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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立重点大学招收的非

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比例持续走

低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2018 年 11 月

22 日的最新报告称，将少数族裔学生从重

点公立大学分流出去会引发一系列事件，

进而降低他们的毕业机会。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

公立大学应带头向有色人种学生提供公平

的入学机会。虽然能够上大学的有色人种

学生人数正在持续攀升，但是其所占比例

始终低于白人在大学中所占比例。根据一

个有关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最新报告，录取

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学校中，大多数都是

精英私立学校；而在公立学校中，白色人

种学生所占的比例可达 64%，但一个不容

忽视的现象是，占大学适龄人口总数 36%

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总数，只有 19%的

人最终选择了公立大学。 

乔治敦大学教育与就业研究中心的研

究人员所颁布的报告《我们的独立和不公

平的公立大学》指出，这种公立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匀和不匹配的程度因州而异。例

如在加州，18 到 24 岁的年轻人中有 48%

是拉丁裔，而在重点公立大学注册的学生

中拉丁裔只有 25%。事实上，佛罗里达是

美国唯一一个公立大学能够反映拉美裔大

学适龄人口的州，这一数据十分堪忧。更

糟糕的是，在阿拉巴马州，每 100 名适龄

大学生中有 32 名是黑人，但在该州重点公

立大学中每100名学生中只有7名是黑人。

因此，在任何一个州，黑人学生都没有按

比例进入重点公立大学。 

 

来源：《美国新闻与世界》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免费教育正在从我们眼前

消失 

据英国《卫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11

月 28 日报道，《卫报》专栏作家阿芙·赫

希（Afua Hirsch）发表了她对英国基础教

育的看法：由于教育资金紧缩，学校开始

转向向家长要钱，免费教育正在从英国人

眼前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依旧没

有停下对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改革的步伐。

受到战争的影响，大量英国儿童从城市撤

离到农村地区，许多人接受到的教育极度

缺乏。为解决这一教育问题，英国政府出

台《1944 年教育法》，该法案推动了现在被

称为国家资助的综合学校的建立，规定了

15 岁以下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

意味着不需要父母支付费用。但 75 年后，

在英国脱欧的掩护下，免费义务教育这一

战后秩序的基本支柱正在被悄然侵蚀，“免

费”学校开始询问父母是否可以做出贡献，

从而帮助解决学校所面临的长期资金短缺

问题。 

免费学校的消失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英国基础教育的质量问题。如果学

校连教科书的费用都需要家长来承担，这

样的学校如何应对不断增加的要求学校高

绩效的压力？英国教育部作为学校的监管

者，于上周承认学校正在限制课程、专注

于年终测试。一位小学助教告诉阿芙·赫

希，孩子们在最后一年里只学习数学和英

语，其余的一概不学。那些没有希望通过

测试的孩子们被分到一个单独的班级，学

习好的同学则继续为学校高绩效所需要的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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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而努力学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测，

学校内这样的双层制度将带来灾难性的后

果。正如创造“精英管理”一词的社会学

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 1958 年

所写的那样，“被反复贴上‘笨蛋’标签的

孩子们再也不能假装不介意这样的称呼；

他们讨厌不聪明的自己。” 

其次是教育分化的问题。如果家庭经

济条件成为学校办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那么这意味着贫困家庭里的孩子由于经济

原因甚至无法接受教育，而那些家庭富裕

的孩子则能享受优质的教育。现实中也的

确出现了此类情况：一所州立学校为那些

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学生组织了一场 3000

英镑的婆罗洲之旅，这一活动看似是自愿

的，但实际上是通过经济承受能力来实现

教育分化，导致阶级隔离。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石佩 

 

德国：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日托中

心得到更多的照顾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 11 月 26 日报道，

2017 年全国托儿所中心约有 70％的托儿

所和幼儿园儿童接受了超过 6 小时的护理

（根据护理合同）。因此，自 2001 年以来，

需要更长托儿时间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儿童

的数量大幅增加，当时仍然在 60％左右。

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果，这之中一到

三岁的比例是 70.5％，三至七岁以下则为

68.9％。 

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讨论为更长的儿

童保育时间提供资金，目前的规定是六小

时。为了为进一步的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州议会于 2018 年 1 月底委托青年事务部

提交关于实际保育程度的报告。青少年部

的部长布丽塔·爱因斯坦（Britta Ernst）表

示：“本报告非常详细。它描述了儿童保育

的使用方式，根据地区或独立城市的不同

而进行了说明。此外，合同使用较长时间

的护理以 1 小时为增量进行表示：6 至 10

小时和超过 10 小时。经证实：平均托管时

间有所增加。但是个别地区和独立城市之

间存在很大差异。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

为进一步讨论日托中心的个人或财务问题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例如，该报告指出，

乌茨寇马克区（Uckermark）延续护理小时

的孩子比例最低，而波茨坦-米特尔马克区

（Potsdam-Mittelmark）的比例最高。” 

