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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国家

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正在下降 

据美国教育咨询网《赫金杰报告（The 

Hechinger Report）》2019 年 2 月 25日

报道，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在下降，而学费

在上涨，这不利于寻找熟练工人。 

美国公共媒体（ American Public 

Media）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

人认为，在过去 10年里，政府对公立大学

和学院的支出增加，或至少保持稳定。事

实上他们错了，根据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

（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的报告，在这段时间内，经

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各州总计削减了 90

亿美元的年度高等教育经费。 

20 岁的北卡罗来纳社区学院环境工

程专业学生泰勒·杜菲尔德（ Tyler 

Duffield）认为，在这么多雇主都在努力

寻找拥有大学学位的员工的背景下，支持

高等教育是州政府的一项重要且显而易见

的义务。“政府会缩减这类项目，这有点

不可思议，任何一个选择不优先发展高等

教育的国家，都会降低自己在世界上的竞

争力。” 

美国公共媒体研究实验室的管理合伙

人 克 雷 格 · 赫 尔 姆 斯 泰 特 （ Craig 

Helmstetter）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重

要的生活质量问题。在美国，除了 29%的人

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完全搞错了。”受访

人中有 27%的人认为未来政府的高等教育

支出会上升，34%的人认为会保持不变，其

他人不知道。美国州立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国家关系与政策分析主任

汤姆·哈尼斯（Tom Harnisch）表示，财

政现实与公众认知之间的脱节具有深远的

政治影响。 

 

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文法学校的扩建仍然

把穷人拒之门外 

据《英国卫报》2019 年 2 月 26 日报

道，特蕾莎·梅曾在 2016年 9月承诺，用

于扩大文法学校的额外资金将有助于提高

社会流动性，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的英国

精英管理制度”。为此，英国政府每年为文

法学校的扩招额外提供 5000 万英镑资金，

在获得资金的前 16所学校中，每所学校每

年新增约 30 个名额，总计新增名额 2700

个。 

然而，数据科学家詹姆斯·库姆斯

(James Coombs)通过对政府最近公布的一

份学校计划摘要分析发现，在一些学校，

30 个新名额中只有两到三个会分配给优

秀学生——这些学生由当地政府或贫困家

庭照顾。她认为，没有一所学校为来自贫

困家庭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尽管

有些学校表示对弱势学生提供优先录取原

则，还有一些学校降低了贫困学生的及格

分 数 。 但 只 有 一 所 男 子 文 法 学 校

(Altrincham grammar school)设立了明

确目标：到 2023年，该校 7年级学生中将

有 15% 有资格获得学生奖学金。 

工党议员、前影子教育大臣露西·鲍

威尔(Lucy Powell)获得的新数据加剧了

人们对选择性学校缺乏社会多样性的担忧。

新数据显示，全国享受免费午餐的中学生

的平均比例为 13.8% ，而那些名牌学校的

平均比例远低于 3% ，其中最低的是威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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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博拉塞爵士学校，在 2017年 1月只有

0.45% 的学生享受该项目。她认为，文法

学校不但对改善社会流动性毫无作用，甚

至加剧了社会分化。 

但 语 法 学 校 校 长 协 会 (Grammar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的首席执行

官吉姆·斯金纳(Jim Skinner)表示，这些

批判人士没有意识到数据背后的真正原因，

弱势学生的阅读、写作、数学水平本就低

于非弱势学生，因此，缩小这种差距是一

个长期目标，无法一蹴而就。 

 

来源：卫报 

编译者：徐佳 

 

 

德国：所有人都应该受益于数

字化转型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 2019 年 2 月 26 日

报道，数字技术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

它也会增加社会不平等，并阻碍那些无法

在网络世界中安全浏览人群的机会。这是

经合组织（OECD）今天新发布的研究结论。 

技术、情感和社交技能的结合对于人

们平衡数字和现实生活至关重要。“数字

时代的生活如何？”报告评估了生活的机

遇与风险，互联网、移动设备、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使其无处不在，其中的评价维度

包括收入和财富、就业、健康、教育和技

能、工作与生活平衡、社会参与治理、社

会关系、环境质量、人身安全、住房及幸

福感。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吉拉（Angel）

表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

消费和沟通方式。为了确保数字化转型也

能改善我们的福祉，我们需要解决数字平

等、能力和安全等问题。” 

