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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资金短缺将限制政府对

特殊教育的支持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12 月 16 日报

道，政府在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和有残疾的

儿童提供支持过程中遭遇了危机，可能将

导致高达 16亿英镑的资金缺口。来自政府

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未来两年，政府将为

应对这种危机额外提供 3.5 亿英镑，以满

足儿童日益复杂的需要。地方政府协会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LGA）的

研究显示，预计在 2020-2021 年，将有高

达 16 亿英镑的资金缺口。照目前的趋势来

看，明年的赤字将翻一番达到约 8.06 亿英

镑。LGA 的儿童与青少年理事会（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board）主席安托瓦内

特·布拉布尔(Anntoinette Bramble)表示，

虽然政府在出现危机之后就注入了额外的

资金，但还远远不够。 

    近年来，有关特殊需要儿童的案件数

量也有所增加。2017-2018 学年有 5,679 起

上诉事件，其中近一半是针对自闭症儿童

提出的。从 2013-2014 年到 2017-2018 年，

在特殊学校和大学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

24％。高级理事会（Senior council）的数据

还显示，一些学校甚至会排斥有特殊需要

的学生，以将这些费用转嫁给地方当局。

数据显示这种排斥率上升了 66%，约有 42%

的被排斥儿童需要某种形式的特殊支持。 

    LGA 希望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

儿童的特殊需要进行审查，确保相关部门

共同分担有关费用。教育部长达米安·辛

兹（Damian Hinds）表示，尽管政府面临着

来自预算的巨大压力，我们也将通过额外

的投入改善这一状况。我们重视每一个有

特殊需要的儿童，学校、家长、教师都应

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支持。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黄秦辉 

 

 

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将扩大

STEM 教育的范围 

据《美国教育真相网》2018 年 12月 5

日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 2018

年 12月 4日在白宫发表声明称，他将努力

确保多数美国人都有机会接受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简称 STEM）。特

朗普表示，“我的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为我

们国家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欠发达地区的

孩子们，提供具有高水平的科学知识、技

术知识、工程知识和数学知识的高质量教

育。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国家科学

技术委员会 STEM 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其

中概述了政府的 STEM 教育计划，提出了

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确保每个美国人

都有机会掌握基本的 STEM 概念。因为只

有在公众群体中普及了有关 STEM 教育的

相关知识，才能使公众更好地适应如今数

字化信息时代的潮流和技术变革，进而保

障每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权益；第二

个目标是增强 STEM 教育的多样性、公平

性和包容性，并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终身获

得高质量 STEM 教育的机会；第三个目标

是为未来的 STEM 劳动力做好资源储备工

作，通过创造真实的学习体验来帮助那些

将来会从事 STEM 教育职业的人群做好准

备。 

 

欧洲和北美洲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1月第 1期 政策参考 

World Education News  Jan. 2019  No.73 
2 

来源：《美国教育真相网》  

编译者：阿娜尔 

 

 

法国：义务教育年龄降低至三岁          

据法新社 2018 年 12 月 11 日报道，法

国最新的教育部决议将义务教育的起始年

龄降低到三岁，并为教师教育的发展设立

新院校。 

    法国教育部部长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

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项名为《建立信任

学校法案》，主要内容有二：第一，提出

将义务教育受教育起始年龄降低到三岁，

即法国学生在三岁时就能够享受到义务教

育；第二，继续建设教师教育院校。 

    法案的第一个重点在于降低义务教育

开始的年龄。目前，法国义务教育起始年

龄为 6 岁，而 97.6%的 3 岁学生已经开始入

学，4岁和5岁入学的孩子几乎达到了100%。

据统计，3 岁没有开始接受教育的儿童数

量在法国为 26000 人次，在义务教育年龄

放宽至 3 岁以后，这一政策将主要惠及这

部分没有接受幼儿园教育的儿童。同时对

于私立幼儿园来说，地方行政部门将对其

经费进行补贴，有些地区已经开始这一行

动，但政策落实以后，对私立幼儿园的补

贴将会成为地方政府必须要负担的责任。 

    法案第二个重点为成立新的教师教育

院校。这一决议将于 2019年春季提交至议

会审议通过。届时，国家高等教育研究院 

(les instituts nationaux supérieurs du 

professoratm, INSP) 将取代高等教育与教

育 学 院  (les écoles supérieures du 

professorat et de l’éducation; ESPE)，研究

院院长将由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部长联合

任命。 

 

