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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将

其招生录取程序曝光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21 日报道，哈佛大学每年的本科

生录取都是残酷的，每年申请哈佛大学的

人数超过 40000 人，最终却只有不到 2000

人被录取，也就是每 20 个人里只有 1 个人

被录取。这些高中毕业生都有着全 A 的成

绩，很高的考试成绩和极好的推荐信，不

少人都十分困惑自己为什么被哈佛淘汰。

对哈佛歧视亚裔美国申请人的诉讼的背后

是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长期激烈的竞争。

对于这一指控，哈佛在上周一开始的审判

中予以否认，但借由此次审判，可以一窥

哈佛大学的录取程序。 

首先是对申请者进行分组，一般会把

申请者分成 20 组，加利福尼亚州一般有三

个组别标记 A,C 和 Z。德克萨斯州的标记

是 D，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和哥伦比亚的

标记为 I。由 4-5 名招生官员组成的小组委

员会将会审查特定组别的文件档案。招生

官员会审查申请者的论文、在校成绩单、

大学入学考试（SAT 或 ACT）的成绩、推

荐信以及学生自愿披露的种族等其他信息。

在阅读完学生的档案之后，招生官会填写

一份摘要表，其中包括评价和打分，评分

范围从 1 到 4（1 为最高分），分为四个类

别：学术表现、课外表现、运动表现和个

人特质。个人特质旨在评估领导力和性格

等特征。招生官还将给出初步的整体评级，

这是一个重要的评价信号，但不一定是四

项类别的平均值。一些档案会被提供给小

组委员会的第二位招生官，用于第二组评

级。如果申请人在数学等学术领域或者艺

术领域表现出突出的特长，教授也会阅读

其档案。校友面试官发送学生的档案，然

后小组委员会开会、审核档案，并对意见

进行投票。 

哈佛大学的招生程序在评级之后，档

案将进入 40 人的招生委员会，招生委员会

对最终决定进行投票。档案评级至关重要。

对 6 个学年的 160,000 份国内申请进行分

析发现，超过 55,000 个学生在四个类别中

没有收到任何的 1 或者 2 的评级。每年大

约只有 100 名候选人获得 1 的学术评级，

尽管有数千人都具有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

入学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就 2014 年的申

请来说，得到 2 的学术评级的经验法则是，

SAT 测试的阅读和数学部分得高分，一般

需要 700 的中高分（总分为 800 分），或者

在总分为 36 的 ACT 考试中至少拿 33 分。

除了分数和成绩，学术评级中更重视的是

学生选择课程的严格程度（会考虑到学校

能提供的课程），以及教师和其他人对申请

者的评价。 

在评级方面，学术评级拿高分比其他

方面更常见。有 42%的申请者获得了学术

评级 1 或 2，而只有不到 25%的申请者在

课外活动、运动表现和个人特质拿到这么

高的评级。哈佛大学表示其重视学生“多方

面的卓越性”。根据数据，这意味着，申请

者如果能在三到四个类别中被评级为 2，

其被录取的几率就为 40%。但哈佛大学也

表示，他们欢迎有罕见才能的学生。以下

是四个类别中评级为 1 的学生的录取率：

课外活动（48%），个人特质（66%），学术

表现（68%）和运动表现（88%），最后一

个数字体现了哈佛大学招募运动员的入学

情况。 

除了学术表现、课外表现、运动表现

和个人特质四个类别之外，还有一些额外

的考虑因素。哈佛大学表示，额外的考虑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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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只有在学生整体表现非常优秀的情况

下才起作用。校友面试官手册中涵盖的额

外考虑因素包括：创意能力、运动天赋、

校友关系。数据表明，校友子女的申请录

取率有 34%，而非校友子女的申请录取率

只有 6%。哈佛大学教职工的子女申请成功

的比例也更高。而且一般院长或者招生主

任还有一份特殊名单，每年会有数百个名

字出现在这些名单上，这些都是学校捐赠

者的孩子。名单上的人，一般会有 42%的

录取可能，远高于平均水平。哈佛大学表

示很多捐赠者的孩子都没有被录取。 

哈佛大学旨在促进学校的经济和种族

多元性，来自低收入的家庭往往也具有申

请优势。在某些情况下，非裔和西班牙裔

申请人也是如此。哈佛大学表示亚裔其实

也具有这种种族优势，但种族只是诸多因

素中的一个。证据表明，申请人的各项评

级往往具有明显的种族差异，例如，亚裔

美国人往往比其他群体获得更高的学术评

级和更低的个人评级。哈佛大学在法庭上

否认了在录取过程中对亚裔美国人存在歧

视的指控。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 

编译者：罗怡雯 

 