在 2001 至 2017 年的报告期内，所有

年龄组的全国范围内延长护理时间的儿童

比例均有所上升。在全国范围内，每天超

过 6 小时的合同护理期的儿童在日托儿所

和幼儿园平均受到约 8 小时的照顾。在个

别县市，患儿延续护理时间的比例不太明

显，例如，在乌茨寇马克需要照顾 6 个小

时以上的儿童刚刚超过所有的托儿所和幼

儿园儿童的一半，但在波茨坦-米特尔马克

近 80％。 

根据托管所有关法律规定（§1，

Kitagesetz），儿童日托照顾需要确保家庭

和职业的平衡，并为儿童的福利和发展服

务。在勃兰登堡，从一岁到五年级的孩子

有法定的儿童日托服务。如果家庭情况需

要儿童日托，1 岁以下儿童和 5 至 6 岁的

儿童也可以获得法律索赔。在入学前，标

准托管时间为 6 小时，小学儿童至少为 4

小时。如果家庭情况（例如，父母都是职

员）使其成为必要，则儿童有权享受更长

的护理期。 

县和县级城市的行政实践各不相同。

一些县和县级城市将日常护理时间限制在

10 小时，其他县则仅适度延长 6 个小时以

上的护理时间，并使与机构的关系更加紧

密。城市和县级城市表达了希望简化申请

长期护理的程序以减少官僚作风的愿望。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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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张蒙蕊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即将

出台新的教育经费计划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11 月 26 日报道，代表英属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教师的工会很快将开

始合同谈判，公立学校系统经历了一段长

时间的劳动和平后，很有可能迎来冲突。 

在会谈开始之前，教育部长罗布·弗

莱明（Rob Fleming）将为 K-12 教育系统

的学生公布新的经费计算基准，为与英属

哥伦比亚省教师联合会（BC Teachers' 

Federation, BCTF）协商而定下调子。目前

的生均系统（per-pupil system）为该省 60

个学区提供了 56.5 亿美元。英属哥伦比亚

省（British Columbia）现在正在考虑采用

安大略省（Ontario）使用的经费计算基准，

其经费根据特殊需求的普遍程度来定，而

不是看每个学校的人数。合同与经费计算

基准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现行制度已嵌入

教师合同中。教师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耗费

精力、代价高昂的战斗，得以赢回从 2002

年的合同中被剥离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因

此他们对政府修改计算基准的任何企图都

持谨慎态度。 

弗莱明先生（Mr. Fleming）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该报告将在未来几周公布，但

这不是结束。“一旦报告发布，政府将需要

所有合作伙伴的反馈，以了解如何最好地

构建更好的计算公式。”他愿意将计算基准

改为安大略省的流行模型。他说：“我认为

向学区提供资金，以实施不依赖过多文书

工作的特殊需求教育计划会很有优势。”有

特殊需求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因此基于这一前提的资助将为学区提供更

可预测和更简单的预算制度。但教师联合

会（BCTF）主席汉斯曼先生（Mr. Hansman）

表示，这将会使有特殊需要的个别儿童更

难获得所需的帮助。 

尽管最高法院的决定要求向该省的学

校系统注入大量现金，但特殊教育教师的

短缺仍然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学校。

教师、家长、支持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都

等着看新的经费计算基准是否会简单地转

移资金，还是将额外的资源带入教室。 

 

来源：加拿大《环球邮报》 

编译者：许恬 

 

意大利：教师工资调整方案或加

重教育不平等 

据意大利《技术学校报》2018 年 11 月

20 日报道，日前，意大利政府声称中小学

教师人均月工资将增长 14 欧，这一提议引

来意大利中小学教师和工会的不满。近年

来，意大利历届政府都指出应提高教师待

遇、增加教师工资，但尚未真正落实。本

届政府的此项举措因工资增加数额过小，

社会的反对声强烈。对此有人提出：“意大

利教育在变差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尽管本届政府曾承诺将整顿教育领域、

提高意大利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但

相较于上届政府，未提出行之有效的具体

措施，也未履行原有承诺。此项“中小学

教师人均月工资将增长 14 欧”的政策反而

有可能加重意大利教育的区域化和不平等

化，因为意大利公立中小学教师工资较低，

将促进意大利私立教育的发展，从而带动

意大利中小学的企业化进程。 

意大利公立中小学未来将可能面临私

立中小学的竞争。长期以来，意大利一直

致力于缩小基础教育的区域差异，促进教

育的一体化进程，使得中小学教育更为平

等。然而，公立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若

持续低迷，很可能带动教育行业的市场化，

加重意大利中小学教育的区域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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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意大利的教育公平，也会增加意大

