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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高中毕业生可以用

高考成绩申请海外大学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2018 年 10 月

30 日报道，如果海外高中毕业生想要申请

美国的大学，通常需要通过学业能力倾向

测验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和美国

大学入学考试 ACT（American College 

Test），这样才有资格进入美国的大学。 

但是，近日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却

另辟蹊径，她凭借自己在中国的高考考试

成绩申请到了美国的大学，如今已经是旧

金山大学的学生了。这个中国学生以自己

的亲身实例给众多想要申请海外留学的中

国高中生展示了一条新的途径。 

通常来说，中国申请者可以通过高考

成绩来申请美国的私立大学，例如迈阿密

的圣托马斯大学、波士顿的萨科福大学、

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然而，从

2018 年 6 月开始，新罕布什尔大学成为中

国学生可以凭借高考成绩申请的第一所公

立大学。 

虽然现在美国只有很少的学校将中国

学生的高考成绩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但

是目前在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学校也开始认可中

国学生的高考成绩，例如西澳大利亚大学、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

桥大学等等。将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

和学院把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当作申请入

学的资格。 

 

来源：《美国新闻与世界》  

编译者：阿娜尔 

 

德国：文化部启动“语言与融

合协调助手”试点项目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 2018年 10月 29日

报道，为了帮助有移民背景的学生更好地

融入学校，今年萨克森州的一些学校仍需

聘用语言与融合协调助手。为此，文化部

现已启动相应的示范项目。 

文化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瓦斯

（Christian Piwarz）表示：“助理的职责是

支持教师开展融合工作，他们应该是老师

与那些有着移民背景的学生、家长之间的

桥梁。只有当有移民背景的学生掌握了德

语并学会尊重我们的价值观，社会融合才

能够成功。” 

语言与融合协调助手们将在 20 所急

需支援的学校开展工作，特别是在莱比锡、

德累斯顿、开姆尼茨等出现问题较多的地

区。除了在一所学校任职之外，助理也可

以辅助该地区的其他学校开展活动，但不

可超过四所学校。语言与融合协调助手将

支持教师做好有移民背景的学生的融合工

作。任务包括与家长的沟通以及与外部合

作伙伴，如社团和移民组织的合作。语言

与融合协调助手还可以开展促进融合的全

日制活动，如用母语教授课程或帮助学生

从预科课程过渡到正式课程等。目前约有

6450 名学生在 494 个预备班中学习德语。

共有约 35,900名移民学生在萨克森州的普

通教育学校就读。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张蒙蕊 

 

 

欧洲和北美洲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12月 第 23期 政策参考 

World Education News  Dec. 2018  No.71 
2 

法国：出台对抗学校暴力的解

决方案 

 

据法国《法国信息报》2018 年 10 月

27 日报道，法国国家教育部部长让·米歇

尔·布朗盖先生 (Jean-Michel Blanquer) 于

周六（2018 年 10 月 27 日）详细介绍了学

校暴力事件发生后将要出台的一系列解决

方案，以打击学校暴力行为。 

第一，在学校里安排警察，做好安全

工作。让·米歇尔·布朗盖表示，在学校

里设立警卫岗是必要的，然而，这也是一

种暂时的解决方案，警察不可能时刻呆在

学校里防范安全问题。 

第二，加强纪律委员会的职能。在某

些机构中，由于纪律委员会的工作沉重繁

琐、耗时费力，这一职位对很多人来说不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有的纪律委员往

往将工作化繁为简，草草了事，甚至置之

不理。因此，纪律委员会必须要简化办事

程序和监管规则，具体细节将在下一届部

长理事会上提出。 

第三，组建专职教师队伍。政府设想

建立“坚实的专职教师队伍”，以照顾年龄

在 13 至 18 岁之间遭受“多重排斥”的年

轻人。这支教师队伍由来自不同行业的人

员组成：有的来自国民教育体系，有的来

自军队或者警察行业，他们的职责是通过

教育学生使其思想回归正轨。 

 

来源：法国《法国信息报》 

编译者：崔慧慧 

 