来源：法新社 

编译者：崔慧慧 

 

 

意大利：意大利2019年中小学

教师招聘最新要求 

    据意大利《学校视野报》2018 年 12

月 4 日报道，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

部长马可·布塞蒂(Marco Bussetti) 就意大

利 2019 年中小学教师招聘的相关事宜发

表声明，指出意大利 2019 年中小学教师招

聘中的应聘者须获得特定科目的规定学分，

即要求应聘者在学期间须在人类学、心理

学和教学方法三门科目中至少获得过 24

个学分。 

    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部长马

可·布塞蒂提到，“我们将实现中小学教师

招聘程序的规范化，所有教师都需经过统

一竞争才能正式入岗，这是每位新教师必

须经历的法定程序。而对于应聘者资格也

有具体限制条件，学分条件也包含其中，

作为一条强制性条件应被严格执行。每位

候选者都必须达到规定的学分条件，即在

学期间须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教学方法三

门科目中至少获得过 24 个学分。” 

    之所以要求应聘者在学期间须在人类

学、心理学和教学方法三门科目中至少获

得过 24 个学分，是因为相关课程经历被视

作教师培训的一部分，修过这些课程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师职业竞争者在正式

入岗前所经受的专业训练，是保证教师教

学能力和专业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

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将此项要求正

式纳入到参加 2019 年意大利中小学教师

招聘的必备条件中。 

 

来源：意大利《学校视野报》 

编译者：万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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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超过 2 万所俄罗斯中

小学将参加“数字课堂”活动 

    据塔斯社 2018 年 12 月 3 日报道，超

过 2 万所俄罗斯中小学将参加本周一开始

的“数字课堂”教育活动。希望从一年级

到十一年级的学生能够通过游戏的形式来

认识了解编程和数字技术的基础知识。 

    从 2018 年 12 月 3 日起，整个俄罗斯

发起了“数字课堂”活动。此活动为一系

列非常规的计算机学科课程。全国大多数

中小学将参加相关活动并引入课程，预计

将覆盖俄罗斯从一年级到十一年级数百万

的学童。据报道，俄罗斯目前已有 2 万多

所学校确认参与此活动。 

    “数字课堂”活动的第一课是为了致

敬俄罗斯信息技术日（12 月 4 日）。接下

来的课程预计于 2019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

展开。学生将会了解以下特定主题：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神经网络、项目管理、

互联网安全和编程基础。所有这些都旨在

提高在“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计划

框架内“人才和教育”方向发展所需要的

数字能力、知识和技能。 

    俄罗斯教育部长指出：“今天，学生

们被信息技术所包围，我们的任务之一就

是帮助他们安全和正确地使用信息技术，

学习理解规则系统，在数字化过程中找到

正确的方向。我确信这些活动有助于实现

俄罗斯国家信息素养和信息安全的发展目

标。” 

 

来源：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日本：日本出台教师最高工作

时长审议报告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8 年 12

月 6 日报道，12 月 6 日，中央教育审议会

特别小组围绕教员工作方式改革中教员工

作时间过长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起草了相应

的解决方案。与其他工作改革相关法一样,

指导方针中明确了在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

下，教师的最长工作时间为：月工作时长

45 小时,年工作时长 360 小时。同对于“自

发性工作行为”中教师自主备课以及指导

社团工作等，今后也将包含于工作时长范

围内。但是指导方针中并没有涉及对于长

时间工作后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 

    文部科学省以新指导方针中的最长工

作时间为标准，将其与 2016 年度实施的教

员的工作现状调查相对照，结果显示：约

8 成的小学教师与约 9 成中学教师已超过

最长工作时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广泛征

集各方意见后，计划制定正式的报告。文

部科学省也计划在明年对相关法律进行修

正。 

    教员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一直备受关注,

所以教师在正常工作时长之外的加班工作,

一直被称为“自发性劳动”。因此,原则上

不支付加班费，取而代之的是对全体教师

一律另外增加支付基本工资的 4%。这种工

资制度在 1970 年后开始实施并一直持续

至今。新起草的方案指出：在以前的工资

制度下，人们普遍认为不必要对工作时间

进行统一管理。随之对于反对教师进行额

外加班的提案也消失了。但新的改革方案

指出考虑到很难了解所有教师的工作内容

并改变他们的工作结构。学校应在明确了

解教师的工作时长后，依照指导方针对教

师的工作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与管理。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 

