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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相当数量学生的作业难

度低于其所属的年级水平 

 

据美国《教育周刊》官网 2018 年 9 月

25 日报道，美国公立学校制度是在与学生

的一份隐性社会契约下运作的：努力工作，

取得好成绩，就能在大学、工作和生活中

取得成功。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学生基本

都在这份隐性社会契约中占了大便宜，因

为太多的学校通过给学生布置低于他们所

属年级水平的作业来打破这份合同。这种

做法会让学生难以为接下来的大学、工作

和生活做好准备。 

更重要的是，该报告发现，在拥有同

等机会的情况下，有色人种和弱势学生在

具有挑战性的作业中和同龄人做得一样好。

所以有色人种和弱势学生做不好高难度作

业的想法是错误的。教师培训和倡导组织

TNTP 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威斯伯格表示：

“这种想法源自一种系统性不公平、系统性

偏见和种族主义。” 

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基于 2016-

2017 学年期间从 4 个匿名学区和一个与

TNTP 合作的特许学校网络收集的大量数

据。虽然并没有从全国取样，但这些学区

所处地理位置各异，规模也不同，其中一

个是农村地区，因此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的。该研究提供了两个在教育研究中很少

使用但值得注意的数据来源：他们在课堂

上对超过 3100 名学生进行实时调查，并对

近 22000 份学生作品进行了分析。为了确

定作业是否属于年级水平，分析师使用内

部开放的框架来审查课堂和作业是否符合

州级标准，是否为学生提供独立实践以掌

握技能，并将课程与现实联系起来。 

教师培训和倡导组织 TNTP 关于学生

的作业难度低于他们所属的年级水平的研

究结果，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点：1.在所有地

区，71％的学生成功完成了他们的作业，

但这些作业中只有 17％实际上是达到学

生所处的年级水平；2.来自低收入家庭的

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一直被布置难度较低

的任务和分配经验较弱的老师；3.重要的

是，当布置给低收入家庭学生和有色人种

学生有难度的作业时，他们只表现得比同

龄人稍微差一点；4.当有同一种族的老师

教授时，有色人种的学生更多地参与他们

的课堂任务，更积极地完成作业，而这些

老师对他们的期望明显高于白人老师；5.

学生的考试成绩始终与教师是否有对于学

生可以掌握高标准内容的期待有关；6.有

色人种学生收到的字母等级相对于他们在

标准化测试中的表现而言是夸大的；7.除

了一个学区外，有色人种、低收入学生、

英语母语学生不太可能选择严格的课程。 

 

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罗怡雯 

 

 

英国：牛津大学每年花费超过

10 万英镑招募来自贫困家庭的

学生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9 月 19 号报

道，牛津大学（Oxford）每年花费超过 10

万英镑招募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前景

（Prospect）公布的数据表明,牛津大学为

每个额外的贫困地区的学生花费的“收购

成本”为 108000 英镑。数据是基于牛津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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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至 2016 年之间对十多位来自低收

入地区的学生的记录,牛津大学每年至少

花费 1400 万英镑用于接入和扩大高等教

育监管机构的参与，这其中有一些会花在

助学金上。 

在两个处境最不利的地区中，约有

5000 名高中毕业生获得了 A 等级的成绩，

使他们有资格进入牛津剑桥，但牛津大学

在 2015-16学年只录取了 220名此类学生。

《卫报》（Guardian）前任编辑、现担任玛

格丽特夫人学院（Lady Margaret Hall）校

长的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

在《前景》中揭露了牛津大学在招生政策

方面的争论。她指出，这所大学正面临着

持续不断的批评，原因是它接收的私立学

校和富裕家庭学生的比例过高，以及它在

录取英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方面的

成绩参差不齐。 

牛津大学的官方目标是，到 2019-2020

年，将贫困地区学生占英国本科招生人数

的比例提高至 9.5%，即增加 23 名学生。

艾伦·拉斯布里杰指出，毫无疑问，牛津大

学（Oxford）正在错失人才。它希望招募

“最优秀的”人才，但却很难找到所有人—

—除非你相信“最优秀的”人才只存在于社

会经济状况最好的 20%的人群中。 

牛津大学负责教育事务的副校长马

丁·威廉姆斯(Martin Williams)教授表示，拓

展支出有几个目的，包括普遍提高在小学

以上年龄的儿童中对高等教育的兴趣。把

这些支出简单地说成是牛津大学每多录取

一名参加拓展计划的学生的成本，并不能

反映出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肯·麦克唐纳

(Ken MacDonald)是瓦德姆学院 (Wadham 

College)的院长，他被援引为支持情境录取，

根据学生的情况改变入学要求。他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在失败的学校里，

有着困难的社会经济背景，能够胜任竞争

职位的人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丁梦琦 

 

