPs （Maryl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马里

兰州综合评估计划）。州政府官员表示，

新的测试将基于和 PARCC 相同的高标准和

严格的课程。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主席贾

斯汀·哈廷斯（Justin Hartings）表示：“我

的希望是我们能够有既严格又有效的评估

方式，但是花费的时间更少，对日常的教

学影响更小。”

这一变化标志着从 2015 年春季首次

在马里兰州全州推行 PARCC 测试的初期失

败。PARCC 测试是根据共同核心标准

（Common Core）制定的。共同核心标准

为全国各州学生应该学习的内容设定了一

个较高标准。越来越多的州近年来都逐渐

放弃了 PARCC 测试，这反应出了一个新的

全国性的教育现象。参加 PARCC 测试的州

的数量，最高曾有 20 多个，然而近年来这

一数字一直在下降。专家列举出越来越多

州放弃此项测试的原因，其中包括考试时

间过长所带来的挫败感。而且由于时间过

长，PARCC 测试成为近年来全国反测试运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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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攻击的头号对象。许多州都在逐步转向

使用自己的地方性测试，哥伦比亚特区目

前还在继续使用 PARCC 测试。

在马里兰州，尽管有些人在期待

PARCC 测试的结束，但是对于放弃这项测

试的原因、后果以及潜在影响都仍然存疑。

蒙哥马利县的一位家长，同时也是家长委

员会的长期领导的阿曼达·格雷佛

（Amanda Graver）担心这项测试只运行四

年就被取消的原因是学生的普遍低分。在

最近的一次 PARCC 数学测试中，全州的中

小学生中只有 34%通过了这项测试，而在

英语语言测试中只有 42%的学生通过。阿

曼达质疑：“难道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就选择另一个让成绩看起来更好的测

试吗？仅仅得分不好不能成为放弃测试的

原因。PARCC 测试很有价值，因为这一测

试结果可以和其他州或其他学区的结果进

行对比，并且能指出需要改进的领域。”

该州最大的教师工会对此项举措表示

欢迎。马里兰州教师协会的主席谢丽

尔·博斯特（Cheryl Bost）表示：“我们

的教育工作者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比 PARCC

测试更好。无论接下来的考试是什么，教

育工作者都认为它必须耗费时间更短，更

有价值，而且不会对教学和学习造成破

坏。”PARCC 测试持续的时间依据学生的

年级，从 8 到 9.5 个小时不等。学校为

PARCC 测试安排管理人员和协调考试时间，

常常会导致大量教学时间的流失。教师们

希望新的测试依旧能够和共同核心标准保

持一致，同时教师可以及时获得测试结果，

让教师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

来源：《华盛顿邮报》官网

编译者：罗怡雯

德国：萨克森州实施“快速入

门”项目：辍学后的职业培训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9月19日报道，德国萨克森州（Sachsen）
文化部部长赫伯特·沃尔夫（Herbert
Wolff）日前批准了该州的“快速入门”项

目（“Quickstart Sachsen”）。该项目旨

在给质疑大学教育的学生和大学辍学的学

生提供在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的机会。

文化部部长沃尔夫解释道：“该项目

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专业

技术人员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高校

辍学率过高，这两个问题都亟待解决。同

时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把辍学人员和企业

这两种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联邦教育

和研究部（BMBF）计划在 2018 至 2020

年间投资 140 万欧元用于该项目。沃尔夫

强调，未接受过或未完整接受大学教育并

不意味着走下坡路，相反，职业教育和培

训将给辍学学生铺就一条崭新的职业道路。

“大学辍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是

不愉快的经历。最重要的是辍学后接下来

应该怎么办”，部长指出：“‘快速入门’

项目给了辍学学生更多的机会，也给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而为了能够在学生入学前或是在遇

到困难前尽早帮助学生，他们将采取多方

面措施，以减轻学生入学适应的困难，避

免学生对大学教育产生质疑或是最终选择

辍学。 当前德国的本科辍学率约为 29%，

科学部部长伊娃·玛丽亚·斯坦格

（Eva-Maria Stange）博士强调：“本科辍

学不意味着青年的失败，而是在教育系统

内进行转换的过程。在双元制体系中，质

疑大学教育的学生和辍学的学生有更多机

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新选择，这同时可以

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为了减少学生从辍学到职业培训阶

段的适应困难，该项目将作出多方面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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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首先，高校将设立专职人员，任务主

