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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教育标准局要求学

校停止使用考试成绩作为成功

的关键标志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10 月 11 日报

道，英国教育标准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Ofsted)计划彻底检查英国的学

校，降低考试成绩的影响，转而更密切地

关注学生行为和所教课程的广度。学校首

席 督 察 阿 曼 达 · 斯 皮 尔 曼 (Amanda 

Spielman)概述了新检查制度的细节，目前

的“学生成绩”类别将在英国教育标准局

的检查报告中删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检查都是最严格的，当我们考虑学

校的整体效益时，就会发现我们过于看重

考试和考试成绩。”她指出，把注意力集中

在考试成绩上增加了学校领导、老师和学

生的压力。相反，学校将把“教育质量”

作为四个主要检查领域之一进行评判。根

据将于明年 1 月提交咨询的建议，学校仍

可获整体评分，而评判标准亦会继续采用

由优秀至不足的四分制。 

学校和大学领导协会(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秘书长杰夫·巴

顿(Geoff Barton)表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巴顿表示，考试

和测验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

它们已经变得过于消耗一切，我们需要一

个更平衡的方法。 

斯皮尔曼指出，新的质量评判标准将

侧重于学校内的课程教学，奖励那些为学

生提供广泛学科的课程。英国教育标准局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Ofsted)

将带给一些学校以挑战——那些学校因为

准备考试花费太多时间而牺牲教学，这些

学校为了提高在排名榜的名次，缩小了学

生的选择范围，或者让孩子们获得不那么

严格的资格证书。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在

单一类别中观察学生的行为和态度，表明

学校对处理课堂行为是否更具有批判性的

观点。学校首席督察阿曼达·斯皮尔曼

(Amanda Spielman)表示，“我们认为，严格

的行为规范、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以及学校

对待出勤率、欺凌和排斥等问题的态度最

好分开考虑。” 

这些变化也得到了纳苏威工会

(NASUWT union)秘书长克里斯·基茨

(Chris Keates)的认可。他表示，教师们长期

以来一直关注英国教育标准局对数据收集

的狭隘重视。如果改革能有效实施，纳苏

威工会希望这些改革能够帮助解决官僚主

义泛滥的问题，因为官僚主义正在转移教

师对教学和学习的注意力。在另一场演讲

中，英国教育大臣达米安·辛兹(Damian 

Hinds)呼吁学校领导帮助改革英国公立学

校连锁经营的多学院信托基金的监管。辛

兹表示，他正在召集全国各地的“圆桌会

议和与信托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会议”，讨

论如何让信托公司承担责任。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丁梦琦 

 

美国：专家呼吁终止在线的学

前教育项目 

据美国《赫金杰报告》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10 日报道，数十名幼儿专家警告

称，全国成千上万名儿童使用的一些在线

学前教育计划不过是一种“营销计划”，实

际上可能弊大于利。 

一位非营利组织的执行主任乔什·戈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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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Josh Golin）表示：“在线学前教育与我

们所认为的关于儿童发展以及对儿童最有

利的事情相悖。学龄前儿童在使用他们所

有感官时的学习效果最好，例如使用自己

的手，和幼儿园老师以及同龄儿童在真实

的社交场合中学习。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电脑前。” 

100 多名教育工作者、专家和学龄前

倡导者签署的声明显示，在线学前教育计

划可能会导致行为问题、失眠以及由过度

使用屏幕导致的社交情绪发展延迟等问题，

同时在线的学前教育并不能提供社交方面

的学习。在线教育不应该被错误地推向学

龄前儿童，因为在线教育体验会影响儿童

的发展。 

过去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可以让儿童受益终身，让他们更有可能从

高中毕业。根据这些专家的声明，无法获

得优质学前教育的儿童通常是这些在线课

程的目标群体。而接受在线学前教育而不

是高质量的面对面课程可能会让儿童在今

后的学习中更加落后于人。 

 

来源：美国《赫金杰报告》官方网站 

编译者：罗怡雯 

 

德国：梅克伦堡州计划修订高

等教育法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18 日报道，梅克伦堡——前波莫

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计划修订

本州的高等教育法，自 2018 年 10 月 4 日

至 11 月 14 日，各高校、工会、协会、商

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可向州教育部提交修订

意见。经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将于 2019 年正

式生效。 

科学部部长比尔吉特·赫斯（Birgit 

Hesse）表示，目前最新版本的高等教育法

案于 2010 年修订，已经较为老旧了。本次

草案修订的重点是改善研究者们的工作环

境和条件。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如何提

高女性学者的地位，都是高校亟待解决的

问题。此外，赫斯还强调现代教学和研究

应与教育数字化相结合。 

此次法案修订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泛：

除了最低的劳工标准之外，在录用中级科

研人员时还可以规定长期科研任务；科研

后备力量在职业选择时，应得到高校内外

的支持；大学应有权利决定其课程是根据

国家研究协议的规则还是根据其他教学和

学习质量的保证方式来开展。 

该草案修订法还规定，高校应按照州

审计局的最新建议来安排全州的高校发展

规划。因此，教育科研和文化部应与高校

重新协商、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标准。该

标准应符合全州内高校发展的总目标。 

 

