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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免费计划最终还是

更多造福了富人 

据 2019 年 4 月 26 日《今日美国》

（USA Today）官方网站报道，伊丽莎

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于本周一制

定了一项计划以大规模消除学生债务，并

可以使公立大学学生近乎免费地参加。马

塞诸塞州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说，本次计

划的目的是提供“普遍并且免费的公立大

学项目”。 

但事实上，免费的教育并不存在，因

为教育是需要投资的。这些花费会用于支

付教授讲课的费用、维护教学场地，以及

打印教学所需的资料。沃伦的本次提议和

其他民主党人的提议如出一辙，他们并不

是真正提供免费教育，相反，这些计划会

转移给其他支付者—主要是个人或政府。 

沃伦的这一计划引起了一些自由主义

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对富人

有利而对穷人不利。他们认为，在美国现

行的制度下，州政府补贴公立学校，联邦

政府通过赠款和贷款向大多数大学提供资

金，学生支付剩余的学杂费用，其他的费

用由捐助者承担。联邦政府将对年收入低

于 10 万美元的家庭免除高达 50,000 美元

的学生贷款债务。沃伦计划特别要求取消

对营利性大学的联邦资金。在最近备受瞩

目的一系列活动项目中，他的这一活动是

具有毁灭性的。 

 

来源：今日美国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贫困学生失业的概率是

同龄人的两倍 

据《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4 月

24 日报道，一项研究表明，获得学校免费

午餐的弱势儿童在之后的生活中失业的可

能性是富裕的同龄人的两倍；即使这些贫

困儿童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并具备能力，他

们和经济条件更好的同伴之间的就业差距

仍然存在。 

旨在支持贫困年轻人的慈善机构

Impetus 的一份报告发现，获得学校免费午

餐的学生中，有 26%的人在离开学校后处

于既没有继续接受教育，也没有就业或参

与任何培训的处境中（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简称 Neet），而这

一比例在那些不需要学校免费午餐的学生

中仅有 13%。该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群体

的年轻人不太可能具备竞争力，但即使他

们与富裕的同龄人有相似的能力，他们仍

然有 50％的可能性无法继续接受教育和

面临失业。 

基于对教育部纵向教育成果数据的分

析，并将学生在校期间的记录与之后的就

业情况相联系，该研究揭示了在弱势家庭

中成长对人生机会的影响。报告指出：“众

所周知，弱势青年的竞争力比他们富裕的

同龄人要弱。但能力不足这一点并不足以

完全解释弱势青年与其富裕同龄人之间的

Neet率差异。”相比同等能力但更富裕的同

龄人来说，贫困青年成为 Neet 的可能性仍

旧大于 50%。该研究还表明，一个人成长

的地方会影响他们的人生机会。该研究发

现，在英国东北部长大的贫困年轻人摆脱

Neet处境的可能性比在伦敦成长的贫困年

轻人要高 50%。 

旨在支持贫困年轻人的慈善机构

Impetus 的首席执行官安迪·拉特克利夫

（Andy Ratcliffe）说：“我们正在打破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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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年轻人的基本承诺。我们告诉他们：

只要努力学习、提高能力、获得资格证书，

就能找到好工作。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

是事实。但对于那些来自弱势背景的年轻

人则不然。相比富裕的同龄人，他们不太

可能一直接受直到获得资格证书。即使他

们获得了，也不太可能能够从中受益。” 

一些地方当局在解决此问题上表现突

出。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最新的数据表

明，16 至 18 岁的青少年的 Neet 率仅为

6.3%，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率。我们

正在与学校密切合作以帮助那些最有可能

成为 Neet 的 12 至 16 岁青少年。就业中心

也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并在学校和当

地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在年轻人离开学校

后，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支持，帮

助他们增长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经验。” 

 

来源：卫报 

编译者：石佩 

 

 

