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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和

学生参与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2019 年 1 月 22

日报道，研究发现，随着课程创新成为一

种制度规范，学生对课程创新的抗拒程度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而且学生也会

越来越主动学习。 

教师参与是课程创新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是在学生方面，当采用一种更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方法时，障碍（如果有的话）

代表着什么? 这是《公共科学图书馆·综

合》（PLOS ONE）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的

核心问题。该研究名为《了解是成功的一

半：评估学生的认知和表现是成功评估课

程转型所必需的》（Knowing Is Half the 

Battle: Assessments of Both Student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Are Necessary 

to Successfully Evaluate Curricular 

Transformation）。 

研究者使用了一种名为“整合生物学

和探究技能”  （ Integrated Biology and 

Inquiry Skills，简称 IBIS）的原始课程，发

现学生报告并展示了大量的学习成果。研

究还证实了最初的假设，即随着学生的持

续加入，他们的参与度确实在增加，部分

原因在于学生们越来越多地将课程的某些

方面与他们在调查学习中获得的学习成果

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艺术与科学学院教学创新副院长凯

利·霍根（Kelly Hogan）说：“对于希望改

变教学方法的教授和院系来说，这是一本

重要的读物。这项研究特别强调了如何使

用各种工具对学生进行纵向评估，包括学

生的认知。因为很多教师往往没有足够的

灵活性，无法在全校范围内通过课程结束

后的评估工具来改变这个问题。这项研究

为教师或院系如何从整体上考察学生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路线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学院正与“不可持

续”的赤字作斗争 

据《卫报（ the Guardian）》2019 年 1

月 31 日报道，尽管近年来英国学校不断削

减成本，但多所学校仍因财务问题被迫合

并。根据一项对 1000 多所学院的权威调查，

英国的学校正在合并成更大规模的连锁学

院，并大幅削减成本，以期控制“不可持

续”的赤字。 

克雷斯顿学院集团（Kreston academies 

group）的报告发现，去年有一半的学校出

现了运营赤字情况，只有更严格的成本削

减和多学院信托基金（Mats）内部的资源

共享才能阻止这一数字的上升。这一调查

结果与教育政策研究所在今年年初发布的

一份报告相吻合。该报告估计，超过一半

的中学和 60%的私立中学存在支出大于收

入的情况，迫使他们动用储备金。同时，

该组织还表示，尽管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院校的平均赤字有所下降，但进一步削

减开支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由于养老金

缴款以及教师工资增加，还有学校基础设

施崩溃，带来了不确定性。 

该组织主席帕姆·塔克特（Pam Tuckett）

表示，目前出现了削减教育人员数量的现

象，但没有哪个教育机构能够在不影响教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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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供方式的前提下大量节省成本，常年

赤字是“不可持续”的，并将最终耗尽外

汇储备。 

目前，金融压力促使独立学校和小型

信托机构向规模更大的多学院信托机构中

寻求庇护，而平均信托基金数量已从两年

前的每个信托基金 3.5 所增至目前的 5.6

所。塔克特预测，在财务压力依然存在的

情况下，目前的信托机构合并为大型信托

的趋势将继续，以求得到规模经济效应的

庇护。 

 

来源：卫报 

编译者：徐佳 

 

 