 

英国：英国脱欧可能会对大学

造成损害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9 月 20 号报

道，随着 2019 年 3 月英国脱离欧盟的最后

期限越来越近，大学将如何与欧洲打交道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关系重大。在

英国大学的 160 万本科新生中，欧洲学生

占了 8 万多名，研究生近 5 万名。 

自公投以来，来自欧洲学生的申请一

直很踊跃。但是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预测，

当英国脱欧后，这个数字可能会暴跌 60%。

2019- 2020 学年的欧洲学生将继续支付与

英国学生相同的学费，但他们的长期地位

仍不明朗。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去年

泄露的一份报告引发了恐慌，该报告披露

了对留学生的学业能力、语言技能和财务

状况将进行同样严格的审查的计划。 

与此同时，政府表示，英国将继续保

留 700 亿欧元（620 亿英镑）用于地平线

2020 计划，该计划为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提

供资金。但官方数据显示，由于英国参与

度下降以及在获得拨款方面缺乏成功，英

国已经减少了数百万美元。华威大学

（Warwick）是著名的罗素研究大学集团

的成员。今年 3 月，它宣布与巴黎塞纳大

学(University of Paris-Seine)和布鲁塞尔自

由大学(Vrije University teit Brussel)进行一

系列合作，旨在克服英国退欧的影响。华

威大学是英国以外欧洲学生人数最多的大

学之一，2016 年至 2017 年招收了 2300 多

名欧盟学生。 

 

来源：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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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丁梦琦 

 

 

意大利：教育部意对 2019 年

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据意大利《晚邮报》2018年 10月 7日

报道，近日，意大利教育部意对 2019年高

考笔试进行改革，将 3 项学科笔试或改为

2项。另外，可能提高学生在高中后三年取

得成绩在高考最终成绩的占比。 

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部长马

可·布塞蒂(Marco·Bussetti)提出，将对教

师和高考委员会进行培训，并通过不同渠

道将最新改革告知相关学生及其家长，对

于学生和家长的疑问将认真对待、逐一作

答。考生欲获得高考资格，出勤率需达到

四分之三，各科成绩及格且无纪律处分记

录。如果部分考生出现以往考试不及格的

情况，高考委员会可酌情考虑，或给予此

类学生高考资格，但需有正当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高考的最大变动

是取消从 1998 年开始执行的综合选择考

题，改为意大利语和专项学科笔试。2019

年 6 月 19 日将举行的高考第一项笔试为

考察学生语言能力的意大利语考试。考生

将对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历史、社

会、经济和技术等 7 个领域的 3 种类型考

题作答。6月 20日将举行第二项笔试，该

笔试包含考生的专项学科。 

高考最终成绩以百分制呈现，高考及

格线为 60 分。高考成绩共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的参考依据是考生在高中后三年

中所取得的成绩，第二部分成绩由高考委

员会评定。  

 

来源：意大利《晚邮报》 

编译者：万阳卓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新增 190

名全纳教育支持人员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3 日报道，新斯科舍省政府表示，

其发布的所有全纳教育支持职位现在都已

招满。 

在其最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该省

表示，所有的教育助理、家长导航、自闭

症和行为支持专家、学校心理学家和语言

病理学家职位都已经招满。加拿大新斯科

舍省教育部长扎克·丘吉尔（Zach Churchill）

在一份声明中说:“新招募的支持人员比现

有的还要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聘请的

教育支持人员包括 100 名额外的教育助理、

儿童和青少年护理从业人员、70 名新的自

闭症和行为专家、11 名家长导航员、6 名

学校心理学家和语言病理学家以及 3 名学

生健康伙伴护士。 

据该省教育部表示，仍需由卫生部门

聘用一名学生健康陪伴护理员工。今年早

些时候，今年早期，丘吉尔曾面临批评，

教育专家称，政府就特定职位——即学校

心理学家和语言病理学家职位——的就业

前景发出了“混乱的信息”。邱吉尔说，而

以前的立场是不统一的。在最新发布的公

告中，该省表示，已承诺在 2018 -2019 学

年投入 1500 万美元，用于增加全纳教育的

支持。除了更多的人力资源，全省还增加

了 8 个替代教育项目，旨在帮助那些在非

传统环境中学习最好的学生。 

 