德国：联邦政府加强继续教育

和职业培训信息的透明化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24 日报道，联邦政

府目前正在研究提高各种培训和继续教育

计划透明度的可能性。其中，基于网络技

术的信息和建议是很重要的部分，通过数

据库和在线学习机会，确保数字教育信息

的个人在线管理。 

德国共有约 200 个专门关注继续教育

的数据库，用户能够在数据库里进行结构

化搜索，并进行平面化的比较。几乎所有

州都会维护自己的培训数据库。联邦就业

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BA）的

“KURSNET 数据库”涵盖了在职业培训、

高校研究、继续教育和康复领域的教育信

息，使个人可自由访问。就业局还通过其

网站提供在线学习计划。此外，还有通过

联邦资金（InfoWeb 培训）发起的元搜索引

擎，可以访问各州和国家继续教育数据库。

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也提供门户网

站 www.der-weiterbildungsratgeber.de，提供

有关职业培训问题的信息和建议。目前，

联邦政府不打算用自己的质量标准和选择

标准来规范现有的继续教育市场。 

作为国家发展培训战略的一部分，联

邦政府将与社会伙伴和各州合作，建立新

的继续教育文化，更好地整合劳动力市场

和教育政策工具，并捆绑联邦和州政府的

培训计划。 这是一个持续的咨询和讨论过

程，启动会议已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开

始，目前在进一步磋商过程中，将讨论为

继续教育提供资金的可能手段以及促进继

续教育的措施，该战略预计将在 2019 年夏

季提出。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加拿大：安大略省将高等教育

经费与毕业生就业和收入挂钩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al News）

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20 日报道，安大略

省（Ontario）大专院校的未来资金将取决

于毕业生的收入和就业率等指标。进步保

守党政府在其最近的预算中宣布，它将开

始根据绩效结果为该省的大学和学院提供

更多的资金。近年来，只有一小部分大学

学院的资金与他们的绩效挂钩——大学为

1.4%，学院为 1.2%。但未来五年这一比例

将达到 60%。 

在预算日，政府没有明确用于评估绩

效的标准，但培训、学院和大学部部长

（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inister）梅里·富勒顿（Merrilee Full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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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机关中列出了一些。“这些指标将鼓

励大学和学院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他们学

生能够达到的表现，”她说， “重要的是，

这不是关于大学和学院之间的竞争，而是

让这些机构根据其历史表现来改善自己，

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结果。” 

这些措施将包括毕业率、毕业生就业、

毕业生收入、体验式学习、技能和能力、

研究经费和能力以及社区影响。富勒顿后

来表示，这些机构将被允许权衡指标。她

说：“向教育机构提供的资金需要得到有效

和高效的利用，而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

目标。” 

预计高等教育和培训支出将从 2018-

2019年的 121亿美元减少到保守党四年任

期结束时的 117 亿美元，平均每年下降 1%。

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它正在取消对低

收入学生的免费学费，并用补助金和贷款

替代，同时将所有学生的学费减少 10%。 

 

来源：环球新闻 

编译者：许恬 

 

 

法国：提高职业院校的社会认

同感 

据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2019

年 4 月 22 日报道，面对巴黎圣母院大火之

后重建的热潮，劳动部（le ministère du 

Travail）以及文化部和国民教育部（ 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希望激发年轻人对工艺的热情，

以期在五年内将巴黎圣母院修缮完整同时

不影响其他法国文化遗产的修缮保存工作。 

事实上，在职业高中改革的背景下，

法国将在法兰西岛（Île-de-France）设置两

个致力于艺术和手工艺的校区：一个设于

凡尔赛宫，一个设于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

戈贝兰挂毯工厂附近。4 月 19 日，法国教

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参观了巴黎的两所职高，一所专

攻玻璃艺术，另一所专攻石艺。在参观时，

布朗盖提出了一些职高学生的就业取向，

以期更大程度的吸引职高学生进入艺术领

域工作或者进入专业学科继续学习。布朗

盖也希望通过这次参观可以赋予职高更多

的社会关注，认识到艺术专业是非常不同

的职业，特别是通过这次巴黎圣母院重建

工作，将职高的地位放在新闻的核心位置，

提高其社会声望以及社会认同感。 

为了消除选择职业院校的顾虑并鼓励

更多年轻人从事艺术专业，布朗盖计划将

职业学校纳入大学内，为学生创造更多接

触艺术的机会。 

 

来源：费加罗报 

编译者：崔慧慧 

 

 

 

 

日本：文部省公布私立专门学

校留学生情况调查结果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4 月 27 日报道，日本文

部科学省于 4 月 26 日首次公布了全国私

立专门学校接收留学生情况的调查结果。

在日本所有私立专门学校当中，有 101 所

专门学校留学生占总学生比例超过 90%，

这其中又有 45 所完全由留学生组成。文部

科学省表示，将来会进一步增强与管辖这

些私立专门学校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之

间的联系，收集获取此类学校教学内容、

中途退学等资料的调查报告。文部科学省

大臣柴山昌彦在 26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对

于专门学校的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加深与

都道府县的相互联系，更深入地掌握私立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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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实际情况”。 