德国：接受高等教育与社会

背景紧密相关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1 月 23 日报道，近日德

国国会提出了 19/7027 号协议申请，试图

缓和教育不平等现象。左翼党（Die Linke）

议员在议案中写道，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

可能性很大程度上由其社会背景决定。而

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教育政策必须注重减少

社会不平等。 

首先，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影响儿

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可能。没有移民背景的

儿童的入托率是 40%，是有移民背景的儿

童的两倍。弱势儿童在日托中心获得早期

儿童教育的机会少于其他儿童。从父母受

教育水平来看，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中，

有 16.4%的父母是高中毕业生，有 37.7%

的父母已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其次，不同学校类型和地区差异也影

响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国家教育报告显示，

不同学校类型的儿童获益是不同的，在教

育结构薄弱和繁荣的区域之间存在很大的

差异。在东德地区，近 16%的年轻人会辍

学，而德国西南部的辍学率为全国最低。

由此，结构薄弱地区的社会状况会陷入恶

性循环，例如失业率上升或教育水平急剧

下降。 

最后，接受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和

家庭环境有关。有 80%的大学生，其父母

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如果父母双方

都没有职业学位，只有 12%的人进入了大

学。同样在职业教育领域，社会结构方面

主导了年轻人成功的机会。没有高中毕业

证很难进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中。 

左翼党派呼吁建立国家教育战略，与

各州和市、学术界、雇主和工会的对话协

商。此外，还要提交幼儿园质量法

（Kitaqualitätsgesetz），它定义了儿童日托

的最低标准。最后，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价

值和职业地位都需提升。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加拿大：研究表明过度的“屏

幕时间”与儿童发育迟缓有联

系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官方网站 2019 年 1 月 28 日报道，

四分之一的加拿大儿童在上幼儿园时尚未

准备好上学，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过多的“屏

幕时间”（screen time）可能是一个关键因

素。 

该研究发表在周一的 JAMA Pediatrics

期刊上。研究发现在电视机、电脑和其他

数字设备上花费大量时间的幼儿和学龄前

儿童很少能够在五岁前完成沟通技巧、运

动技能和解决问题能力等不同关键能力的

获得。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

心理学系助理教授谢里·马迪根（Sh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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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gan）博士说：“我们看到‘屏幕时间’

在儿童的发育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影响。”该

研究加剧了关于频繁使用视频游戏、电视

和其他数字媒体是否会损害儿童健康和学

习能力的持续争论。 

为了进行研究，马迪根博士和她的团

队检索了一项名为“我们的家庭”（All Our 

Families）的长期项目的数据。该项目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在追踪成千上万的卡尔

加里市（Calgary）的母亲及其子女。该项

目涉及 2400 多名儿童。研究者分析了孩子

们接受的“屏幕时间”，以及他们在两岁、

三岁和五岁时的发育性筛选测试中的表现。

这些测试包括他们的沟通技巧测量（例如

形成完整的句子）、粗略运动技能（跑步和

行走）、精细动作技能（绑鞋带或复制信件），

以及解决问题能、个人和社交技能（为自

己提供食物）。 

该研究显示，孩子们在 2 岁时平均每

天看电视或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是 2.4 小

时，3 岁时为 3.6 小时，5 岁时为 1.6 小时。

这远远超过了加拿大儿科学会推荐的 2 至

5 岁儿童每天最长一小时的“屏幕时间”。

虽然该研究没有研究为什么“屏幕时间”

可能是有害的，但研究人员认为它缩短了

可以用来练习和掌握各种技能的时间。例

如，幼儿可能会缺少练习步行或与他们的

监护者互动的机会。 

英国皇家儿科和儿童健康学院（Royal 

College of Pa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 in 

Britain）健康促进官马克思·戴维（Max 

Davie）博士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最新

研究数据显示“‘屏幕时间’与儿童发育结

果之间存在微弱联系，二者的关联弱于发

育结果与良好睡眠、儿童阅读和母亲积极

性之间的关联”。 

 

来源：《环球邮报》官方网站 

编译者：许恬 

 

 

西班牙：受欺凌的孩子可能会

因此患心理疾病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El ABC）2019 年

1 月 30 日报道，欺凌不仅会对孩子的身体

造成创伤，同时还会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影

响。 

伦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de 

Londres）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孩子

若在青年时期受到连续不断的欺凌，其大

脑将会产生物理性质的变化并且有更大的

可能性患上心理疾病。加泰罗尼亚开放大

学教育及心理学院（Estudios de Psicología 

y Ciencias de la Educación de la 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教授以及神经心理学

家玛利亚·何塞·阿塞韦斯（María José 

Acebes）表示，“研究表明，我们生活的环

境将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以及大脑发

育。”他解释道：“欺凌以及虐待，尤其是

校园欺凌，将会让联结左右半脑最基础结

构并保证大脑正常运转的象研质减少。科

学家已经证明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孩子患上

焦虑、抑郁以及创伤后紊乱症的可能性更

大，同时他们也会有更大的可能性自残。” 

此外，网络欺凌不会像面对面霸凌那

样留下痕迹。这种不平衡的环境让霸凌者

能够无时无刻不对受害者造成伤害。尽管

通过某种渠道可以制止网络欺凌事件的发

生，但预防却很难做到。然而，受害者可

以了解网络欺凌都有哪些表现形式，以便

绕开这些危险区。例如保护自己的隐私，

因为当一个人对你越不了解，你的弱点暴

露得也将会越少。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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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韩国教育部投入 300 亿