来源：德国《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编译者：陈囡 

 

法国：高考改革新举措 

据法国《BMF 电视新闻报》2018 年 10

月 10 日报道，法国高考 (Bac) 将于 2021

年为学生提供更多可选择的专业考试科目，

减少高考中考试科目数量，在 2021 年为学

生提供全新的高考制度。 

第一，设立更多的专业，为学生提供

更多可选择的专业考试科目。废除旧高考

制度中的人文学科、科学学科、经济社会

分科考试制度，新高考制度以专业科目为

基础，由学生进入高一选择学习科目，再

到高三选择、确定参加高考的科目。具体

为，学生在高一学期，在“艺术”、“物理

化学”、“数字和计算机科学”、“经济和社

会科学”、“生态、农业和土地”等 12 个科

目中选择三个主要的学习科目；等到高三

年级，确定两个参加高考的科目。 

第二，学生只需要参加四场考试。其

中两场考试是科目测试，考试的科目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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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高三时选择的科目，剩下的两场考试

分别为哲学论文写作以及口语考试。口语

考试时间为 20 分钟，题目与学生课上学过

的内容相关，由三位老师组成的陪审团进

行评估。 

另外，高考考试的时间跨度也比以前

更长，因为学生在春假结束的时候才刚刚

参加高中专业课的考核。所以在法国新高

考制度中，哲学论文写作以及口语考试初

步定于在 6 月举行，比以往更晚。 

 

来源：法国《BMF 电视新闻报》 

编译者：崔慧慧 

 

俄罗斯：俄罗斯联邦财政部计

划2019年增加教育领域工作者

的工资 

据塔斯社 2018 年 10 月 15 日报道，根

据财政部 2019-2021 预算草案，2019 年将

提高教师工资，预计超过 1090 亿卢布，同

比 2018 年增加 16.1％。此次预算主要用来

确保教师平均工资的增长。该草案规定了

俄罗斯联邦预算拨款的金额：2019 年的综

合预算为 10907780 万卢布，同比 2018 年

的综合预算增加了 1511920 万卢布，即

16.1％。  

该领域的预算草案还规定了 2020 年

和 2021 年的预算拨款，分别为 11995910

万卢布和 13397660 万卢布。财政部的文件

指出，此次工资增加的范围包括普通教育

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小学、中学和高等

职业教育的全部教师。根据联邦统计局资

料，2018 年上半年，普通教育机构的教师

平均工资比相应地区的平均工资高 12.4％。

然而，2018 年上半年学前教育机构教师的

平均工资却只有相应地区平均工资的

88.5％。 

根据 2012年 5月的法令，到 2018年，

俄罗斯联邦的医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平

均工资应至少达到该地区平均工资的

200％，护士、社会工作者的工资至少是该

地区平均工资的 100％。 

 

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日本： 厚生劳动省关于学童保

育问题的讨论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17 日报道，随着夫妻双职工和单亲

家庭等问题的出现，小学生放学后的“学

童保育”也开始备受关注。地方自治组织

强烈要求减少待机儿童的数量，学童保育

一线也存在着各种问题。据此，厚生劳动

省对于教职员的配置和教职员资格标准等

进行了讨论。 

跟保育园一样，学童保育的需求也是

每年不断增加。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

截止到去年 5 月 1 日，利用学童保育的登

记人数为 117 万 1162 人（比上一年增加了

7 万 8077 人），待机儿童数量为 1 万 7170

人（比上一年减少 33 人）。厚生劳动省设

置了学童保育运营应该遵循的基准，全国

采取同样的规则。每个教室要有 2 位以上

的教职员管理，其中必须有一个人是保育

士或者社会福祉士，并且要接受都道府县

的研修，成为“放学后儿童支援员”。 

每个教室的儿童数量大约在 40 人左

右，除了个别地区的儿童数量特别少，基

本都要遵循这些规则。作为缓和政策，厚

生劳动省也在讨论，可以在儿童数量特别

少的地区，每个教室配备一位教职员加一

位特殊情况应急教职员，且可以适当放宽

成为支援教职员的条件。然而，学童保育

一线传来了不满的声音。由学童指导员和

家长们组成的民间组织——“全国学童保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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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联络协议会”开展了反对放宽支援教职

员条件的署名活动。从今年 4 月开始，在

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征集到 20 万人的

签名，并且提交给了国会。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 吴倩 

 