近年来，选择在专门学校中就读的外

国留学生人数不断上升。根据日本学生支

援机构调查数据，截止到 2018 年 5 月，至

少有 6 万 7 千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专门学

校。大阪市日中文化艺术专门学校 160 余

名越南留学生退学事件引发了文部科学省

对专门学校教育环境的关注，文部科学省

从今年开始深入调查专门学校留学生实际

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日本私立专门

学校共 2,610 所，其中 871 所学校接收外

国留学生。这些专门学校中又有 101 所学

校留学生人数占比超过 90%。文部科学省

要求各级都道府县报告这些学校的概况、

入学条件、教学内容、毕业后就业情况和

中途退学学生情况等。 

东京工业大学准教授佐藤由利子对专

门学校教学情况进行了评价。对于留学生

接受专门学校的教育，“掌握现状是第一步，

还需要更细致的体系来确认教育质量水

平”。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澳大利亚：前往海外的澳大利

亚学生数量激增 

据 2019年 4月 22日《悉尼先驱晨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教育

和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17 年近

5 万名澳大利亚学生出国留学，四年内增

长了 6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进行交

换或者做短期项目。出国留学的首选地是

中国，该地区吸引了 11.2%的学生，这反

映出澳大利亚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日益

加强。同时，有 11.1%的学生选择去美国

学习，有 8.3%的学生选择去英国留学，二

者分列二、三位。有人表示美国的体制培

养出公民，英国的体制培养出学者，但除

少数在国外学习超过两年的大学学生，大

多数的学生在海外学习不到一个学期。 

据已赴牛津和美国某所大学的几位学

生描述，申请美国大学需要参加美国大学

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和写

一篇个人论文，申请英国大学则需要准备

个人陈述、学校成绩等更具学术性的材料，

而不是课外活动清单，并且无论在美国还

是英国大学录取的学生都有资格申请奖学

金。目前澳大利亚在向美国派遣学生的国

家中排名第 30 位，但是澳大利亚是向美国

大学生体育协会（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输送学生运动员人才

的前三名国家之一。 

 

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编译者：吴桐 

 

 

 

 

尼日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亟

需引起重视 

据《非洲会谈》（The Conversation 

Africa）2019 年 4 月 23 日报道，教育部门

的拨款水平已被确认为促进优质教育的主

要因素之一，而教育发展水平又决定了一

个国家的发展。人们也认识到，优质教育

决定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实现。 

在过去的 40 年里，尼日利亚政府对教

育部门的资助占国家预算的 6%-9%，而大

多数非洲国家的比例为 11%-30%。这一微

薄的拨款预计也将用于资助该国的高等教

育体系。1960 年独立后，尼日利亚决心让

所有州所有层次的人都能接受教育，加上

人口增长，高等院校的数目大幅增加。到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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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尼日利亚有 160 所获批的大学，

其中包括 43 所联邦大学、48 所州立大学

和 79 所私立大学。很明显，预算分配不能

公正地满足这些大学的需要。如果尼日利

亚想要加入工业化国家联盟，它需要为其

教育部门提供充足的资金。最重要的是，

它需要投资于教学、研究和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 

尼日利亚高等教育院校的主要资金来

源是州和联邦政府的年度预算拨款。为了

补充这些拨款，联邦政府于 1993 年设立了

一个教育信托基金。根据《高等教育信托

基金法》（Tertiary Education Trust Fund Act），

该机构一直在支持政府的高等教育机构，

并在促进尼日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和

教育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的

资金已用于：建筑物及化验室的建造及修

复工程、采购教学和研究设备、培训和研

究人员、教师培训、资讯及通讯科技基础

设施（包括钻孔和发电机）。 

费用和征税是另一个收入来源。征税

由每个理事会批准，这意味着它们因机构

而异。私立学校主要依靠学费和其他税收，

这些费用大大高于公立机构的费用。另一

个收入来源是内部收入。预计各机构将从

赠款、捐款和其他筹资活动中获得额外收

入。人们认为政府负责提供各级的免费教

育，因此尼日利亚的捐赠文化很差。事实

证明，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解决尼日利亚高等教育问题的第一步

是将预算拨款增加到 11%到 15%之间。提

高学费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相反，政府

应该重新引入奖学金、助学金和贷款计划。

尼日利亚高等教育部门的另一个不足是缺

乏研究资助。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创造有

利的环境，并与高等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实

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另一个需要清除的障

碍是与工会的关系，特别是大学的学术工

作人员工会（Academic Staff Union of 

Universities）。私立高等教育院校在提供优

质教育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这些学校必须得到支持。 

总之，尼日利亚未能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原因包括教育部门资金不足和教育成

本上升等因素。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尼日利亚必须采取系统的方法来改善教育

经费。这些资金必须得到适当使用，而且

必须全面负责。 

 