数字技术对人们福祉的影响是矛盾的，

并且延伸到大多数方面。例如，虽然新技

术部门正在创造就业机会，但其他行业的

就业机会可能会消失。如果远程办公能够

让人们更灵活地塑造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

活，那么持续的可访问性会增加人们对办

公时间以外工作的担忧。在社交网络中，

网络欺凌、在线骚扰和仇恨言论已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数字技术的使用需

要各种认知和情感能力，这种“数字素养”

是对信息的严格评估以及自我控制以防对

数字的依赖。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张蒙蕊 

 

 

法国：入学预备班帮助儿童顺

利进入幼儿园阶段 

根据法国《留尼汪报》2019 年 3 月 2

日的报道，在法国留尼汪省(Réunion)，有

200 名儿童进入学校学习，据悉这些儿童

的年龄都是在 2 岁-3 岁，并且都是初入学

的儿童。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他们被安排

进入了幼儿园的入学预备班级。这一举措

在“优先教育区”的大部分省份都已实现，

旨在为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创造机遇，给

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成长，为他

们在未来的学习和人生中成功做铺垫。 

幼儿园入学预备班在幼儿园门口迎接

三岁以下的儿童及其家人，欢迎他们进入

幼儿园学习。当儿童面临由家庭转移到学

校的环境变化时，难免感到陌生和紧张，

入学预备班课程可以让孩子们为开启学校

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们还能逐渐适应与父母分离的变化。 

对于法国留尼汪省 200 名贫困家庭的

孩子来说，他们对于进入学校学习交流和

社交倍感不安，另外语言和通识是两大难

关。幼儿园负责人对此说到：“对于来自

弱势家庭背景的儿童，他们的语言水平以

及交际水平与其他孩子相比确实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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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而幼儿园设立的这些入学预备课程

确实可以为儿童以后的学习做铺垫，引导

基础薄弱的学前儿童学会学习。” 

 

来源：法国《留尼汪报》 

编译者：崔慧慧 

 

 

西班牙：数字化变革在未打击

当前教育的同时为孩子联通了

未来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El ABC）2019 年

2 月 28 日报道，平板电脑、数字白板、电

子资源以及云端学校等等技术设施已经充

斥着社会的各个领域。西班牙教育不希望

在教育方面落后，学校、企业以及家庭都

意识到了这是一场革命。而在此转型过程

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孩子。 

如今儿童已经能在其日常生活中自然

地使用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机”，而

教育部为孩子创造的学习环境当然也不能

无视此种变化。虽然各学校的变革速度不

同，但学校的确已经发生了不可阻挡的变

化。每个学校因自身特点，诸如经费状况、

学校项目、教师培训以及领导力等因素的

不同，采取的改革程度和模式当然也非常

不同。专家称，西班牙社会上流传着教育

蔑视技术的说法，这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的

口头禅，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谷歌负责教

育部门南欧、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负责人

马克·桑斯（Marc Sanz）表示：“西班牙使

用新工具以及技术来进行创新改革的倾向

非常之高。”微软伊比利亚半岛教育负责

人艾音荷娅·马科斯（Ainhoa Marcos）也认

为：“教育部门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必须要

适应社会变化，必须适应环境数字化变革

的需求。”两家处于技术前沿的公司——

谷歌和微软一致反映了西班牙的教育数字

化改革意愿处于世界前沿，并非被人所忽

视。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日本：女生排在后排的“隐性

课程”，学校教育给学生印上

差别的烙印 

据日本《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2019 年 3 月 2 日报道，去年春天从福冈县

立高中毕业进入早稻田大学继续深造的某

位女生（19 岁）对早稻田大学开学典礼的

安排感到十分诧异，“为什么女生排在男

生的后面呢？”除开学典礼外，早稻田大

学对教室座位的安排也按照花名册排序将

男女生分开，毕业典礼也是如此。该女生

班主任（女教师）回答道：“从以前开始

就是这样了。如果要按照男女性别划分，

男生身高更高理应站在女生的后排，结果

却是女生站在男生的身后，想起来确实也

很奇怪。” 

女子营养大学的桥本纪子名誉教授指

出，这些种种的事例反映出学校中潜在的

“隐性课程”，向学生暗示和灌输了男女

性别差异。桥本教授也举例道：“比如学

校校长一职，男性校长所占的比例居于压

倒性优势，这是一种社会分工的歪曲。传

达给学生的观念却是‘男性居于上位’的

错误信息，可见学校有的时候也是再生产

的工具之一。”桥本教授对日本男女平权

运动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评价道：

“日本的性别平等教育在此之后萎缩和退

步，与欧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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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虽然如此，也有不少地区采取了大