要是网络工作、推广宣传和寻找最佳实践

范例。此外，还将引入高校预警系统、研

讨会和评估工作，以评判该项目的进展情

况。最后，该项目还计划建立一个专门的

网站，以便辍学学生、各大公司和网络合

作伙伴可以找到相应的咨询信息。萨克森

州各高校的就业部门也会派出咨询专家，

向辍学学生提供求职导向咨询。咨询专家

知悉不同工作的要求、前景以及本地区哪

些企业提供职业培训。联邦就业局萨克森

州管理局主席克劳斯·彼得·汉森

（Klaus-Peter Hansen）指出：“企业目前

也在寻找后备力量，几年前萨克森州就有

了上千个空缺职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职

位申请者。除了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之外，

面向辍学学生的职业培训也是一个向企业

输送人才的机会。”

来源：《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编译者：陈囡

法国：促进学校艺术教育的发

展

据法国《世界报》2018 年 9 月 18 日

报道，9 月 17 日，法国教育部部长让-米

歇尔·布朗凯 (Jean-Michel Blanquer) 宣

布法国文化部和教育部计划为3至18岁的

学生提供连贯的艺术教育。

从 2019 年学年开始，这一政策将在法

国 10 个城市进行试点。在小学，将对学生

进行每周两个小时的艺术教育，让学生有

更多的机会接触艺术，比如组织学生参观

博物馆、进行艺术创作、加入学校唱诗班

练习歌唱或者与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等活

动。初中生每周增加半小时艺术实践的课

程，主要以讲授的方式进行。对于高中生，

除了每周放映一部电影之外，他们还可以

通过参与创意艺术工作坊(音乐、舞蹈、戏

剧等)，进行更深入的艺术学习与创作。

在资金来源方面，法国教育部长让-

米歇尔·布朗凯表示，教育部将投资 2600

万欧元用于支持艺术教育的发展。同时，

法 国 文 化 部 部 长 弗 朗 索 瓦 · 尼 森

(francois Nyssen) 表明，文化部将于 2019

年投资 1.14 亿欧元。目前，为了更加确定

艺术教育的受惠人数，法国文化部与教育

部正在联合起来对整体教育现状进行评估，

确保艺术教育的资金充足以及艺术教育的

顺利开展。

来源：法国《世界报》

编译者：崔慧慧

西班牙：校园欺凌案件虽有减

少但案情更加恶劣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2018年 9月 19日

报道，马德里互助基金会（Fundacion
Mutua Madrilena）以及儿童及青少年援助

基 金 会 (ANAR ， Ayuda a los Ninos y
Adolescentes en Riesgo)，以 2017 年受害

者拨打免费电话热线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为调查基础，发布了第三份校园及网络霸

凌调查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校园欺凌现象在西班牙已有

减少，然而欺凌案件却更加恶劣：例如采

取更加暴力的手段，以更高的频率、几乎

是每天去骚扰受害者。此外，校园欺凌受

害者平均年龄为 10 岁，并且四例暴力案件

中就有一例是通过手机以及社交网络实施

的。 在接到的 36166 通电话里，上述机构

对比并分析处理了 590 例（444 例校园欺

凌以及 146 例网络欺凌)，这与之前处理的

1207 例案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所有的

案件都暗示了一个事实，即对于那些未成

年人，校园欺凌恶劣程度已达中等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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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恶劣的程度。其中，校园欺凌案件的

持久性以及频率也有所增加，52.9%的受害

者遭受一年持续不间断的欺凌。

马德里互助基金会总经理洛伦佐·库

科林（Lorenzo Cooklin）指出：“长时间

地忍耐校园欺凌，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

非常折磨并极其残忍的事。想象一下，在

某个具体的情况下，一次激烈的争吵甚至

会让成年人感到沮丧，更何况一些小孩每

天都要经历这些事。”在基金会撰写本报

告的四年中，他们无法改变的是父母如何

对受害者进行帮助。ANAR 基金会项目主任

本 杰 明 · 巴 列 斯 特 罗 斯 （ Benjamín
Ballesteros） 认为：“学生会在欺凌事件

发生后的 13 个月后告诉他们的父母，因此

家人们采取措施的行动会随着时间的延长

而推迟。”

对于网络欺凌，75%的受害者会告诉长

辈发生了什么，虽然普遍晚于 15 个月后。

另一方面，三分之一的校园欺凌受害者因

为其年龄，以及对于此类事件缺乏处理能

力的原因而沉默不言。校园欺凌事件发生

的年龄段非常早，大约在 10 岁左右，其中

男性所占百分比为 53.2%。而网络欺凌发

生的年龄段则普遍偏大一点，在 13.5 岁左

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越来越早

地让孩子拥有手机，这让网络欺凌发生的

普遍年龄开始降低。至于受害者，则是那

些最为弱小的女孩们（所占比例 65.6%）。

巴列斯特罗斯表示：“我理解父母想要知

道他们的孩子在哪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要在孩子 14 岁之前就让他们拥有能够上