来源：非洲会谈 

编译者：张秋旭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鼓励非洲

作家以当地语言出版高质量的

阅读材料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23 日报道，在一同庆祝世界图书和版

权日，非洲教育发展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frica，

简称 ADEA）和全球图书联盟（Global Book 

Association）鼓励非洲作家以当地语言出

版高质量的书籍。书籍不仅是一种重要的

教育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表达途径，可以

用来在全世界传播和平与知识。 

自 2016 年以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支持下，非洲教育发展协

会和全球图书联盟合作致力于解决非洲儿

童缺乏适合的、相关的和高质量的阅读材

料问题。它们还解决了以本国语言开放书

籍的重要问题，以确保在任何地方、任何

人都能广泛而方便地阅读书籍。大多数非

洲政府都没有设法与其出版业合作，所以

无法确保满足儿童阅读需求的学校和家庭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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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材料，特别是当地语言阅读材料。阅

读能力被认为是获得所有其他能力所依赖

的唯一能力。没有阅读能力，尤其是母语，

人类将无法获得对实现《联合国 2030 年议

程》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和《2016-2025 年非洲大陆

教育战略》至关重要的知识和技能。 

美国国际开发署、非洲教育发展协会

和全球图书联盟计划于 2019 年 6 月在肯

尼亚内罗毕举办一次论坛，该论坛将有助

于提高认识并讨论国家图书和阅读政策的

必要性。国家图书阅读政策不仅要在图书

行业中下单，而且要确保内容的正确性（在

内容、语言和数字格式方面加强当地特色）、

价格的适中性（考虑到非洲的社会经济条

件），以支持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 

此外，国家最高当局的支持至关重要，

因为这不仅是分配足够资源的问题，而且

也是给予政策官方地位的问题，以确保政

策的执行。通过教育部或文化部采取的法

律行动将有助于颁布法律，设立国家图书

和阅读发展委员会（National Book and 

Reading Development Committees）。他们的

目标是就《图书法》的实施和效果以及制

定国家图书和阅读政策向政府提供咨询意

见。他们还将协调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

利益，促进国家出版进程的持续和民主发

展。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 年

WSIS 论坛上强调了人工智能的

伦理维度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25 日报道，教科文组

织于 4 月 10 日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2019

年论坛上举行了一次高级别对话。会议审

视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的道德层

面，但也提出了与使用这一新兴技术以及

尊重普遍道德原则和基本人权有关的问题。 

在高级别对话的开幕式上，教科文组

织强调，它正在发挥主导作用，使不同的

利益攸关方认识到人工智能使用的道德层

面，并确保多方利益相关者反思在其开发

和使用方面需要面临的挑战。教科文组织

也认为通过正在进行的研究，包括题为“为

知识社会指导人工智能：漫游视角”的传

播和信息领域的概要预览，将其关于互联

网普及的漫游原则转化为人工智能。出版

物还探讨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利益攸

关方参与领域的多重影响、风险和机遇，

以及跨性别问题，包括性别平等、青年赋

权、信任和道德层面。  

高级别对话评估了正在进行的讨论以

及关于人工智能道德方面的现有倡议和研

究，并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高级别对

话着眼于人类中心和道德人工智能的含义，

人工智能带来的直接和潜在的长期道德挑

战，以及在该领域建立道德框架和原则所

面临的挑战。 

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

（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简称

COMEST）成员彼得·保罗·韦贝克（Peter 

Paul Verbeek）在开幕致辞中强调了最近发

表的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学的初步研究的主

要发现，说道“人工智能不会占领全世界。

我们不应该像这样构建我们的对话。人工

智能将直接影响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方式，并与民主和我们想要的未来直接

相关”。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秘书处执行主

任阿曼迪普·辛格·吉尔（Amandeep Singh 

Gill）强调，“在制定道德人工智能方面，

我们必须确保投资，以实现良好的包容性

的孵化并扩大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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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经济学家卡琳·珀赛特

（Karine Perset）强调，需要确保在人工智

能发展中采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任

何利益相关方团体都不能单独做到这一点，

必须开发工具来衡量和监控人工智能及其

发展。与经合组织相呼应的是，未来协会

的共同创始人兼主任尼古拉斯·米希尔

（Nicolas Miailhe）认为，道德并不是在真

空中存在的。治理人工智能的崛起意味着

寻求调和世界末日的问题。考虑到人工智

能革命的复杂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

采取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办法。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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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过度养育会对子女