量的探索和尝试。神奈川县的小学男教师

要求每年穿粉色衬衫在讲台授课，以颠覆

儿童心中形成的所谓的“常识”，去掉不

正当的思维定势。滋贺县为了不让性别偏

见和固有思维定势影响学生的升学选择或

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从 20 年前开始就已经

独自编制与性别平等相关的教科书，向小

初高学校的全体学生发放。面向小学生的

课本以常见的现象出发，引导学生反思是

否有因性别产生的不当言论。在教师的指

导手册中，也有教师性别平等观念的自我

核对表，其中的题目诸如“是否该对男生

应该比对女生更严格地加以管教”，帮助

教师重新审视可能存在的性别偏见等问题。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新西兰：新西兰需要教育变革

吗？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19 年 03

月 02 日报道，明日学校工作组的主席巴

里·哈克（Bali Haque）表示，教育系统中的

官僚主义需要清除。“明日学校”是 1987

年工党政府的旗舰政策，由当时的工党领

袖、教育部部长戴维·兰格（David Lange）

大力提倡，旨在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

成本，给父母更大的权力。 

但如今，明日学校已被视为“昨日的

愚蠢行为”。这股变革的浪潮冲走了几十

年的教育基础设施，包括地区教育部门和

督察，取而代之的是以家长为中心的董事

会、教育审查办公室（Education Review 

Office，简称 ERO）和一个光彩夺目的新

部门。在这股浪潮的背后，是对分区制的

放松以及对竞争和选择的最大促进，明日

学校还提出了“让好学校取代坏学校”的

改革观念。 

然而，由工党联合政府于 2017 年任命

的独立工作小组主席巴里·哈克表示，这种

改革愿景并没有实现。他认为，“好”学

校仅仅帮助了那些所谓的“好”学生，为

富裕地区提供了额外资金。这使贫穷、低

收入的学校不得不应对不断下降的学生人

数、更高比例的问题学生、更少的资源所

带来的 “挑战”和“选择”。“竞争产生

了赢家和输家，‘好’学校和‘坏’学校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前者已经不太愿意

帮助后者跨越鸿沟。” 

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明

日学校”政策做得相当好。一份为哈克领

导的工作小组准备的背景文件称，NCEA

的成绩自 2000 年以来实际上有所提高，令

人鼓舞的是，最大的跳跃发生在毛利学生

和太平洋岛屿族裔学生的身上。同时，国

际阅读素养研究进展的最新证据以及数学

和科学方面的一项比较研究都显示出，新

西兰学生的表现仍然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

水平。 

但该报告也显示出新西兰高成就者与

低成就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报告称，

“与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

新西兰前 10%的学生与后 10%的学生之间

的差距更大”。哈克和专责小组认为，“我

们目前的体系造就了教育的不平等”。专

责小组的报告《我们的学校未来：共同强

大》建议在八个关键领域对目前的教育体

系进行全面改革：治理、提供教育、竞争

和选择、残疾和学习支持、教学、学校领

导、学校资源以及中央教育机构。哈克表

示，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收入和资源进行

再分配，它将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公平胜

过卓越。同时，该专责小组建议设立 20 个

新的教育中心取代目前的 10 个教育部区

域办事处。每个新中心平均管理 125 所学

校，它们将任命各学校校长，管理行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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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等事务，并要保证区域内学校间的公

平。 

 

来源：新西兰先驱报 

编译者：穆翎 

 

 

 

卢旺达：教育部将对中小学进

行标准化的年终考试 

据《新时代》2019 年 2 月 26 日报道，

卢旺达教育部表示，从下一学年开始，所

有学生都将要参加标准化的年终考试。这

意味着各学区将负责为每个学校设置统一

的考试，学校也将继续负责安排期中和期

末考试。负责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国务部长

艾萨克·穆雅克兹（Isaac Munyakazi）说：

“我们要求各学区向学生提供(年终)考试。

这将帮助我们对学校进行排名，找出教育

体系中的差距，并向需要的学校提供支持。” 

穆雅克兹说，新安排将提高教育质量，

并改善学生小学六年级、中学三年级及中

学六年级的备考方式。“我们希望学生们

尽早为国家考试做好准备，不希望他们毫

无准备。”伊西比厄斯·鲁格斯（Ezebius 

Rugasire）表示，学校对此举表示欢迎。“如

果准备充分，这将是对教育质量的宝贵补

充。”吉库吉罗（Kicukiro）学区长期以来

一直推行一项计划，就是让小学六年级及

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参加全国考试前先进

行统一的模拟测试。 

穆雅克兹还说：“当学生根据课程完

成一门特定的课程时，准备一场考试对一

些仍然落后的学校来说是一种提醒，可以

更全面地学习和理解课程大纲。”艾利斯

（Alice）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她说，“有

些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很好，但在全国考试

中，他们的成绩很差。我认为每年给我们

这些考试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课程学习

情况，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学校的名次。” 