西班牙：政府为适应劳动市场

需求将修改职业教育学位称号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El ABC）2018 年

11 月 14 日报道，西班牙政府试图通过改

革职业教育体系来降低失业率。因此，政

府计划从修改职业教育（FB）学位称号入

手，通过对旧体制内容的革旧更新，将职

业教育与最受需求的工业 4.0 接轨。改革

的重点在于删除职业教育体系中无法适应

劳动市场需求的部分。 

此外，政府还将继续研发与工业 4.0有

关的专业课程，例如网络安全、机器人技

术、大数据或者虚拟现实技术。政府总理

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表示这

些课程将直接影响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位授

予。在本年底或 2019 年 1 月将推出《字幕

及音频描述》和《细胞培养》的第一批课

程，这些课程主要是为那些已经获得中级

以及高级职业教育学位的青年服务，让他

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中特定公司的需求。

其实在 2011 年西班牙社会工人党推出的

《可持续经济发展法》中就对这些专门化

课程提出了研发要求，但却从未被付诸实

践，现在政府终于考虑开始实施。 

西班牙教育局以及职业教育部昨日联

合举办了“+未来+进步+加职业教育：培养

天才的教育（+ Futuro + Progreso = + FP.La 

educación que desarrolla el talento）”研讨会，

会议上桑切斯强调 FB 是保障西班牙繁荣

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将发展

FB 教育提上日程，保证我们的经济持续发

展，弥补我们过去在经济危机中失去的 10

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会轻视职业技术教

育，但现如今人们却对职业教育有一种不

公平的评价，而我们政府的职责就是赋予

职业教育威望和信心。”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意大利：意大利中小学将实施

“绩效计划”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12月 第 23期 政策参考 

World Education News  Dec. 2018  No.71 
3 

 

据意大利《技术学校报》2018年 10

月 31日报道，意大利 2017年颁布的法律

规定，每个公共行政部门都需要对部分内

部工作人员进行业绩评定，并根据评定结

果进行适当奖惩，从而更好地实现部门内

部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保障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值得注意的

是，意大利此项评价制度在教学组织中也

有所体现。  

在教育领域，意大利推出“绩效计

划”，旨在推动意大利中小学绩效管理工

作的成功运行。意大利相关教育部门起草

了一份为期三年的计划文件，文件中通过

对教学资源和教育目标等因素的考量，开

发了一套完备的教学评估体系，并对如何

实现教学评估做了具体说明，成为意大利

教学评估过程中的指导性文件。 

该计划文件在起草的过程中遵循了四

个基本原则，分别为透明性、真实性与可

验证性、参与性、内外部一致性，即评估

标准、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应公开透明；

应保证评估标准的科学性、评估过程的严

谨性和评估结果的可验证性；参与评估的

主体应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应将教学目

标的实现与否作为重要参考要素等。 

 

来源：意大利《技术学校报》 

编译者：万阳卓 

 

 

 

 

日本：大学入学共同测试开始

第二次试行调查 

 

据日本《朝日新闻》2018年 11月 10

日报道，从 2020年开始，“大学入学共

同测试”将取代现有的“大学入学考试中

心测验”，作为新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2018年 11月 10日，在全国各地的大学

和高中进行的第二次大学入学共同测试

中，约 8万 4千名高二、高三的学生参加

本次测试，完成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出具

的题目。 

新的“大学入学共同测试”相比于原

来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测验”更重视

“思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增加了从

多种材料中提取信息类问题的比重。此

外，在国语和数学两门科目中导入主观陈

述题。但去年进行的第一次试行测试中，

主观陈述题得分率较低，导致学生自己估

分的结果与考试中心最终打分差距较大

（日本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采取学生估分然

后填报志愿的方式，学生的最终成绩由考

试中心直接寄送给投档学校）。第二次试

行测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学生估分

和实际成绩差距太大的问题。 

此外，第一次测试是由各个学校根据

自己的时间自行组织进行的，而这次测试

则统一全国学校的时间，同时进行测试。

2018年 11月 10日进行国语、地理历

史、公民、英语等学科的测试，2018年

11 月 11日进行数学和理科等科目的测

试。第二次试行测试的结果将在明年 3月

前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公示。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 李宗宸 

 

韩国：韩国留学门槛变高 

 

据韩国《亚洲经济》报 2018年 11月

16 日报道，韩国法务部 16日消息显示，

根据《改善外国留学生签证及滞留管理制

度讨论方案》，政府打算针对语言研修

生、本科生、硕博研究生等类别的外国留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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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收紧签证发放条件，公费留学生、以