韩国：教育部将在2018年10月

内发表私立幼儿园责任强化方

案 

据韩国《News 新闻网》报 2018 年 10

月 15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相关人士于 10

月 15 日表示，将在本月内公布强化私立幼

儿园责任的方案，预计最早将在下周公布。 

此前，所属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的共

同民主党议员朴勇镇（音译）于 10 月 11

日公开了全国 17 个市、道教育厅自 2013

年至 2017 年间私立幼儿园的检查结果报

告。报告显示，全国 1878 所私立幼儿园中

共发现 5851 起腐败案件，其中不乏用校费

购买名牌包和成人用品等非教学用品的各

种账目欺诈行为，由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因此，韩国教育部为了加强私立幼儿园的

责任意识，决定在本月内发表综合方案。 

此次制定方案的核心是要引进账目审

计系统。考虑到要想阻止私立幼儿园的不

正之风，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账目的透明性。

据悉，韩国教育部将在此次方案中加入“在

明年下半年之前在私立幼儿园中引进账目

审计系统”的内容。 

韩国教育部还表示，对于是否公开私

立幼儿园的监察结果和详细名单一事，将

与各教育厅协商后决定推进。公开监察结

果和详细名单是大多数家长要求的事项。

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17 个市、道教育厅

掌握着对幼儿园的第一级指导权和监督权，

因此，教育部无法直接将私立幼儿园的监

察结果和详细名单公开，但是出于对大多

数家长的要求的考虑，计划和各个教育厅

协商，向公开的方向推进。 

 

来源：韩国《News 新闻网》报 

编译：朴仙子 

 

 

 

 

 

肯尼亚：总统承诺建立国家诚

信考试体系 

据英国《首都调频》2018 年 10 月 17

日报道，在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国际会议

的开幕式上，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雅塔

（Uhuru Kenyatta）承诺政府将建立诚信考

试体系，并警告那些企图破坏国家考试系

统的人，他们的做法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政府将采取有力措施打击任何偷窃或泄漏

考试信息的行为，严禁考试作弊。肯雅塔

指出:“本届政府为提高考试结果的可信度

采取了大胆的措施，我赞扬那些为实现这

一目标而努力工作的人，我谴责那些破坏

我们考试制度的人。” 

他还表示，肯尼亚重视儿童的早期发

展，儿童在学校呆的时间很长，因此政府

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来支持儿童早期教育。

在向来自非洲各地的代表发表讲话时，肯

尼亚总统列举了政府为加强儿童早期教育

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大资金投入来支持

该领域的研究和知识共享；国家政府将与

县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儿童早期发展，并

将学前教育的利益纳入其短期和长期计划。 

肯尼亚总统指出，肯尼亚正在努力实

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男孩和女孩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儿

童早期教育和学前教育。他呼吁县政府与

国家政府紧密合作，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

队。肯尼亚总统还强调，“肯尼亚的儿童早

期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发展是完全以政策为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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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全国 80%以上的儿童早期开发中

心的教师都是经过培训的，我们为此感到

自豪。”州长迈克·松（Mike Sonko）指出，

内罗毕县政府计划为每个儿童早期开发中

心雇用两名新教师，并且正在通过向所有

机构部署昼夜警卫来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 

 

来源：英国《首都调频》 

编译：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公民

教育——以地方为本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18 日报道，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

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以及威胁全球和平的

贫困和不平等，在全世界社会和人民之间

培养共同博爱精神的必要性似乎从未如此

迫切。 

尽管新闻标题可能侧重于国家和群体

之间看似棘手的差异，但世界各地的社会

长期依照强调团结、对话和尊重多样性的

原则生活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公

民 教 育 （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D）计划从这一丰富的实践中汲取灵

感，从而向学习者灌输技能、价值观、态

度和行为，以“共同生活”并帮助塑造更加

和平、可持续的社会和世界。全球公民教

育包括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 4 中，具体到目标层级就是“目

标 4.7”（Target 4.7）。但我们看到全球公民

教育的实施正面临挑战。全球公民教育有

时被视为一种理想，它将全球挑战置于当

地需求之上。一些人认为“全球”概念等同

于“西方”。在经历冲突或深度贫困的国家，

全球公民教育可能被视为“奢侈品”。克服

这些挑战的部分途径在于展示国家和传统

概念之间的联系以及全球公民教育的核心

思想。 

全球公民教育并不寻求强加新思想，

而是旨在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同愿望，

让所有人尊重和平生活。全球公民教育围

绕三个关键原则建立：尊重多样性，团结

和共同的人性，这使得它与其他教育方法

区别开来。尊重多样性的核心概念体现在

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中。例如，在加拿大，

多元文化主义是一项国家政策，旨在确保

所有公民为其祖先感到自豪并可以分享归

属感和认同感。 1988 年的多元文化法案

（1988 Multiculturalism Act）要求政府促进

社区之间的互动。这项工作大部分是通过

教育系统进行的。在不丹，国民幸福总值

的概念渗透到国家政策中，强调社会福利

对经济增长的首要作用。2008 年，不丹决

定将国民幸福总值原则纳入教育体系。共

享的人性是 Sumak kawsay 的根源，Sumak 

kawsay 是一个土著安第斯的概念，围绕着

人类作为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的观念，并且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厄瓜多

尔文化。Sumak kawsay 被翻译为“福祉”，

自 2008 年起被纳入宪法，并被纳入官方高

中教育教科书。当然，这些概念在不同社

会中的实施方式也存在差异，有时强调培

养和平社会关系方面，例如对慷慨和好客

观念的重视，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

性。 

尽管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研

究表明，世界各地共享全球公民教育的核

心概念，以此形成不同的概念、反映不同

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类

似愿望。全球公民教育不是一个新概念，

而是一个在世界各地长期存在的愿望；全

球公民教育不是“外国的”，它有着深厚的

本土根源；全球公民教育不是别人的，而

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路一凡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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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受教