产生消极影响 

Too Much Love: Helicopter Parents 

could Be Raising Anxious, 

Narcissistic Children 

“过度养育”（over-parenting）也称为

“直升机式养育”（helicopter parenting）或

“割草机式养育”（lawnmower parenting），

形容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时刻盘旋在子女

的身上以确保万无一失，或像割草机一样

不间断地清除子女成长道路上的障碍。在

这种养育方式中，父母给予子女的关注远

远超过了其发展的实际需要，异化成了过

度保护和过度干预。因而，如同在温室中

成长的花朵般，被过度养育的子女也常被

戏称为“棉衣里的孩子”（cotton wool kids）

或“泡沫里的孩子”（being in bubble wrap）。

玛丽莲·坎贝尔（Marilyn Campbell）教授

指出，虽然有研究表明，当今父母花在育

儿上的日均时间高于上世纪 80 年代，但却

难以从中辨别出过度养育子女的人群。这

是因为此类性质的人口研究都依赖于受调

查者的自我认知，而父母一般不愿意承认

自己对子女过度干涉。 

《时代报》（The Age）近日强调了父

母对大学生子女的过度养育问题。它常表

现为：当子女违反大学一般校规时会介入

处理、直接与子女任课教师谈论学业困境、

监督子女的饮食与锻炼、审查子女的人际

关系圈、决定子女学习科目等。此类行为

会导致大学阶段的子女自恋情结过重、易

患焦虑和抑郁症状、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

信、与人相处困难、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

的认可和意见等。2015 年一项以 56 名家

长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对大学阶段子

女过度养育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

经济压力使得父母更乐于投资子女的教育，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投资绝不会“亏本”；

二、对子女的溺爱；三、把子女看作自己

的投影。尽管有研究表明，得到充分母爱

的子女会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得更有韧性、

遭受更少的痛苦，但父母不应把对子女的

关注推向极端或者将关怀教育奉为至高的

信条，应当给予子女自由成长的空间，让

其在错误中汲取教训、实现成长。 

 

延伸阅读： 

玛丽莲·坎贝尔（Marilyn Campbell）：昆士兰

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文化与专业学习学院（School of Cultural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的教授，也是澳大利亚心理

学会、澳大利亚女教育家协会、国家反欺凌中心

等机构的成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年轻人焦虑症

的预防与干预，以及校园欺凌。她发表了《现代

旁观者：青少年在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中的在线

和面对面的旁观者行为》（ The modern day 

bystander: Online and face-to-face bystander actions 

of adolescents in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应对孤独的儿童与青少年》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ping with Loneliness）

等 126 项学术成果。 

 

Marilyn Campbell. Too much love: helicopter 

parents could be raising anxious, narcissistic 

children[EB/OL].[2019-05-0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oo-much-love-

helicopter-parents-could-be-raising-anxious-

narcissistic-children-116182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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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私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于公立大学 

More Private than Public University Graduates Land Jobs  

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项目（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Enhancement Project）、孟加拉国大

学基金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of Bangladesh）和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孟加

拉国发展研究所（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完成了《孟加拉大学毕业生追

踪研究》（Tracer Study of Graduates of Universities in Bangladesh）。该研究旨在评估当下大学

在就业市场及课程建构上的表现，并为教育改革提供可行方案。该研究采用量化分析、结构

化问卷、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对 27 所公立大学及 9 所私立大学的 82 个学院院长、1574 名

在读学生、975 名 2016 届毕业生以及 154 名招聘单位负责人进行了采访或追踪调查，详细

记录并分析了学生的就业率、就业结构、对大学教育成果的看法、重视的就业技能，雇主对

应聘学生的能力偏好，以及大学提供的教育模式与课程等内容。研究结果显示，孟加拉国私

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44%，公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32%，而导致私立大学毕业生

就业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私立大学与企业联系更为紧密，而许多公立大学并未与企业展开合作，且很多公

立大学学生更愿意暂停实习工作以准备公务员考试。在 154 名招聘单位负责人中，只有 62

名（40.26%）负责人表示其所在企业与大学具有合作关系，合作方式主要包括安排学生实习、

安排学生参观工作场所、与学校教师展开远程专业合作、招聘新职工等。校企合作的益处在

于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技能与招聘岗位之间的匹配性，掌握及时、正确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而缺失这一渠道的毕业生会在就业时面临更多困难。  