研究为目的入境的人员不包括在内。 

    韩国政府要求语言研修生从 2020年

1月起必须提交韩国语能力考试 2级证

书，才对其发放签证。该政策主要针对留

学生非法滞留率较高的五大重点管理对象

国（几内亚、马里、乌干达、埃塞俄比

亚、喀麦隆）的学生以及包括中国、越

南、印度等 21个国家在内的非法滞留多

发国家的留学生。目前韩国语言研修签证

对外国留学生没有韩国语能力考试证书的

要求，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提交。政府还

计划从 2019年 7月开始，将语言研修生

人数限制在大学正式入学人数的 20%。 

    针对攻读本科学位的留学生，政府计

划日后只对获得韩国语能力考试 3级以上

证书或提交英语成绩（PBT 托福 530

分、IBT 托福 71分以上）的申请者发放

签证。目前韩国政府针对该类学生虽然也

要求提交韩国语能力考试 3级证书，但是

若学生仅持有韩国语能力考试 2级证书，

只要在此基础上再获得学校的 3级语言证

书或者学习韩语的时间达 200 小时以上，

政府仍会为其发放签证。 

    韩国法务部收紧留学签证发放条件，

是因为近来以留学生身份，尤其是语言研

修生身份进入韩国的外国人中非法滞留的

人数逐年增长。法务部数据显示，以语言

研修生身份进入韩国后非法滞留的学生数

从 2016年的 4618名增长至 2017年的

7136名，截至今年 7 月末，已有 9813名

非法滞留语言研修生。照此趋势发展，今

年非法滞留语言研修生可能会突破 10000

名。 

    该讨论方案已于月初以公文形式下达

给各大高校，政府打算收集多方意见后针

对 2020年 1月以后入学的留学生实施相

应条款。目前各大高校反对呼声较高，方

案能否落实还有待观望。 

 

来源：韩国《亚洲经济》报 

编译：朴仙子 

 

 

 

 

尼日利亚：UNESCO主张为尼

日利亚移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

改善教育制度 

 

据《卫报》2018年 11月 22日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SCO）主张为尼

日利亚移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改善教育制

度。该组织在提交给《卫报》的 2019年

《全球教育监测》（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简称 GEM）报告中表示，政

府为国内移民提供全纳教育所做出的努力

还远远不够。这份题为《要搭建桥梁，不

要筑起高墙》(Building bridges, not walls)

的报告指出了国家在确保移民和难民儿童

从优质教育中获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存

在的不足。接受优质教育是一项既符合学

习者利益，又符合他们所在地区利益的权

利。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审查了移民和

流离失所儿童（包括境内和境外、自愿或

强迫的所有人口流动）对国家就业和教育

的影响。会议还审查了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的教育进展情况，分析了如何通

过教育建立包容的社会，学会共同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的传播与倡导专家凯特·瑞德曼（Kate 

Redman）强调，需要改善尼日利亚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全球教育监测》

指出，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对尼日利亚的人

口再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包括教育在

内的城市发展规划变得具有挑战性。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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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由于尼日利亚北部游牧民

族向内部迁移，各级政府多年来采取了多

项举措,例如建设移动学校和可折叠的教

室,为移民渔业社区提供独木舟和船只,改

善基础设施和技术辅助手段。报告还写

道，“2010年至 2013 年，政府在 36个

州中的 26个州投资了 117所模范学校。

然而，如果家长们对学校质量感到担忧，

他们可能无法实现融合。截至 2017年，

博科·圣地（Boko Haram）对平民的暴

力袭击造成 16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约 70万学龄儿童。恐怖组织摧毁了近

1000所学校，赶走了 1.9万名教师，杀

害了近 2300名教师。” 

 

来源：《卫报》  

编译：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

织最新报告显示，各国在将移

民和难民纳入国家教育系统方

面进展缓慢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1月 20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徙、流离

失所与教育：要搭建桥梁，不要筑起高

墙》于 11月 20日在柏林发布，总干事奥

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出席了

发布仪式。 

报告显示当今全球移民与难民的学龄

子女的数量相比 2000年上涨了 26%。报

告突出了各国在保障移民子女享受优质教

育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尽

管越来越多的文件认可这些孩子有接受优

质教育的权利，然而在课堂和校园里，这

项权利每天都会受到挑战，个别国家甚至

予以彻底的否定。2016年通过的《难民

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是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难民累计缺课

天数达到 15亿天之多。尽管如此，世界

难民和移民教育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

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 10个国家中，8个

已将难民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这方

面做得较好的国家包括乍得（Chad）、

埃塞俄比亚（Ethiopia）和乌干达

（Uganda）等低收入国家。加拿大

（Canada）和爱尔兰（Ireland）是全球实

施移民包容性教育政策的国家中做得较好

的榜样。 

正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所言：

“如果我们忽视移民与难民的教育，那么

所有人都将承担失败的后果。教育是包容

与凝聚力的核心。多样化的课堂对教师来

说是一个挑战，但也能提升他们对多样性

的尊重，增加向他人学习的机会。这是让

社区更加强大、更具韧性的最佳途径。” 