网的手机。”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日本：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待机儿童的新去处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14 日报道，日本政府于 9 月 14 日

宣布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将在 2019 至 2021

年期间增加 25 万人，争取实现消除待机儿

童的目标。待机儿童,是指申请进入政府认

定的公立保育所(相当于我国的托儿所)且

符合入所条件,却因满员而排队等待的 0

至 6岁儿童。放学后俱乐部由厚生劳动省

负责，侧重保育护理，面向双职工家庭、

单亲家庭等家长难以长时间看管的学生，

是政府的学童保育项目之一。

学童保育项目是指在学校内部或者学

校周围由 NPO（非营利组织）或自主组织

的机构所运营的项目。儿童在学童保育网

站登记之后，可以在学校的空教室里与得

到都道府县认定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工作

人员一起玩耍，一起写作业，度过愉快的

课后时光。为了确保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

服务质量，日本为该俱乐部配备了专门的

工作人员，包括俱乐部志愿者及辅助人员

等。

截止至 2017 年 5 月 1日，在放学后儿

童俱乐部学习的学生达到 1171162 人，还

未在该俱乐部登记的待机儿童仍有 17170

人。自从日本提倡要消除待机儿童的目标

以来，在 2015 至 2018 年三年内放学后儿

童俱乐部已经增加约 30 万名儿童，预计在

2018年年底能够为122万名儿童提供放学

后儿童俱乐部的名额。但由于开始工作的

母亲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决定将“待机儿

童=0”的目标推迟三年实现。并且，政府

认为职业女性将会越来越多，决定在 2023

年年底再次增加 5万名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的名额。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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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 周舒玲

澳大利亚：学生是否应在学校

使用手机引发争议

据《布里斯班时报》2018 年 9 月 17

日报道，一些高级教育工作者和学校校长

表示，他们不会支持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提

出的禁止学生携带智能手机上学的政策，

而此项政策已经获得联邦教育部长丹·德

汉（Dan Tehan）的支持。

新 州 中 学 校 长 委 员 会 （ NSW
Secondary Principals' Council）负责人克里

斯·普雷兰德（Chris Presland）表示，通

过禁止学生带手机来预防欺凌和防止学生

分心就像禁止人们开车来避免超速驾驶一

样。他认为：“这不会阻止网络欺凌，因

为后者大都发生在课下。手机只是孩子们

可以使用的一种工具，不是转移学生注意

力的主要原因。”

此次教育工作者发声主要源于联邦教

育部长德汉先生宣布支持学校禁止学生上

学期间使用手机。他指出：“我希望孩子

们能够集中精力上课，这样他们就能获得

最好的教育。我会支持任何学校或教师在

课堂上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以避免他们分

心。” 据悉，目前新州正在针对学生在教

室内使用手机一事进行审查。审查将会对

学生使用手机的利弊进行着重分析，包括

“是否应对小学生或某些年龄段的儿童使

用智能手机进行限制”。审查结果将于年

底公布。

格兰内奥·鲁道夫·斯坦纳学校

（Glenaeon Rudolf Steiner School）校长安

德鲁·希尔（Andrew Hill）表示，他的学

校从未允许学生上学期间使用手机，以此

来“尽量减少干扰，增强学生注意力”。

希尔先生指出，虽然网络欺凌主要发生在

校外，但我们不希望它在学校生根，我们

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尽可能保持健康。然而

普雷兰德先生表示，禁止使用智能手机会

进一步加剧学校中的不公平现象。他指出：

“教师能使用手机，这是一个涉及到公平

的问题。对于那些学校和家里没有电脑的

学生来说，手机是使他们拥有的唯一的技

术形式。”对此，新州教育部长罗伯·斯

托克斯（Rob Stokes）认为：“移动数字

设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

明显，孩子们需要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这项

技术，就像他们需要学习驾驶汽车一样。”