编译者：王文静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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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社会能力成为入学

准备的关键  

    据《悉尼先驱晨报》2018 年 12 月 3

日报道，父母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准备一般

包括让孩子学会字母表并能写出自己的名

字，但对于明年 2 月份即将送孩子上学的

成千上万的父母来说，他们还可以采取一

些措施确保孩子成功进入小学。 

有专家认为应重点培养孩子诸如独立洗漱、

分享、能够静坐听故事等能力，以及培养

孩子学会倾听以及辨别事物的能力。教师

索尼娅·沃克（Sonja Walker）认为孩子在

进入小学之前需要具有自我照顾、与他人

相处、应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口语

能力，还需要对教室的规章制度有些了解，

知道轮流和共享教师的关注，并能够减少

与监护人的分离焦虑以获得集体归属感。

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担心孩子入学前的

过渡，就会对孩子的学业和社会化方面造

成消极影响；如果父母经常在家里唱童谣，

带孩子一起参观图书馆、玩字母和数学游

戏，对孩子的学习和社会化也有所帮助。 

    为了帮助孩子成功过渡到小学，学校

也制定了相关的入学计划。雷夫斯比公立

学校（Revesby Public School）的校长纳雷

勒尼斯（Narelle Nies）表示学校真正需要

做的就是与父母建立关系，同时也希望家

长们能够理解幼儿园的重要性。 

 
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编译：吴桐 

 

 

 

 

 

尼日利亚:1300多万学龄儿童失

学     

     据《美国之声》2018 年 12 月 13 日

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简称 UNICEF）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尼日利亚失学儿童人数已从

1050 万增至 1320 万，为世界最高。这些

孩子大多生活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尔诺州、

约贝州和阿达马瓦州。 

    自 2009年以来，博科圣地一直在博尔

诺州、约贝州和阿达马瓦州发动反对西方

教育的运动。今年 2 月，该组织在约伯州

大埔市的一所学校绑架了 110 名女学生，

但一个月后将她们送回家，并警告她们的

父母永远不要把孩子带回学校。教育心理

学家马亚瓦·艾德拜（Mayowa Adegbile）

解释道，“在尼日利亚，越来越多的失学

儿童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尼日利

亚 60%的失学儿童都是女孩，当你把女该

带回家的时候，每个女孩都会成为母亲，

或者是照顾其他孩子的女人。 

    博科圣地是尼日利亚失学儿童增加的

一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些

文化信仰和实践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尼日利亚在教育方面的预算支出不足以消

除日益扩大的差距——尼日利亚在 2018

年 240 亿美元的预算中，只有 7%用于教育。

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新的政策来增加

教育支出。 

 
来源：《美国之声》  

编译：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

会宣布 1 月 24 日为国际教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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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2 月 5 日报道，2018 年 12 月 3 日，联

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

议，宣布 1 月 24 日为国际教育日，以庆祝

教育对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作用。 

    当世界教育界齐聚布鲁塞尔参加全球

教育会议时，联合国大会发布重要决议，

承认教育在促进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基础性

作用。尼日利亚和其他 58 个会员国共同起

草的第 73/25 号决议“国际教育日”的通

过，表明了坚定的政治意愿，即实现包容、

公平和优质的全民教育。“国际教育日”

是庆祝全世界教育的特殊日子。通过设立

国际教育日，国际社会重申教育在建设可

持续和具有复原力的社会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并有助于实现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

目标。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实现第四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该决议呼吁所有

利益攸关方纪念国际教育日，其中包括会

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民间社会、非

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部门、个人和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教科文组织作为联