开发“学校细微颗粒降低技

术” 

据韩国《Money Today 新闻网》2019

年 1 月 21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和科学技术

信息通信部于 1 月 21 日表示，将联合各部

门形成委员会，推进“能源、环境综合型

学校微细颗粒管理技术开发事业”。计划在

今后的 5 年内，在这一事业中投入 300 亿

韩元（约合 18057.23 万人民币）。 

本次“能源、环境综合型学校微细颗

粒管理技术开发事业”与现有的“学校高

浓度细微颗粒对策”相联系。在此次事业

中，将查明细微颗粒的产生原因和特性，

并分析细微颗粒是否会对学生的健康产生

影响。另外，对于可以持续运营的新建学

校，韩国教育部计划开发一种对热能和空

气环境同时进行综合管理的系统并加以应

用。同时，还将对学校进行有针对性的空

气环境诊断并提供改善方案。 

与此同时，此次事业将以实际环境评

价结果为基础，规范开发微细颗粒的管理

产品的认证规格，推进细微颗粒管理的体

系建设，通过改善法律和制度，全方位支

援开发事业的发展。此次开发事业旨在通

过这些多样的措施，使校内空气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WHO）的微细颗粒物的标准。 

为了确保此次开发事业相关部门间的

无障碍合作，该项目将成立推进委员会。

政府计划选定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项目团

长，并赋予其权限和责任，以推进课题间

有效的联系和综合型的开发研究（R&D）。

项目团长候选人名单将在 2 月 21 日之前

公布于韩国研究财团网站，最终通过对候

选人的文件和发表物等材料进行专业评价

后选出项目团长。韩国教育部相关人士表

示，为了取得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成果，

此次事业将与各界积极合作，把研究开发

成果与制度改善联系起来，与产、学、研

以及国民保持持续的沟通，使成果得以扩

散。 

 

来源：Money Today 新闻网 

编译者：朴仙子 

 

 

新西兰：学龄前儿童接触电子

屏幕的危害“令人震惊” 

据《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2019 年 1 月 18 日报道，研究发

现，学龄前儿童接触电子屏幕很可能会使

其产生破坏性的行为和健康问题。专家呼

吁公众需要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个令人担忧

的问题。这项在新西兰开展的“成长研究”

跟踪调查了近 7000 名新西兰儿童从出生

前到成年的成长过程。结果显示，符合国

家标准的儿童数量明显偏低。 

根据卫生部的指导方针，2 岁以下的

儿童不应该有任何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

2 岁至 5 岁的儿童每天应被限制在一小时

以内。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与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合作进行的这项研究显示，

只有 18.4%的儿童在 4 岁半时达到了这一

标准。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结果令人震惊，

因为超过国家指导方针中规定标准的儿童

更容易肥胖且更易频繁地就医。同时，这

些儿童还具有较低的身体运动技能，并可

能在 4 岁半时出现多动症等问题。研究数

据表明，当两岁的儿童接触电子屏幕的时

间超过国家指导方针的推荐时长时，他们

从“正常体重”变成“超重”或“肥胖”

的几率要高出 1.27 倍。 

幼儿理事会（Early Childhood Council）

首席执行官彼得·雷诺兹（Peter Reyn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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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若对学龄前儿童接触电子屏幕的情

况进行适当监控而非完全禁止，数字设备

尚可具有一席之地。一位奥克兰四岁孩子

的母亲表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接触屏幕

会对儿童注意力的集中、视力和语言的发

展以及行为互动能力的提升有所帮助。同

时，社会发展部部长卡梅尔·塞普罗尼

（Carmel Sepuloni）表示，迄今为止，政府

一直依赖海外研究，但这份报告为现有的

政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本地数据支持。卡

梅尔·塞普罗尼说：“虽然儿童适当接触电

子屏幕有利于其学习，但这一时间需要有

规律的体育活动和户外游戏来平衡，这对

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 

 

来源：新西兰先驱报 

编译者：穆翎 

 

 

 

 

 

非洲：教育是一项人权、一项

公益和一项公共责任 

据《SWENGA》2019 年 1 月 24 日报

道，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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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仍有 2.62 亿儿童和青少年