来源：《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刘浩

卢旺达：寄宿学校希望获得更

多政府支持以资助贫困学生

据卢旺达《新时代》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19 日报道，公立寄宿学校的管理人

员呼吁政府为那些在国家考试中表现优异

的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资金支持。一些校

长抱怨，因为一些家长不能负担子女的学

费，所以寄宿中学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由

于在全国考试中表现优异的学生都来自寄

宿学校，所以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与走

读学校相比，寄宿学校可以为儿童提供更

好的学习环境。

布塔雷官方学校（Groupe Scolaire
Officiel de Butare ，简称 GSOB）校长指出：

“每个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寄宿学校

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那里他们有足够的时

间学习，而不会分心。”他补充道，“寄

宿学校比走读学校的学费高得多，这些父

母不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将孩子送到寄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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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学校。因此，一些父母不交学费，使学

校陷入两难境地。考虑到这些学生都很优

秀，所以，即便有所损失，我们也会尽力

留住他们。”

该校长补充道，有些父母甚至承诺分

期付款，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并没有履行

协议。圣伯纳德大学（College Saint Bernard）
校长指出：“资金缺口使得他们无法养活

这些学生，每个学期的资金差距在学校预

算的 10%-20%之间。我们试图通过在学校

花园种植食物来弥补差距。但如果所有学

生都能支付学费，那学校就能轻松地为学

生提供食物。”除了呼吁设立政府基金以

应对学校的资金短缺外，她还建议家长投

入资金来支持表现优异但经济困难的学生。

负责中小学教育的教育部长艾萨

克·穆尼亚卡齐（Isaac Munyakazi）指出：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影响了一些学校的

正常运转，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已经成为

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公共问题时，我们才

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我们在从各地区

获得的报告中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案例。所

以我们需要从受影响的学校获得更多细

节。”部长补充道，“受影响的学校必须

解决他们所在地区的问题，当地区无法设

计出解决方案时，应该向上级部门寻求帮

助。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政府决定是否

需要为贫困学生设立专项基金或寻找其他

可行性方案。”

来源：卢旺达《新时代》官方网站

编译：张秋旭

世界银行：菲律宾的替代性学

习系统——为失学青年和成人

提供第二次学习机会

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20

日报道，尽管在扩大基础教育入学机会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 2016 年的统计数

据显示，约有一半的菲律宾学生仍未能完

成基础教育。

几乎所有菲律宾儿童都在 6 岁时进入

小学，但只有大约80％的人完成了6年级。

在中学阶段，只有三分之一的菲律宾儿童

按时上初中，其中 1/3 的人在达到 10 年级

之前退学。15 岁以上的 2400 万菲律宾人

没有完成初中学业并且已经失学。其中约

有 27％的人的年龄介于 15 至 30 岁之间。

菲律宾教育部领导实施“第二次机会”计

划，通过实施替代性学习系统，为失学青

年和成年人建立人力资本。

通过认证和等效考试的登记者将获得

政府凭证，以便于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职

业培训，并且拥有更好的就业前景。该计

划实现的学员数从2016年的537,666人增

加到2017年的641,584人。2014年至2016

年期间，约 60％的登记者定期学习课程，

30％的学生通过考试。女性参与者的表现

一直优于男性参与者，城市参与者通过考

试的速度高于农村参与者。

替代性学习系统在帮助辍学者发展人

力资本并改善其长期教育成果和就业前景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实施替代

学习系统时存在许多挑战，因为学校青年

和成年人有各种学习动机，面对着不同的

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实施该系统的预算

也不到公共基础教育支出的 1％。

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编译者：路一凡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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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社区

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

据联合国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14 日

报道，9 月 10 日至 14 日“深化社区与可

持续发展教育联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亚太地区工作坊”在日本冈山举行。来自

16 个亚洲国家的 40 多名与会者分享了他

们在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推动可持续发

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方面的经验，探讨了社区学习中心指南和

教师教育资源，分享了各自国家的后续行

动计划。本次工作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 UNESCO）

驻华代表处、新德里办事处和教科文组织

地区教育局携手冈山大学、冈山市、冈山

可持续发展教育推进会和教科文组织亚太

文化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了日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日本可持续发展

教育资源中心的支持。在为期五天的工作

坊中，来自 16 个国家的教育部及相关机构

的资深官员了解并听取了冈山市在可持续

发展教育方面的第一手经验，这一教育的

开展既有高度的政治支持，又有稳固的合

作关系的保障，并且充分有效地进行了本

土化，调动教育机构和当地社区利用已有

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平台推进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冈山市已成功探索出一种独特的推广