 

来源：新时代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

织统计研究所关于学校条件的

新数据 

据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9 年 2 月

28 日报道，在助长全球学习危机的众多因

素中，儿童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条件阻碍了

十分之六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路径。简

单地说，以下问题的答案影响儿童和青少

年的受教育过程与质量：在学校和教室里

的学生和老师的目标是否得到满足？他们

是否有他们需要的所有基础设施，如电力、

清洁饮用水、单性厕所以及网络和电脑？

还是孩子和老师在摇摇欲坠、拥挤不堪和

装备简陋的教室里挣扎？ 

随着各国加紧努力实现“为所有人提

供优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那

些努力上学的儿童，例如因贫困或基于性

别或残疾的歧视、简陋的学校条件影响其

受优质教育机会的学生，这可能是最后一

根稻草，这也是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IS）的最新数据突出了学校条件作用

的原因所在。统计研究所更新了其全球教

育数据库，涵盖了更多国家的数据。虽然

全球失学率等主要指标的全球数字和区域

平均数与 2018 年 9 月公布的数字相同，但

增加了国家一级的信息，以便更全面、更

及时地了解世界各地儿童、青年和成人面

临的教育状况。数据更新涵盖了从学前教

育到高等教育的指标，此外还有用于监测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全球和专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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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指标，主要包括电力、互联网、电脑、

适合残疾学生的基础设施、清洁饮用水、

单性厕所、基本的洗手设施几个方面。 

在电力方面，世界范围内平均有 69%

的小学拥有电力，最不发达国家（LDC）

平均下降到 34%左右；小学的互联网接入

在全球范围内略高于 46%，最不发达国家

的互联网接入率低至 16%左右，与北美地

区的平均水平达到 99%以上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缺乏电力和互联网接入，小学采用电

脑教学的比例也很低：最不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约为 48%，而北美和欧洲的平均水

平则超过 98%；关于适应残疾儿童的小学

方面的数据，在现有数据覆盖的约 40 个国

家中，只有不到 5%的学校配备了适合残疾

儿童的设施，而芬兰等福利国家的比例为

100%；对于能够获得清洁饮用水的小学，

虽然许多国家的报告率为 100%，但受最不

发达国家 (59%)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2016 年为 44%)的制约，全球平均数仅为

79%；全球拥有单性厕所的小学的平均比

例约为 82%，最不发达国家的比例则低至

57%；在洗手设施方面，全球 66%的小学

拥有洗手设施，但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比

例是 43%，在一些国家这一比例非常低，

如阿富汗(4%)和厄立特里亚(3%)。 

通过强调这些数据，统计研究所的目

标是确保捐助者、联合国机构和公民掌握

最新的事实，以便更好地指导政策和资源。

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与各国

和其他伙伴合作，以制定新的具有国际可

比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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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URY——一个人工智能

的教学平台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19

年 3 月 4 日报道，普利娅·卡尼·OBE（Priya 

Lakhani OBE）是一个屡获殊荣的教师和学

生教学平台——CENTURY Tech的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还是教育伦理人工智能研

究所的联合创始人。CENTURY 使用人工

智能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之旅，

并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实时洞察和分析。它

最近与教育部合作，向黎巴嫩的一些公立

学校推出了该平台，以支持为叙利亚难民

儿童提供优质学习。 

当学生使用CENTURY学习和回答问

题时，平台会记录每个孩子的学习方式，

并不断计算其优势和劣势，为他们创造量

身定制的个人学习途径。它的交互式仪表

板使教师和家长能够实时了解学生的进展

情况，并为教师提供深入的可操作性见解，

使他们能够立即在学校和家中进行干预。 

研究表明，使用 CENTURY 可以将学

生对某个主题的理解提高 30%。通过自动

执行标记和计划等管理任务，它还可以帮

助教师减少每周约 6 小时的工作量，从而

使教师专注于实际教学并激励学生。

CENTURY 采用交错等原则帮助学生培养

技能并保留生活知识，即学生在一个时空

中学习多个科目。这鼓励大脑连接不同的

主题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提高长

期记忆保留率。CENTURY 通过消息传递

来教学生如何学习大脑，强化他们成功能

力不受先天特征限制，而是坚持不懈可以

提高他们的表现的观点。此外，这一平台

还能通过整合鼓励适应力和决心的个性化

信息来鼓励学生的成长心态。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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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未成年人进行安全相