英国：副校长收入丑闻之后，

大学领导人是否有所变化？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11 月 1 日报

道，在 9 月的几天里，五所大学宣布其副

校长将相继离任。与此同时，新的副校长

开始任职。在格利尼斯·布莱克韦尔(Glynis 

Breakwell)由于其 46.8 万英镑的薪酬引发

争议而离开后，伊恩·怀特（Ian White）将

成为她的继任者，其薪酬相较于前者将减

少 20 万英镑。 

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2016 年对老牌院

校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校长们往往

会在任职不到 8 年后离职。 但是最近来来

去去的人数是惊人的。专门研究招聘机构

Perrett Laver 副校长猎头业务的萨拉•约翰

(Sarah John)表示:“大学领导层的变化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以这种集中的

方式。” 

过去一年里，大学校长们因为高薪和

头等舱旅行等遭到谴责。但未来的副校长

会有什么不同吗？不同的人看法不同，但

是人际交往能力、情商以及与他人良好互

动的能力才是最受追捧的品质。大学校长

们不仅需要对英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保持敏感，还需要对国外的问题保持敏感，

因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日益具有全球意识。  

南 安 普 顿 大 学 （ Southampton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杰基•伦比（Jacky 

Lumby）曾研究过英国高等教育中的权力

结构，他同意这种观点：“你需要一种认识

到软实力必要性的领导方式。”她说，不仅

需要说服大学教职员工，而且需要说服政

治家，他们的决定越来越影响机构中的情

况。伦敦国王学院公共服务管理教授伊

万·费利认为“钟摆可能正在向更老式的社

会责任和使命观念回归。”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徐佳 

 

德国：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委员会呼吁建立全纳教育体系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31 日报道，由于德国中小学教育

体系中教育机会不均的现象一直存在，德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Deutsche 

UNESCO-Kommission，DUK）近日提议，

将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进行整合，构

建一个全纳的教育体系，目的是保障德国

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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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教育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机会受到

高质量的教育，在教育中发展个人的潜能。

该委员会的全纳教育专家组针对这一提议

提出了六点建议，这意味着联邦、州和地

方政府必须制定长期发展规划，逐步建立

健全全纳教育体系。全纳教育专家组组长

乌特·艾尔德西克·拉佛（Ute Erdsiek-Rave）

强调说：“德国的学校体系结构一直是分裂

的，我们将对其进行改变。我们需要采取

结构性措施，将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

纳入全纳教育体系中。与此同时，我们还

要维持现有的特殊教育实力。” 

专家组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为全

纳教育体系创建一个长期的规划框架；第

二，为学校提供可靠的教学基础设备；第

三，将特殊教育学校发展为特殊教育中心；

第四，在全纳教育体系中构建多元专业主

义；第五，重视全纳教育的外部（社会）

支持；第六，将全日制教育推广为全纳学

习的一种形式。 

 

来源：德国《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意大利：意大利将改变高中“学

习—工作”交替制 

据意大利《学校视野报》2018 年 10 月

29 日报道，意大利将对日前在高中实施的

“学习—工作”交替制进行调整。 

意 大 利 前 总 理 马 泰 奥 · 伦 齐

（Matteo·Renzi）推行的《好学校法案》中

规定，应建立“学习—工作”交替的高中教

育模式，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和艺术学校

的高中生在毕业前的三年间需要参加至少

400 小时实习，普通高中的学生实习时长

应在 200 小时以上。 

从这一学年开始，“学习—工作”交替

的高中教育模式将进行调整，调整内容包

括名称调整和教学内容调整。名称由“‘学

习—工作’”交替修改为“目的性能力培养”，

删除“工作”一词，因为此关键词容易使人

误解，其实学生并非参与正式工作，仅仅

是通过实习和实践活动培养其工作能力。 

此外，对于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内容，

做出如下修改：职业学校高中生在毕业前

的三年间的实习时长需达到 180 小时；技

术学校高中生实习时长不少于 150 小时；

普通高中学生实习时长则不少于 90 小时。 

最后，伦齐政府时期，国家拨款巨额

经费以保障“学习—工作”交替的高中教育

模式的顺利实施，当前政府将缩减此项开

支，对各类学校拨款数额的确定将以满足

最低实习时间为标准，拨款将准时发放到

各级各类学校中。而节省的经费将用来促

进教师工资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增强教师

的教学积极性，促进意大利基础教育的发

展。 

 

来源：意大利《学校视野报》 

编译者：万阳卓 

 

俄罗斯：2020年后俄罗斯“5-

100计划”将继续执行 

据塔斯社 2018 年 10 月 28 日报道，旨

在提高俄罗斯大学在国际一级的竞争力的

“5-100”计划将在 2020 年后继续实行。 

“5-100”计划是从 2013 年 5 月开始

的预计持续七年的国家级项目。其预期达

到的效果是到 2020 年俄罗斯涌现出一批

具有高效管理结构和国际学术声誉以及能

够应对全球发展趋势与变化的现代化大学。

该项目共包括 21 所大学。 

俄罗斯高教与科学部十分重视 5-100

计划，并且计划在 2020 年之后继续进一步

开展 5-100 计划。俄罗斯高教与科学部部

长说到：“我们都十分清楚应该进一步发

展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我们面

临着严峻的任务和挑战。我们将进一步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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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教育今后发展的方向。” 