社区学习中心的模式，并能通过可持续发

展教育平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土化

和制度化。2016 年，因为冈山市在地方成

功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制度化，冈山可持续

发展教育项目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日本可持续发展教育奖。该项目的特点在

于“全城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学校、

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它社会组织

都参与到项目当中。在冈山市，可持续发

展教育从小学一直覆盖到各级教育中。小

学生有机会参观当地农场、向具备乡土记

忆和技能的长者学习、参与水稻种植、与

非营利组织开展合作等。作为冈山市可持

续发展项目的牵头单位，同时作为教科文

组织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席，岗山大

学长期致力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动经验

交流和知识共享。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冈山大学联合

举办的这次亚太地区工作坊，展现了教科

文组织及其成员国在“教科文组织可持续

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及“可持续发展

目标 4—教育 2030 议程”的框架内，对进

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优质教育的承诺。教

科文组织致力于在各个层面、各种社会环

境中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这是推动可持

续发展目标在国家层面实现的关键一环。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教育专项目标 4 下的

子目标 4.7 就是针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及相

关途径的专项目标。此次工作坊的参与者

将把他们在冈山观察和学习的成果带回各

自的国家和社区，支持当地人民发展可持

续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行为。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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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端行为会影响学生学业

I Acted Like A Complete Jerk to My
Students Just to Prove A Point
教师不端行为会给学生学业造成怎样

的影响呢？为探究此问题的答案，西弗吉

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研究

“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教

学沟通”（instructional communication）等

领域的艾伦·古德利（Alan Goodboy）教

授展开了一项对比实验。首先，出于实验

的伦理性原则，他与学生的扮演者一起录

制了两段讲授相同内容的教学模拟视频，

在其中一段视频中表现出针对学生个人的

攻击行为，例如在其他学生面前贬低某个

学生、当着众多学生表达自己对某个学生

的偏爱并要求其他学生向他学习、不耐烦

地回答学生提问、批评某个学生的课堂表

现不合格等等；相反，在另一段视频中则

没有表现出上述攻击行为。随后，他将两

段教学模拟视频分别作为两场视频讲座的

材料，并邀请真正的学生在不知情的状态

下观看。

结束之后，古德利教授采访了学生对

其参与的讲座的看法，并测试了学生对教

学内容的掌握程度。结果发现，观看教师

存在不端行为视频的学生明确表示他们不

喜欢视频中的教学内容，同时，其测试成

绩相比观看另一段视频的学生成绩降低了

3％－5％。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成绩降

低幅度最大的是那些平时最珍惜学习机会、

刻苦学习的学生。

实验之后，古德利教授总结道，上述

视频中针对学生的攻击行为是最糟糕的教

师不端行为，它会对学生学业造成严重的

消极影响。而其它的教师不端行为，例如

上课迟到等对学生学业的影响较小，学生

可以轻松地从其微小的消极影响中调整过

来。古德利教授建议道，教师应当避免出

现类似的攻击行为，因为要营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不仅与教学内容相关，也与教师

的教学方式紧密相关。

延伸阅读：艾伦·古德利（Alan Goodboy）是

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研究

“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教学传播”

（instructional communication）等领域的教授。他

开展过一项名为“教授之间的学术欺凌”

（Bullying Among Professors in Academia）的课题，

著有《传播学概论——将学术转换成有意义的实

践 》（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Translating Scholarship into Meaningful Practice），

发表过《在教学中使用幻灯片能否促进学生学业

的元分析研究》（Does teaching with PowerPoint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Ameta-analysis）《课堂

幽默对学生学习的影响》（Humor in the classroom:

the effects of integrated humor on student learning）

等论文。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acted-like-a-com

plete-jerk-to-my-students-just-to-prove-a-point-971

60 [2018-09-21]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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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调查发现教师群体的加薪要求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Teachers Are Winning Public Support for Pay Raises, Survey Finds
今年春天，美国六个州（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亚利桑那州、北卡罗来纳州、

肯塔基州、科罗拉多州）成千上万的教师走出教室，抗议低工资和削减学校资金。他们的

抗议行动可能会提升公众对提高教师工资的支持率。

今年 5月，《教育下一代》（Education Next）杂志开展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此次调查

在全国选取了 4601名成年人作为代表性样本，其中包括学龄儿童家长和教师代表。调查显

示，63%的受访者赞成提高教师工资，而且自去年以来，这些州关于工资上涨的公众支持

率上升了 16个百分点。在此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中，近一半的受访者了解了关于本州教师

平均工资的信息后，表示教师薪酬应该增加，这一人数比例比去年高出 13％，未了解本州

教师平均工资的受访者支持教师薪酬应该增加的比例也比去年高出了 6%（具体见图 1）。

图 1 十年间被告知和未被告知当前高等教育支出状况的公众对提高教师薪资的支持率

今年对增加高等教育支出的支持率也有所上升，47％的受访者在得知当前的支出水平

后，认为公共学校应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一支持率比去年增加了 7个百分点。在那