没有上学；6.17 亿儿童和青少年无法阅读

和学习基础数学；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区

只有不到 40%的女孩完成了初中教育；大

约有 400 万儿童和青年难民失学。他们的

受教育权受到侵犯，这是不可接受的。随

着第一个国际教育日的设立，教科文组织

呼吁各国政府和所有合作伙伴将普及优质

教育作为首要任务。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

（Audrey Azoulay）在纪念这一天的致辞中

说：“这一天是重申基本原则的重要时刻。

首先，教育是一项人权、一项公益和一项

公共责任；第二，教育是我们手中最强大

的力量，它可以确保卫生状况的显著改善，

刺激经济增长，激发我们建设可持续发展

社会所需的潜力和创新力；最后，我们迫

切地呼吁世界各国为教育采取集体行动。”

在全世界范围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辍学

率最高。辍学率最高的年龄阶段是 6 至 11

岁的儿童，辍学率达 50%以上，其次是 12

至 14 岁的青少年。 

非洲的教育是教科文组织及其统计研

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简

称 UIS）先关注的事项。UIS 制定指标以

帮助各国政府、捐助者和联合国伙伴更好

地应对这些挑战。例如，UIS 跟踪学校的

基本设施建设情况，如电力和饮用水，同

时监控教室条件——从教科书的可获得性、

平均班级规模到混合年级教室的普及程度。

此外，教师短缺问题、女童教育问题也是

众多国家面临的严峻教育问题，因而也是

教科文组织和 UIS 的优先关注事项。 

 

来源：SWENGA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校园暴力

和欺凌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

题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9

年 1 月 23 日报道，教科文组织最新的一份

报告——《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

凌》，证实校园暴力和欺凌是全世界面临的

主要问题之一。该报告提供了关于校园暴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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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欺凌的最新、最全面的证据，分析了

该问题在全球的趋势、性质和影响，以及

一些国家做出的有效对策。该报告汇集了

一系列世界各地调查的定量和定性数据，

涵盖了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 

据该报告显示，在此前一个月大约有

三分之一的学生（32%）被学校的同龄人欺

负至少一次或者受到过人身伤害。肢体欺

凌是许多地区最常见的欺凌形式，其次是

性骚扰；而在北美和欧洲，心理暴力最为

常见。肢体欺凌在男生中更常见，而心理

暴力在女生中更为普遍。网络和手机欺凌

的频率也显示出增加的趋势。外貌是学生

被欺凌最常见的原因，其次是种族，国籍

或肤色。欺凌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生活质

量和学业成就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经常被

欺负的孩子们的学业成果质量比同龄人更

差，并且在中学毕业后更有可能不再继续

接受正规教育。 

不过，一些措施可以有效维持校园暴

力和欺凌的低发生率或进一步降低。在接

受研究调查的 71 个国家和地区中，几乎一

半的欺凌行为有所减少。这些国家和地区

采取的措施包括营造安全和积极的学校氛

围和课堂环境，建立有效的监测和报告校

园欺凌的系统等。此外，强有力的法律和

政策对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有明显的积极效

果。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国际教育组织：国际教育日，

教育者很重要！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1月

24 日报道，国际教育组织和世界各地的教

育联盟庆祝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教育日，

呼吁各国政府实现全民优质公共教育。 

2018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大会以协

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宣布 1 月 24 日为

国际教育日，以庆祝教育促进和平与发展

的作用。这项由尼日利亚和其他 58 个会员

国共同撰写和提出的决议呼吁所有的利益

相关方共同纪念国际教育日，包括联合国

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非政府

组织及学术机构。作为联合国教育方面的

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的任务是与主要的

教育行为者密切合作，促进每年的国际日

纪念活动。 

国际教育组织秘书长戴维·爱德华兹

（David Edwards）强调：“我们热烈欢迎有

史以来第一个国际教育日。这是及时的，

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非常关注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缓慢和不平衡发展。”

他还指出，“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并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这一可持续发

展目标是实现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关键。国际教育组织正在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进行评估，并将于 2019 年 7 月在高端政

治论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发布一份影子

报告。 

在国际教育日当天，国际教育学会还

播放了由国际教育组织副秘书长哈迪

斯·霍尔斯特（Haldis Holst）和国际教育

组织的丹尼斯·辛友罗（Dennis Sinyolo）

参加的网络研讨会的视频影片，强调全球

工会联合会及其附属机构作为教育专家、

领导者和倡导者应起到的作用。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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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长该如何进行教学领导？ 

D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Be 

Content Experts? 