在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中，有半

数都未满 18岁，然而许多国家都将他们

排除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在澳大利亚、

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墨西哥

等国，即便难民儿童能够接受教育，他们

能获得的教育资源也是十分有限的。还有

一些难民接收国不为难民学习者提供融入

社会和获得良好就业所需要的语言学习费

用。中低收入国家接收了 89％的全球难

民，但是他们缺乏应对资金。填补这一缺

口需要捐助者将难民教育支出增加 2倍，

并确保提供长期支持。高收入国家中，

2017年拥有移民背景的学生所占比例达

18％，大约有 3600万人，相当于整个欧

洲的学龄人口总和。然而移民儿童并没有

获得公平的机会。在欧盟，2017 年退学

的青少年中有 2/3出生在国外。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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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建议如下：第一，保护移徙者和

流离失所者的受教育权；第二，将移徙者

和流离失所者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第三，

了解移徙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教育需求，并

为其做出规划；第四，在教育中准确地表

述移徙和流离失所的历史，消除偏见；第

五，培养移徙者和难民的教师，帮助他们

学会应对多样性和艰苦的工作条件；第

六，利用移徙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潜力；第

七，利用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来支持移徙

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教育需求。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公民

教育（GCED）旨在帮助西非

移民和难民融入社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1月 21日报道，教科文组织达喀尔办

事处在 11月 19日至 20日在纽约举行的

“收获利益和解决移民挑战”会议上，强

调了全纳教育为西非国家提供有效的公民

教育的重要性。 

2016年 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以制定安

全、有序的全球移民契约，该契约将于

2018年 12月 10日至 11日在摩洛哥马拉

喀什召开的全球移民契约政府间会议上通

过。教科文组织通过其全球公民教育

（GCED）计划，旨在为学习者提供基于

尊重人权、社会公正和多样性的价值观、

知识和技能，使学习者成为积极和负责任

的全球公民。教科文组织达喀尔办事处一

直在西非和中非荒漠地区积极实施 GCED

计划，以丰富与全球契约“目标 16”相

关的讨论，该目标旨在使社会有能力实现

对移民的全面包容。 

为了成功实施全球契约，与会者重申

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有助于培养社会情

感技能，使移民和收容社区能够相互尊

重、和平共存。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解

决移民问题，例如发布了“国际移民公

约”（2003年），修订了“非洲国家高

等教育学历、证书、文凭、学位和其他学

术资格的公约”（2014）。在举行全球移

徙契约政府间会议之前，教科文组织将于

11 月 20日在全球范围内发布 2019年全

球监测报告，该报告将重点讨论移徙和流

离失所问题。区域一级将于 12月 7日在

塞内加尔达喀尔发布西非和中非监测报

告。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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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8中期选举对教育而

言意味着什么？  

What do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s 

mean for education in America? 

 

虽然教育并不是美国 2018 年中期选

举期间的热门话题，但此次全国和各州政

府的中期选举结果将会对美国未来的教育

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里，我将提供如

下几点思考线索： 

第一，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加强对联

邦教育部的监督。 

随着民主党加强对众议院的控制，众

议院民主党人未来很可能会通过听证会和

传票等方式加强对联邦教育部和贝琪·德

沃斯（Betsy DeVos）部长的监督。监督的

重点包括：《每个孩子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在各州的执行情况；

各州是否充分履行法律义务，要求学校保

障每个孩子（包括少数民族、英语学习者、

低收入家庭和残疾学生等少数群体）的成

功；校园安全问题以及高等教育领域营利

性大学（for-profit college）法规的变更等。

而这种对德沃斯部长教育决策的严格监督

可能会拖延她的教育改革议程甚至会迫使

其改变教育决策。 

第二，选举结果可能会催化（部分）

州教育政策的党派转变。 

虽然国家层面的政策固然重要，但就

教育而言，大多数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都

发生在州和地方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州

和地方的中期选举可能对州层面的教育政

策产生重大影响。所以，2018 年中期选举

的选举结果对各州教育政策意味着什么，

从其州长、州立学校官员（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 简称 CSSO）和州教育委员会的选