“5-100”计划的目标是到 2020 年至

少有五所俄罗斯大学进入世界最佳大学排

行榜的前 100 名。在该项目执行的六年以

来（2013-2018）俄罗斯为此项目共拨款 600

亿卢布。预计到 2020 年（2019-2020），将

再继续投入 203 亿卢布。 

 

来源：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韩国：首尔市计划在2021年实

现小中高全面无偿供餐 

据韩国《每日经济报》2018 年 10 月

29 日报道，10 月 29 日，首尔市长朴元淳

（音译）和首尔市教育监赵熙延（音译）

以及 9 个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发表了“在高

中和国立、私立小学全面实施绿色学校供

餐计划”。发表案中计划无偿学校供餐将分

阶段进行，至2021年完成高中（共320所）

全学年的绿色学校供餐（即无偿学校供餐）。

另外，曾因财政问题而被搁置的国立小学、

私立小学以及国际中学（共 43 所）学生也

重新被列入支援对象。 

首尔市自 2011 年起，由教育厅和各个

自治区共同在韩国首次实施了绿色学校供

餐，在 2014 年扩大到了作为义务教育对象

的小学、中学的所有年级。本次计划中，

将过去被排除在绿色学校供餐之外、处于

供餐品质保障死角地带的高中的绿色食材

料使用比提高到了 70%（今年 3 月至 8 月

平均为 30%），并且将供餐单价（平均 4699

韩元，约合 28.66 人民币）提高到了中学

的水准（5058 韩元，约合 30.85 人民币），

以保证供餐品质的向上平均化。 

供餐费用将会投入 214 亿韩元（约合

1 亿 3065 万人民币），各自治区所分配到

的费用是 3 亿 5000 韩元（约合 213 万人民

币）至 7 亿韩元（约合 427 万人民币）不

等。实行的 9 个自治区是中区、城东区、

东大门区、中浪区、江北区、道峰区、铜

雀区、冠岳区和江东区。 

高中的绿色供餐计划将从 2019 年起，

在 9 个自治区的 96 所学校的 3 年级（两万

四千余名学生）开始试行，其中包括普通

高中 53 所，特性化高中 24 所，自律高中

15 所，特殊目的高中 4 所，在试行结束后

将在辖区内所有高中扩大实施。同时，供

餐单价也将提高到 5406 韩元（约合 33.01

人民币），与目前首尔地区高中平均供餐单

价 4699 韩元（约合 28.66 人民币）相比提

高了 15%。 

国立小学和私立小学以及国际中学将

从 2019 年起在 11 个自治区的占全体 51%

的 21 所学校（共 11697 名学生）实施绿色

学校供餐计划。明年供餐单价是 4649 韩元

（约合 28.38 人民币）。11 个自治区是钟路

区、中区、龙山区、城东区、东大门区、

中浪区、道峰区、芦原区、麻浦区、江西

区、铜雀区。 

首尔市的小学、中学和高中共有 1302

所，如将绿色学校供餐计划扩大到所有学

校，预计将人工费和管理费包括在内，每

年需要 7000 亿韩元（约合 42 亿 7370 万人

民币）的预算。今年投入的费用为 4533 亿

韩元（约合 27 亿 7100 万人民币）。计划中

规定将维持现有的预算分配比例（首尔市

30%、首尔市教育厅 50%、自治区 20%），

但是考虑到自治区财政条件等情况，从明

年起逐年扩大实行。 

朴元淳市长表示，本计划实施之后，

一位高中生的年供餐费用为 80 万韩元（约

合 4884.23 人民币），希望这一政策能减少

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市长还强调，

要按计划逐步扩大绿色学校供餐规模，实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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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谁都不会被歧视的健康的绿色学校供餐

环境。 

 

来源：韩国《每日经济报》 

编译者：朴仙子 

 

日本：编程教育成为必修课的

步伐正在加快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21 日报道，文部科学省于去年 3 月

公布了 2020 年指导小学生教学内容的新

学习指导纲领，该纲领提出小学生应该根

据各个学科的特性来学习编程教育，同时

培养逻辑性思维能力。例如，在今年 3 月

发布的指南中，要求五年级学生能够画出

多边形图案，六年级学生需要掌握一些用

电知识等等。编程教育是指，学生从小接

触程序教育，通过计算机程序学会逻辑性

思维，成为优秀的计算机人才的教育。 

在 2020 年编程教育成为小学必修课

的大背景下，新泻县的计算机教室正在持

续增加。新泻市西区的小学基于培养小学

生逻辑思维的考虑，于去年 12 月开始实行

编程教育。学生通过移动屏幕上的图标，

让屏幕上的动物按顺序依次执行前进 10

步、等待 5 秒等命令，以实现阶段性教学

目标。通过编程教育的学习，学生可以掌

握按照顺序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现在编

程教育的收入为零，但是随着编程教育必

修化的加快，人们对编程教育的认识将会

越来越多。明年 1 月在新泻市中央区也将

开设编程教育的课程。 

另一方面，父母也对编程教育赞不绝

口。他们表示，自己的孩子非常喜欢玩游

戏，编程教育能够让孩子发挥自己的优势。

也有家长表示，孩子在学习编程教育时非

常开心，乐在其中，同时掌握了很多基础

知识。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周舒玲 

 