来源：加拿大《环球新闻》 

编译者：张晓芹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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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

题需引起国家重视 

 

据《新西兰先驱报》2018 年 10 月 8 日

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中

青少年（年龄在 15 到 19 岁之间）自杀率

最高的国家。由新西兰法院死因裁决官初

步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8 年 06 月

30 日为止的年度 668 宗死亡个案中，死亡

人数最多的年龄段是 20 岁到 24 岁，这一

年龄段死亡人数共有 76 人。同时，自 2015

年以来，新西兰至少有 11 名大学生疑似因

自杀而死亡。这些数字不仅引发了校园心

理健康服务的改革，还引起了政府以及相

关领域专家的重视。 

近期新西兰绿党负责精神健康领域的

新闻发言人克洛伊·斯沃布瑞克(Chloe 

Swarbrick)主持了一场关于心理健康的会

议，在这期间利用 9 天时间参会，并用 3

天时间走访了 8 所大学。她此行的主要任

务就是尝试与有心理健康问题倾向的年轻

人建立联系并举行相关的讨论。上周三，

一群约 20 岁的年轻人相约在学生会的休

息室讨论关于现今年轻人的精神痛苦和心

理压抑问题。 

经过讨论斯沃布瑞克（Swarbrick）发

现，当今年轻人在出现精神疾病问题时很

难对其进行识别。这似乎是源于当今社会

一个普遍性的认知，即认为年轻人就应该

与逆境以及困难去做斗争的，这是一种成

长的仪式。斯沃布瑞克在会议中反对了这

一看法，并提出不要用墨守成规的观念去

看待年轻人，不要对年轻人们施加太多的

压力。学生在会议中还提到“遇到心理健

康问题时，寻求帮助总是让人感到羞愧—

—更糟糕的是，心理咨询服务的渠道非常

有限，在寻求帮助使，只有让人觉得你必

须‘非常糟糕’才能得到帮助。”当然，这

样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学生，新西兰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以让青少年们在健康的心态和相对缓解的

环境下学习和成长。 

 

来源：《新西兰先驱报》 

编译者：穆翎 

 

 

日本：东京大学确定入学考试

可不提交英语成绩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25 日报道，于本月 25 日，东京大学

（总长：五神真）召开了入学考试监理委

员会，针对 2020 年即将在大学入学考试共

通考试中导入民间英语考试这个问题，确

定了没必要提交英语成绩的基本方针。 

民间英语考试主要是为了考查学生的

“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而导入的，是共通

考试的关键部分。由于考虑到考生所居住

的区域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可能会

产生成绩差异，所以很多学校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有决定要使用这种考试方式。这次

东京大学提出英语成绩的提交不是必要的

方针，可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大

学。 

2011 年，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确定将坚

持测试学生的英语“阅读和听力”两项技

能。国民大学协会要求全体学生既要参加

民间英语考试，也要参加中心考试，而这

与东京大学的基本方针是格格不入的。 

根据相关负责人的表述，东京大学的

基本方针中提出，根据言语能力的判断标

准 cefr(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只要能达到六个等级的倒

数第二等级（即 A2 等级）即可。等级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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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方式是：（1）民间英语考试达到 A2 等

级及以上；（2）高中学校开具可证明学生

英语达到 A2 水平的调查书；（3）因疾病

或身体障碍等理由而无法参加考试的证明

书，这三种方式择一即可。所谓的 A2 等

级，就是文部科学省所规定的“高中毕业

时半数以上的高中生可以达到的英语水

平”。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吴倩 

 

 

 

 

 

 

乌干达：大学代表团希望政府

推广斯瓦希里语 

 