研究表明，教学领导（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对学生学习有积极影响。例如，

一项对 420 项学校领导力研究进行元分析

（meta-analysis）的研究数据显示，相比于

管理型（ management ）、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教学领导是

领导学校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它把重点正

确归置在学校的核心使命——学生学习上。 

然而，教学领导知易行难。尤其在当

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和学区行政人员

倡议校长等学校领导者应该成为教学专家，

即希望校长们可以掌握学校里所有年级与

学科的教学内容。这种对教学领导的误解

无疑增加了身兼数职的校长们的工作压力，

导致他们对教学领导望而却步。 

那么，校长们到底该如何正确走上教

学领导的道路呢？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

行尝试： 

第一，在教学内容上，相比于学习和

记忆学校里各年级与学科的教学内容，校

长能够就教学内容向教师提出好问题更为

重要。例如，多关心和询问教师的教学意

图、教学的重难点以及教学成功的标准。 

第二，在教学方法上，校长们应该理

解和掌握各种不同的教学策略，如互惠教

学法（reciprocal teaching）和拼图教学方法

（jigsaw method），或者课堂讨论的策略。 

第三，在学生参与上，校长们需要研

究如何提高学生的课堂教学参与。例如，

就“教师们平均每天向学生提问 200 个问

题，但每位学生每周仅提问 2 个问题”“学

生 70%的学习时间可以被用在合作学习上，

但事实上 80%的时间被用在了独立学习上”

等话题在教师大会上同教师们交流与讨论。 

第四，在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问题上，校长们要提高意识，并且同教师

们开展合作，提高学校工作团队的集体效

能，以找到学校教学、学生学习的最佳方

式。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皮特·德威特（Peter DeWitt），教育

博士（Ed.D.），曾在小学担任教师 11 年、校长 8

年，早期为自由撰稿人，为美国多家教育期刊与

媒体撰写专刊，并著有《Coach It Further: Using 

the Art of Coaching to Improvement School 

Leadership》（2018）、《School Climate: Leading With 

Collective Efficacy 》（ 2017 ）、《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Six Influences That Matter Most》（2016）

等多部校长领导力和教师专业发展专著。 

互惠教学：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的一种阅

读教学模式。在互惠教学中，教师与学生轮流承

担教的角色，以对话的方式引导课堂教学。 

拼图教学方法：教师将教学内容分成 N 个部

分，并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组 n 人，注意需

要保证 N 与 n 相等。小组中每一成员负责一部分

教学内容，独立学习后研读相同部分的学生组成

专家小组并讨论，之后专家小组返回所属小组分

享自己得到的资料信息。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finding_com

mon_ground/2019/02/do_leaders_really_need_to_b

e_content_experts.html [2019-02-03]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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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收入和低收入家长对孩子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的态度差异 

Debunking the Myth That Rich Parents Don’t Want Tech for Their Kids 

美国一家旨在促进儿童安全使用信息技术与电子产品的非营利性组织“常识媒体”

（Common Sense Media）的年度调查显示，同高收入家长相比，美国的低收入家长更加担忧

孩子对网络和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 

调查发现，尽管各个收入水平的家长对于网络对孩子的正面意义（尤其在教育上）普遍

持有积极态度，但是，相比高收入家长（家庭年收入超过十万美元），低收入家长（家庭年

收入不到 3.5 万美元）通常更加担忧网络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如色情、暴力和网络霸凌等。

（具体见图 1） 

 

图 1 高低收入家长对孩子网络使用的担忧态度对比 

出于担忧，部分家长很可能直接禁止孩子在 14 岁之前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但是调查发现，高收入家长通常并不像低收入家长那样反对孩子过早接触网络和电子产品，

如图 2 所示。甚至有一些证据显示，高收入家长鼓励孩子多接触电子产品，并积极利用他们

的资源和优势引导孩子健康且富有成效地使用电子产品，譬如告诫孩子什么时间可以使用，

如何安全使用等。 

 

 

 



 

 

World Education News Feb.2019 No.76 
9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2月 第 4期 数据调查