利社会中的不平等因素，为良好的社会秩

序造成隐患。 

 

来源：意大利《技术学校报》 

编译者：万阳卓 

 

 

 

 

 

 

日本：政府延迟发放保育事业

补助金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11

月 29 日报道，因国家企业主导型保育事

业中出现的“休园纠纷”、“大幅度裁

员”导致本年度的部分补助金延迟支付。

根据运营主体的公益财团法人“儿童育成

协会”和内阁府的说明，主要原因是事务

工作的延迟。经营者也提出“与资金周转

严格以及保育的质量有关”，不满的呼声

日益高涨。此项事业自 2016 年起至 2018

年度的补助金预算共计 3800 亿日元。补

助金中包括保育工程所需的“整备费”和

每月支付的“运营费”。“运营费”包括

由利用者数目而决定的“基本金额”和根

据房租、延长保育等实绩而支付的“附加

费用”。 

据内阁府与协会称，今年还没有支付

“附加额”。主要的原因是，内阁府很晚

才提出审查加额的标准要纲。去年是 4 月

下旬，今年直到 6 月才公布。内阁府解释

道：“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与相关部门的

调整花费了时间。”该协会称，协会之后

在决定支付的结构时也需要时间。今年

10 月份开始接受附加金的申请，据说即

使早一点支付到账也要到 12 月。 

补助金的延迟支付对经营者来说是生

死攸关的问题。由保育事业者组成的一般

公司团法人“日本儿童培养协议会”从企

业主导型保育所的运营商里于 8-10 月在

东京、大阪、福冈三个地方听到了 110 个

关于发放补助金太晚的投诉。据说由于全

面重整，导致企业的资金周转很严格。11

月 6 日在东京霞关召开的儿童育儿会议上

要求国家改善相关事宜，负责人表示，“为

了担保保育的质量，希望尽快完备体制。”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王文静 

 

 

 

新西兰：新西兰不再是国际学

生市场上的“月度最佳”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11月 29日

报道，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新西兰已不

再是“本月最受欢迎的国家”。该国部分地

区的留学生数量有所下降，国际学生盈利

相比于去年也有所下降，政府承认这可能

是监管变化导致的。 

2017年，奥克兰地区通过国际留学生

为该地区创收 27.6亿美元。在首都，惠灵

顿地区发展署（ Wellingt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预测，2018年国际

学生人数将减少近 700 人，可能会导致

3192万美元的潜在损失，但自去年以来国

际留学生的人数却增加了 325 人。然而，

根据审计长周四向议会提交的报告显示，

2017 年在大学注册的全日制国际学生人

数平均增长 6.9%，而在 16所理工学院中，

有 10 所学院 2017 年的国际学生数量低于

前一年。 

Destination and Attraction 公司总

经理大卫·珀克斯（David Perks）表示，

“对于新西兰来说，现在是本国在国际教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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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市场上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但据新

西兰教育协会年报显示，惠灵顿“相当顺

利”地度过了难关，仅从国际学生的学费

和生活费中就获得 3.9 亿美元。该报告估

算，8504名国际学生为惠灵顿经济注入了

4.1 亿美元，探亲访友为惠灵顿经济额外

注入了 4000 万美元。珀克斯说：“国际学

生不仅为新西兰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

也为在惠灵顿学习的新西兰学生提供多样

性的文化，并使本地学生增长了教育经验”。 

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金斯

（Chris Hipkins）最近夸口称，国际学生

为本国经济带来 51亿美元的创收，巩固了

其作为出口行业第四的地位（2017年的数

据），但经济创收关注的焦点已从学生数量

上转移。中国、印度、日本、美国和越南

是五个最大的留学生市场，新西兰的高等

教育课程也通过海外代理商进行对外销售，

惠灵顿的大学仍然是经济贡献最大的，为

惠灵顿注入了 1.74亿美元。 

 

来源：新西兰《Stuff》新闻网 

编译者：穆翎 

     

 

 

 

 

 