据乌干达《观察者》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26 日报道，乌干达大学的一部分人士

指责斯瓦希里语的推广缺乏政治助力，乌

干达人对于斯瓦希里语态度冷漠。根据坎

帕拉马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

文学教授阿巴斯·基伊姆巴（Abas Kiyimba）

教授的说法，政府政策决策者和实施者已

经回避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斯瓦希里语

的普及，尽管它是中学的一个必修科目，

但是普及速度仍然非常缓慢。  

基伊姆巴教授周一在坎帕拉德杰大学

（Ndejje University）举行的公开讲座上发

表演讲，题目是“斯瓦希里语在整合东非

共同体中的作用”。他说：“政府颁布的政

策迟迟没有落实。第一次将斯瓦希里语作

为官方语言的尝试是在 1973 年，当时的总

统伊迪·阿明(Idi Amin)通过全国投票决定

将斯瓦希里语作为国家语言。1995 年，斯

瓦希里语第二次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政策

颁布，我们本以为政策执行者会取得重大

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一种政

治意愿——让非洲大陆超过 1 亿人都说这

种语言成为现实。或许，国家没有语言政

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斯瓦希里语已成为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的官方语言，大多数人口使用该语言。 在

卢旺达和布隆迪，这种语言被广泛使用，

但一些乌干达人声称严厉的殖民官员、政

府执法机构和罪犯使用该语言，因此他们

不喜欢这种语言，乌干达政府在推广斯瓦

希里语时遇到强大阻力。 

马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

文学教授阿巴斯·基伊姆巴（Abas Kiyimba）

教授建议政府避免使用“官方语言”、“国

家语言”这样的术语，这些术语可能会冒

犯一些人，这些人仍然对过去的糟糕历史

耿耿于怀。德杰大学(Ndejje University)副

校长埃里阿布·卢古乔(Eriabu Lugujjo)教

授呼吁制定一项针对所有学校的计划，通

过提供便于阅读的小册子，使斯瓦希里语

的教学变得更容易。他还建议:“我们可以

学习圣经的传播方式，将斯瓦希里语开发

成许多文学单元，确保没有上学的人也有

机会学习这门语言。” 

高等教育部长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穆

英约（John Chrysostom Muyingo）说:“我

们在推广斯瓦希里语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

但是现在正对课程进行审查，确保斯瓦希

里语在初中是必修课，在下一个预算中，

我们计划投入更多的资金来促进斯瓦希里

语的教学，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它巩固为东

非共同体的一种共同语言。” 

1992 年，政府在关于教育政策审查委

员会报告的白皮书“国家融合与发展教育”

（ Education For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中建议，将斯瓦希里语和英

语作为农村和城市地区初中的必修科目。

报告说：“在时间分配、教学材料的提供和

教师方面，将逐渐把重点放在斯瓦希里语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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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为斯瓦希里语能团结乌干达人民和

促进社会快速发展。”2003 年，政府命令教

育部在该国所有中小学阶段引入斯瓦希里

语教学，以便在东非一体化之前推广该语

言。 

 

来源：乌干达《观察者》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运用数字

技术应对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危

机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2018

年 9 月 26 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微

软公司和剑桥大学合作，正在开发一种“学

习通行证”。这是一个数字平台，将在收容

难民、移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国家进行

测试并开启试点工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丽

塔·福尔说：“冲突和自然灾害扰乱了 7500

万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机会和教育质量，

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跨境移民或被迫流离

失所。学习通行证是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创

新来帮助世界未来的行动者、思想家和领

导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他们身在何

处，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挑战。”微软总裁布

拉德史密斯说：“数字包容性世界始于确保

所有年轻人，无论他们的处境如何，都可

以接受数字教育。这种伙伴关系的重点是

创建可扩展的学习解决方案，以帮助数百

万流离失所的儿童及难民儿童获得茁壮成

长所需的技能。” 

根据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微软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还将开发新的创新措施，以

保护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扩

大儿童基金会的数字儿童保护案件管理系

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卡里尔斯特恩表示：“这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将微软这些愿

意利用其资源和专业知识的合作伙伴聚集

在一起，将有助于解决世界儿童面临的最

大挑战。教育和保护一起使儿童能够拥有

更光明的未来，我们期待看到这种强大合

作的影响。”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编译者：路一凡 

 

 

联合国：联合国启动“青年

2030”战略 促进 18 亿青年推

动全球变革 

据联合国网站 2018 年 09 月 24 日报

道，联合国（United Nations）纽约总部今

天在联大第 73 届会议期间举行了“青年

2030：联合国青年战略”活动。联合国秘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

启动了一项新的联合国战略，旨在促进全

球 18 亿 10 至 24 岁的青年在推动全球形

成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的过程中发

挥作用。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全球青年面

临诸多挑战，超过五分之一的年轻人无法

就业、接受教育或培训。至少四分之一受

到某种程度的暴力或武力威胁。数百万年

轻女孩被迫过早成为母亲，自杀和自残造

成的死亡导致每年有 6 万 7000 名青少年

过早离开这个世界。通常，年轻人也被排

除在发展计划之外。 

古特雷斯说，“与此同时，年轻人又是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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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想和解决方案的巨大来源。 他们正