关心理建设 

‘It’s Real to Them, So Adults Should 

Listen’: What Children Want You to 

Know to Help Them Feel Safe 

最近几个月内，澳大利亚各地发生了

多起影响社会安全的事件，包括性虐儿童、

土著青年自杀、恐怖分子在基督城的大屠

杀等。这一连串的坏消息让人们感到愤怒、

悲伤，甚至是绝望。面对此类事件，不仅

成年人需要进行相关的心理建设，也应密

切关注此类事件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

响。 

以南澳大利亚大学儿童保护中心

（ Australian Centre for Child Protec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副教授蒂

姆·摩尔（Tim Moore）为首，包括数名教

授、博士在内的科研团队针对未成年人面

对危险时的心理健康状况展开了调查。调

查对象为来自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

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大学儿童保护中心

等年龄在 4~18 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共计

121 名。调查结果显示，除了蛇、鬼、老虎、

恶霸等，未成年人还害怕校园欺凌、虐待

和绑架儿童、网络攻击、恐怖袭击和战争

等，他们会通过电视、广播、社交媒体、

周围人的谈论等途径了解到这些安全威胁。

但他们往往不能正确评估所遭受的安全威

胁的紧迫程度，难以准确表达对自身安全

的担忧，或难以想出合理的应对办法，进

而导致其身心长时间处于惊慌、恐惧、焦

躁不安和疲倦的状态中。当真实的新闻报

道与虚构的电影或传说等相结合时，这种

担忧和恐惧的心理将会使其判断出现偏差。

其中，这种担忧的心理状况在未成年女性

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蒂姆·摩尔指出，帮助未成年人进行

安全心理状态建设，应当关注以下的注意

事项。首先，成年人不能忽视未成年人对

自身安全的担忧心理，更不能低估持续的

负面情绪对其身心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

他们可能出于对自身年龄、地位的不自信，

在某些情况下并未向成年人讲述全部实情。

但无论如何，成年人都应仔细倾听未成年

人的担忧，这样才能帮助其在负面情绪中

冷静下来，促使其向成年人倾诉自己的想

法和感受。其次，因为信息不对等的原因，

某些未成年人只知道潜在的安全威胁，而

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到保护。成年人应

当及时告知未成年人，警察、教师等为保

护其安全做出的努力，使其相信成年人有

足够的能力使他们免受伤害，增加未成年

人抵御危险的信心。此外，应当为年龄较

大的未成年人开设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

课程，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提升处理

安全问题的能力。 

 

延伸阅读：蒂姆·摩尔是南澳大利亚大学儿

童保护中心副教授及副主任，也是澳大利亚天主

教大学儿童保护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ld 

Protection Studies,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的高级研究员。他对儿童、青少年、家庭及社区

领域进行了长达 20 多年的研究，参与开发了儿童

援助中心工具包（the Kids Central toolkit）、援助

人员培训方法等，主持过 “超越安全：涉及儿童

的道德实践”（Beyond safety: Ethical practice 

involving children）等课题，已发表的与儿童权益

保护相关的文章包括《记住它们》（Keeping them 

in mind）、《社会研究中的儿童：做更高的薪酬鼓

励参与风险更高的研究吗？》（Children in social 

research: do higher payments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in riskier studies?）等。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real-to-them-

so-adults-should-listen-what-children-want-yo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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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to-help-them-feel-safe-113834 [2019-03-22]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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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绪健康投资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成功 

Emotional Well-Being Investment Improves Student Outcomes 

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s Intelligence Unit）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上越来越

多的教育者投资学生的情感健康，以期帮助学生获得成功。 

此次调查涉及 15 个国家的 762 名教育工作者。调查发现，情绪健康（Emotional Well-

Being）对学生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79%的教育工作者认为积极的情绪对学业成功非常

重要。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教育工作者是最乐观和积极的情绪健康理念的践行者，其中近

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重视学生的情绪健康对培养健康的成年人和负责的公民非常重要。“这表

明拉丁美洲的社会、情感和学术学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微软教育思想领袖马克·斯帕

维尔（Mark Sparvell）说，“学校层面的情绪健康要对学习者提出特定的发展愿景，并需要将

情绪健康纳入课程。”  

 

图 1 排名前三的学生幸福感支持技术 

技术对促进情绪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 1 所示，教育软件、协作软件在促进学生的

情绪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比例分别是 58%、49%，数据收集与分析工具在促进学生的情绪