育权，我们需要了解什么？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16 日报道，《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确认接受教育是一项人人都应享有的基本

人权。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为什么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1.受教育权是实现其他形式人权不可

或缺的基础。2.优质教育旨在确保人类的

全面发展。3.教育是帮助被社会排斥的儿

童和成年人摆脱贫困、融入社会的最有力

的工具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如果世界上所

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完成中等教育，全球贫

困人口的数量将减少一半以上。4.教育将

缩小女童和妇女需要面对的性别差距。联

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每在学校多学

习一年，婴儿死亡率就会降低 5％至 10％。

为了实现这一人权，我们必须保障机会平

等、人人共享，并建立可执行的质量监督

标准。 

二、受教育权意味着什么？ 

1.初等教育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人人

都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包括技术和职

业教育在内的中等教育应普遍设立，对一

切人平等开放，并逐步实现费用全免。2.高

等教育应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并

逐步实现费用全免。3.为未接受过完整教

育的个体提供基础教育。4.提供专业培训

机会。5.通过最低教育标准保证同等教育

质量，为教师提供优质培训和支持。6.建立

适当的奖学金制度、保证教学人员的物质

条件。7.自由选择权 

三、受教育权发展现状如何？ 

1.全球有 2.62 亿初、中等教育适龄儿

童与青少年处于失学状态，世界上只有 1/5

的国家在法律中保障了 12 年义务教育；2.

每 11 个孩子中就有 1 人未接受过初等教

育，每 5 个青少年中就有 1 人未接受中等

教育；3.超过半数初等教育适龄儿童未达

到阅读质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限度能力水准。 

四、如何保障受教育权？ 

1.保障受教育权需要依靠 2 种手段：

国际规范文书和政府政治承诺。稳固的国

际公约和条约框架可以保护受教育权，签

署公约和条约的国家也必须尊重、保护和

实现这一权利。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受教育

权做出了哪些努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监督并促进

教育规范和标准，以帮助各国实现受教育

权，并向 2030 年教育议程目标逐步推进。

教科文组织致力于确保各国将国家的法律

义务纳入其法律框架中，并将其转化为具

体政策。实施方法如下：监督受教育权在

国家层面的贯彻情况；支持各国建立可靠

的国家框架，为保证人人享有可持续的优

质教育提供法律基础、创造条件；通过开

展关键问题研究，宣传受教育权的相关原

则和法律义务；运营受教育权全球观测站；

加强应对主要挑战的能力、完善报道机制、

提高公众意识；针对重点问题发展合作关

系和工作网络。 

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监督和贯

彻受教育权？ 

《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要求成员国通

过定期磋商向教科文组织报告其在国家层

面展开标准制定的手段与方法。教科文组

织通过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向各国提

出建议，致力于改善国家层面贯彻受教育

权的状况。通过在线受教育权观察站，教

科文组织评估了 195 个成员国实施受教育

权的情况。通过发挥监督职能，教科文组

织向需要审查、改进、实行法律改革和政

策框架改革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

咨询。 

七、未能履行义务的成员国有何后果？ 

国际人权文书为受教育权建立了稳固

的规范框架。这并不是一个宣告意图的空

洞声明，其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世界上

所有国家都批准了至少一项涵盖受教育权

的条约。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要肩负法律

责任。在国际层面，人权机制可以接受个

人投诉，并以这种方式处理违反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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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保证：如果受

教育权受到侵犯，公民必须能够在法院或

行政法庭上获得法律追索权。 

八、实现受教育权面临着哪些主要挑

战？ 

1.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世

界上只有 1/5 的国家在法律中保障了 12 年

义务教育；2.消除教育不平等和不公平的

现象，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最贫困儿

童和最富有家庭的儿童入学比例为 65：

100。3.移民与迁徙，在 2016 年，350 万适

龄入学难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4.私有化

及其对受教育权的影响，各国需要在教育

自由和确保每个人都能接受优质教育之间

取得平衡。5.教育资助，“2030 年教育议程”

要求各国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4%-6％

或至少公共支出的 15％-20％用于教育。6.

质量要求与教学评估，全球 2 亿青少年在

获得生存必须技能前就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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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教授学生辩论上