在大力推动我们在技术领域、气候行动、

建立包容和公正社会方面所需的变革。”古

特雷斯指出，赋予年轻人权能、支持他们，

并确保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本身

就是重要的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年轻人起

到带头作用，为所有人创建一个更和平、

更可持续和繁荣的世界，实现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愿景。 

现在启动的青年 2030 战略将加强全

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努力，来满足年轻

人的需求，实现他们的权利，认可他们作

为变革者的积极贡献。该战略确定了五大

关键领域：首先，将开辟新的路线，让年

轻人参与进来，并扩大他们的声音；其次，

将加强对他们能否获得教育和保健服务的

关注；第三，将通过关注培训和就业，将

为其赋予经济权能置于发展战略之前；第

四，更加努力地确保青年人的权利得到维

护，并促进他们的公民和政治参与；第五，

将优先支持面临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年

轻人，包括让他们参与和平进程。 

 

来源：联合国网站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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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工作者对布卢姆分类学的误解 

We Learn by Doing: What Educators Get Wrong About Bloom’s Taxonomy 

 

作为一个成年人，当你想要学习新东西时，如木工、吉他或者瑜伽，你可能希望边做边

学（即做中学），而不想坐在一张课桌前听几个月有关木工工具、乐器或者 100 个瑜伽姿势

的讲座而不被允许拿起凿子或吉他、或者在瑜伽垫上尝试摆姿势。但这种脱离实际的教学方

法却常常是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做法。 

几乎所有的美国教育工作者都学习过名为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Bloom's Taxonomy）

的框架，具体如图 1 所示。该框架是由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及其团队于 1956

年出版，而后由一组心理学家和课程专家等研究人员于 2001 年修订。这个认知领域的框架

向学校领导者和教师展示了学生学习目标的金字塔，自底端向上分别是“记忆”、“理解”、

“应用”、“分析”、“评估”，最后是“创造”。 

 

图 1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框架（修订版） 

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标准为美国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提醒我们所有课程与评价的

研发人员、教师培训人员和一线教师需要专注于框架中所有这些技能。但不幸的是，布卢姆

的分类法也对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它在教师心中创造了一个关于学生如何学习的

先后等级次序：首先，学生需要记住知识，其次学生可以学会理解，而后学生可以向框架上

层移动，学会应用知识……直到最后，学生才被允许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基于框架中这些分

离的学习目标次序和步骤，教师、学校和学区制定的课程和教学活动也将这些技能进行了分

割，并误认为学生必须精通框架中的一个层次后才能升级到下一个层次。 

事实上，这种分割的、具有先后次序的学习步骤并不是布卢姆的真实意图。然而，这种

看法在我们教师心中却普遍存在，并且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大多数时

候我们的学习不是先记住、然后理解、然后再应用，我们是在做中学、通过应用和创造来建

构我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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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罗恩·伯杰（Ron Berger）是 EL 教育（EL Education, 一个非营利性的学校改进网络）的首席

学术官，有着 40 余年的公立学校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实践经验，目前主要从事教学研究，并在哈佛

大学教授一门课程，共撰有六部专著。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公共演讲者。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09/26/we-learn-by-doing-what-educators-get.html/ [2018-09-25]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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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CT 数学成绩下滑至 20 年来的最低点  

Math Scores Slide to a 20-year Low on ACT 

 

根据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ACT）官网最新公布的数据，美国

学生的数学成绩已经达到 20 年来的最低点（见图 1）。 

数学是 ACT 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采用 36 分制。自 1998 年（20.6 分）以来，数学成

绩几乎没有任何进展——2011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1.1 分），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18 年高

中毕业生的 ACT 数学成绩平均分已降至 20.5 分。 

 

 

 

 

 

 

 

 

 

 

 

 

 

 

 

 

图 1 20 年来美国高中毕业生 ACT 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发展变化（1998-2018 年） 

ACT 的首席执行官马腾·多达（Marten Roord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处于非常危

险的境地。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数学平均分会继续下降。”他还指出，强大的数学技能对

于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尤其是科学、工程和技术等领域）至关重要，这样的数学成绩令人