图 2 高低收入家长对孩子过早接触网络的态度对比 

有趣的是，虽然高收入家长对孩子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的态度更为乐观，而且相比于低

收入家庭的同龄人，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

机。但数据显示，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每天花费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更少。甚至在学校的课堂

教学上，富裕社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同贫困社区公立学校的学生相比，每天在阅读和数学课

堂上使用电子学习设备的频率也更低（具体见图 3），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 

 

图 3 贫富学校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学习设备的频率对比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2/13/debunking-the-myth-that-rich-parents-dont.html [2019-02-12]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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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校长工作压力过大问题亟待解决 

One in Three Principals Are Seriously Stressed, Here’s What We Need to Do 

about It 

2011 年至今，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的赫本·马修（Herb 

Marsh）教授和菲利普·莱利（Philip Riley）副教授已经主持并完成了 6 次《澳大利亚校长

职业健康、安全与福祉调查》”（Australian Principal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 and Well-being 

Survey）。2018 年，澳大利亚全国约 10,000 名校长中共有 2365 名校长参与了该调查。纵向

数据显示，2018 年有超过一半的校长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56 小时，37%的校长遭受了实际的

身体暴力。横向数据显示，校长遭受实际身体暴力的比例是全国各行业平均水平的 9.3 倍

（2011 年为 7 倍），在工作要求、工作疲倦度、工作压力、睡眠困难、抑郁症状方面的得分

分别是其它行业的 1.5 倍、1.6 倍、1.7 倍、2.2 倍和 1.3 倍。三分之一的校长认为压力主要来

自“过大的工作量”和“缺乏专注于教学与学习上的时间”。总体来说，相比 2011 年，校长

工作条件持续恶化的趋势反映出社会不健康的一面，也将对未来校长岗位的人才引进产生消

极影响。尽管参与调查的校长有可能会虚报工作困难情况，但较大的调查样本量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校长工作条件的优劣不仅会对其自身业务产生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其学校的学生，因为

拥有更多自主权和领导力支持的校长可以有效提高学校的综合表现。因此，改善校长的工作

条件十分必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其他国家的校长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当然也有一些较为

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的先例。例如，芬兰约 20 年前开展了旨在实现让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制

定教育政策的“教育非政治化”（depoliticising education）改革，最终成功地改善了此类困境。

芬兰学者将国内教育排名的提高归功于合作、创造力、对教师和校长的信任、教育的专业性

与公平性。 

由此，澳大利亚校长压力过大的困境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举措改善。其一，目前澳大利亚

各州政府掌控教育政策制定权，致使各州之间政策各不相同，这将阻碍校长和教师制定包括

预算在内的长期计划，因此可以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教育方针；其二，可以借鉴芬兰

的成功经验，成立一个对政府负责但独立于政府的联邦教育监督机构，拒绝教育政治化。总

之，教育政策和学校应多给校长一些空间，以便其充分应用专业知识，发挥积极作用。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one-in-three-principals-are-seriously-stressed-heres-what-we-need-to-do-about-it-

110774 [2019-02-27] 

编译者：杨希 

 

 

“选择法国”战略宣布将提高来法留学生学费 

'Choose France' -- With Increased Tuition 

2016 年，法国高校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在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德国和俄罗斯排名都在其后。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除法国外的上述五国的外国留学生数

量都在持续增加，而法国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却下降了 8.5%。在对法国的外国留学生构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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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法国 45%的外国留学生来自非洲，其中又以法语国家为主：24%来自

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21%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塞内加尔、科特

迪瓦等国）。分析其原因发现，吸引非洲法语国家学生前往法国的不仅仅是低廉的学费，还

有法国的文化——这对仍与法国保持经济与文化联系的前法国殖民地区而言更为重要。2017

年，一项针对在法留学生的调查显示，高达 78%的在法学生因为法国文化的影响力选择到法

国留学。 

2018 年 11 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法语国家大学年会（annual meeting of Francophone 

universities）上，法国总理宣布了名为“选择法国”（Choose France）的国家战略，旨在将法

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从 2016 年的 245,000 人增加到 2027 年的 500,000 人，具体措施包

括简化签证审核程序、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增加英语授课课程等。同时，由于法国留学学费

相较其它国家偏低、外国学生不在法国纳税、吸纳资金改善课程质量等原因，“选择法国”