 

 

 

 

津巴布韦：毕业生们要爱国 

据《先驱报》2018 年 10 月 31 日报道，

克娄巴斯·孔迪奥纳（Cleopas Kundiona）博

士是一位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敦促全国的

毕业生都要爱国，并运用他们在学习中获

得的技能来发展国家，而不是摧毁它。孔

迪奥纳博士是 UMAA 集团的创始人，最近

他在 UMAA 学院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做了

这场讲话。该学院在庆祝其 30 周年校庆，

主题是“在确定胜利之前，以家庭政策的眼

光管理变革”。他说：“教育是个人和国家

发展的基础，它提供了生活机会，也为技

能培养和劳动力的创新提供了基础，这对

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增长至关重

要。”他还补充道，“事实上，在加强技能、

培训和教育方面，UMAA 机构已经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以便他们能够用知识经济保

护我们的成果。” 

孔迪奥纳博士鼓励毕业生不要被全国

普遍存在的经济挑战吓倒，他敦促他们直

面挑战。他说：“毕业生们，要永远爱国，

努力实现扭转国家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的目标，我们的即将毕业的学生，现在你

配备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做好准备站在改

善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线来应对区域和全

球范围内的竞争。 

他还说，他的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是雇

主而不是雇员。孔迪奥纳博士向毕业生们

表示祝贺，并敦促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

的技能应用到世界实践中。他说:“在你们

的培训过程中，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学

过农场管理、农业工程、动物和农作物生

产等课程。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时间，而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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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始应用你们学到的技能。你们将帮助

津巴布韦改善农业生产，你们有能力扭转

我们的农业、工业经济，你们是把津巴布

韦再次变成南部非洲粮仓的坚强战士。” 

 

来源：《先驱报》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学校

数据以促进问责制实施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0 月 25 日报道，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IIEP-UNESCO）刚

刚发布了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六个案

例研究，以此鼓励和启发该地区内外的学

校公布数据政策，并保证公民有能力打击

教育中的腐败现象。 

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案例研究

着眼于一系列学校报告和倡议（由政府主

导和由公民主导），以便为更明智的决策制

定提供新的证据基础，研究如何利用与学

校相关的数据创建一个更加透明和负责任

的教育体系。 

在过去十年中，学校报告单在全世界

范围内引起了关注。比起全球教育系统所

熟悉的学生层面的个人进展报告，学校报

告背后的理念是鼓励对更广泛的机构进行

全面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评估。通过以

准确、及时和方便的方式传播有关学校的

信息，每个在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人，包括

父母、学生、教师、政府、民间社会组织、

媒体和公众，都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并协

助实施问责制。学校报告单可以在网站上

获得，平台上公开了一系列数据，如学生

入学、资金、教师人数和资质、学校设施

条件、教科书或学生的成就。但是，有效

的学校报告单并不止于公开报道。不仅要

提高透明度，还要提高教育问责制，数据

必须具有相关性、易于理解，并且具备可

操作性。 

为了帮助推进教育数据的使用和影响，

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于 2014 年启动了一项关于“通过公布学

校数据，从而提高教育透明度和问责制”的

研究项目。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国际教育

规划研究所探讨了学校报告单数量的增长

并进行了审查。在这些案例中，学校的研

究报告单特别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案例研究着眼于谁发布学校数据，发

布了什么类型的数据，以及各利益相关方

的可访问性和使用水平。该研究还说明了

学校报告单如何成为使教育更公平的重要

工具。虽然腐败可以触及所有国家的社会

各阶层，但实际上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承

担着最大的负担。然而，当学校社区，特

别是家长，可以监控特定学校的资源使用

情况和进展时，他们更有可能表达关注，

要求更大程度上的问责制，并维护公共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公开信息促进更大

程度的问责制，可以帮助各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四（SDG4），该目标要求到 2030

年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公平的教育和终

身学习。 

案例研究总结了一些关于更有效的学

校报告单设计和实施的建议。这包括确保

数据公布的正确法律基础，选择对监控财

务管理或教学问责制至关重要的相关数据，

以及为公民创建一系列渠道，以获取数据

并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如何利用它的信

息，以此保证更高程度的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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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裕程度并不能

保证教育平等 

据联合国官方网站 2018年 10月 30日

报道，儿基会创新办公室（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Innocenti）发布的题为《不公平

的开端：富裕国家儿童教育不平等》（An 

Unfair Start: Inequality i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Rich Countries）的报告对欧盟