举结果就可以看出。在转向推选民主党州

长的七个州（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威斯

康星州、伊利诺伊州、缅因州、内华达州

和新墨西哥州）中，我们可能会重新看到

推进进步教育政策的努力，例如增加 K-12

公立教育的经费等。 

第三，教师抗议的结局。 

2018 年全美最受瞩目的教育事件之

一是在春天爆发的一系列大规模教师罢工

和抗议活动，从西弗吉尼亚州的全州罢工

开始，最终发展成为其他五个州的公众示

威游行，使得教育经费和教师工资等问题

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中期选举期间，

也有许多教育工作者竞选公职，公共舆论

也支持增加学校经费、特别是教师工资。

然而，从最终的选举结果来看，由教师罢

工引发的教育经费关注已经消退，全国各

地那些为增加教育经费而开展的选票倡议

成功率不高，非常讽刺的是，在教育经费

偏低的州（如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选

票倡议的成功率甚至更低。 

第四，展望 2020 年。 

2018 年的中期选举也为 2020 年的大

选提供了一些暗示线索。2018 年虽然教育

在某些州（如亚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

的中期选举中占据突出地位，但就全国范

围而言，它对全美选民的影响很低。在 10

月份的调查中，只有 2%的美国人认为教育

是该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预计教育

在 2020 年大选中依旧关注度较低。即便得

到关注，也依然是增加教育经费和为教师

提供更多支持等话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为赢得选举，可能会做出普及学前教育、

免费大学和更高教师工资等承诺。尽管如

此，即使选民在 2020 年没有深入参与教育

话题，我们也希望教育工作者能够深入参

与选举与政治。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迈克尔·汉森（Michael Hansen）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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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Brown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的主席和主任。伊丽莎白·莱韦

斯克（Elizabeth Levesque）与乔恩·瓦兰特（Jon 

Valant）均为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攻

教育治理研究。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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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lkboard/2018/11/07/what-do-the-2018-midterm-

elections-mean-for-education-in-america/ [2018-11-

07]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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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是否在学校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你问谁 

Do Teachers Have Sway in School Decisions? Depends Who You Ask 

 

在学校决策过程中，参与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其中，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又是学

校各项决策的最直接实施者，因此，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许多研究

表明，当教师在课堂外担任决策角色时，他们的学生在州考试中表现更好。然而，根据兰德

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最新调查，学校领导为教师提供的决策机会与教师如何看

待自己在学校的影响之间存在认知脱节。 

2017 年 5 月，兰德公司这项名为“美国教育工作者小组”（American Educator Panel）的

调查，对全美 18354 名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在线调查，其中一项调查主题就是教师影响力。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美国中小学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96%）都认为他们学校的教师参与做

出重要的决定，但只有一半（58%）的教师同意该观点。 

此外，如下图 1 所示，兰德研究还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98%）都同意或非常同意

教师有很多非正式的机会来影响他们学校的事务，但只有 62％的教师认同这一想法。而且，

31％的教师表示他们不愿意表达对学校的担忧，但是 97％的学校领导表示他们学校的老师

很乐意分享他们对学校的顾虑。  

 

 

 

 

 

 

 

 

 

 

 

 

 

 

图 1 美国校长与教师对教师学校决策参与的认知差异 

为何学校领导和教师之间会存在这一认知差异呢？研究人员认为，一方面，这可能是因

为校长在看到“教师”一词时，头脑想到的仅是那些目前在学校里担任领导角色的一小部分

教师，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个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校长和教师对于“教师”在学校治

理中应该占据多少比重、发挥多大的影响力有不同的理解。无论何种原因，研究认为，这种

认知脱节“可能助长教师的职业停滞和挫折”，“我们鼓励学校领导批判性地审视他们所认为

的为教师提供的领导机会，并建立能够促进学校决策的定期对话系统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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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teacherbeat/2018/12/teacher_influence_school_decisions.html [2018-12-13]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高中生认为他们毕业后所需的技能没有在学校得到很好的培

养 

Survey: Students Say Schools Don’t Give Them Skills They Need to Succeed 

After Graduation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发现，许多高中生认为他们的学校并不能帮助他们为上大学、工作和

生活做好充分准备。该调查由美国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于 5 月 23 日至 6 月 1 日

在线进行，总共调查了全美 800 名 14 岁-19 岁的高中在读生和 500 名 16 岁至 22 岁高中毕

业生。具体如下： 

首先，就高中就读体验而言，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学校“相当不错”，而 43％表示

他们的学校“需要做出一些改变”，9％表示他们的学校“需要做出很多改变”。被多次提及

的“改变”主要指的是（从高到底） “更优质的教师”、“更安全的校园”、“校园欺凌预防”、

“更多样化的课堂”。 

 