战略提出将提高外国留学生学费，即从 2019 年起，非欧洲外国留学生就读法国公立大学本

科的，其学费将从当前的 170 欧元增加到 2770 欧元；就读硕士及博士的学费分别从当前的

243 欧元和 380 欧元增加到 3770 欧元。 

法国政府提高学费的举措引发了热议，同时也招致了众多大学员工和学生的质疑，许多

法国高校校长对此举措表示震惊，随后大量身处法国的留学生也相约身穿“黄色背心”展开

游行示威活动。对此，法国政府考虑到提升学费对非洲学生的影响，表示将把政府奖学金的

名额从 7000 名增加到 15000 名，并表示将优先考虑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留学生，但这

些在大幅提高的学费面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而大幅提高学费的同时，能否实现国内留学生

数量增长的目标，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信息来源： 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blogs/world-view/choose-france-increased-tuition [2019-02-24]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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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方法是否对孩子学习乐器

有效？ 

Does the Suzuki Method Work for 

Kids Learning an Instrument? 

铃木方法（Suzuki method）是日本小

提琴家铃木真一（Shinichi Suzuki）创立的

一种音乐教育方法。最早用于小提琴教学，

后逐步推广到各种乐器的教学。 

铃木方法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首先，才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铃木

真一认为人的才能不是遗传得到的，而是

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每个孩子的潜力是

无限的，充满关爱的学习环境可帮助孩子

们发展这种潜力。只要给孩子提供适当的

学习环境，任何孩子都可以在音乐领域表

现出色。 

第二，所有的日本孩子都会说母语。

绝大多数幼儿都能自然而轻松地习得语言

技能。根据儿童学习母语（包括听、模仿、

记忆和游戏）的经验，铃木设计了早期儿

童音乐教育的“母语”方法。与一些西方

的音乐教学方法相比，铃木方法不提倡先

学习阅读乐谱，学习乐谱要延迟到孩子的

实际音乐能力建立之后。其道理类似于孩

子在学习阅读之前要通常先学习说话。铃

木方法从听和模仿开始，而不是从阅读乐

谱开始。 

第三，“性格第一，能力第二”是铃木

方法的首要目标。铃木真一认为音乐学习

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塑造高尚的人格。 

第四，父母对子女发展影响巨大，家

长需要为孩子的音乐学习付出心血。学习

过程是孩子、父母和老师三方之间的关系。

父母也是“家庭教师”，可以帮助孩子发

展新技能、提供积极反馈并指导实践课程

的内容和节奏。在家中有父母作为导师是

铃木方法与其他教学方法的不同之处。 

对音乐教育的研究表明铃木方法有诸

多益处。发表在《澳大利亚音乐教育期刊》

（Australian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上的研究——《父母参与对小提琴学习者

的作用：铃木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对比》

（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Musical 

Education of Violin Students: Suzuki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Compared）显示：

父母越感兴趣、参与音乐学习越积极，孩

子学得越好。南非的一项研究《在比勒陀

利亚的两个社区应用铃木方法》（Adapting 

the Suzuki Method for Two Community Music 

Programmes in Atteridgeville）则提出铃木

方法可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 

然而，铃木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

争议。首先，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音

乐训练能改善性格；其次，大量研究表明

遗传因素与音乐才能息息相关。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oes-the-suzuki-

method-work-for-kids-learning-an-instrument-

parental-involvement-is-good-but-other-aspects-

less-so-111995 [2019-03-04]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纽约州不再将教师评价

同学生考试成绩强制挂钩 

New York Takes Final Step to 

Separate State Test Scores from 

Teacher Evaluations 

自 2009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力争上

游”项目（Race to Top）以来，一项为各州

提供拨款以实施基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教师

评价系统的竞争性项目开展起来。如许多

州一样，纽约州一直在实行以学生考试数

据为驱动的教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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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这一教师评价系统饱受

诟病。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阿拉斯

加、阿肯色、堪萨斯、肯塔基、北卡罗来

纳和俄克拉荷马等州早已实施了新的教师

评价体系。纽约州参议员、教育委员会

（ New York State Senate Committee on 

Education）主席雪莱·麦尔（Shelley Mayer）

表示：“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用一场简单的

考试就能够捕捉到的，而考试的结果更是

无法准确衡量教师的绩效表现”。历经几年

的争辩，纽约州近日最终确定不再将教师

评价同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强制性挂钩，

转而实行新的教师评价制度。 

纽约州这一新的教师评价制度，将教

师评价权利下放给各学区。各学区可自主

设计本区内的教师评价方案，并通过集体

谈判的方式来自主选择是否将学生的州学

业水平测试成绩纳入教师评价的部分指标。

纽约州教师工会（New York State Teachers' 