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比例为 46%。大约仅有 15%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在线游戏和虚拟助手

可成为个性化学习的潜在有益补充。“当学生能够收到他们情绪状态的反馈，并且教师能及

时了解学生的情绪状态时，教育者就可以对其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斯帕维尔说。 

调查报告指出了改善学生情绪健康的一系列最佳做法： 

1.收集数据以识别学生的心理和情绪健康状况，并追踪支持性措施是否有效； 

2.让教师参与情绪健康发展计划的制定； 

3.请专家设计、提供经验丰富的情绪健康学习内容，并教授教师如何使用这些内容。 

 

延伸阅读： 

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s Intelligence Unit，简称 EIU）是全球商业情报的领导者，旨在帮助企业、

金融部门和政府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在变化中创造机遇、控制风险。 

 

信息来源：期刊网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3/20/report-emotional-wellbeing-investment-improves-student-



 

 

World Education News Mar.2019 No.78 
10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3月 第 6期 数据调查

outcomes.aspx [2019-03-20]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现有退休金计划下，大部分教师的退休福利无法保障 

Most Teachers Won’t Have Enough Retirement Savings Under Pension Plans 

根据美国非营利教育组织“领导者教育合作伙伴”（Bellwether Education Partners）的一

项最新研究，当前，美国各州的教师退休金计划无法保障大部分教师的退休福利。 

根据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数据显示，全美大约 85%的教师选择加入了

固定收益退休金计划（defined-benefit pension plan，简称 DB plan），但这项计划的一大缺陷

是它根据公式（该公式考虑了教师职业生涯的服务年数和最终平均工资数额）而不是投资回

报（investment returns）来为教师提供退休后的退休金特定支付。这项退休金计划会在教师

从教 33 年之后给教师带来最佳福利，但在教师职业生涯的前 20 年里，几乎没有给教师提供

任何退休储蓄。根据该研究，在整个职业生涯内都从事教学工作并且没有改变工作所在州的

教师，在退休后是可以获得稳定的福利收入的；但是那些从教未满 30 年或变更过工作所在

州的教师，将无法获得足够的福利以享受安稳的退休生活；尤其是在各州选用的固定收益退

休金计划下，81%的教师（25 岁开始工作）至少需要工作 28 年才能获得足够的福利，如下

图 1 所示。而且，该研究还指出：这项退休金计划不能伴随教师的工作地点进行转移，那些

变更工作所在州的教师很有可能失去已有的退休储蓄。 

因此，该研究建议：一方面，各州可以对现有的固定收益退休金计划进行重大改革，如

改变收益的计划方式或者选用其它更为优惠的退休金计划；另一方面，除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外，教师应将年收入的至少 10%至 15%用于退休储蓄，以便退休后还能继续保持

同退休前相似的生活水准。 

 

图 1 固定收益退休金计划不能使大部分教师受益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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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teacherbeat/2019/03/pension_plans_adequate_retirement_savings.html 

[2019-03-17]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贫富家庭学生的学业差距 50 年来没有大变化 

Achievement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Unchanged After 50 Years, Study 

Says 

“教育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途径”。然而，美国《教育下一步》（Education Next）

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教育系统似乎并没有发挥出这一作用，过去 50 年来富裕家

庭和贫困家庭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并没有很大变化。 

该研究对出生于 1954 年至 2001 年间的 13 至 17 岁青少年的学业测试成绩（主要来自

美国国家教育发展评估报告（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国际数学与科学

研究趋势报告（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和国际学生评估项

目（PISA,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进行了分析，并将其测试成绩与

他们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情况（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中书籍和计算机等教育物品的持有

量）进行了配对。研究发现，在出生于 1954 年的学生群体中，家庭社会经济分布在前 10%

和后 10%的学生间的学业成绩差距略小于 1.2 个标准差。而在近 50 年之后，在出生于 2001

年的学生群体中，这一数字仅是略微缩小到 1.05 个标准差，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具体

如图 1 所示。 

 

图 1 出生于 1954 年至 2001 年间、处于不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中的学生学业成绩差距 



 

 

World Education News Mar.2019 No.78 
12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3月 第 6期 数据调查

该研究的作者是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员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他认为，教师质量的不均等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目前，相比于富裕社

区，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服务的学校缺乏经验丰富的优质教师。为了缩小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

成就差距，他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关注教师质量和高中阶段的教育。 

“教育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途径，当它没有扮演这个角色时，我认为这是对

教育系统本身的控告”，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经济研究员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提