 

 

 

 

 

 

 

 

 

 

 

 

 

 

图 1 美国高中生对其就读体验的认知 

第二，就社会-情感技能（social-emotional skills）这一重要高中教育任务而言，只有 36%

的高中在读生和 23%的高中毕业生表示他们的高中在该方面做了“很好”或“相当不错”的

工作，所提及的社会-情感技能主要包括如下七个关键方面： 

 知道如何与不同于你的人相处/合作； 

 对自己感到自信； 

 了解其他人的感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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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如何以积极的方式解决分歧； 

 了解自己的情绪以及为何感受到不同的情绪； 

 处理生活中的困难情况； 

 知道如何应对压力。 

此外，研究人员也发现那些充分培养了学生社会-情感技能的学校通常是较为富裕的城

市高中。而且，受访者还反映，在社会-情感技能上的不足给他们的学习产生了很多不良影

响，具体表现为感到压力、课堂上的不良行为、难以应对生活、不自信、被欺凌、孤独等，

美国高中生存在的社会-情感技能问题对学习生活中各方面的不良影响占比见图 2。 

 

 

 

 

 

 

 

 

 

 

 

 

 

 

 

 

图 2 美国高中生存在的社会-情感技能问题对学习生活中各方面的不良影响占比 

总之，该研究的作者认为，更好的学校环境以及将社会和情感发展更好地融入学校的核

心工作可以帮助解决目前美国高中所存在的很多常见问题。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rulesforengagement/2018/11/students_say_schools_arent_giving_them_the_

skills_they_need_to_succeed_after_graduation_survey_finds.html [2018-11-29] 

编译者：时晨晨 

 

年轻人交友所重视的特质 

Young People Value Diversity, Humour and Honesty in Their Friendships – 

New Research 

 

同学友谊在年轻人的发展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朋友不仅能给予年轻人精神支持，还能

帮助他们学习关键的社交技能，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亲密的同学能帮助年轻人培养在校

内的自我认同感、信任感、接纳感和归属感，受欢迎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在学校感到幸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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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也更有可能像成年人一样发展积极的友谊和关系。在英国，学校被认为是年轻人与

其同龄人交朋友最重要的地方。 

研究人员在 2018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对来自威尔士 11 所学校 10 到 17 岁的 895 名学生

进行了调查，探究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朋友所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学生可以从自

信、诚实、换位思考、富有、受欢迎、外表好看等 11 种特质中选择最重要的 3 项。研究发

现（具体见图 1），幽默感（82%）、诚实（67%）和友善（61%）是年轻人在友谊中最重视

的三大特质，而受欢迎（4%）、富有（3%）、时尚（3%）、外表好看（2%）等因素排名较

低，在 895 名学生中，选择这些因素的都不超过 45 人。 

 

图 1 理想朋友最重要的品质比例图 

此外，研究显示学生在交友方面愿意拥抱多元。在调查学生是否有不同性别、不同种族

或不同族裔的学校朋友时，约 84%的学生表示他们在学校有不同性别的朋友，61％的人表示

他们在学校里有不同种族或族裔的朋友。联系上文排第四位的“换位思考”（30%）的重要

品质，可见当今年轻人的思想相当开放，乐于与同自己有较大差异的 “其他”人交往，也

愿意接受与之相异的观点。 

可见，年轻人在学校内的交友是开放的，也建立了多样的友谊。这些积极的友谊将使年

轻人成长中更具包容性，很好地提升了其公民性，对建立强大、安全的社区也有重大的意义。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young-people-value-diversity-humour-and-honesty-in-their-friendships-new-

research-107208[2018-11-26]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young-people-value-diversity-humour-and-honesty-in-their-friendships-new-research-107208%5B2018-11-2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young-people-value-diversity-humour-and-honesty-in-their-friendships-new-research-107208%5B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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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or Compass：全美最佳品格教育项目 

The Best Academic Schools in Tennessee Feature the Best Character Program in 

the County 

 

美国田纳西州教育质量最好的高中——华莱高中（Valor College Prep）当前正在实践全

美最佳品格教育项目——华莱指南针（Valor Compass）。它是一项全面的人类发展模型，其

核心是“成长”，具体是指身体、心灵、头脑和精神的成长，旨在通过关注发展个人的成长

能力来建构紧密团结、互相尊重和有归属感的社区。 

 

 

 

 

 

 

 

 

 

 

 

 

 

 

 