其二，私立大学对所聘请的教师具有更高水平的要求。曾在孟加拉国担任大学教师的挪

威学者玛布萨·哈桑（Mubashar Hasan）提到，在孟加拉国的一些私立大学中，不具备外国

博士学位的人甚至无法担任助理教授，而一些公立大学的院长和教授竟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 

 

Mushfique Wadud. More private than public university graduates land jobs[EB/OL]. [2019-06-

01].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601060927407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希 

 

 

美国：学生与辅导员比例与学业水平密切相关 

Student-to-Counselor Ratio Better but Far from Optimal 

美国辅导员协会（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简称 ASCA）开展了一项调

查，分析了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编制的国家非财

政公立小学/中等教育调查（State Non-fiscal Public Elementary/Secondary Education Survey）

的数据。调查结果发现，2016-2017 学年美国学生和辅导员的比例为 455:1，相比于上一学年

提高了 2%，达到近 30 年的最佳水平，但仍远未达到 250:1 的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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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2017 年各州学生与辅导员比例 

该调查比较了美国各州的学生与辅导员比例。其中，阿拉巴马州（Alabama）有最大程

度的改进，该州去年额外增加了 269 位学校辅导员，将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从 2015-2016 学

年的 491:1 缩小到 2016-2017 学年的 417:1；与此同时，怀俄明州（Wyoming）流失了 146 位

学校辅导员，其比例从 225:1 增加到 343:1；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是学生人数最多的

州（6,309,138 人），其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为 663:1；佛蒙特州（Vermont）的学生人数最少

（88,428 人），其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保持最佳，为 202:1；亚利桑那州（Arizona）学生与辅

导员的比例最大，为 905:1。 

此外，该协会还资助了几个州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发现学校辅导员对学生成就的

影响。2019 年早期发布的一项报告摘要显示，在印第安纳州（Indiana），学生与学校辅导员

的低比例和低学生出勤率、高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分数显著相关。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的初步研究发现，在学生与辅导员比例较低的学区，学生毕业率、高等教育

入学率和保持率均较高，长期缺勤率和辍学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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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协会发现了学生与学校辅导员的比例和学生学业成就间的关系，但距离有效利用

这一研究结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协会的执行主管提出，“为确保每个学生都得到学校辅

导员的支持，必须倡导专业发展，增加学区资金”，并建议在美国每所学校实施全面的学校

辅导计划。 

延伸阅读： 

1. 辅导员（counselor）并非教师，不需要上课或进课堂，主要负责帮助学生安排学业规划、学期选课、

课外活动、升学指导等一系列与个人成长相关的事情，他们对学生的学业、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也是学校

和家长沟通的桥梁。辅导员必须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修过一定数量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的学分，且通

过州里的专业考试。 

2.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 SAT）：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

主办的一场考试，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它和美国大学入

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ACT）都被称为美国高考。 

3. 美国辅导员协会（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简称 ASCA）：为学校辅导员提供知识、

技能和资源，以促进学生在学校、家庭、社区和世界的成功；通过倡导、领导、协作和系统变革扩大学校

辅导员形象和影响力。 

4.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简称 NCES）：是收集和分析美国及

其他国家教育相关数据的组织，主要职能有：履行国会授权；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有关美国教育状况

的完整统计数据；进行和发布报告；审查和报告国际教育活动。 

 

Dian Schaffhauser. Student-to-Counselor Ratio Better but Far from Optimal[EB/OL]. [2019-05-

22].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5/22/student-to-counselor-ratio-better-but-far-from-optimal.aspx 

信息来源：期刊网 

编译者：南晓鹏 

 

 

澳大利亚：若不改革高等教育，技能型人才数量将继续下降 

Fewer Australians Will Have Uni or TAFE Skills If Governments Don’t 

Reform Tertiary Education 

根据米切尔政策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5 月发布的一份名为《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振

兴》报告（Rethinking and Revitalising Tertiary Education），未来十年内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包

括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将呈下降趋势。 

一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等教育入学率，拥有高等教育资格成为进入劳

动力市场并获取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扭转高技能人才数量下降的局面将成为联邦政府和

州政府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共同责任。然而，从学校获取高等教育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传统模

式在当下已然不适用了。报告指出，未来高等教育部门必须使学生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简称 VET）间自由流动，以便于学生获取在职业生涯

的不同时期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率一直比较可观。2017 年新录取的本科学生中近

18%来自低收入群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多为政府的财政资金带来极大的压力，使得政府

财政部门对 2018-2019 年提供大学资助的地区数量设定了上限。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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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校学生数量几乎不可能增长。 