和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41 个成员国

的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的不平等程

度进行排序。该报告通过最新数据验证儿

童取得的成就与父母职业、移民背景、性

别和学校特点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报告着重关注两个以儿童为中心的不

平等指标：在学前阶段，这一指标是儿童

在达到入读小学的法定年龄之前一年参加

有组织学习的入学率；小学（10 岁左右）

和中学（15 岁）阶段的指标是表现最差和

表现最好的学生在阅读成绩上的差距。15

岁儿童的成绩是该报告的主要指标，因为

这代表着义务教育最后阶段的不平等程度。

在学习同样好的 15 岁儿童中，父母从事高

职位工作的儿童比那些父母从事低地位工

作的儿童更有可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报告指出，各国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

着不同程度的不平等。爱尔兰（Ireland）和

斯洛文尼亚（Slovenia）在学前教育入学率

方面名列倒数三位，但在小学指标方面排

名中等，在中学指标方面名列前三。法国

是学前教育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

中学指标方面排名倒数。在义务教育即将

结束时，拉脱维亚（Latvia）、爱尔兰和西

班牙是三个教育最平等的国家。 

在可获得数据的 29 个欧洲国家中，16

个国家最贫困的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儿童学

前教育入学率低于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

的儿童。这种情况存在于整个学校教育过

程中。报告也指出，在 25 个移民程度显著

的国家中，21 个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儿童在

年龄达到 15 岁时的成绩不如非移民儿童。

15 个国家的第二代移民儿童的成绩也不

如非移民儿童。然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第二代移民儿童的表现优于非移民儿

童。 

在所有国家，女孩在阅读测试中的得

分都比男孩更高。随着孩子长大，这些差

距往往会扩大。但各国之间也存在很大差

异。在爱尔兰，15 岁女孩的阅读成绩只比

男孩高出 2％，但保加利亚的女孩成绩比

男孩高出 11％。 

该报告建议，为所有儿童提供一个公

平的开端对于实现平等和可持续教育至关

重要，并且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而是由政策决定的。这些建议包括： 

1.确保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儿童

早期教育和照顾。 

2.确保所有儿童获得最低水平的核心

技能。 

3.减少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 

4.缩小成绩中体现的性别差距。 

5.提供更多高质量、跨国、可比较的证

据，包括进行纵向研究，以填补知识空白。 

6.注重平等，而不仅仅是提高平均水

平。 

 

来源：联合国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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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为何培养了过量的

人文类博士？ 

How Many Humanities Ph.D.s 

Should Universities Produce? 

美国大学存在培养人文类博士过量的

问题。以历史专业为例，最近一年，美国

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

估算美国高校系统里大约有 340 个历史学

终身教职空缺，高校系统外可能还有 100

个历史学专业的岗位正在招聘。然而，同

年美国高校总共培养出了 1150 名历史学

博士。对比经济学专业，当年该专业有

2650 个新增岗位需求，而新增博士生人数

仅有 1250 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美国

人文社科类与 STEM 领域博士生供需的对

比情况。 

很显然，我们培养的人文博士数量远

远超过工作岗位需求量，他们的就业前景

一片黯淡。美国高校人文社科类博士培养

供大于需的现象并不是新近发生的，至少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了。那么这种状

况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呢？ 

第一，博士生是给本科生授课、评改

论文等的廉价劳动力。在美国研究型大学

（也是博士生培育的阵地）的工资制度中，

教学助理（Teaching Assistant, TA）的工资

最为低廉，所以美国高校往往选择雇佣博

士研究生而不是教职人员去给本科生上课。

无论是人文社科类专业还是 STEM 专业均

是如此。 

第二，博士生是研究和经费申请的必

要条件。所以，美国高校需要开设人文社

科类博士学位点并培养定量的博士生，以

保证人文社科类教职人员的研究生产力。 

第三，人文学院教职人员真的很喜欢

教授研究生课程。所以，为了证明课程开

设的合理性，就必须招收博士生，这也导

致美国高校人文社科专业授予了过多的博

士学位。 

第四，人文学院教职人员将持续健康

运营研究生项目视为自己保护人文社会学

科在更广阔世界中起作用的使命。 

不管人文社科类博士学位供大于求的

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开始思考：

这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生们来说是否公平？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迪克·斯塔兹（Dick Startz）是加州

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经济学教授，著有《教育利润》（Profit of 

Education）等书，近期在《经济学快报》（Economics 

Letters）、《计量经济学的发展》（Advances in 

Econometric）、《经济学通报》（Economics Bulletin）

等期刊发表《通往经济学博士之路》（The Path to 

an Economics PhD）等文章。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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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lkboard/2018/10/24/how-many-humanities-ph-d-

s-should-universities-produce/ [2018-10-24]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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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众普遍认为教师工资过低 

Are Teachers Underpaid?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Say Yes 

近年来，在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为

代表的国际学生学业成就测试的驱动下，以及国际对“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质量”的普遍共

识的影响下，学界关于对比世界各国教师的能力与效率的研究也日益被提上日程。 

2013 年，瓦尔基基金会（Varkey Foundation，一个支持教师发展的全球性慈善机构）开

创了全面比较世界各国教师地位的首次尝试，对如图 1 所示 35 个国家的教师问题（如教师

工资、对学生的评价、对教育系统的评价等）进行深入调查，并发布“全球教师地位指数”