尤为担忧。 

全国数学教师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前任主席马

特·拉尔森（Matt Larson）表示，这一数学成绩“非常令人失望，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他

还指出，虽然各州在数学学业标准的制定上已经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但在课程和教学实践方

面还亟需改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在数学学业标准的制定上达到了极限，现在我们

需要更加实际地关注数学课堂”。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份《如何促进高中数学改革》

（Catalyzing Change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的报告中，NCTM 也认为全美高中数学课

堂的组织和教学方式应进行重大改变，其中包括更加关注那些数学的非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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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10/17/math-scores-slide-to-a-20-year-low.html [2018-10-17]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当前教师队伍引人注目的五大特征  

5 Things to Know About Today’s Teaching Force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简称宾大）教育研究生院教育社会学

系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Richard Ingersoll）在对近三十年（1987-2016 年）全美教师校长

调查（National Teacher Principal Survey）的数据研究后发现，当前美国教师队伍存在如下五

大引人注目的特征。 

第一，教师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学生。 

从 1987-88 学年到 2015-16 学年，美国全体 K-12 学生数量增加 20%，但同一时期内，

教师总数却增长了三倍以上，高达 64%。英格索尔表示，他并不完全确定这一趋势背后的全

部原因，但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小额班级规模、特殊教育教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师、

数学和科学教师、以及课外活动专家的需求。“但是公众的所有需求都要付出代价，”他说，

“所以，在费用可负担性方面，我认为这一增长趋势将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可能会花费国家

300 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资金支持。” 

 

 

 

 

 

 

 

 

 

 

 

 

 

 

 

 

 

 

图 1 美国 K-12 学生和教师的增长比率（1987-88 学年至 2015-16 学年）  

第二，44%的新教师在五年内离开教学岗位。 

尽管美国教师队伍的数量在不断壮大，但有 44%的新教师会在入职后的五年内离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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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岗位。英格索尔表示，这是一个很高的损耗率，当前美国教师的离职率远高于许多其他职

业，例如警察。 

第三，教师队伍的老龄化已基本结束。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最常见年龄持续上升，到 2007-08 学年达到 55

岁的高峰。现在，教师队伍最常见年龄开始下降并且分布范围也在扩大——35 岁到 45 岁左

右。鉴于经验丰富教师的薪资更高，且退休后还享有养老金待遇，所以教师队伍的老龄化意

味着学校和政府人员管理的高成本。所以，随着教师老龄化的结束，这一境况也有所转变。 

第四，教师正在成为一个种族多样化的职业，但留任仍是一个问题。 

虽然目前美国教师队伍仍然是白人数量最多，但公立学校的非白人教师比例已从 1987-

88 学年的 12.5％增加到 2015-16 学年的 19.9％。事实上，非白人教师数量的增长率是白人

教师增长率的三倍多，甚至还超过了非白人学生的增长率。尽管如此，非白人教师离职的比

率也远远高于白人教师，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英格索尔将这一问题称为“漏桶”（leaky bucket），

即非白人教师的高离职率正在抵消招募多样化种族教师候选人的努力。  

第五，教学行业变得更加女性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美国公立学校女性教师就在不断增加，从 1980-81 学年的

67%增长到 2015-16 学年的 76%。英格索尔表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越来越多的

学生将在他整个 K-12 教育阶段遇不到男性教师。“这很有趣，尽管现在社会上的许多职业都

面向女性开放，但许多女性仍然扎堆于教学行业。”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或许跟教

学行业能够允许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且为女性提供更多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大约一半的

校长都是女性）有关。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teacherbeat/2018/10/today_teaching_force_richard_ingersoll.html [2018-10-

23]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第一代大学生的收入低于父母上过大学的大学生收入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Earn Less Than Graduates Whose 

Parents Went to College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简称 NCES）发布的《学

士毕业之后的纵向研究》（The Baccalaureate and Beyond Longitudinal Study）对 1992-1993 年

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 10 年后（这时毕业生的收入已趋于稳定）的收入进行了分析，其研究

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的收入与父母上过大学的大学生收入差距明显。 

总体来说，第一代男性和女性大学生的平均年收入比父母上过大学的大学生分别低 11%

和 9%，即两类男大学生间的年收入差距为 7500 美元，女大学生间的年收入差距为 4350 美

元。即使排除个体差异的可能性，只比较具有相同的社会人口背景、大学类型、专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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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等特征和经历的学生，第一代男性和女性大学生年收入仍分别比父母上过大学的男女大