以政府资助为主的职业教育培训部门的入学率之所以出现下降，可能与公众对职业教育

培训质量的持续担忧和不同州间职业教育培训部门差异巨大的融资模式有关。进入职业教育

培训体系的成年人比例从 2012 年的 7%的顶峰逐步下降。若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2031 年的入学率可能下降到 3%。 

澳大利亚政府无法承受该结果，这是因为未来国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这些技能型人才。

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到 2023 年劳动力市场会增加 88.6 万个就业岗位，而胜任这些岗位均需

要获得大学或者职业教育培训部门所培训的技能。 

 

图 1 2012-2031 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走势 

向所有学生提供贷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目前职

业教育培训系统提供学生贷款的比例低于普通高等教育，这意味着多数学生无法通过贷款进

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学费成为最有可能阻碍低收入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因素。 

此外，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存在弊端，例如，一个学生在大学学习护理比在职业

教育培训机构（如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学习能够多获得大约 6000 澳元的政府资助。除学习

成本更少外，从大学毕业的护理学专业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更高。因此，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应该共同审查对于教育的资金安排，并设计更公平的教育资金模式。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 AQF）规定了每种学

历资格提供学习的方式以及从一种资格进入另一种资格的方式。重新思考学历资格框架，为

重新思考职业教育课程和大学课程之间的鸿沟创造了一个机会。大学和职业教育培训为学生

提供了不同的学习体验，但学生应该可在二者间自由流动。 

 

延伸阅读：米切尔政策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位于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的内设机构，使命是加强决策和政策的科学化，促进教育公平，促成教育成功。其发布的报告

有《2017 年澳大利亚教育培训经费》、《学前教育：二年制优于一年制》、《让青年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等，

论文有《澳大利亚卓越学校教育评论》等。 

 

Peter Dawkins,Peter Hurley,Peter Noonan. Fewer Australians will have uni or TAFE skills if governments don’t 

reform tertiary education[EB/OL].[2019-05-29].https://theconversation.com/fewer-australians-will-have-uni-or-

tafe-skills-if-governments-dont-reform-tertiary-education-117903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南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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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科学”教育项目悄

然兴起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Team Up 

to Create ‘Citizen Science’ 

“科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有时会让学生

期待标准答案，然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

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极度公民科

学”（Extreme Citizen Science）项目的专家

爱丽丝（Alice Sheppard）表示，下一代的

科学学习不仅要从学校课堂学习延伸至校

外科学实践，而且还要让学生亲身参与到

真实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美国时下比较热

门的“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项目恰

好践行了下一代科学学习的理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科学”项目？美

国 公 民 科 学 协 会 （ Citizen Science 

Association）表示，“公民科学”项目有着

区别于传统学校科学活动的四大特征。第

一，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项目。第二，项目

志愿者使用与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相同的研

究协议（protocol），以便于对他们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相同的录入和检验。第三，专业

科学研究人员同项目志愿者开展合作研究，

解决真实的科学问题，而不仅仅是演示科

学概念。第四，专业科学研究人员分享并

帮助解释研究结果，以便项目志愿者清楚

了解他们在项目中的贡献。 

因此，在“公民科学”项目中，成年

人、青少年和儿童等非科学研究人员能够

与专业科学研究人员共同合作收集数据，

开展真实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关专家表示，

“公民科学”项目至少能从三大方面发挥

效益。首先，该项目使原本枯燥的科学研

究工作更加“游戏化”、大众化，而公众力

量的介入也进一步加速了科研工作的产出

速度。其次，该项目让青少年学生真实接

触到科学研究人员和工作，这不仅会激发

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更能使他们的兴

趣持续到高等教育阶段，壮大 STEM 领域

的人才队伍。最后，在日益重视合作的新

劳动经济（new labor economy）市场中，

该项目还能够帮助学生建构合作能力，帮

助他们为日后的就业做好准备。 

 

Sarah D. Sparks.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Team Up 

to Create 'Citizen Science'[EB/OL].[2019-06-02].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5/31/stu

dents-and-researchers-team-up-to-create.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大学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功能

扩张 

In the Digital Age,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Expands 

在 21 世纪以前，校园图书馆是大学的

“心脏”，学生依赖它寻找学业所需的书籍、

期刊和其它媒体，教师也通过图书馆寻找

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类信息，因此图书馆的

使命之一是“永久地收集、保存出版和未

出版物”。由于图书馆的馆藏内容集中，且

往往等待用户主动进行信息查询，因此图

书馆兼具“校内垄断”和“被动性”的特

征。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学

图书馆在校内的核心地位受到冲击：学生

和教师可以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通

过互联网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对目标资

料进行全球性的搜索，使得大学图书馆长

期以来的访问垄断地位被削弱，师生对所

在机构图书馆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为了

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许多大学图书馆开

始扩张其功能，将自身定义为“学习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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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程中的中间人和合作伙伴”。 