花费太多时间 

We Spend Too Much Time Teaching 

Students to Argue 

我想最近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界人士可

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孩子花费太多时间在

学习如何辩论（argue）上了：一年级的学

生，可能还不会拼写“证据”，但他们已经

知道如果把狼定义为“大”而“坏”，接下

来很容易找出论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三年

级的学生能够完整建构起有关“在家庭生

活中老大和老幺谁更不易”论题的论证；

而高中生更是能够就他们父母在网络上辩

论的相同主题撰写具有说服力的论文。 

辩论（argumentation）是美国《州共同

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里英语学科的一个关注焦点。《新一代科学

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和许多社会学科标准也都强调论证。当这

些学业标准关于“辩论”的要求全部叠加

在一起时，就会诞生一门“辩论”课程，

它敦促学生要在主张、证据和推理等方面

有所建树。多年来，我也一直热衷于在自

己的英语课上向高中生们传授这些技能。

我也读过《共同核心标准》中所引用的研

究，它们指出论证技巧将在任何职业道路

上都能对学生有所帮助。 

诚然，我也希望我的学生成为任何领

域里最强大的思想家和传播者。然而，随

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做法的弊端日益显现：

许多学生都正在学习“起草一个论证的第

一步就是找到支持预设观点的证据”，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这种本

能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们的学生现在日

益倾向于选取那些支持现实世界某个方面

的事实与证据，而不是通过分析观察资料

与事实来辨别现实世界。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呢？我想，我

们教师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转向建构辩论

之前的工作，即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地看待

现实世界。我曾经设计过一个可以让学生

深度思考和看待问题的小项目，它要求学

生必须首先通过查阅学术期刊、实地观察

与访谈等途径进行长期的数据收集，然后

再根据“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它正在

告诉我什么？”这两个问题来分析所收集

到的数据，最后才能开始建构他们自己的

论证。在这种教学项目中，我的学生最常

练习的技巧并不是拼凑出旨在支持他们假

定论点的论据，而是尽可能准确地看待现

实。 

概而言之，如果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

生存，我们的学生必须知道他们的目标不

是赢得辩论、不是根据他们的信念来定义

现实，而是观察我们周遭的事实并明智地

做出回应。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

那么也许这一代学生日后将会引领我们继

续前进。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凯特·艾伦菲尔德·加多奎（Kate 

Ehrenfeld Gardoqui）是学校伙伴（Great Schools 

Partnership，支持美国公立学校发展的非营利性组

织）的高级经理。在此之前，她曾在美国公立初

中、高中和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2007 年被授予

Bob Costas 写作教学奖，2011 年获选缅因州年度

教师奖，2014 年被评为新罕布什尔大学年度教师

导师。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10/0

3/we-spend-too-much-time-teaching-students.html 

[2018-10-02]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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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大量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遭到校方排斥 

Thousand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xcluded from Schools 

有特殊教育需求的（special education need or disabled，简称 SEND）学生，是指因残疾、

精神疾病等原因在教育方面需要接受特殊照顾的学生。目前，英格兰地区有超过 120 万学生

有特殊教育需求，占学生总人数的 15%左右，但其中只有 253,000 名学生被政府教育资助系

统登记在册。英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见图 1）显示，2010 年，等待接受学校教育的 SEND

学生为 701 名，之后该数量持续增长，在 2017 年达到 4000 多人，在 2018 年也多达 2060

人。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称入学困难的 SEND 学生的实际数量要比教育部公布的数量高

出许多，因为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只包括了那些被教育资助系统登记在册的学生，而现实中还

存在着大量没有被教育资助系统登记的学生。 

 

图 1 2010-2018 年间等待接受学校教育的 SEND 学生的增长情况 

许多学校排斥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进入其学校学习，原因是这些学生会拉低学校的平

均成绩。此外，支持 SEND 学生的财政补贴也遭到了削减。 

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会在许多微妙的场合被排斥——他们的许多课程遭到了学校单

方面的削减，教师也以为孩子好为由对学生家长采取口头劝退行为。遭到学校排斥的学生别

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不适当的替代性教育或家庭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学生会受到校

方排斥行为的影响，学生父母也深受其扰。一位身患自闭症、已经失学 10 个月的 13 岁学生

的母亲表示，他们目前正在等待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机会。他们曾尝试过进行家庭教育，

但那实在太难了，而且为了保证家庭教育的质量，她不得不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工作等搁置

一旁。 

专业人士强调：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有不可推卸的提供教育的义务。但当前英

格兰学校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的包容性却越来越低。部分教育领域的有志之士正在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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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受教育权积极发声，希望相关部门能对存在排斥行为的学校进行处罚，或督促其与教育

部合作以改善现状。 

 

信息来源： 英国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8/oct/23/send-special-educational-needs-children-excluded-from-

schools [2018-10-23] 

编译者：杨希 

 

英格兰：中考前辍学学生数量增加 

The Academy Trusts Whose GCSE Students Keep Disappearing 

基于英国教育部的数据，卫报将英格兰 50 所最大的私立中学和英格兰各学区教育当局

所提供的 50 所公立中学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私立中学的学生数量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

试（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为 GCSE）前下降幅度较大（将 2017-2018

年的 11 年级的学生数量与该群体学生处于 10 年级阶段时的学生数量相比），即英格兰的私

立中学正面临着中考前辍学学生数量增加的新问题。 

 

图 1 各教育机构中学生减少数量及比例图 

在 50 所最大的私立中学中，学生数量减少最多的是总部在西约克郡的德尔塔学园

（Delta Academies Trust），其 11 年级的学生相比其一年前的数量净减少率为 6.98%，学生人

数减少了 124 名，相当于每 30 人的班级中减少了 2 名学生；其次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奥尔