些没有被告知当前支出水平的受访者中，有 59％的人支持加薪——经历过教师罢工的六个

州的居民支持增加高等教育支出的可能性更大。

该报告的作者-哈佛大学教育学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授马丁·韦

斯特（Martin West）提出，国家经济增长是公众迫切希望增加工资的原因之一。此外，削

减学校开支是引发教师抗议和激进主义浪潮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网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8/22/teachers-are-winning-public-support-for-pay.html

[201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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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对小学的支持项目有助于降低高中辍学率

Study Find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Support Leads to Lower High
School Dropout

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研究人员发现一项名为“城市连接”（City Connects）
的项目有助于降低高中辍学率。该项目为幼儿园至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在

过去 20年中，约有 100所学校参与该项目。其中，894名参与项目的学生高中辍学率仅为

9.2%，而 10,200位未参与项目的学生高中辍学率为 16.6%。每位学生在高中阶段在学要比

辍学多产生 260,300美元的收益，预计该研究产生的直接社会效益有 9,760万美元。

该研究的被试分别在 2000-2001学年、2004-2005学年、2013-2014学年进入幼儿园，

被试学生将与同时期同区域在未参与项目学校就读的学生进行对比。研究期间，所有参与

该项目的波士顿公立学校为从幼儿园到五年级的学生提供支持，超过 90％的学生享受免费

或降价午餐。每所学校都有一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校辅导员（Licensed School Counselor）
任协调员，他们会定期与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会面，讨论每个学生在学术、社交、情

感、行为发展、健康和家庭支持方面的优势和需求，以便尽早识别和解决导致学生高中辍

学的隐性问题。该项目通过一个专有数据库将参与项目的每个学生与学校或社区中的一系

列定制服务关联，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城市连接”项目通过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波士顿公立学校（Boston Public
Schools）和社区机构之间的合作全面有效地改善了学生的学业问题和非学业问题，从而降

低了高中阶段辍学率。波士顿学院城市教育和创新领导力(Urban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Leadership)教授、城市连接项目的执行主管、该报告的共同作者玛丽·E·沃尔什（Mary E.
Walsh）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小学期间对学生进行全方位个性化的支持可产生持久和有

意义的影响。”

新闻来源：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官网

https://www.aera.net/Newsroom/Recent-AERA-Research/Study-Finds-Elementary-School-Student-Support-

Leads-to-Lower-High-School-Dropout [2018-10-03]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大幅下降

Falling Confidence in Higher Ed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最新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在 2015

年至 2018年期间出现异常大幅下降，共和党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滑坡尤为明显。

盖洛普每年都会就美国民众对各类美国机构的信心进行民意调查。根据今年的调查结

果，尽管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机构比对许多其他机构（包括国会、银行和公立学校等）更

有信心，但也不能忽视只有不到一半（48%）的美国成年人对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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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的信心的事实（具体见图 1）。而且进一步从纵向对比来看，这一数字与 2015年的

57％相比差距很大。其中，共和党对高等教育信心的下降最大（见表 1）。高等教育机构成

为美国民众信心在短期时间内下降最快的机构。

图 1美国民众对美国各机构的信心水平调查结果

表 1美国各党派成年人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水平

同时，盖洛普调查报告也指出，在其之前已有大量调查结果指出美国高等教育公众形

象下降，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运作方式存有疑虑，尤其是共和党人的质疑声最大。盖洛

普分析师杰夫·琼斯（Jeff Jones）表示，高等教育领导者应该对此现象给予重视，因为政

治家或捐赠者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决策建立在民众对其的信心水平之上。哈佛大学新任

校长劳伦斯·S·巴科（Lawrence S. Bacow）也对此现象表示担忧。在 10月 5日的就职演

说中，他表示：“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不断减少是学术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有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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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人们质疑送孩子上大学的价值、高校是否值得公众支持、高校是

否对国家有益的情况。”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10/09/gallup-survey-finds-falling-confidence-higher-education

[2018-10-09]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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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U 项目是未来教育的方向

吗？

Is This JMU Program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James Madison
University）设立了革命性的 JMU X-Labs
项目。该项目旨在鼓励学生在跨学科团队

中运用创新性思维应对复杂挑战，解决史

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国

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北约（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 NATO）等客户提出的