合国教育方面的专门机构，将与主要的教

育行动者密切合作，促进每年纪念这一日。 

  。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兼大使蒂贾

尼 · 穆 罕 默 德 · 班 德 （ H.E. Tijjani 

Muhammad Bande）在向大会介绍该决议时

强调，宣布 1 月 24 日为国际教育日是促进

教育作为可持续发展关键方面的一个重要

步骤。他强调，教育不仅是一项人权，而

且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通过该决议之前，爱尔兰、尼日利

亚、新加坡和卡塔尔国常驻代表团与教科

文组织、儿基会和妇女署一道，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举办了一次会外活动，以提高

人们对该决议的认识，并促进该决议的通

过。这次高级别会议汇聚了各位杰出的大

使、决策者、外交界和联合国系统、民间

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 

    教科文组织纽约办事处主任玛丽·保

罗·卢德（Marie Paule Roudil）女士强调，

教育不仅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一个关键目标，而且是使人们有能力实现

教育的一个目标。她说：“获取知识、技

能、价值观和态度，将可持续发展付诸实

践，并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对于实现全

球目标至关重要。”她还概述了教育对消

除贫穷、改善卫生成果、促进两性平等、

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建设和平和有复原力的

社会的贡献，同时分享了最新的全球教育

监测报告“架设桥梁而不是围墙”的调查

结果。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SDG4 数据摘要：数据促进学

习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2 月 4 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UIS）发布了《2018 可持续发展

目标 4 数据摘要：培育学习的数据》（以

下简称《摘要》）。 

    《摘要》探讨了减少不平等和确保

“可持续发展目标 4”所设想的终身学习

所需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认识到学

习不会在学校门口开始和结束。它显示了

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扫盲计划的监控学习的

前进方向。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些倡议

旨在追踪在小学和初中这两个重要阶段的

学习，以及那些在 21 世纪就业中日益重要

的数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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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强调要有积极进展：全球监

测学习联盟（GAML）支持国家学习评估

战略，并开发国际可比指标和方法工具，

以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的进展

情况。它还提供工具和方法，帮助各国做

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评估类型的明智决策，

指导他们通过有效使用数据参与评估和培

养人的能力以改善学习成果。 

    《摘要》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投资方

案，即主张对捐赠者和政府的学习评估成

本的观点进行转变。参与主要的国际或区

域范围的评估，可能会使每个国家每四年

花费大约 50 万美元，与提供学校教育的总

体成本相比，这是次要的，因为缺乏教育

所造成的成本会更高。统计研究所估计，

有关学习衡量方法是否有效或是否需要改

革的可靠数据可以将教育支出效率提高

5％，每年在普通国家能节省 3000 万美元

和数百倍的成本评估费用。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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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降低儿童家庭保育门

槛将危害儿童安全 

The Ontario Government’s Plan to 

Loosen Child-Care Rules is 

Dangerous 

儿童家庭保育（home child-care）是以

经营者的私人住所为依托，面向公众提供

儿童有偿托管服务的一种经营方式。近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政府提议放宽

儿童家庭保育制度，允许经营者在同一时

间照顾数量更多、更低龄的儿童，主要举

措包括：同一保育经营者可以同时照顾 2

岁以下儿童的数量从 2 个提升至 3 个；如

果经营者自己的孩子已年满 4 周岁（当前

规定为 6 周岁），则不计入保育儿童数量

等。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以

琳达 A·怀特（Linda A. White）教授为代

表的数位学者认为，省政府的提议一旦实

施，将会给托管儿童的安全带来更大的威

胁。《加拿大社会综合调查（2011）》（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of Canada 2011）显示，