加纳：集中力量建设大学共同

招生平台 

据《加纳时代》2018 年 11 月 28 日报

道，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和英

联 邦 大 学 协 会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简称 ACU)在

伦敦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加纳高等教育的

集中招生平台”的研讨会，在研讨会开幕

式上，加纳驻英国的高级专员帕帕·奥乌

苏·安珂玛（Papa Owusu-Ankomah）重申

政府的政策，即最大限度地增加加纳人从

高等教育中受益的机会。因此，经过层层

试验和测试，大学集中招生平台将在准大

学生中开始实行。高级专员呼吁大学管理

当局最大化地发挥学术机构的作用，特别

是通过远程教育和课程整合，顺应全球教

育潮流。通过这种方式，那些渴望接受高

等教育的学生可以更好地为他们的未来做

出选择。 

高等教育部长说，这是教育改革的一

部分，国家试图提供一个集中录取平台,为

大学申请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他解

释说，为了配合这一改革，举办这次研讨

会是为使用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s ，简称 UCAS)系统做准备。英国

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首席执行官西亚

兰·德瓦恩(Ciaran Devane)表示，他的想法

与加纳教育部在教育方面的工作重点相同，

并补充称，拥有正确的教育体系是取得正

确结果的关键。西亚兰表示，英国文化协

会保证利用其网络，集中力量帮助和促进

这种伙伴关系。 

多年来，想要进入加纳高等院校的学

生必须分别向各自的大学申请，单是申请

就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最终会导致无法

被录取或多次被录取，而共同招生平台试

图解决这一问题。 

 

来源：《加纳时代》 

编译者：张秋旭 

 

 

 

 

 

 

 

世界银行：非洲构建包容所有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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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全纳教育的愿景 

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2018 年 11 月 21

日报道，10 月下旬，来自 12 个非洲国家

的专家齐聚肯尼亚内罗毕，参加“ 非洲全

纳教育技术学习会”，分享全纳教育的知识、

理念、挑战和优先事项。 

教育的最终障碍是根本没有上学。教

育纳入残疾儿童可以为国家经济带来重大

收益，帮助打破贫困循环。残疾儿童的受

教育机会极低，他们仍然是全球最边缘化

和最受排斥的群体之一。据估计，在非洲

只有不到 10％的残疾儿童上学，他们完成

小学教育的可能性要低三倍。残疾儿童的

学业不足可能成为成年人赚取收入最具挑

战性的障碍。 

但情况也并非没有希望。肯尼亚教育

部代理主任弗雷德·哈加（Fred Haga）强

调：“我们相信残疾学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有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服务。”他的热

情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他们也相信有

理由保持乐观。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残疾人包容性教育的计划和政策有助于打

破边缘化的循环，这一切都始于系统层面

的规划。为此，世界银行与美国国际开发

署 （ USAID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合作，共同承诺：通过为期三

天的学习以增加对非洲有效兼顾全纳教育

规划的认识。该活动是一次富有洞察力和

激励性的残疾儿童生活之旅，重点是建立

对全纳教育系统的共同理解，以减少不平

等现象，使被排斥的儿童能够入学并取得

成功。 

来自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肯尼亚、

赞比亚等国的教育部工作人员以及世界银

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的工作人员首次来到这里，共同分享关于

数据、全纳教育部门分析、融资、教师教

育和辅助技术使用的技术报告。这些团队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学习并努力寻找可实

施的解决方案。 

在会议期间，国家工作队分享了他们

在实施全纳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经验

和面临的挑战。他们确定了八个行动要点，

以鼓励为非洲所有儿童提供支持性学习环

境和包容性教育：在整个地区发展全纳教

育的共同信息；更多的知识共享和能力建

设；投资于更好的残疾数据收集；增加对

各国的财政支持，使残疾儿童融入教育；

支持对全纳教育进行教育部门分析，以制

定包容残疾人的教育部门计划；在全纳教

育方面进行更多技术能力建设和研究投资，

特别侧重于非洲；建立全纳教育实践社区

的必要性；需要采取多部门方法以确保提

供优质教育。 

每个孩子都有学习的权利，保持全纳

教育的势头至关重要。各国不能不参与兼

顾残疾问题的规划、政策和实施。因此，

我们必须走上为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所有

人创造优质教育的道路。 

 

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国际教育组织：第11届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会（IFHERC）强

调促进和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

性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1

月 26 日报道，在教育国际第 11 届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会的讨论中，来自世界各地的

与会者，对不同地区破坏学术自由的政治

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来自全球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教

师、学者和研究人员的 70 名工会领袖和积

极分子聚集在台湾台北市，参加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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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4 日举行的教育国际组织（EI）第 11

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会（IFHERC）。他们

指出了以下令人担忧的政治事态发展：威

权政府的出现，对民主体制和权利的削弱

和攻击，以及许多政治领导人的仇外心理

和对种族主义的激励。这些事态发展增加

了对学术自由的压力，而这对于高等教育

机构通过保存、推进和传播知识来服务于

民主和社会共同利益的目标和使命至关重

要。 

在大会的第二天，与会者分成小组会

议，讨论如何使用各种形式的绩效指标，

例如，从学生评估调查和引文索引到大学

排名，来评估教学、研究和机构绩效。在

各组之间，协议的主要领域是绩效指标不

充分，因为重点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有人

提议收集滥用或扭曲此类系统的例子，包

括学生评估调查、机构排名、假文章或在

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不可靠的结果，以及“回

收”研究以提供更长的出版物清单等等。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类例子应该用到国际

教育组织的宣传工作中去。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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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I给未来教育带来的挑战 