学毕业生少 6%和 3%。 

另一方面，这种收入差距也因学校和专业而异。毕业于中游偏上高校的毕业生之间工资

差距最大，精英型大学的毕业生之间以及一般高校的毕业生之间工资差距反而较小。在艺术

与人文等与主观标准相关的专业中，第一代男大学生与父母上过大学的男大学生之间的工资

差距高达 17%，而在 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中，两类男性大学生的收入

差距只有 3%—4%。 

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因素。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类大学

毕业生在进入同一岗位时的薪资并无明显差距，而关键在于，第一代大学生与父母上过大学

的毕业生的工作不同。相比父母获得大学学位的同龄人，第一代男性大学生进入营利部门的

可能性低了 4%，进入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可能性低了 3%，进入 STEM 职业中的可能性低

了 7%，而从事文职工作的可能性高了 4%，从事蓝领工作的可能性高了 3%，即第一代大学

生更多地在公共与非营利部门工作，这些部门的工资往往低于私营与营利部门，而他们也较

少在工资较高的城市地区工作。此外，研究发现，就算努力推动第一代学生进入精英型大学

或追求高薪专业，对于缩小这种差距的作用也并不明显。 

该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对象是 25 年前毕业的学生。目前，研究者目前正在进一步

收集 2008 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 10 年后的数据，以了解这种收入差距随着时间发展的变化。

如果新的研究发现这种差距仍然较大，则意味着大学、研究人员、教育公平的倡导者等不仅

要关注第一代大学生的在校经历，也要关注其毕业后的工作与收入状况。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irst-generation-college-students-earn-less-than-graduates-whose-parents-went-

to-college-103276[2018-10-25]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irst-generation-college-students-earn-less-than-graduates-whose-parents-went-to-college-103276%5B2018-10-2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irst-generation-college-students-earn-less-than-graduates-whose-parents-went-to-college-103276%5B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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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减少政治暴力吗？ 

Does More Education Stem Political 

Violence? 

 

近期，有证据表明实施种族灭绝的犯

罪者和恐怖分子（例如进行“911”袭击的

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平，这挑战

了学者公认的教育具有减少政治暴力作用

的结论。 

挪威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简称 PRIO）的三

位 研 究 人 员 古 德 伦 · 厄 斯 特 比

（ GudrunØstby）、亨利克·乌尔达尔

（ Henrik Urdal ）和坎德拉·迪普伊

（Kendra Dupuy）在《教育研究评论》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发表的

一项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回顾

了最近 20 年（1996-2016 年）发表的关于

教育与政治暴力关系的研究，发现提高从

小学、初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的教育程度

可以减少大多数形式的武装冲突，得出了

“教育对于维持和平非常重要”的结论。

古德伦·厄斯特比（GudrunØstby）说：“该

研究结果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同影响政治暴力的其他因素相比，教

育是几乎所有政府都可以通过国家政策施

加影响的领域。”研究人员指出，尽管高等

教育的扩展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担忧——特

别是当它和招募恐怖分子以及推动低级抗

议联系起来的时候，但政府没有理由对扩

大高等教育持谨慎态度。挪威奥斯陆和平

研究所主任乌尔达尔说：“虽然有证据表明

恐怖分子往往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这并

不意味着在易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地区提供

教育会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暴力。恐怖组

织新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可能

是一种选择效应（ selection effect），他们正

好选择了受教育程度高的而不是受教育程

度低的成员”。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教育内容或质量会

增加政治暴力风险，学界缺乏此类研究数

据，需要未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 

 

新闻来源：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官网 

https://www.aera.net/Newsroom/Recent-

AERA-Research/Does-More-Education-Stem-

Political-Violence [2018-10-11]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免费大学的承诺与代价 

The Promise of Free College (and Its 

Potential Pitfalls) 

 

当前美国大学的收费日益上升，越来

越多的美国人感到难以负担。目前美国的

学生贷款总额已超过 1 万亿美元，显然贷

款并不能成为长久之计。与此同时，美国

大学的国际质量排名正在下降，学生的种

族差距和收入差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大。因此，在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中，几乎所有主要政党的候选人都提出了

大学的可负担性问题。 

增加对学生的经济援助是一个潜在的

解决方案，如联邦的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各州的绩效援助计划（merit aid 

programs）。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

援助，即地方层面的“承诺奖学金计划”