德里奇教育（Aldridge Education），其净减少率为 6.92％，学生人数减少了 52 名；再次是位

于诺维奇的灵感中学（Inspiration Trust），其净减少率为 5.38％，学生人数减少了 40 名；第

四名是位于伦敦南部的哈里斯联邦（Harris Federation），其净减少率为 5.14％，学生减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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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 166 名。（具体见图 1）与此同时，某些私立中学在英国教育标准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 Ofsted)的检查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例如，布罗姆

利哈里斯女子学院（Harris Girls’ Academy Bromley）在 2017 年 11 月的视察访问后的评级为

“优秀”，但其 2017 年参加 GCSE 的学生人数比 2016 年低了 11％；灵感中学的分校休伊

特学校（Hewett School）也在 2018 年 3 月评级“良好”，但其 2017 年参加 GCSE 的学生人

数比 2016 年少了 13％。然而，这种变化在检查报告中却未被提及。 

与私立学校相比，公立学校 2017 年到 2018 年的学生人数略有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

沃尔瑟姆福雷斯特学区和利物浦学区。（见图 1）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在 GCSE 筹备阶段离开学校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2018 年，10

年级到 11 年级的学生数量平均缩减了 2％，而这一比率在七年前小于 0.1％。许多辍学后的

青少年流向学生转介中心（Pupil Referral Unit，简称 PRU）或者接受家庭教育，其成绩不计

入学校的考试成绩。有人担心这是学校为了提升其排名而劝退考试成绩不佳的学生，众私立

中学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否认。英国儿童委员会（Office of th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for 

England）委员安妮·朗菲尔德（Anne Longfield）认为：这些数字显示，一些学校试图通过

打击弱势儿童改善学校考试成绩，政府应该大胆寻求解决方案，采取诸如经济处罚等众多措

施，督促学校尽可能让孩子完成主流教育。 

 

延伸阅读：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为 GCSE）即英国中学

第一阶段毕业文凭，于 10 年级或 11 年级取得，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初中毕业考试文凭。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8/nov/06/academy-trusts-gcse-students-disappearing-prior-to-

exams[2018-11-06] 

编译者：杨希 

 

美国：女校长所在校的男教师离职率更高 

Study: Male Teachers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a School With a Female 

Principal 

 

近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有关教师留任问题的新发现：男性教师的离职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所

在学校的女性校长有关。 

教师流动是影响学校质量的重要因素，为研究女性校长对教师流动的影响，研究人员详

细分析了纽约州这 40 年间（1969-1970 学年到 2009-2010 学年）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师和校长

数据（具体而言，约 6,400 所学校和 650,000 名教师），并得出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校长所在

校，女校长所在校的男性教师离职率高出 13.3%（见下图 1）；而校长性别对学校里的女性教

师离职率并无显著性影响；此外，当男性教师自愿提出更换学校时，他们更有可能选取去男

性校长所在校工作。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8/nov/06/academy-trusts-gcse-students-disappearing-prior-to-exams%5B2018-11-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8/nov/06/academy-trusts-gcse-students-disappearing-prior-to-exams%5B20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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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性别校长所在校男女教师的流动率比较 

为什么男教师更喜欢在男性校长领导下的学校里工作？该研究的第一作者阿里扎·侯赛

因（Aliza Husain）说，虽然现有的数据还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但目前有两个极有可能的解

释性因素：偏见和优厚待遇。侯赛因表示，就全国范围而言，美国人表现出了对男性领导者

的偏爱：从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的一系列年度数据可以看出，人们更喜欢为男性老板

工作。而且，男性校长可能会给予男教师更优惠的待遇：侯赛因研究发现男性教师在女性校

长所在校里的收入比男性校长所在校少 1.2％，每年约为 835 美元；而且他们晋升为校长的

可能性更小。  

最后，研究人员总结道，即使在 21 世纪，得不到男性下属的支持也会阻碍女性领导者

的专业进步。如果男性教师因为不想为女性校长工作而离开学校，那么学区可能需要提供解

决男教师任职偏见的培训。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18/11/study_male_teachers_are_more_likely_to_leave_a_s

chool_with_a_female_principal.html [2018-11-19]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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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返聘退休教授对教育质量

的影响 

Cut-off for Ageing Professors – 

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师资在大学运作中发挥核心作用。教

师的核心职能包括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拥有知识渊博、忠诚和经验丰富的学者对

大学的学术运作至关重要。在加纳

（Ghana），吸引和留住公立大学合格和有

经验的研究人员往往很困难。多数有经验

的研究人员更愿意加入其他待遇更好的部

门，还有很多人则更愿意到海外高就，这

使得大学难以建立足够数量的师资队伍以

维持核心职能。为填补这一空白，公立大

学返聘年龄超过 65 岁身体健康的退休教

授，并由国家支付薪酬。然而，加纳国家

高等教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ertiary Education ，简称 NCTE）最近发