现实问题。

JMU X-Labs 项目包括十几门跨学科

课程，例如无人机、社区创新、外交黑客

和医学创新等。以上课程所有本科生都可

以选择，并对中高年级优先开放。学习课

程的学生将与相关行业的合作伙伴以团队

合作的形式探讨解决方案。为支持学生的

学习，该校为学生配备了包含 3D打印机、

激光切割机、虚拟现实护目镜和其他相关

技术设备的最先进的实验室。

通过该项目，学生们不仅能够深度学

习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等学科的知识，

还能创造性地进行团队合作并解决问题，

这使他们日后有能力在世界性事务中发挥

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通过学习无人机

课程，学生可设计和制造无人机、识别和

排除地雷、熟悉海上搜救、应对生态挑战

等。具体的案例有：一个由物理学、生物

学、工厂设计等专业的学生组成的五人团

队设计了一个水下无人机，该无人机可在

切萨皮克湾（ Chesapeake Bay）创建牡蛎

礁的数字模型，以帮助扭转牡蛎种群下降

的局面。通过详细的珊瑚礁模型，可建造

有效的人工鱼礁拯救牡蛎种群，成功率可

达 99％；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 Command）在黑客

外交课程中向一个六人学生团队发起挑战，

要求他们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监控信息

战。为此学生们开发了威胁升级模型，为

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一种可识别和描述各

国社会运动升级的途径。他们还设计了一

种用超过200种语言同时从30个社交媒体

上收集数据的方法，便于美国特种作战司

令部围绕某些关键词或关系生成检索报告。

该项目为学生未来进入职场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在职场中，基于团队合作的问

题解决能力是衡量工作能力的标准之一。

该项目的通讯主管金·费舍尔（Kim
Fisher）说：“刚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担

心，但等项目完成的时候，他们俨然成了

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在课程中所学习的正

是雇主要求雇员所具备的宝贵技能，所以

他们会比其他同学更快地找到待遇更好的

工作。”

新闻来源：数字校园新闻网

https://www.ecampusnews.com/2018/09/26/is

-this-jmu-program-the-future-of-education/?all[201

8-09-26]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税收抵免奖学金”的受

益者到底是谁？

Who Benefits From Tax Breaks for
Private School Scholarships? ANew

GAO Report Breaks It Down
作为美国择校（school choice）改革中

的一项重要举措，与众所周知的学券

（school voucher）相比，税收抵免奖学金

（tax-credit scholarships）似乎“鲜为人知”。

该项目最初由佛罗里达州于 2011年创建，

https://www.ecampusnews.com/2018/09/26/is-this-jmu-program-the-future-of-education/?all%5b2018-09-26
https://www.ecampusnews.com/2018/09/26/is-this-jmu-program-the-future-of-education/?all%5b2018-09-26
https://www.ecampusnews.com/2018/09/26/is-this-jmu-program-the-future-of-education/?all%5b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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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税收抵免作为优惠条件，鼓励企业和个

人向非营利性奖学金基金组织捐款，这些

捐款会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放给低收入家庭

学生用以支付私立学校学费。随后，有 17
个州相继效仿佛州实施该项目。作为该项

目的忠实支持者，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

沃斯（Betsy DeVos）有意将其从州层面提

升到联邦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然而，该项目有两点备受争议：一点

是它绕过宪法所禁止的公共财政而直接利

用私人捐赠来支持私立学校选择（美国择

校分为公立学校选择和私立学校选择，宪

法禁止将公共财政用于私立学校选择）；另

一点就是该计划所创造的税收优惠——在

某些情况下，捐助者可以将他们支付的税

额减少，减少的数量等同于他们捐赠给奖

学金计划的金额。随着越来越多的州开始

实施这一项目，人们开始关注到底哪类学

生群体和捐赠者会从中受益。

应部分官员的请求，美国政府问责办

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审查了 18个州的 22个税收抵免奖

学金项目，发现在 2016-2017学年（可获

得的最新学年数据），这些项目总共获得捐

款 8.56 亿美元。《各州税收抵免奖学金项

目 对 参 与 学 生 和 捐 赠 者 的 要 求 》

（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and Donors
Participating in State Tax Credit Scholarship
Programs）报告的具体调查结果如下：第