提供儿童家庭保育服务的经营者中，持证

经营的仅约 12%，绝大部分是无证经营者

且并未接受消防和卫生健康等检查。此外，

将孩子送到无证经营者处托管的家长，往

往属于低收入、低学历人群，这意味着当

前儿童家庭保育质量整体较低，但这种低

质量的现状不应由家长来承受，而应由政

府部门来及时改善和解决。 

与政府提议不同，学者们着眼于提高

儿童家庭保育的质量与安全，提出建立“儿

童保育经营许可制度”的建议。该许可制

度将改变当下以家庭为单位的保育资质审

核方式，进一步要求从事保育工作的每个

自然人都必须获得政府的单独许可。同时，

经营者除了要拥有住所，还必须保证住所

拥有合适的保育设施，能够通过年度消防

与安全检查，并且其保育质量能够通过保

育质量观察员的独立评估。此外，还要求

保育人员能够掌握必要的急救技能。 

总之，儿童家庭保育的现实情况要求

政府进一步加强儿童保育的防护工作，而

不是降低门槛和放松监管。 

 

延伸阅读：文章由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琳达 A·怀特（Linda A. White）、迈克

尔·珀尔曼（Michal Perlman）等合著。琳达 A·怀

特为政治与公众政策学院教授，是“学校选择与

教育政策”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代表作为《构建

政策变革：自由福利国家的早期儿童教育和关怀》

（ Constructing Policy Chang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in Liberal Welfare States）。迈克

尔·珀尔曼为应用心理学与人类发展学院副教授，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儿童保育质量、学龄前儿童社

会发展等，发表《如何构筑孩子的“思想”以促

进其大脑发展》（How to‘bridge minds’ with a child 

to stimulate brain development）等多篇文章。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ontario-

governments-plan-to-loosen-child-care-rules-

is-dangerous-108953 [2018-12-19]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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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生留学依旧划算，但大学可以做更多 

It’s Still Worth It for Overseas Students to Study in Australia, But 

Universities Could Be Doing More 

据预测，未来几年毕业生大量涌入就业市场，导致薪资降低、失业等问题，学生们可能

会选修第二学位或第三学位以期在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一席之地。国际校友工作网

（ International Alumni Job Network，简称 IAJN）的研究发现，对留学海外的国际学生来讲，

国际教育投资的回报仍是积极可观的。此次调查覆盖了八个亚洲地区的校友：中国大陆

（ China）、中国香港（Hong Kong）、印度（India）、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马来西亚

（Malaysia）、新加坡（Singapore）、泰国（Thailand）和越南（Vietnam）。当谈到对投资回报

的满意度时，情况有所不同。超过 70％的退休校友对投资回报表示满意，但印度尼西亚（67％）

和印度（低于 46％）除外。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统计，每年有超过 500 万学

生在国外学习。其中，超过一百万人去了美国。联邦教育部长（federal education minister ）

丹·特汉（Dan Tehan）预测，澳大利亚将在 2019 年超过英国成为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 每

年在海外寻求学位以谋求更好生活的学生数量增长势不可挡，澳大利亚仅一年就增加了

17％。 

虽然有一半的留学回国者第一份工作的月收入低于 1000 美元，但 33％的人月收入超过

4001 美元。投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来自何处以及他们的收入与当地受教育者之

间的差距。例如，越南当地受教育者的月平均工资仅为 175 美元，印度尼西亚人为 343 美

元，而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的本地毕业生平均每月收入分别为 1966 美元和 1722 美元。而有留

学教育经历的受教育者月平均收入增长显著，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当地毕业生与留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对比 

正如预期的那样，海外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约 40%的留学回

国者月收入超过 10000 美元。此外，如果大学积极与校友所属国家的企业合作，对于确保毕

业生的就业前景与大学的利益都是有利的，因此，各大学应该积极作为，确保毕业生在海外

教育方面的大量投资获得真正收益。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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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still-worth-it-for-overseas-students-to-study-in-australia-but-universities-

could-be-doing-more-107180  [2018-11-22]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2019 年度“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发布 

The 2019 RHSU Edu-Scholar Public Influence Rankings 

2019 年 1 月 9 日，美国《教育周刊》公布了 2018-2019 年度“里克·赫斯美国教育学者

公共影响力排名”（RHSU Edu-Scholar Public Influence Rankings）。这一排行榜是由美国企业

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教育政策专家里克·赫斯（Rick Hess）于 2010

年开始发起。排行榜上的 200 名全美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教育学者是从 20000 多名在美国大