The Role of AI in Education and the 

Changing U.S. Workforce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和新兴技术

（emerging technologies, ET）的发展有望

重塑劳动力市场。虽然 AI 和 ET 的确切影

响目前尚不清楚，但专家预测，目前人类

执行的许多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机器人

替代；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新兴工

作岗位也会诞生。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在

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会给教育领域带

来一系列挑战。 

第一，K-12 教育任务加重。未来最不

可能被 AI 取代的工作类型主要涉及到问

题解决、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沟通交

流与创造力，所以为了保证学生在日益变

化的劳动力市场保持良好的竞争力，教育

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必须及时调整 K-12

教育，以培养学生获得上述这些具有强大

需求力度的职业技能（有时也被称为“21

世纪技能”）。学生掌握了这些技能，无论

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他们都能够成功应

对。 

第二，STEM 学科的教学质量需要进

一步加强。随着 AI 和 ET 的发展，对能够

熟练操作这些先进技术的工人的需求会不

断增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学科的教育可以帮助获得上述能力，让学

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提

高 STEM 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考虑到目前

全美层面上 STEM 教育水平偏低且差距较

大，高质量的 STEM 学科教学是未来教育

需要解决的一大挑战。 

第三，高等教育必须为学生和失业工

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在当今时代，由

于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变化，人们也日益准

确预测到职业发展的前景，希望学习其它

补充性技能来提升自身竞争力，甚至是转

换工作，未来人们在 30 岁所做的工作可能

同 40 岁、50 岁或 60 岁时的工作大不相同。

所以，为学生和失业工人提供终身学习的

机会对于帮助他们明确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完成相关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并顺利找到

新工作至关重要。 

应对上述挑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 主 任安东尼· 卡内维 尔

（Anthony Carnevale）解释说：“目前我们

的教育和就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

这影响了学生清醒地选择未来的职业道

路。”随着 AI 等新技术不断重塑人类工作

性质和工作类型，这在给教育工作发起挑

战的同时，也为教育变革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绝佳机遇。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伊丽莎白·曼·莱韦斯

克（Elizabeth Mann Levesque）为布朗教育政策研

究中心研究员，专攻教育政策研究，尤其关注制

度约束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和政策设计问题，目前

在该领域已经发表诸多研究成果。本文系美国布

鲁金斯学会策划的《AI 未来蓝图》系列政策报告

中的一篇。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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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ai-in-education-and-the-changing-u-s-

workforce/ [2018-10-18]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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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科研工作回顾：再创新高 

China Reaps Rewards of Heavy Investment in Science 

2018 年数据显示，中国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高被引科学家是指其

学术著作在 Web of Science 中被引用率排名前 1％的科学家）在世界高被引科学家的占比从

2014 年的 5.9％提升到 2018 年的 7.9%。美国以 2639 位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继续占据主导

地位，占比 43％，第二名为英国（United Kingdom），占比为 9％，其次是中国 7.9％，德国

（Germany）5.9％，澳大利亚（Australia）4.0％，荷兰（Netherlands）3.1％，加拿大（Canada）

2.7％，法国（France）2.4％，瑞士（Switzerland）2.2％和西班牙（Spain）1.9％。这 10 个国

家共占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总数的 82.7％。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是一家专业的科研数据管理和分析公司，其上月发布的

一份报告指出，自 2014 年以来，新加坡、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三个地区的高被引科学家的

数量和百分比均显著增加。新加坡在基础科学指标领域（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fields，

简称 ESI）的科学家从 2014 年的 17 位增长到 2018 年的 40 位，增长 135%；中国在基础科

学指标领域的科学家从 2014 年的 122 位增长到 2018 年的 276 位，增长 126%；澳大利亚增

长率为 112％，增长率排名第三。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高被引研究者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科睿唯安公司的科学经理佩德

布里（Pendlebury）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原因：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优先发展科

学技术研究，加大科研投入，以助力中国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领跑者。科研投

入的增加推动了科研产出的增加，因此，中国科研产出论文在过去几年以每年 10%的数量不

断增长，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此外，中国在跨学科领域有很强的代表性。在 21 个基

础科学指标提到的 4058 名高被引研究者中，194 人（4.8％）跨 2 个领域，24 人（0.6％）跨

3 个领域。这 24 人中有 8 位是华裔，其中 14 个在美国工作，4 个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工作，