（Global Teacher Status Index）。调查结果显示，就如图所示 35 个国家来看，教师在社会中

处于中等地位，被认为与社会工作者相似，具体来看，教师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最高，在以色

列和巴西最低。 

五年过去了，瓦尔基基金会对此项调查进行更新，并发布新一版“全球教师地位指数

2018”。该版调查结果最大的变化就是，以教师工资为切入点来研究教师群体与普通公众对

教师地位的观念差异。具体而言，该调查询问普通公众，他们认为自己所在国家教师的合理

工资应该是多少，并让他们估计教师的实际工资，最后，在告知他们教师的真实工资后，让

他们判断这个工资是多、是少、还是刚好合适。总体而言，在接受调查的 35 个国家中，有

28 个国家的教师工资低于普通公众所认为的合理工资，其余 7 个教师所获实际工资超过普

通公众认为的合理工资的国家分别是芬兰、意大利、葡萄牙、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新加坡 

（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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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公众眼中教师合理工资、预估实际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对比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18/11/public_views_teachers_as_underpaid_according_to

_survey.html [2018-11-12] 

编译者：时晨晨 

 

 

澳大利亚：扩大学校停学处分权不利于学生发展 

Expanding Suspension Powers for Schools is Harmful and In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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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校长在应对问题学生时有更灵活的选择，昆士兰州政府在 2014 年出台了赋予学

校校长更大的规训权的法律，包括强制社区服务、星期六拘留（Saturday detentions）等，还

将短期停学处分的时间上限从 5 天增加到 10 天，剥夺了家长对短期停学的申诉权，而长期

停学处分（10-20 天）的申诉需要向教育部总管提出申请。 

昆士兰州教育部（the QL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其网站及官方出版物（如年度报

告和工作简报等）公布的 2013 年至 2017 年取消注册、停学和开除学籍的数据显示，昆士兰

州公立学校停学和开除学籍的处分显著增加。研究将停学与开除学籍的学生人数与注册人数

的比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学校停学处分权的扩大对昆士兰州公立学校所有年级的学生都产生

了不利影响，其中对高中学生以及小学或中学的新生影响最大。如图 1 所示，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小学一年级或学前年级的停学率（停学人数占入学人数的比例）增加了 51.28％，

并且逐年增加。七年级的停学率在 2014 年增加了 19.92％，并在 2015 年达到 82.54％。这些

增加的停学率并没有放缓的迹象。此外，虽然部分增幅可能看似温和，但若停学人数与入学

人数保持同步，二者比率则不会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停学人数的增长超过了昆士兰州学校系

统入学人数的增长，即学生数量增长以外的其他因素正在推动停学人数的增加，而这也许并

不只是昆士兰州的问题 

 

图 1 2013-2017 年昆士兰州停学学生数量柱状图 

如果要改变学生的某种不良行为，则需明确教授他们正确的替换行为，而停学不仅不能

促使学生改正不良行为，还会削弱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在学校停学统计中，弱势儿童、残疾

儿童、土著儿童、缺乏家庭保育的儿童等学生的比例都明显过高。对于这些最需要上学的孩

子来说，停学最有可能产生严重且长期的负面影响，使弱势儿童离教学和学习越来越远，加

大成绩两极分化。而对于本就想逃避学校教育的学生而言，停学将会增加其不当行为。也许

采取校内停学（in-school suspension, 让学生离开其常规班级，在某种受监督的环境中完成学

习）是比校外停学更好的选择。当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则是了解学生不当行为的来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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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教师的一系列主动策略和有针对性的干预行为解决潜在问题，减少冲突发生的严重程度。

将校内停学作为解决手段，将有助于解决停学率不断上升的问题。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expanding-suspension-powers-for-schools-is-harmful-and-ineffective-

106525[2018-11-13] 

编译者：杨希 

 

 

美国：新数据显示更多学生选择国外留学 

More American Students Are Studying Abroad, New Data Show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11 月 13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6-2017 学年有超过 332,000 名美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比上一学年增加了 2.3％。此外，美

国少数族裔学生在国外学习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占美国国外学习学生总数的 29％，而十年

前其占比仅为 18％。 

国外留学的学生数量增加，其背后主要有三大推动因素：其一，资助学生出国的资金大

幅增加，其中还包括许多专门提供给经济困难学生或少数族裔的资金；其二，学生有更多的

选择，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时长的留学机会等。国外留学提供给学生完全沉浸在国外文化中

的机会，并且学习另一种语言能够帮助学生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有更大的竞争力。几十年前，

教师主导的海外留学项目主要集中在语言学习领域或者某些英语国家的特定学科，而如今越

来越多的学生将自己的专业与独特的实践经验相结合，进行国际实习或国际服务学习等。据

2018 年的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显示，欧洲仍然是美国学生国外留学的首选目

的地，约 32％的学生选择英国、意大利或西班牙。但 2016-2017 年，选择亚洲、非洲、中东

等地区的美国学生也增加了 26％，其中大部分都是对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community-based 

sustainability projects）（例如工程、农业等领域）感兴趣的学生；其三，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