学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中评选而出，排名的主要依据是这些教育学者的公共影响力，具体包

含有 9 项指标：谷歌学术（满分 50 分）、书籍著作量（满分 20 分）、亚马逊销量排名（满分

20 分）、教学大纲设计（满分 10 分）、报纸提名度（满分 30 分）、教育媒介提名度（满分 25

分）、博客/网络提名度（满分 25 分）、国会记录提名度（满分 5 分）和社交网络得分（满分

10 分）。 

同去年相比，斯坦福大学今年取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影响力排行榜前五名学者中有

三名来自该校。不过就整体性而言，榜单上的 200 名学者总共来自 57 所大学，其中哈佛大

学的成就最高，有 22 位学者上榜；斯坦福大学其次，有 18 位学者上榜；第三名是伯克利加

州大学，有 13 位学者上榜。图 1 详细呈现了 2018-2019 年度“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

名”榜上位列前 10 名的美国学者。 

 

图 1  2019 年度“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前 10 名学者 

鉴于美国教育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众多分支与方向，所以除综合排名外，该排行榜还对各

个研究方向的学者进行了专业排名。课程、教学和管理（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专业的最高成就者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琳达·达令-哈蒙德（Linda Darling-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still-worth-it-for-overseas-students-to-study-in-australia-but-universities-could-be-doing-more-10718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still-worth-it-for-overseas-students-to-study-in-australia-but-universities-could-be-doing-more-10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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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ond）；教育经济（economics）专业的最高成就者是来自哈佛大学的拉杰·切蒂（Raj 

Chetty）；在教育政策（government and policy）方面，哈佛大学的保罗 E·皮特森（Paul E. 

Peterson）成就最高；在教育心理学（psychology）上，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排名第一；而在教育社会学（Educational sociology）方面，天普大学的萨拉·戈德

里克-拉布（Sara Goldrick-Rab）位列第一。 

排行榜的发起人里克·赫斯表示，同各种大学排名一样，目前来看这项学者影响力排名

无疑也是一项非常不完美的工作，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方面。但是，它所传达出的部分信息

也是有助于引发学术界的有益讨论的。 

 

延伸阅读：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AEI)，简称美国企业研究所，

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

金斯”之称。其主要关注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健康保健、教育、政治与公共舆论、社会与文化等。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rick_hess_straight_up/2019/01/the_2019_rhsu_edu-

scholar_public_influence_rankings.html [2019-01-09]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家长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能否受高等教育之间有多大关联？ 

How Much Do Mom’s and Dad’s Educations Affect Students’ College 

Trajectory? 

此前，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决定子女未来的教育程度。然而，根据美国国家

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新一代年

轻人的高等教育轨迹与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已经变得不那么紧密。 

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和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他们对联邦数据库中 1982 年、

1992 年和 2004 年在读的高中生（有父母教育背景记录的）的受教育程度进行了追踪。具体

而言，他们首先分析了这群高中生及他们的家长顺利高中毕业、获得大学学分或者获得大学

学位的比例分别是多少，然后再计算出这些高中生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

多大关联。 

研究发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中期，父母及其高中生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均有所提高，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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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2 年、1992 年、2004 年在读的美国高中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分布 

 

 

图 2 1982 年、1992 年、2004 年在读的美国高中生的受教育程度追踪 

但是，从 1982 年到 1992 年，高中生与他们父母之间的代际教育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ducation）开始缩减。在接下来的 1992 年至 2004 年这十余年中，高中生的教育

程度与他们父母的教育程度开始脱钩。表 1 给出了 1982 年、1992 年、2004 年在读的美国高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1月第 1期 数据调查

World Education News  Jan. 2019  No.73 
12 

中生与父母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如表 1 第 1 栏所示，自 1982 年至 2004 年，子女教育程度

对父母教育程度的依赖系数呈下降趋势，父母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再紧密。 

 

表 1 1982 年、1992 年、2004 年在读的美国高中生与父母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 

 

 

延伸阅读：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是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指从一个社会阶层向上

或向下流动到另一个社会阶层）概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指父母辈与成年子女辈社会阶层的变动。具体