图 1 华莱指南针项目的理论模型 

华莱指南针项目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指南针模型有四个方向——协调的行动、宽

阔的胸怀、敏锐的头脑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四个方向又建立在四个不同的基础之上：协调

的行动建立在诚心和决心的基础上，宽阔的胸怀以勇气和善良为基础，敏锐的头脑基于好奇

心和多样性，高尚的道德情操则是基于愉悦感和认同感。 

项目的具体实践过程为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咨询系统，它是由项目工作人员同学生一起举

办晨会建立起来的。这个晨会活动背后的基本理念是“我们的人性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找到

的”以及“学习是一个社会过程”。通过精心设计的流程（如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并寻

找连接他们的价值观和经验），教师和学生可以迅速建立信任，最终形成一个安全、共同承

诺的社区。学生每周参与晨会的时间为 90 分钟。华莱高中晨会教师史蒂夫·尼尔森（Steve 

Nelson）表示，“晨会给了我们为学生提供帮助与支持的机会。” 

目前，华莱高中的华莱指南针项目不仅使本校师生受益，还衍生出了一套世界一流的教

师发展系统，为参与该项目的学校每年提供 40 天的项目发展培训。美国许多基金会和组织，

如城市基金（City Fund）、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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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顿家庭基金会（Walton Family Foundation）、陈-扎克伯格计划（Chan-Zuckerberg Initiative）、

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等，正式帮助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截至今年，华莱指南

针项目已经培训了 85 所学校，覆盖了 11 个州的 18,000 名学生，并计划到 2021 年时达到

120,000 名学生。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on_innovation/2018/12/the_best_academic_schools_in_tennessee_feature_t

he_best_character_program_in_the_country.html [2018-12-11] 

编译者：时晨晨  

 

 

自闭症幼儿同样可以接受主流儿童保育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Can Thrive in Mainstream Childcare 

 

当前，针对将自闭症（autism）儿童纳入主流教室这一主题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学龄儿

童身上，而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幼儿期被诊断出自闭症，因此关注更早时期的自闭症儿童越来

越重要。语言、认知、独立能力等关键领域技能的早期干预已经确证对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有

效，但现在需要的是儿童当地社区能负担得起的康复方案。许多家庭为自闭症儿童预约各种

专业人士，或在家聘请治疗师，或长途跋涉到专业中心等，但每周至少 15-25 小时的早期干

预费用让许多家庭难以承受。因此，在当地儿童保育机构内建立自闭症儿童的干预方案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对家庭而言，这可能更便宜、更容易获得。 

在国家残疾人保障局（The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Agency，NDIA）和澳大利亚社

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DSS）的支持下，研究者团队从 2015 年开始进行

研究，探索是否可以在主流儿童保育中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实证干预，以便在当地社区内为儿

童提供其家庭可负担的教育。这次研究对 44 名自闭症幼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随机对照实验，

一半幼儿接受特殊保育，另一半幼儿接受一般的主流保育。研究采用群体-早期介入丹佛模

式(the Group-Early Start Denver Model，G-ESDM)对儿童进行早期干预和评估，每个孩子的

个性化学习目标都针对全体托儿的自然日常活动。例如，在零食时间，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孩

子培养对同龄人所做事情的兴趣，练习沟通技巧（例如请求食物），以及练习独立技能（例

如使用勺子、排队等待）等。 

研究发现，特殊的专业干预可以在主流保育中实施，教师学习并在日常游戏活动中使用

G-ESDM 策略后，其最终收效与特殊保育相似，总体来说，儿童的社交互动、模仿、语言与

独立技能等都有所提升。而另一队对本研究毫不知情的研究人员对主流教育环境进行了评估，

评价结果良好。这是在主流保育环境中进行有效早期干预的第一步，即让自闭症儿童接受主

流保育不会影响正常儿童学习成果或其同伴的学习环境。 

在这两种教育环境中，一部分孩子的进步高于其他孩子。但要确定个体的儿童更适合主

流教育还是特殊保育，需要更大样本的实验。同时，在主流环境中使用 G-ESDM 也需要大

量资源，例如对教师进行初始和持续的培训等。团队将从 2019 年开始研究更简化的方法，

这将对儿童与家庭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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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早期介入丹佛模式（Early Start Denver Model, ESDM）又称丹佛早期干预模式，源于针对学

龄前儿童的丹佛模型式（Denver Model，DM），是一种针对更年幼的自闭症儿童的早期综合性行为干预方

法，旨在减轻自闭症症状，提高儿童认知能力、社会情感、语言等方面的整体发展水平。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young-children-with-autism-can-thrive-in-mainstream-childcare-104936 [2018-