一方面，图书馆开始变革馆体的空间

配置。在入学人数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

耶鲁大学校内的巴斯图书馆（Bass Library）

计划将纸质书籍持有量从 150,000 本减少

至 40,000 本，同时拆除闲置书架，增加配

有座位、白板、复印、打印及扫描设备的

会议室的数量以供团队小组讨论。 

另一方面，图书馆开始提供主动性服

务。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校内图书馆成立了查询服务部门，通过电

话、邮箱、网站等途径为线下及线上用户

提供书籍信息更新、书籍借阅办理、新书

需求登记、馆际资料借阅、小组讨论室预

订、储物柜预订、失物招领等服务。图书

管理员的后台技术支持减少，公共服务职

能增强。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帮助师生设计、

执行、评估和修改信息查询方案，并对图

书馆服务进行市场推广。图书馆员不再只

是被动地在咨询服务台等待用户的咨询，

有时甚至向教师和学生提供到教室或其它

公共服务场所的上门服务，以扩大图书馆

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业的作用范围。这使

得数字时代的大学图书馆的功能得到扩张，

“心脏（指图书馆）已然变得更为强大”。 

 

William Patrick Leonard. More private than public 

university graduates land jobs[EB/OL]. [2019-05-

25].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

?story=20190520150727865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希 

 

 

美国：《每个孩子都成功法》下

艺术教育的发展 

How States Handle Arts Education 

in Charter and Magnet Schools 

Varies Widely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艺术教育（音

乐、舞蹈、戏剧、视觉艺术等）对于提高

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促进其社会-情感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自 2015 年美国联邦教育新

法《每个孩子都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颁布以来，艺术教育

开始在美国 K-12 教育政策和实践领域获

得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发展。 

一方面，该法案提倡将艺术教育融入

STEM 教育，并提出 STEAM 教育（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的新理念与口号。另一方面，

该法案也将艺术教育视为满足处境不利

（underserved）学生群体教育需求的重要

策略。 

为了促进艺术教育，目前美国许多州

也开始有意将艺术教育与择校相结合，尤

其是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在美国，

与传统公立学校相比，特许学校在课程设

计与实施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因而更容

易将艺术教育纳入其课程体系。然而，马

里兰大学的《解读美国高中艺术教育的有

效性》（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rts 

Education in U.S. High Schools）研究发现，

特许学校对艺术教育的贡献并没有预想的

那么多，甚至部分特许学校的艺术教育远

远不及同类传统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为

此，截至目前，全美已有 13 个州对特许学

校的艺术教育提出要求（艺术教育标准、

考试、毕业、教师资格等），如图 1 所示。

其中，加利福尼亚州还专门研制了“艺术

教育数据仪表盘”（ arts education data 

dashboard），以便监测特许学校的艺术教

育标准与考试是否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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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 13 个州对特许学校艺术教育的要求 

 

Andrew Ujifusa. How States Handle Arts Education in Charter and Magnet Schools Varies Widely[EB/OL]. [2019-

05-27].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campaign-k-12/2019/05/charter-schools-arts-focused-state-education-

policy-tests-admission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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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28-30】2020 年第八

届信息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2020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IET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28-30 日 

会议地点：冈山 日本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日本冈山大学（Okayama 

University），东京工科大学、会津大学协办 

会议内容： 

为了促进国际相关研究领域内的学者

深入探讨交流“信息与教育技术”问题，

2020 年第八届信息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 2020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IET 2020)）将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日本冈山（Okayama，Japan）召开，

为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

的平台。 

此次会议主题主要包括：教育研究经

验（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riences）、教

育技术研究（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教育与研究之间的联系（Links 

between Education and Research）、研究方

法(Research Methodologies)、教育/严肃游

戏 的 经 验 （ Experiences in 

Educational/Serious Games ）、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大规模开放在线课

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课程设计和创新（Curriculum Design and 

Innovation）、课程设计的新经验（New 

Experiences for Curriculum Design）、教室

和实验室：整合（Classroom and Laboratory: 

Integration）、托管教育环境、（Manag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MLEs)）、学习管理

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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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IET 2020录用的文章将发表到会议论

文集当中，可以被 EI Compendex 和 Scopus

检索。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iet.org/ [2019-6-9]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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