（promise scholarship programs）以及 “免

费大学计划”（free college programs），目前

已经成为针对大学负担能力问题的最受欢

迎的解决方案之一。通常情况下，这些计

划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以便在

承诺的社区附近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支付高

达 100％的学杂费。根据学院承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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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romise Campaign），目前全美总

共有 41 个州实行了超过 200 项承诺计划，

许多社区也正在考虑启动他们自己的承诺

计划。 

当然，所有这些计划都需要付出代价。

例如，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免费大学提案每年将花费 750

亿美元，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是否

还有其他更节约成本的方式来提高高中毕

业生的大学入学与毕业率？总体来说，对

大学生（包括从证书学位到四年制的学士

学位）的投入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回

报，因此大多数免费大学入学计划在某种

意义上都是值得的。 

 

延伸阅读：学院承诺运动是由慈善教育组织

“公民国家”（Civic Nation）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的、

无党派性的倡议，旨在从美国的社区学院着手，

在贫困生上大学的前两年为其提供资金。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

promise-of-free-college-and-its-potential-pitfalls/ 

[2018-09-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brown-center-

chalkboard/2018/09/18/understanding-the-design-

of-college-promise-programs-and-where-to-go-

from-here/ [2018-09-18] 

编译者：时晨晨 

 

 

教学机器人在儿童教学中的积

极作用 

Why R2D2 Could Be Your Child’s 

Teacher Sooner Than You Think 

 

类似《星球大战》《机器人总动员》里

小型、友好的人型机器人，现如今不仅只

是荧幕中的虚拟角色，教学机器人已被应

用于儿童教育当中。近期，澳大利亚部分

学校开始对年龄在 12 个月及以上的儿童

使用教学机器人进行词汇教学，这些机器

人偶尔也会与儿童一起唱歌和跳舞。 

这种新颖的教学形式在初期应用中获

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方面，机器人能够较

好地吸引儿童注意，例如儿童常常试图主

动引起机器人对他们的关注，他们还会告

诉机器人一些自己的小秘密，甚至还会从

机器人身上感受到同伴压力。另一方面，

相比作为受教育者，当儿童试图成为机器

人的老师时，他们在此过程中会学到更多

的东西。 

在儿童对机器人越来越感兴趣的情况

下，他们往往希望机器人能够与自己产生

更多的互动，但如此多样化的需求是最初

机器人的编程者难以一一顾及的，由此需

要使用者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造，儿童是

完成此项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对机器人进

行升级改造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习了电

脑编程技术，还学会了在协作中解决问题，

提升了搜索、分享信息的能力。例如，南

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一所女子学

校八年级的女生共同学习对 NAO 机器人

进行编程，旨在教授低年级学生学习德语。

为了顺利完成此项任务，这些八年级的女

生不仅提前独立学习了计算机编程技术，

还学习了基础德语以供机器人录制。在机

器人制作完成后，她们还共同将它送到了

四年级同学的教室投入实际应用。 

机器人教学作为新的教学方式，在低

年级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教师

的实际工作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应用还

需要进一步的尝试和检验。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r2d2-could-

be-your-childs-teacher-sooner-than-you-think-

103284[2018-10-16]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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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0-12】2019 年第四

届信息和教育创新国际研讨会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s  (ICIEI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10-12 日 

会议地点：英国 英格兰杜伦市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学者 

会议主办方：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 

会议内容： 

信息交流和教育创新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2019 年第四届信息和教育创新国

际研讨会（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s 

(ICIEI 2019)）旨在探讨信息和教育创新相

关的研究主题，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人

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毕业生计

算 机 教 育 （ Computer Education for 

Graduates）、计算机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 for Computers）、终身学习（Life-

long Education ）、 主 动 学 习 （ Active 

Learning ）、 创 新 教 学 法 （ Innovative 

Pedagogies）、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习模型（Learning Models）、服务型学习

（Service Learning）等等。 

会议的主旨发言人有：英国萨福克大学萨

福克商学院路易斯·穆蒂尼奥（Luiz 

Moutinho）教授、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

杨新舍（Xin-She Yang）教授、英国华威大

学亚历山德拉·克里斯塔（Alexandra I. 

Cristea）教授。ICIEI 2019 会议提交的论文

将作为具有 ISBN 号的国际会议论文集出

版，该系列将存档于数字图书馆，并由 Ei 

Compendex，Scopus 索引。 

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iciei.org/index.html [2018-11-10]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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