布的一项指令对公立大学维持教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以及进一步提高教育质

量产生了威胁。 

依据《1992 年加纳宪法》（Ghana’s 

1992 Constitution）第 199 条规定，公共部

门任命工作人员的年龄限制为 65 岁。因

此，加纳国家高等教育全国委员会 10月 18

日向公立大学发布指令：终止 65 岁以上教

授的返聘合同；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

13 天内从加纳政府的工资单中删除相关

教师的名字；若仍需退休教授服务，则需

将他们重新分配为顾问，并由学校内部经

费支付他们的酬劳。该指令对大学的教学

质量、研究成果、博士指导、教师成长等

方面有诸多影响。 

教学质量 

即使加纳公立大学聘用了 65 岁以上

退休教授，师生比也非常低。一些学校的

师生比是国际公认标准的六分之一，在某

些学科中甚至更差。如医学教育中师生比

应是 1：12，但实际是 1：30。人文学科师

生比是 1：161，远远低于加纳国家高等教

育全国委员会 1：27 的标准。政府对公立

大学的资金支持在减少，该指令要求大学

使用内部经费支付 65 岁以上的退休教授

报酬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终止与经验丰

富的退休教授的合同可能减少公立大学讲

师总数，并进一步降低师生比，对公立大

学的教学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使公立大学

面临巨大压力。 

研究成果 

与南非乃至全球其他高校相比，加纳

公立大学的研究产出仍然很低。目前多数

公立大学已制定战略，根据全球趋势确定

研究的优先顺序以促进加纳知识经济的发

展。在多数情况，这些研究需要由经验丰

富且知名的教授（通常这些教授年龄超过

65 岁）牵头。显而易见，若公立大学无法

用学校内部经费聘请这些教授，他们的退

出会对公立大学的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加

纳在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也会大打折扣。 

博士指导 

博士教育近年在加纳取得显著发展。

目前，多数加纳公立大学提供科学和人文

学科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学生需要经验

丰富的学者的指导。加纳的公立大学通常

缺乏具有该资质的全职学者。因此，公立

大学依靠退休教授为博士生提供充分指导，

使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并有能力理解相关

研究领域的惯例。公立大学未能支付指导

博士生的退休教授的报酬可能会导致负面

后果，博士生不得不被重新分配给没有经

验的学术人员，这可能导致博士生质量降

低。 

教师成长 

加纳的公立大学组织各种活动以保证

年轻教师能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学校通常

会为新招聘的年轻教师分配一名资深且经



 

 

World Education News  Nov. 2018  No.69 
14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11月第 21期 实践探索 

验丰富的教师，以指导其进行教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根据加纳国家高等教育全国

委员会的指令，年轻教师即将缺乏老教师

的指导。若公立大学无法维持 65 岁以上教

授的返聘合同，公立大学聘用的学术人员

可能会错失经验丰富的退休教授指导的机

会。 

结论 

加纳国家高等教育全国委员会的指令

从法律上看没有问题（该指令的依据是《加

纳 1992 年宪法》），但公立大学目前面临的

挑战使该指令的实施存在许多问题。多年

来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一直急剧下降。

学校内部经费为大学提供经济支持，动用

学校内部经费支付退休教授的薪酬会加重

学校内部经费负担，对其学术运行和产出

造成严重后果。 

加纳国家高等教育全国委员会应将退

休教授视为对公立大学学术运作至关重要

的学术资本，说服政府将其保留在政府工

资单上。长远来看，政府可采取措施使退

休教授从《加纳 1992 年宪法》第 199 条豁

免，以免大学失去退休教授资源。 

 

延 伸 阅 读 ： 学 校 内 部 经 费 （ Internally 

Generated Funds）是指加纳公立大学的常规活动

或业务的收入。主要来自图书销售、医院服务、

学费、咨询和捐赠等收入。公立大学通常将学校

内部经费用于学术、行政、服务活动以及基础设

施发展等。 

 

新闻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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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story=20181022112547641 [2018-10-26] 

编译者：南晓鹏 

 

亚洲商学院如何击败西方竞争

对手？ 

How Asian Business Schools are 

Beating Western Rivals？ 

亚洲的商业教育发展历史不足 30 年。

中国大陆第一所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简称 CEIBS）成立于 1994 年。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 HKUST）商

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 1991 年。这些亚洲商

业教育机构专门教育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声誉，闯入世界

精英学校的行列。1999 年，英国《金融时

报》（Financial Times）的第一份全球商学

院排名中并没有亚洲学校，到 2018 年，已

有 16 所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印度、

越南等国的亚洲学校进入上述排名。亚洲

商学院实现如此飞速的发展，除了亚洲经

济的迅速发展外，还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低廉的费用、专业化和创新、全球化的方

法。 

低廉的费用 

政府补贴为学校发展提供了一个关键

优势——因为政府提供资金补贴，一些顶

级亚洲商学院的教育成本比西方学校更低。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 18个月课程费用为 62600美元，而MBA

的全球平均费用为 86000 美元。此外亚洲

学校还向学生提供奖学金。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为 70％的学生提供补贴，抵扣 40％至

100％的学费。以上两个原因使亚洲商学院

的就读成本更低，对学生更具吸引力。 

专业化和创新 

专业化和创新也是亚洲商学院迅速发

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十年前，英国将香

港归还中国，标志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

和政治体系融合的复杂过程的开始。香港

科技大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独特

的研究专业化获得了全球认可。在非官方

公布的前 30 所亚洲学校中可看到很多类

似的学校专业化发展过程。亚洲最好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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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教育质量普遍很高。教学人员的素