11-30] 

编译者：杨希 

 

 

芝加哥“安全通道”计划保障学生上学路线安全 

Chicago’s Safe Passage Program Costs a Lot, but It May Provide Students 

Safer Routes to School 

 

2009 年，芝加哥 16 岁高中生德里安·阿尔伯特（Derrion Albert）因目击两个敌对团伙的

斗争而被殴打致死，现场视频被广泛传播并引起广大关注。自此之后，芝加哥迅速展开“安

全通道”（Safe Passage）计划。该计划由穿着黄色背心、携带无线设备以进行紧急联络的成

年工作人员执行，他们每天早上和下午在芝加哥的学校附近指定的街道上担任保卫员，保卫

学生的上学和放学安全，缓解冲突，必要时向当局汇报犯罪事件。历经 10 年，芝加哥学校

周围的街道上已经有数百名工作人员担任学生的“安全员”。 

该计划卓有成效。2018 年 11 月，两名面包车中的蒙面男子试图绑架一名 15 岁的芝加

哥女孩时，女孩及时跑到了一名安全员身边，成功脱离了被绑危机。然而，维持计划的成本

也不低，安全员每天工作 5 小时，每小时的薪酬为 10.50 美元。随着本学年 1350 名安全员

部署计划的实施，每周仅员工工资就需要支付 354000 美元，这些资金需要由学区、城市和

州共同承担。 

芝加哥公立学校（Chicago Public Schools，即芝加哥学区）称，2012-2017 年期间，实施

“安全通道”计划路线的犯罪率下降了 32%；在此期间，整个芝加哥的犯罪率也下降了 15%。

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芝加哥安全通道路线和附近街道近三年的犯罪率，发现安全通道

的犯罪率与其附近街道相比低 6%-17%，其中以发生在户外和学校上课期间的犯罪率下降最

为明显。这表明，“安全通道”计划的确提高了学生上学放学路线的安全性。另有研究表示，

高中附近的安全性提升更为显著。此外，实施“安全通道计划”路线的周末犯罪率也有所降

低，这表明该计划可能通过相关的一些副产品（如解决空置房屋、涂鸦等）降低了犯罪率。 

“安全通道计划”花费高昂，但抢劫、殴打等犯罪也会造成重大损失，包括从 42000 到

100000 美元间不等的财产损失、法院和惩罚的费用、对受害者造成的痛苦等，而凶杀等严重

案件时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就金钱而言，相比重大的犯罪事件和潜在的威胁，“安全通道

计划”所花费的费用也就不值一提了。此外，教师、学生等对于安全通道也十分赞赏，甚至

有研究发现，安全通道可以让学生减少上学的顾虑，因此降低了学生的缺勤率。费城、洛杉

矶等城市也有类似的安全计划。基于上述优点，也许计划的进一步扩展指日可待。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young-children-with-autism-can-thrive-in-mainstream-childcare-104936%20%5b2018-11-3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young-children-with-autism-can-thrive-in-mainstream-childcare-104936%20%5b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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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conversation.com/chicagos-safe-passage-program-costs-a-lot-but-it-may-provide-students-safer-

routes-to-school-107775[2018-12-05]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hicagos-safe-passage-program-costs-a-lot-but-it-may-provide-students-safer-routes-to-school-107775%5b2018-12-0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hicagos-safe-passage-program-costs-a-lot-but-it-may-provide-students-safer-routes-to-school-107775%5b201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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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2-25】2019 年第六

届教学与教育科学国际会议 

2019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and Education Sciences 

(IC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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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oya 

University） 

会议内容： 

教学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经久不衰的

研究热点。2019 年第六届教学与教育科学

国际会议（ICTES 2019）将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日本名古屋大学举行。

ICTES 2019 专注于教学和教育科学的前

沿结果。会议讨论主题主要包括：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人本主义与教育

（Humanism and Education）、儿童心理学

（Children’s Psychology）、青少年心理学

（ Adolescent Psychology ）、教育哲学

（Educational Philosophy）、教育经济学

（Economics of Education）、教育中的组织

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Education）、

小学教育（Primary Education）、教育社会

学（Sociology of Education）、教育财政学

（Finance of Educa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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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TES 2019 成功录用的文章，将发表在

期刊《国际学习与教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简称 IJLT，

ISSN: 2377-2891, DOI: 10.18178/ijlt，可以

被 Google Scholar ， Crossref, 

IndexCoper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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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tes.org/ [2018-12-18]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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