促成留学生增多的巨大推动力。戴尔、谷歌和微软等几家主要的美国科技公司都希望招聘到

了解全球市场的员工，而出国留学，尤其是学习其它语言的项目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研究者近 10 年的研究发现，留学生具有更好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和沟通技巧，更具有创业精神，对艺术、社会问题和世界形势有更好的了解。在国外有效学

习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在其职业生涯中能够获得比别人高 20％的收入，其晋升速度也更快。

鉴于上述因素，应该鼓励学生，尤其是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参加海外留学项目。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american-students-are-studying-abroad-new-data-show-106678 [2018-11-

13]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expanding-suspension-powers-for-schools-is-harmful-and-ineffective-106525%5B2018-11-1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expanding-suspension-powers-for-schools-is-harmful-and-ineffective-106525%5B2018-11-1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american-students-are-studying-abroad-new-data-show-106678%20%5b2018-11-1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american-students-are-studying-abroad-new-data-show-106678%20%5b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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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问责制度的意外影

响 

Two Unintended Legacies of School 

Accountability Policy 
美 国 学 校 问 责 制 度 （ School 

Accountability Policy）在小布什总统（《不

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和奥巴马总统时期

（《每个孩子都成功法》）开始逐渐被建立

起来，其初衷是为了将学业标准和学业测

试同问责制结合起来，以期有效转变美国

的教育体系。制度的具体愿景是确保每个

州都有世界一流的学业标准，每间教室都

配备一名高质量的教师以辅助学生达到这

些标准，每所学校都要为学生的学业标准

达成度负责。 

学校问责制度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学生成绩，但最终实现的成果与

其愿景相差甚远。不过从长远来看，美国

学校问责制度的实践产生了两大意料之外

的深远影响： 

第一，学校问责制度促进了各州和地

方教育数据系统的建立，并提高了它们的

数据分析与利用能力。当初这些数据系统

的创建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学区和学校的问

责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系统

一直服务于不同学生群体学业表现的教育

研究，系统本身的价值性显露出来，促进

了美国教育研究“黄金年代”的到来。在

过去的 15年里，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美

国教育体系都有了很多的知识收获。所以，

如果没有问责制度下数据系统的出现，这

种重要的教育知识积累就不可能实现。 

第二，问责制度推动学区和学校实施

了至少三项适得其反的举措。首先，它导

致了各种学业测试在过去 15 年里的大幅

增加，甚至最终达到人们认为过剩的水平；

其次，许多学校大大缩减了课程范围，缩

减诸如艺术、音乐和社会等课程，以增加

阅读和数学的教学时间；再次，问责制度

鼓励教师改进教学实践方式，以最大幅度

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目标。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rick_hess_str

aight_up/2018/11/two_unintended_legacies_of_sch

ool_accountability_policy.html [2018-11-28]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虚拟现实之旅让农村学

生一睹大学生活 

Virtual Reality Tours Give Rural 

Students a Glimpse of College Life 

研究表明，选择通勤距离（学生家与

大学之间的距离）超过 25 英里的大学的学

生越来越少，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

尤其如此。而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大约四

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农村。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使用联邦拨款资助开发

了一款 360 度虚拟现实大学旅游应用程序

（360-degree virtual reality college tour app），

该拨款来自“本科生早期意识提升与预备

计 划 ” （ Gaining Early Awareness and 

Readiness for Undergraduate Programs，简

称 GEAR UP），旨在提高低资源中学的高

中毕业率，并为进入大学做准备，提高大

学入学率。 

这款应用程序名为 GEAR UP VR，由

北卡罗来纳的 GEAR UP 计划与北卡罗来

纳大学的新兴技术实验室联手开发，采用

一家 360 度视频公司创建的沉浸式视频内

容，可从 Google 和 Apple 商店免费下载。

目前这个 app 以北卡罗来纳大学为特色，

在 21 所参与 GEAR UP 计划的高中选择了

16000 名学生进行测试。在程序测试初期，



 

 

World Education News  Nov. 2018  No.70 
14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11月第 22期 实践探索 

学生会得到纸板护目镜和耳塞，可以自己

探索 16 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虚拟校园之

旅，还可以与家人朋友分享体验。该应用

程序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即时回答学生问题，

提供招生、经济资助、学位、校园生活、

校园社交媒体等信息链接。每次校园虚拟

旅游需要花费 1.75 美元，预计人均成本为

28 美元，其中包含应用程序开发、视频片

段以及纸板护目镜的制造运输等。随着使

用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均成本将会逐步降

低。 

在程序试测之后，参与测试的学生对

GEAR UP VR 评价良好，一位名叫尼娅

（Nyah）的学生将虚拟大学之旅与她今年

早些时候参加的实体大学之旅相比，说

“我更喜欢这个”。尼娅指出她在实体大

学的参观只是参观众多建筑物，由解说员

讲解内部功能，而这次她以一个大四学生

的视角进入了科学实验室，收获更加丰富。

此外，一些学校的管理员也对该应用程序

表示了赞赏，一个高中的副校长约翰·科基

特（John Koket）认为“这将真正帮助我们

把学生与大学联系起来”。 

此外，当前该程序也面临着诸如农村

学校的宽带和互联网信号强度不足等挑战，

但如果虚拟大学旅游计划能够成功，即如

果它最终能促进更多的农村学生入读大学，

那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或其他偏远地区的

学生进行校园访问的方式。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irtual-reality-

tours-give-rural-students-a-glimpse-of-college-life-

106667 [2018-11-21] 