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钟林（Zhong lin）正在指导一支

由年轻的中国学者组成的大型研究团队。  

10 月下旬，科睿唯安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发布了《2018 年研究前沿》（2018 Research Fronts），

确定了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 138 个主要科研子专业。研究前沿是根据对某个特定主题五

年内核心期刊（core papers）的高被引文章的引用和聚类分析得到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

涛教授在发布会上说：“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域竞争中，准确预测科研发展

趋势、识别组织需求、不断加强各领域技术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需要全面的研究，深

入的分析和战略判断，以便确定未来关键技术的主要方向”。此外，这两个组织还发布了《2018

研究前沿：活跃领域、领衔国家》（2018 Research Fronts: Active Fields, Leading Countries），

报告指出，美国在 82 个研究前沿领先全球研究，中国紧随其后排名第二，有 32 个研究前沿

据世界领先地位，领先于德国和英国。中国在化学、材料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

域是最多产的，但在临床医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新闻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81216125543852 [2018-12-16] 

编译者：南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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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字化教育技术已普遍存在，但未被充分使用 

Digital Tools Are Everywhere-and Largely Unused-in Many Schools, New Analysis Show 

随着各种数字化教育技术工具的研发，近年来美国各学区开始有意追踪这些工具的使用

情况。就学区而言，他们想要了解教育技术管理员花费很大经费购买的产品和工具是否被教

师和学生真正使用，以及这些产品是否能够真正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当然，K-12 学校

校长也想知道他们学校到底能够从学区所购买的这些教育技术中获得什么，尤其是当他们还

需要为此支付使用费用时。最近，有一项新的调查分析了学校和教师使用他们所在学区购买

的数字化教育技术工具的频率，但调查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这项调查由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专注于学校数据分析和使用的 Brightbytes 公司开展，

对总共 48 个学区（服务 393,000 名学生）所购买的 177 项教育技术或程序的使用情况进行

研究。研究发现，目前全美 K-12 学区所购买的数字化教育技术中大约有 30%从未被使用、

有 97.6%的从未被“密集使用”过。 

Brightbytes 的这些调查将教育技术产品的用户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户”（a user），是指

那些凡是登录过教育技术产品或程序的人；另一类是“密集用户”（an intensive user），是指

那些至少使用教育技术产品或程序 10 个小时以上的用户。如图 1 所示，超过一半（52%）

的教育技术产品被密集使用的频率不到 10%，只有 6%的产品拥有超过 60%的密集使用率。 

 

图 1 美国数字化教育技术产品被密集使用的比 

该调查的主要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研究生院副教授瑞恩·贝克（Ryan Baker）

表示，调查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大多数学区购买了很多“未被实际使用到的闲置工具”。这

项调查报告的发布将会敦促各学区官员重新审查他们与教育技术产品供应商之间的协议存

在的问题，尤其是有关经费浪费、产品是否适合学区的教育实际等问题。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marketbrief.edweek.org/marketplace-k-12/digital-tools-everywhere-largely-unused-many-schools-

new-analysis-shows/ [2018-12-07] 

编译者：时晨晨 

 



 

 

World Education News Dec.2018  No.72 
11 

世界教育动态  2018年 12月 第 24期 数据调查

新西兰：在职父母的工作与子女假期保育的矛盾 

The Double Juggle: How Working Parents Manage School Holidays and Their Jobs 

作为 19 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较长的学校假期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仍普遍存

在。对孩子来说，学校假期可以让他们暂别学校课业，有机会与家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而对工作假期与学校假期不同步的父母来说，子女放假则是一种挑战，将导致保育和经济

压力的双重增加。在新西兰，所有的职工都依《假日法》（Holidays Act，2003 年）享受至少

四周的带薪年假，而这只相当于中小学每年至少 12 周假期的三分之一。 

在新西兰，正式的保育机构包括托儿所、幼儿托管人(Childminder，又称“私人幼儿园”

或“家庭幼儿园”)、体育俱乐部、教堂、私人假期项目等；非正式的儿童保育由亲戚朋友、

有偿临时保姆、祖父母等来完成，或者直接将较大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目前针对学龄儿童

的正式保育机构相对较少，而非正式的保育方式则被使用得更少。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AUT）的两位教授坎迪斯·哈里斯（Candice Harris）、贾罗德·哈

尔（Jarrod Haar）对“母亲团体网络”（the Corporate Mothers Network）平台中约 350 名在职

母亲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学校假期与在职母亲工作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调查结果显示，学校假期的确为在职母亲的正常工作制造了难题。大多数（90％）受访