到教育领域，代际教育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ducation），则指父母辈与成年子女辈教育程度的

流变。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research/2018/12/the_puzzle_of_rising_education.html [2018-

12-21]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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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墨尔本宣言》？实

践与探索 

The Melbourne Declar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Needs Updating 

2008 年，教育、就业、培训与青少年

事务行政局（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发布了《墨尔本宣言》（ The 

Melbourne Declaration）。《墨尔本宣言》是

一个全国性的重要文件——它确立了澳大

利亚课程的基础。该文件阐述了澳大利亚

教育的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促进澳大利

亚学校的公平和卓越；第二，所有澳大利

亚青年都将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和富

有创造性的个人以及积极和有文化的公民。

《墨尔本宣言》的颁布有利于确保所有学

生获得高质量教育而不受歧视，帮助他们

成为知识渊博、富有能力和善于表达的公

民。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尔本宣言》对澳

大利亚教育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但也存在

诸多问题。首先，它将教育作为一种商品

进行推广，这导致沟通能力、尊重他人、

善于思考等与个人相关的重要属性在开展

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未能得到应有重视；其

次，该文件文本表述侧重于强调通过教育

促进经济繁荣而非改善学生福祉、环境可

持续性和民主参与。 

近期，为确保学校教育在构建一个具

有凝聚力的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澳大利

亚 联 邦 教 育 部 长 （ Federal Education 

Minister）丹特汉（Dan Tehan）宣布政府将

完善《墨尔本宣言》。改进和完善《墨尔本

宣言》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首先，明确

澳大利亚各地的课程和教育政策，培养有

文化和数学能力、能解决问题、有效沟通

以及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其次，改善学

生评价系统和机制。不应只通过考试竞争，

而应采取形成性评价，并对学生在成长过

程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奖励。例如，在学

生尝试写记叙文之后，教师要跟进后续的

学习和练习，一段时间之后要求学生再写

一篇记叙文，教师对比两次写作并根据写

作质量提供反馈。这种评价方式被叫做自

比评估（ipsative assessment）；再次，警惕

教育市场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教育视为

一种商品，市场语言侵蚀着教育，政策文

件中开始出现诸如“敏捷”、“灵活”等术

语，进而教育目标被缩小到职场技能的发

展，而教育的其他方面遭到忽视；最后，

应重视批判性思维，掌握语言工具，提高

辨别信息的能力。在“假新闻”和社交媒

体饱和的今天，这种能力在民主社会中非

常重要。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melbourne-

declaration-on-educational-goals-for-young-

australians-what-it-is-and-why-it-needs-updating-

107895 [2018-12-04]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学分恢复”项目质量堪

忧 

What We’re Getting Wrong About 

Credit Recovery 

“学分恢复”项目（credit-recovery）

旨在为那些挂科的高中生提供一个重新正

常毕业的宝贵机会。目前，美国学分恢复

项目大多数是在常规的学年教学期间提供，

有些也在暑期提供，既有在线形式（在教

师的支持下，学生通过电脑来学习），也有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全美 74%的高

中都有这类项目，平均每 13 个高中生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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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人参与学分恢复。如果这些项目做得

好，它们能在既保证教学质量、又不延长

毕业时间的条件下让学生重归毕业正轨。 

然而，自项目实施以来，鲜少有关于

它正面效果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一些负

面新闻，诸如“哥伦比亚特区 15%的高中

毕业生未修读挂科课程而直接通过学分恢

复项目获得必要毕业学分”“纽约、洛杉矶

等学区高中毕业率呈现可疑性增长，引发

教师对低质量学分恢复项目的抗议”“在一

些学分恢复项目中，学生可以在一天之内

获得整个学期的课程学分”等等。这些负

面新闻的频现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学分

恢复项目的质量。 

2018 年 9 月，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尝

试对全美范围内的学分恢复项目的质量进

行调查。调查发现，那些学分恢复项目参

与率非常高的学校通常拥有更多的贫困学

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学生对阅读和数学科

目的熟练程度也更低。这一调查结果让项

目的质量问题与教育公平问题挂上了钩，

使得调查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调查也发现，学区在学分恢复

项目上的保障工作做得还不够。在学分恢

复项目参与率较高的 200 个学区，其学校

官网关于项目提供时间、项目可选择课程、

项目管理等基本信息通常是缺失的，有 15%

的学区甚至没有提供有关此类项目的任何

信息。 

低质量的学分恢复项目会对学生产生

严重的不良影响，尤其是那些处境不利的

学生。所以，相关人士呼吁学区领导要及

时提供此类项目的管理和质量监控的基本

信息，确保项目的高效能，真正做到为学

生服务。 

 