编译者：杨希 

 

 

正念帮助博士生管理压力与焦

虑 

Mindfulness Can Help PhD Students 

Shift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今年三月发表在《自然》（Nature）杂

志上的一篇论文《研究生教育心理健康危

机的证据》（Evidence for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通过对 26 个

国家的 2000 多名研究生的调查发现，研究

生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

的 6 倍。 

为了解决研究生的心理问题，近年来，

正念（Mindfulness）作为一种管理压力和

情绪的方法变得越来越流行，有关正念的

研究也在过去五年中呈爆炸式增长。塔斯

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几

位学者进行了一项为期 8 周的随机对照实

验，检验正念对博士生的心理影响。研究

发现，指导性的正念有助于帮助博士生减

轻压力与焦虑感，降低被试者的抑郁程度，

改善其心理状况。 

本次实验将来自塔斯马尼亚大学的

88 名博士志愿者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对

照组，使用知觉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和抑郁 - 焦虑 - 压力量表

（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DASS）对其实验前后的心理压力进行了测

量。此外，实验还测量了被试的心理资本

水平（level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即由

希望（hope）、乐观（optimism）、适应力

（resilience）、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等四种心理资源组成的一种积极的心理发

展状态。实验搜集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

前后有关被试博士生所经历的压力、这些

压力对其研究的影响、其使用的管理压力

的策略以及他们完成实验任务的经验等数

据。此外，还有约 14 名实验组成员自愿接

受了相关采访。实验组被要求在每天完成

30 分钟的正念干预，8 周内完成共 56 个练

习。最终实验组完成的平均个数为 35 个，

这意味着，即使实际完成的次数少于要求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irtual-reality-tours-give-rural-students-a-glimpse-of-college-life-10666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irtual-reality-tours-give-rural-students-a-glimpse-of-college-life-10666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irtual-reality-tours-give-rural-students-a-glimpse-of-college-life-10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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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如果更经常练

习，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对于一些人来说，正念为他们提供了

一段平和冷静的时期，让他们有时间放松，

重新整合与充电。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正

念提供了一个处理和摆脱负面情绪的机会。

有些人表示，正念让他们感觉更加清晰和

专注，找到了应对挑战的新方法，提高了

工作效率。将正念等方法与同伴支持计划

相结合，可以减少读博过程中的孤独感，

帮助博士生更好地生活。 

 

延伸阅读：正念（Mindfulness）是以一种特

定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On Purpose)、

活在当下 (In the Present Moment)及不做判断

(Nonjudgementally)，是意识不在虚拟的思维世界

里发散、徘徊，而专注于现实事物。以正念为核

心的各种心理疗法统称为正念疗法，目前较为成

熟的正念疗法包括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

辩证行为疗法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和缓解焦虑、

抑郁等情绪心理问题和人格障碍、成瘾、饮食障

碍等疾病中。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indfulness-can-

help-phd-students-shift-from-surviving-to-thriving-

106608[2018-11-26]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indfulness-can-help-phd-students-shift-from-surviving-to-thriving-106608%5B2018-11-2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indfulness-can-help-phd-students-shift-from-surviving-to-thriving-106608%5B2018-11-2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indfulness-can-help-phd-students-shift-from-surviving-to-thriving-106608%5B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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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3-26】2019 年第八

届知识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KET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3-26 日 

会议地点：捷克 布拉格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国际计算机科学与信息

技 术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会议内容： 

2019 年第八届知识与教育技术国际

会议（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KET 2019)）将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捷克布拉格举行，ICKET 会议先后

在法国巴黎、中国香港、韩国济州岛、泰

国曼谷、英格兰菲尔德、俄罗斯莫斯科和

苏格兰爱丁堡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的征稿

主题主要包括：电子学习、电子培训和高

管培训（e-Learning, e-training and executive 

training ）、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 知 识 获 取 （ Knowledge 

acquisition ）、 知 识 管 理 策 略 和 实 施

（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s）、知识管理的工具和技术

（ Tools and technology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教育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等。 

ICKET 2019 由国际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技术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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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KET 2019 成功录用的

文章，将发表在期刊《国际知识工程杂志》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ISSN: 2382-6185) ， 可 以 被

Google Scholar、DOAJ、ProQuest 检索）和

《 国 际 信 息 与 教 育 技 术 期 刊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SSN: 2010-3689)，

可以被 INSPEC ( IET)、DOAJ、EBSCO、

Google Scholar、Crossref、 ProQuest 检索）

中。 

本次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www.icket.org [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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