者家中有 18 岁以下的孩子，而接近三分之二（64％）的母亲表示在应对孩子的学校假期时

遇到了矛盾，60％的母亲表示学校假期使其难以专注于工作，更重要的是，68％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在假期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此外，因为假期管理的负担往往落在家庭上，大多数（71％）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组织

仅提供有限（或较少）的支持，只有 29％的受访者认为组织提供了较为积极的支持。目前，

国家和社会组织对双职工父母应对学校假期的儿童保育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对包括儿童保

育条款、休假、保育费用等问题都欠缺更清晰的认识。要缓解在职父母的子女假期保育难题，

其工作组织可以考虑为父母提供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提供假期儿童保育补贴、设立员工子

女假期学校，或者允许员工在子女学校假期进行远程或兼职工作等。此外，组织还可以在工

作安排方面进行调整，例如避免在学校假期期间提供诱人的领导力发展计划或主推新产品等，

以此减轻在职父母的假期工作压力，这将是在职父母进行假期儿童保育的良好开端。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double-juggle-how-working-parents-manage-school-holidays-and-their-jobs-

108080 [2018-12-06]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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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对传统学校教育造成威胁 

Edx Eyes Bigger Role in Disrupting 

Campus Education 

edX是由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 MIT）和哈

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创立的大规模

全球在线学习平台。该平台包含来自包括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

（ University of Oxford ）、 香 港 大 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科技大

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的

140 多所著名大学的 2400 门课程。自 2011

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1800 万人参加 edX 

MOOC（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的

学习。相比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edX 的

教育模式呈现出以下特征： 

1.非盈利性驱动。edX 的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

认为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但大学限制

了人们对教育的获得，有的大学入学标准

是基于宗教，有的基于公平，有的基于财

富，还有的基于学生父母的社会地位。这

些限制是人为的、不公平的，每个人应该

拥有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非营利性

和开放性理念贯穿于 edX，使其与其他

MOOC 平台区分开来。 

2.开源软件。Open edX 是 edX 的软件

平台。在七年时间里，全球有 1800 个网站

使用 Open edX 平台。改编 Open edX 平台

以启动国家教育基础设施的有：香港地区

的香港大规模在线课堂（HKMOOC），中

国大陆的学堂在线（XuetangX），以色列的

国家平台 campus.gov.il，法国、俄罗斯、约

旦、沙特阿拉伯、韩国、日本等国家也进

行了相关的尝试。edX 每月或每季度发布

Open edX 平台的一个新版本，这些网站也

不断开发平台并添加功能以回馈 Open 

edX 语料库。 

3.培训和能力建设。不论这些大规模

在线课程有多出名，很多国家还是偏爱本

土化课程。edX 有在线课程来讲解如何制

作在线课程。他们与阿富汗合作，帮助阿

富汗获得建设国家在线学习平台的能力。 

4.混合堆积学位。阿加瓦尔坦言创建

在线课程成本高昂，这使他产生了“堆叠”

（stacking）的想法。许多大学的多门课程

可以“堆叠”在一起作为获得不同大学学

位的模块，同时可与行业合作以提高学习

者的技能。edX 最近推出了第一个完整的

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硕

士学位，其中 40％的学位课程来自麻省理

工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提供另外 60％的学位课程并提

供硕士学位证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混合

堆叠学位（hybrid stacked degree）”阿加瓦

尔说。 

5.学分互认。大学正在与 edX 一起创

新，并尝试建立学分互认。阿加瓦尔说：

“ 当 学 习 者 完 成 微 型 硕 士 项 目

（MicroMasters）时，我们所合作的进行学

分互认的大学会出现在仪表板上。”目前

edX 提 供 的 50 个 微 型 硕 士 项 目

（MicroMasters）中，有十几个微型硕士项

目（MicroMasters）有学分互认机制，未来

将会有更多。 

伴随着推出新的微形学位（micro-

degrees）和由不同机构的学分构成的“堆

积学位”（stacked degrees），edX 对传统的

高等教育模式形成挑战。阿南特·阿加瓦

尔表示将致力于实现 edX 的 “混合堆积

学位”、微型硕士学位（ MicroMasters 

degrees）和微型学士学位（MicroBachelors 

degrees），进一步打破传统的学位课程结构，

以更好地满足终身学习需求。 

 

新闻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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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story=20181212142129397 [2018-12-12] 

编译者：南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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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替代性教师认证项目在

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This State Is Reimagining How to Mentor 