延伸阅读：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AEI)，简称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保

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

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

金斯”之称。其主要关注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

健康保健、教育、政治与公共舆论、社会与文化

等。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11/2

7/what-were-getting-wrong-about-credit-

recovery.html [2018-11-26] 

编译者：时晨晨 

 

 

澳大利亚：学校食品教育至关

重要 

Why We Need to Take Food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Schools 

More Seriously 

近年来，澳大利亚环境污染问题增加，

儿童肥胖问题愈发严重，加之澳大利亚的

食品文化多样且厨师类电视节目盛行，食

品教育（food education）逐渐走进校园。 

学校的食品教育课程通常分为两种，

一种是健康与体质教育（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HPE） 类，主要讲授营

养知识等；另一种是设计与技术（design 

and technologies）类，主要教授诸如烹饪等

与食物相关的技能。当然，这两类课程也

不总是分裂的，例如在为 7 年级或 8 年级

学生开设家政课程的学校中，这两类课程

会被合并在一起，统称为食品教育。讲授

食品教育课程的教师在整个学年中都会密

切参与学校的食品观察与研究，例如亲自

在学校花园里种植农作物，总结农作物的

生产环境，烹饪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食品，

分析各种食品的营养特性，调查当地农场

及食品市场等。此外，各中学食品教育课

程的持续时间也各不相同。食品教育的总

教学周期通常在一年以内，每周零到两个

学时不等。在中学高年级（11 或 12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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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品教育则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如

食品技术、新食品研发等课程。 

学校开展食品教育能帮助学生掌握

日常生活中与食品相关的技能，例如制定

饮食计划、阅读食品标签、掌握食品相关

法规等等，促进人们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

惯。研究者近期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大

约三分之二的学生家长和毕业生认为食品

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课程，其

中大多数人认为，应保证在 7 年级至 10 年

级中每周开展一到三小时的食品教育。 

当前，食品教育及相关研究在澳大利

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它仍然面临着众

多挑战。例如食品教育课程的开课时间不

足、可用资源比较匮乏等。此外，当前的

食品教育把教学重心放在了传授学生食品

相关技能上，而在与食品教育相关的环境

问题、社会问题、家庭等方面鲜有涉足。

设计并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到中学教育全

面的食品教育框架将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开

展此类教育。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we-need-

to-take-food-education-in-australian-schools-more-

seriously-106849 [2019-01-06] 

编译者：杨希 

 

 



 

 

World Education News  Jan. 2019  No.73 
16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1月第 1期 会议信息 

 

【2019.10.26-29】2019 年第十

一届教育技术与计算机国际会

议 

2019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s 

(ICETC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6-29 日 

会议地点：阿姆斯特丹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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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技术与计算机学习者通过创建、

使用和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以此

促进学习和绩效的提升。2019 年第十一届

教育技术与计算机国际会议（ICETC 2019）

将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荷兰阿

姆斯特丹举行。此次 ICETC 2019 会议由

国 际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信 息 技 术 协 会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主办。

会议主题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

（Higher Education vs. Vocational Training）、

电子学习平台与门户网站（ e-Learning 

Platforms, Portals）、社会背景与学习环境

（ Social Context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创作工具与内容开发

（ Authoring Tools and Content 

Development ）、学习组织、（ Learning 

Organizations）、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电子学习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ies for e-Learning）、项目式学习与工

程 教 育 （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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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TC 2019 成功录用的文章，将发表

在会议论文集中，论文集可以被 Ei 

Compendex 和 Scopus 等检索。 

会议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5 日，论文全文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3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www.icetc.org [2019-1-14]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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