Union）对新的教师评价制度表示赞赏，并

且希望能尽早设计出一个学生评估系统，

以衡量学生的学业进展，解决家长和教师

们所关心的学生学业问题。 

但新教师评价制度的批评者表示，新

的评价制度还未建立起来，目前仍然不能

完全将学生成绩从教师评价体系中剔除，

学生学业表现的一些指标仍会被学区用于

教师评估。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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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01/new_york_state_tests_teacher_evaluations.h

tml [2019-01-24]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中学跨国旅行项目的价

值 

The Value of Middle School Travel 

Programs 

美国中学的跨国旅行项目开展火热，

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掌握第二外语技能的

劳动力的短缺。在 2010 至 2015 年间，对

双语劳动力有需求的工作岗位比以往增加

了一倍多。有些报告还预测，在 2020 年，

语言技能（尤其普通话、西班牙语和阿拉

伯语）将成为美国劳动力最想拥有的技能。

然而，无论是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

育均没有培养出充分的双语劳动力来满足

这一市场需求：高校中语言专业的入学人

数不断下降；K-12 阶段的学生中仅有 20%

的人选修第二外语课程，而且通常并不精

通。 

所以，如何让在小学阶段选修了语言

初级课程的学生在中学及以后阶段继续对

语言学习保持兴趣成为了一项挑战。为了

应对这项挑战，美国许多中学的语言课程

为学生设计了旅行体验。除了旨在激励学

生在中学及以后阶段继续学习语言，也希

望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掌握这项 21

世纪必备的技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

国波特兰公立学校系统（Portland Public 

Schools）初中教师设计的“汉语实地研究”

（Chinese Research Residency, CRR）项目。

该项目主要面向 8 年级学生，他们会住在

苏州当地的寄宿家庭里，利用所学技能，

独立游览苏州市并完成期刊论文、毕业设

计（capstone project）、探究项目（inquiry 

project）、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和短视

频纪录片等。 

然而，跨国旅行项目的开展并不容易。

首先，它们需要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

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精心设计；其次，

资金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目前可以

尝试申请资助、课题经费或者交由家长筹

资；最后，旅行过程中的学生安全等问题

也需要高度重视。 

尽管困难重重，但可预见的好处远远

多于困难。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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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对中学旅行

项目价值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类项目能够

增加学生对自我与结交朋友的信心，增强

学生的感恩之心和学习动机。除此之外，

愉快的旅行体验也能激励学生日后继续学

习这些语言，甚至还能够影响学生的大脑

和思维，使其更具创造性。研究还指出，

这类跨国旅行项目要避免“走马观花”，浮

于表面。项目的核心与关键是多元文化的

参与、适应与沉浸。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global_learni

ng/2019/02/the_value_of_middle_school_travel_pro

grams.html [2019-02-14]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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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8-20】2019 年第二

届国际教育技术管理会议 

2019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ICETM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18-20 日 

会议地点：巴塞罗那大学  西班牙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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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CSIT) 

会议内容： 

教育技术管理是通过创建、使用和管

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来促进学习和提

高绩效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学习

理论、基于计算机的培训、在线学习，以

及使用移动技术的移动学习等（ m-

learning）。2019 年第二届国际教育技术管

理会议（2019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ICETM 2019）将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

举行，为众多的行业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

了一个交流的机会。ICETM2019 接受以下

主题的投稿：毕业生的计算机教育

（Computer Education for Graduates）、本科

生的计算机教育（Computer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 远 程 计 算 机 教 育

（Distance Education for Computers）、知识

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终身学习

（Life-long Education）、技术教育与研究管

理（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 知 识 经 济 技 术 管 理

（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for the 

Knowledge Econo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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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ICETM 2019 录用的文章将发表在会议

论文集中，论文集可以被 Ei Compendex, 

Scopus 检索。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07

月 2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icetm.org/ [2019-3-25] 

编译者：鲁春秀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