质与全球商业教育中心相当。学校积极开

展专业领域的研究，遵循创新的教育实践

并具有较高的实施效率。最重要的是，亚

洲商学院对全球经济的变化更加敏感，在

新的学科刚出现时便将其引入。即便与知

名的西方教育机构相比，中国和新加坡的

一些商业课程也有竞争优势。香港科技大

学与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合作开发的行政工商管理硕士

课程甚至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课程。 

全球化的方法 

亚洲商学院通常采用非常现代的教育

方法，这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美国和欧

洲的商学院主要教授学生有关西方市场的

内容，将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商业事件置

于次要学习地位。而在当下的世界，如果

不了解亚洲的发展现状而去研究商学无异

于天方夜谭。亚洲的情况正好相反。亚洲

学校充分意识到理解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益

处，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深入了解是当代商

人的重要技能。亚洲商学院将建立本国与

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视为自身的使命，将

学生沉浸在全球环境中以帮助学生了解世

界各地的商业组织方式。学生熟知了西方

商业的运作模式后，亚洲商学院的教授将

把全球事件引入到当地背景，以此来解释

某些商业学科问题、理论和法律如何适用

于亚洲。 

低教育成本、高质量的教育和现代的

学习方法使亚洲商学院成为商业教育市场

的重要参与者，并在短时间内超越了美国

和欧洲的商业教育机构。 

 

新闻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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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story=20181025092955636 [2018-10-26] 

编译者：南晓鹏 

 

澳大利亚：组块科目模式或许

并不利于大学生学习 

Why Block Subjects Might Not Be 

Best for University Student 

Learning 

组块科目（block subjects）是指在 2-4

周内只学习某一个科目的模式，不同于传

统的在为期 10-13 周的学期中学习多个科

目的教学模式。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对该模式进行了实

践，其学生的考试通过率在实施的第一年

就有了明显提升。 

从表面上看，似乎短期科目每次只关

注一个学科比传统的学期模式更好，但众

多有关学习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集中”

学习的效果不如“间隔”学习，在更长时

间跨度内的学习更有利于知识记忆和使用。

短期“填鸭式学习”是集中学习最好的例

子，能够在短时间内存储充分的信息以完

成考试，但难以与长期持续的学习效果相

比。此外，心理学研究发现，将学习混杂

在多个主题中的“交错”学习效果更好，

能够产生一种同时学习多个主题的优势。

但由于大学教育所包含的复杂因素无法在

实验室进行模拟和控制，目前也不宜将组

块科目的学习定性为填鸭式学习，其长期

的学习效果还有待观察。 

而关于“提供有效的高等教育”的全

国讨论一直由经济学家主导，高等教育的

经济指标纵然提供了原始易操作的标准，

却可能导致学习效果与学业完成度、学生

满意度等指标之间联系的丧失。对于这类

问题，学习与教学办公室（Offic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简称 OLT）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为组块科目等教育创新模式

提供了关键的测试机制。OLT 可以检测创

新模式发挥效用的条件，包括其适用的学

生、学科、学年条件等。可悲的是，联邦

政府认为投资检测这类问题的小笔花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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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过高昂，因此现在很难系统地弄清楚

像“组块科目”这类教学模式的适用范围

及长期学习效果。 

尽管组块学科在维多利亚大学当前的

使用状况良好，但目前的评价指标还是限

于原始的经济指标标准，并不是学生的实

际学习效果和发展情况。通过组块科目模

式完成学业的学生是否接受到了高质量教

育的问题还没有答案。在缺乏严谨的检测

机构的情况下，很难研究澳大利亚的高等

教育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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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s-might-not-be-best-for-university-student-

learning-102909 [2018-10-11]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block-subjects-might-not-be-best-for-university-student-learning-102909%20%5b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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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2-25】2019 年第三

届教育与多媒体科技国际会议 

2019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ICEMT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22-25 日 

会议地点：日本 名古屋市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名古屋大学（University 

of Nagoya） 

会议内容： 

近几年，教育与互联网、多媒体结合

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9 年第三届教

育与多媒体科技国际会议（ 2019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ICEMT 2019)）将

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日本名古

屋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教育与多媒

体科技”。会议征稿主题主要包括：系统、

设 计 和 技 术 （ Systems, Design and 

Technologies）、电子教育的实践与案例

（practices and cases in e-education）、电子

教 育 的 系 统 和 技 术 （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in e-education）、电子教育的应

用与整合（appl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e-

education）、电子商务评估与内容（ e-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content）、校园信息

系统（campus information systems）等。 

ICEMT2019 由国际经济发展与研究

中心（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简称 IEDRC）与名古

屋大学联合主办，汇集了对教育与多媒体

科技及其当前应用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和实

践者，充分展示了参会者的国际多样性以

及他们丰富的经验。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

各界相关学术领域的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并

踊跃投稿参会，由 ICEMT 2019 录用并注

册成功的文章，将推荐出版到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国

际会议论文集，并被 EI Compendex 和

Scopus 检索。本次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www.icemt.org [2018-11-26]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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