出。不过，她并没有将全部责任都归咎于教育和学校，她指出单亲家庭数量增多、社会贫富

差距加大等社会因素也对该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延伸阅读： 

1、美国《教育下一步》（Education Next）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同发布

的期刊，专注教育政策研究，发行周期为季刊。 

2、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简称胡佛研究

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由斯坦福大学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美国第三十一

任总统）于 1919 年创建，主要以研究前苏联、现在的独联体为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政策、发

展、科技、农业、能源、安全、外交关系等。 

3、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智库之一，也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

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以达到三个目标：捍卫

美国民主；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经济繁荣、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带来的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

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布鲁金斯学会一向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research/2019/04/the_socioeconomic_achievement_.html 

[2019-04-10]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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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教育立法的进展 

Civics Education Bills Are on 

Legislative Agendas in Seven States 

根据 2018 年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对 50 个州公民教育实施情况的调

查，目前全美大多数州都要求学生以某些

方式参与公民学习，仅有八个州将为期一

年的公民或政府课程学习作为高中学生毕

业的强制性要求。不过，这一数字很快就

会随着 2019 年各州公民教育立法的进展

而迅速增长。 

2019 年已有七个州开始考虑引入公

民教育法案。目前在全美各州得到普遍应

用的公民教育项目是乔福斯研究所（Joe 

Foss Institute）的“公民教育计划”（Civic 

Education Initiative），它要求高中生通过

100 道问题的测试才能获得美国选民资格。

南科达州众议院以 38 票赞成、31 票反对

通过了一项公民教育法案。该法案要求高

中生必须参加该考试，并且要获得 70%以

上的成绩。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也顺利通

过，它将从 2019-2020 学年开始正式实施。

印第安纳州参议院也提出了类似的法案，

如果获批，将从 2020-2021 学年开始面向

高中毕业生实施公民考试要求。 

还有一些州，如华盛顿特区、内华达

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虽然在此

前已对公民教育进行立法，但今年也开始

重新修订法案，扩大对公民教育的要求。

譬如，田纳西州已要求高中学生参加公民

考试，但新法案要求将考试从 25-50 道问

题增加到 100 道。此外，学生必须正确回

答 75%（不再是 70%）以上的问题才能毕

业。 

在联邦层面，2019 年也有三名参议员

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2019 年宪法教育

在社区学校法中的价值”（Constitution 

Education Is Valuable in Community Schools

（CIVICS）Act of 2019）的提案，旨在提高

美国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在美国宪法、历史、

公民、政府和地理上的教与学质量。 

 

扩展阅读： 

乔福斯研究所（Joe Foss Institute）是美国的

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旨在促进学生对美国自由传

统、国家军事历史和爱国价值观的欣赏。它由美

国飞行王牌和政治家乔福斯于 2001 年创立，总部

位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该研究所列出了自

由、爱国主义、正直、服务和品格这五个价值观，

并以退伍军人、学生和教师为机构项目的目标对

象。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curriculum/20

19/03/states_introduce_legislation_t.html [2019-03-

05]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更高成就”项目：关注

被忽视的初中生群体 

This Program Preps Middle 

Schoolers for Top-Notch High 

Schools 

在普遍注重学前和初等教育、以及为

升入大学做准备的高中教育的今天，美国

初中生似乎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群体，全

美境内专门针对初中生的项目少之又少。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项目里，初创于

1975 年的“更高成就”（Higher Achievement）

项目特别突出。它组织了一些成人顾问

（adult advisers）为 6-8 年级的初中生免费

提供放学后或暑期的学业指导和社会支持，

以帮助他们顺利升入更为优质的高中（而

不是所在学区的低绩效高中），为日后的大

学升学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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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该项目在学期内每周开展

三个下午，在暑期期间每周开展 5 天，每

学年总共为学生提供 650 个小时的教学和

课外活动。项目的成人顾问一般是通过社

区招募到的志愿者，既有提供学业指导的

辅导员（academic coach），又有提供社会

情感支持的生活导师（life mentor）。除了

最为核心的课业辅导之外，他们还向学生

提供音乐、艺术、体育等选修课程，甚至

带领学生参观科学博物馆、在当地公园里

游泳、参观大学校园等。 

该项目对申请加入的学生没有门槛，

任何初中生都可以申请免费参加这一项目。

但项目对家长有着较高的期许和要求，希

望家长全力配合项目活动，并支持学生在

整个项目里渡过完整的三年初中生活。目

前，该项目已经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马

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

得到推广与实施。 

项目的评估结果显示，参加了这一项

目的初中生（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要比同龄人在阅读和数学科目标准化测试

上的成绩更高，而且四分之三的学生选择

升入了具有竞争力的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或者其它知名的特殊学校，10%的

学生进入了私立学校，仅有 15%的学生被

分到了周边一般的公立学校。 

 