Teachers in Alternative-Certification 

Programs 

当下美国传统的教师认证项目（即从

教育学院获得教育学学士或硕士学位）通

常要求有意向成为教师的候选人修完一些

教学方法课程，并且在几个月的教学实习

之后才能正式进入教室。然而，作为主流

教师认证项目的替代性路径，替代性认证

项 目 （ alternative-certification 

programs）可以提供校本导师（a school-

based mentor）指导、教育培训活动等，

帮助非教育学学科背景且有意从事教师职

业的候选人进入教学岗位。项目的形式多

种多样，包括两年的高校学位学习、在线

训练课程等，但进入该项目前，教师候选

人必须取得学士学位。 

近年来，在替代性认证项目的推动下，

美国教师队伍里出现了更多的有色人种教

师、男性教师和优质大学毕业的教师。但

是最新研究也发现，通过此类项目进入教

学岗位的教师，其离职率更高。以路易斯

安那州为例，该州通过替代性认证项目培

训出的教师在入职两年后有 20%的人会退

出教学岗位，相比之下，在传统教师认证

项目中，这一数据为 12%。 

专家指出，这可能同教师在入职前的

准备程度（feelings of preparedness）

有很大关联。虽然该项目要求为每位教师

候选人配备一名校本导师，但具体到实施

中，候选人同校本导师共事的时长和交流

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并没有达到应

有的时长。所以，那些没有得到导师足够

的指导、实战经验不足的新手教师，在从

教第一年往往难以胜任教学工作。为此，

中小学师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替代性

认证项目的路易斯安那州，目前正在尝试

改进这一项目，为项目中的教师候选人发

放工资，以支持他们完成一整年的、全职

的驻校实习，保证其入职前获得应有的教

学专业能力。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teacherbeat/2

018/12/mentoring_alternatively_certified_teac

hers.html [2018-12-20] 

编译者：时晨晨 

 

加拿大儿童森林教育的智慧与

奇迹 

Wonder and Wisdom in a Children’s 

Forest Nature Program 

当今社会，绿色空间逐渐被城市的高

楼大厦所取代，人们的室外休闲活动越来

越少，儿童更多的是依赖电子产品在室内

完成活动。为应对这一问题，以加拿大多

伦多汉博学院（Humber College in Toronto，

Canada）为中心，包括早期儿童教育部（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partment）、儿

童发展中心（the Child Development Centre）、

汉博植物园（the Humber Arboretum）、城

市生态中心（Centre for Urban Ecology）在

内的多家机构联合创办了“柳树森林自然

项目”（The Willows forest nature program），

该项目旨在为儿童提供更多直接接触大自

然的机会，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有良好的

自然社会体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参与该项目的儿童每周会在汉博植物

园游玩两天以上，还会在室内或自然游乐

园里学习玩耍。自然环境中的种种变化会

刺激儿童在自由游玩的过程中带着好奇心

去探索，帮助其体验不同的冒险、挑战和

故事，比如:为什么这条河流如此蜿蜒曲折、

蜗牛如何带着背上的壳一起移动、水坑里

的水为什么变少了等等。以汉博大学为桥

梁，参与该项目的儿童还受邀参加了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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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社会活动和仪式，这些活动和仪式通

过运动、表演、代际对话向儿童传播土著

知识，并鼓励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例如，

其中一位名为林恩·肖特（Lynn Short）的

园艺教授在项目开展的第二年里加入到了

代际对话的过程中，她一方面向孩子们传

递土著知识，包括土著部落长老的箴言、

各类山川河流与土著间的故事，另一方面

向孩子们科普自然知识，例如野生蜜蜂会

把蒲公英当做早春的首批食物之一等。 

该项目的组织者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

早日出台相关指导意见，鼓励以儿童家庭

为单位的户外运动活动。许多家长表示，

自己的孩子在参加过该项目之后变得更加

自信、更乐于冒险，同时孩子的睡眠质量

也有明显改善。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onder-and-

wisdom-in-a-childrens-forest-nature-program-

106692 [2018-12-13]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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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8-30】2019年第五届

教育、学习与培训国际会议 

2019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Learning and Training 

 (ICELT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8-30 日 

会议地点：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学者 

会议主办方：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Australia） 

会议内容： 

教育、学习和培训工作是教育研究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研究的重点

和热点问题。2019 年第五届教育、学习与

培训国际会议（ICELT 2019）将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

大学举行。此次 ICELT 2019 会议由国际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简称

IEDRC）和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共同

举办。会议讨论主题主要包括：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学术咨询（Academic 

Advising & Counselling）、成人教育人力资

源管理（Adult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高等教育统计和统计包的

使用（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Packages）、教学的

选择性评估（Alternative Assessment of 

Teaching）、教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诠释学与教育（Hermeneutics 

and Education ）、 教 育 史 （ History of 

Education）、家庭教育（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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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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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Copernic-

us,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

ry 检索）中。 

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28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lt.org/ [2019-1-2]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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