一，大多数税收抵免奖学金计划都以学生

所在家庭的总收入为依据提供奖学金。其

中，有 17个项目对参与家庭的总收入有限

制，来自家庭年收入在 32,000-136,500美
元之间的四口之家的学生可参与该计划。

对于设定收入限额的这 17个计划而言，其

中 6个计划的收入限额超过了该州的中位

数收入。除了参考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外，

学生残疾情况以及是否在一所低绩效公立

学校就读等，也是学生是否能顺利参加该

计划的资格条件；第二，在调查的 11个计

划中，捐赠者可以享受与捐款数额等额的

税收抵免。其中有 16个州对个人捐赠者在

一年内可以申请的税收抵免额有所限制。

延伸阅读：

美国学者认为“择校泛指任何用于打破学生

居住地与就读学校所在地之间关联的行为，旨在

减少传统公立学校地理位置限制的政策措施”。同

时，择校是指家长所拥有的一项权利，即家长有

权为其子女选择任何一所他们满意的中小学就读，

并且有权使用政府已经分配给其子女就读于公立

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为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一所学

校支付学费。

学券制是美国择校的具体政策手段之一，最

早由美国货币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

曼提出，指的是政府在择校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

机制，用教育券来资助教育以在教育提供者之间

形成竞争。政府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不再直接划

拨到各个学校，而是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

家长，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以

及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教育券面额相

等的现金。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charterschoice

/2018/09/who_benefits_from_tax_breaks_for_provi

ate_school_scholarships_new_gao_report_breaks_it

_down.html [2018-09-18]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学分补修”项目的危机

与出路

Does Too Much Credit Recovery
Lead to Inflated Graduation Rates?

近来，金融业中应用较广的“信用修

复”（credit recovery）理论被引入美国基

础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美国高中开始推

出“学分补修”项目（credit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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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让高中生重修不及格或半途而废的科

目、完成高中学业。从本质上看，“学分补

修”是一项预防辍学、提升毕业率的策略。

然而，随着美国高中毕业率的日益提

高（2016年全美高中毕业率达到了 84%的

历史最高水平），人们开始质疑在“漂亮”

数据背后到底有多少高中毕业生真正达到

了毕业标准。2018年 9 月 17 日，美国企

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证实，对高中

毕业率注水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根据

AEI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美四分之三的学

校正在开展“学分补修”项目，每 13名高

中生中就有 1人补修学分，而且“学分补

修”项目的参与率与学生所在学校的贫困

水平和少数族裔比例呈正相关。除此之外，

研究报告也声称，“项目参与率高的学校通

常也有着较高的毕业增长率，这应当引起

广泛重视。因为该政策有损高中文凭的价

值，实际上某些毕业生可能还不具备就业

或升学的能力”。

虽然目前“学分补修”项目的参与率

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补修的质量全都很

低。该研究认为：当下最为棘手的问题就

是区分哪些项目是优质的、哪些项目是低

质的。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呢？AEI研究

报告给出了如下五条建议：第一，提升全

美“学分补修”项目数据的准确性；第二，

在监控高中生毕业率提高的同时，确认他

们的考试成绩是否得到了相应提升；第三，

监督“学分补修”项目的质量，并确保相

应的问责措施；第四，定期对“学分补修”

项目中的教师和学生开展质量调查，以补

充项目数据；第五， 增加“学分补修”项

目的“限制条件”，例如收取费用或仅在夏

季或周末提供。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high_school_a

nd_beyond/2018/09/credit_recovery_high_intensity

_use_raises_questions.html [2018-09-17]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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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4-26】第三届世界电

子教育电子商务与电子贸易会

议

2019 3rd World Conference on
e-Education, e-Business and
e-Commerce (WCEEE 2019)

会议时间：2019年 6月 24-26日
会议地点：越南 岘港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 IJEEEE 期刊杂志社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Education,
e-Business, e-Management and e-Learning）

会议内容：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辐射

范围的不断扩展，教育和商务贸易的发展

也随之在电子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2019
年第三届世界电子教育、电子商务与电子

贸易会议（2019 3rd World Conference on
e-Education, e-Business and e-Commerce
(WCEEE 2019)）就以电子教育、电子商务

和电子贸易为主题开展研究分享活动。会

议接收论文的主题包括：电子教育实践案

例、电子教育系统、技术和评估以及大学

信息系统等等。此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人有

美国普渡大学西北分校的陈宽周教授

（Prof. Kuan-Chou Chen）、香港理工大学

的张志辉教授（Prof. Benny C. F. Cheung）、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莫森·拉扎吉教授

（Prof. Mohsen Razzaghi）等。会议提交的

论文将由 WCEEE 会议委员会和 IJEEEE
编辑委员会审核，被接收的论文将作为特

刊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Education,
e-Business, e-Management and e-Learning

（IJEEEE）杂志上发表，并将由 Google
学术搜索、ProQuest、EI（INSPEC，IET）
等编入索引。

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2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wceee.org/index.html [2018-10-13]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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