延伸阅读： 

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是美国公立学校类

型的一种，它办学特点鲜明，针对儿童特殊兴趣

爱好，开设富有特色的课程。因为比私立学校便

宜，比普通公立学校教学质量较高，磁石学校成

为大量希望孩子得到高质量教育的美国家庭首选。

特许学校是经由州政府立法通过，允许教师、家

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它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

公家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

约束，但必须达到双方约定的教育成效。特许学

校一方面具备公立学校低学费的优点，另一方面

又有私立学校重视经营绩效的优点。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4/0

4/this-program-preps-middle-schoolers-for-top-

notch.html [2019-04-03] 

编译者：时晨晨 

 

 

南非：纵向校际合作能有效提

升高中生学业水平 

Fixing South Africa’s Public 

Schools: Lessons from a Small-Town 

University 

南非的公立学校系统存在着很多问题：

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并不平等，大多

数未成年人只能进入教育功能残缺的免费

公立学校就读，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黑

人学生能以较优秀的、达到大学入学标准

的学业成绩毕业；学生从中学教育向高等

教 育 的 过 渡 极 为 困 难 。 在 马 坎 达

（Makhanda）地区，许多学生在高中毕业

之前就已辍学。该地区总人口约 8.2万人，

失业率却高达 25.5%。学生缺乏适当的支

持和指导，这让他们难以拥有良好的生活

前景和改变现状的机会。 

为了改善马坎达地区学生的学业困境，

2016 年，南非罗得斯大学（ Rhodes 

University）启动了扶助各阶段教育的纵向

校际合作计划。其中，罗得斯大学为农布

莱洛（Nombulelo）中学、恩奇卡（Ntsika）

中学以及玛丽·沃特斯（Mary Waters）中

学设计了名为“十分之九”（The Nine Tenths）

的辅导计划。这三所学校的高三学生会得

到一名训练有素的罗得斯大学学生的指导，

指导内容包括学生个人规划、学习技巧、

书面作业和高等教育申请等。此外，罗得

斯大学还与教学质量相对较高的加德拉中

学（Gadra Secondary School）展开合作，

一方面可以提高有能力通过大学选拔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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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允许学生申请

和学习加德拉中学及罗得斯大学人文学院、

科学院、商学院的部分课程，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 

罗得斯大学在马坎达地区的高中教育

扶助计划成效显著。2017 年，上述三所高

中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总人数从 16 名增

加到了 52 名。2018 年，在该地区免费公

立学校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总人数中，87%

的学生都来自上述三所高中，三所高中培

养出的共计 89 名达标学生都曾经参加过

“十分之九”计划。 

在总结纵向校际合作计划的经验时，

罗得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迪·威尔莫特（Di 

Wilmot）教授谈到，大学应该在一定程度

上服务公众，推动公立学校和所在地区的

良好发展，并在年轻人中建立起影响力，

从而共同抵御充满歧视和绝望的文化氛围。

此外，大学还需与具有不同优势和需求的

学校进行合作，以满足广大学生对优质教

育的渴求。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ixing-south-

africas-public-schools-lessons-from-a-small-town-

university-113206 [2019-03-21]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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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3-24】布达佩斯

2019 年全球教育，教学和学习

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Glob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Budapest 2019 

（IAC-GETL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3-24 日 

会议地点：布达佩斯，匈牙利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捷克学术教育学院与布

拉格捷克技术大学合作举办 

会议内容： 

布达佩斯 2019 年全球教育、教学和学

习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Glob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Budapest 2019）是学者、教

育工作者和博士生的重要国际聚会。IAC-

GETL 2019 将在位于布达佩斯的指定会议

场所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包括教育、教

学、学习和电子学习等领域，所选择的文

章 将 在 国 际 期 刊 IJRET 

（https://www.ijret.org/）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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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到完整论文后的两周内，主办方会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接受或拒绝通知。如果被

接受，将包括其他会议和注册信息。所有

被接受的论文将发表在：“布达佩斯 2019

年 IAC 会议记录”，ISBN 978-80-88203-12-

4，并编入以下索引：捷克共和国国家图书

馆、Google 数据库，评估之后编入 EBSCO

中。 

会议论文需要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

进行注册，摘要提交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5日，论文提交日期为2019年 7月16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

scientific.cz/inpage/conference-budapest-iacgetl-

2019 

编译者：允寒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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