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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外交”在当今社会

是否还能奏效？ 

根据《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6 日报

道，曾几何时，在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中，无论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是欧洲大

陆和英国、朝鲜之间，各种异质性文化之

间的交流和碰撞中曾运用过“知识外交”

来解决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在研究项目

上共同努力，以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和网

络，改善其整体关系。 

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助理凯若琳·卡

洛芬（Carolin Kaltofen）称向其他州开放研

究实验室是如今现代化社会中极具信任感

的建设活动，例如在穆阿迈尔·卡扎菲

（Muammar el-Qaddafi）同意宣布放弃利

比亚 2003 年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

划之后，该国与美国所达成的第一个双边

条约就是关于科学领域的。“科技外交”这

一概念在十几年前被提出，那时这种方式

被视为一种促进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

之间联系和发展的“软实力”形式，简单

来说，可以仅仅通过在学术界部署人才代

替坦克、战斗机或经济制裁。 

 “知识外交”应当促进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合作共赢，例如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

略研究基金倡议，自 2006 年以来投入了 1

亿多澳元用于研究对两国重要的项目，包

括农业、食品、水安全以及海洋科学领域

之间的合作、谈判和交流。而不是像美国

一样，认为外国人将美国学习的先进技术

带回国后，导致美国的科技优势越来越不

明显，因此通过解雇华裔科学家来解决中

国和美国之间研究与技术合作问题。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特蕾莎·梅呼吁为贫困学

生提供 3000 万英镑教育补助

金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5 月 30 日报道，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其支持的一份政府委托报告中提

议，为英国的弱势学生提供每年 3000 万英

镑的教育补助金以鼓励他们进行继续教育

和职业培训。但是该报告受到包括工党、

大学校长在内的质疑。 

该报告由菲利普·奥格尔（Philip Augar）

领衔制定。报告提议：降低本科学费，延

长还贷期限，为所有成年人提供终身学习

贷款，为参与职业培训提供资金支持等。

针对报告的提议，影子教育部长安吉拉·雷

纳（Angela Rayner）表示，报告本身并没

有解决我们教育系统所面临的不公正现象。

由于没有正式的政府回应以及相应的资金

支持，特蕾莎·梅的继任者并不一定会着

手实施该计划。此外，全国学生联盟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的主席夏奇

拉·马丁（Shakira Martin）也认为这一报

告宣布的太晚以致于无法保证下一届政府

有效实施。报告还呼吁政府加大对大学课

程资金和类型的干预，降低本科学费。对

此，部分大学领导人表示，在没有替代资

金的情况下削减学费不仅会伤害学校，也

会限制学生发展机会。 

值得肯定的是，新的报告认识到了职

业培训促进个体和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正如克里斯·赫斯（Chris Husbands）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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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该报告更像是由政客特地挑选出来

的方案。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方案的

大部分内容都很难推进。” 

 

来源：卫报 

编译者：黄秦辉 

 

 

德国：新趋势——德国中学生

喜爱通过网络视频学习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5 日报道，基于文化

教育理事会（Rat für Kulturelle Bildung）发

起的一项名为“青年/优兔网/文化教育”的

调查显示，德国 12 至 19 岁的中学生喜欢

在课余时间观看教育教学视频来预习、复

习和巩固功课。有 86%的受访学生都表示

自己将“YouTube”作为自己的学习渠道。 

  对此，联邦教育和培训协会（Verband 

Bildung und Erziehung）主席伍多·贝克曼

（Udo Beckmann）评论道：首先，该研究

表明，学生们将他们的空闲时间用于专业

知识，希望对其进行复习和深化。其次，

这也意味着广泛的教育视频提供了一个补

充学习的好机会。所有学生都可以访问教

育视频，因此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教育

视频都为所有青少年提供相同的机会。这

比课外补习班更公平，因为不是所有的父

母都能负担得起补习费。 

除了以上优点外，贝克曼也提出了他

的担忧。他认为应对教育视频进行批判性

地使用，因为在假新闻和阴谋论的时代，

有必要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

政府应考虑如何在这些平台上确保视频的

教学质量。对网络视频讲师、网络教科书

等材料也应提出很高的要求。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具

有极大的教育合作潜力 

据俄新社（RIA Novosti）2019 年 5 月

30 日报道，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大学之间

具有巨大的教育合作潜力。日前，俄罗斯

驻 美 国 大 使 阿 纳 托 利 · 安 东 诺 夫

（Анатолий Антонов）在华盛顿俄罗斯文

化中心举行的 NAFSA 2019 年国际教育会

议的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安东诺夫说道：“世界教育体系的全球

化一方面意味着大学在各区域和国家范围

内的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它也促使

先进的教育机构吸引更多的外国申请者。

今天，俄美大学之间的教育合作发展潜力

巨大。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联邦

国家十分有兴趣吸引海外的优秀学生来俄

进行留学深造。根据国家‘教育’项目，

五年内在俄罗斯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的外

国公民人数应至少增加两倍，并且将大力

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在俄罗斯就业。” 

此外，安东诺夫补充道：“在这方面，

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俄美两国互认文

凭、联合培养硕士生课程、教师互访、扩

大联合科学研究等，因为真正的科研是国

际性的。俄罗斯联邦将继续在竞争的基础

上提供奖学金，以便优秀的美国学生能够

在俄罗斯最好的大学进行免费学习。50 多

年来，传统上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专业有

文化与艺术、俄语语言与文学等。如果有

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适当地增加为其分配

的奖学金数额。”此外，安东诺夫还表示，

俄罗斯与美国开展教育合作具有重要的人

道主义的作用：在俄罗斯学习的美国人和

从美国大学毕业并返回祖国的俄罗斯人都

将成为和平与教育的大使并加强两国人民

之间的相互了解。” 

 

来源：俄新社 

编译者：郭广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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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2019 学年幼儿园正式进

入义务教育之列 

据法国《巴黎人报》（Le Parisien）2019

年 6 月 3 日报道，2019 学年对幼儿园来说

将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幼儿园将告别传统

的“返校”，迎来进入义务教育的第一个学

年，3-6 岁的适龄儿童将进入幼儿园进行早

期的词汇以及数字学习阶段。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兰

克（Jean-Michel Blanquer）于 2019 年年初

做出决定，将义务教育年龄降低至 3 岁。

2019 年 9 月份，幼儿教育成为义务教育这

一举措正式实施，3 岁-6 岁的适龄儿童都

必须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此前，在

一份教师指南中，布兰克也明确指出了“加

强基础教育的水平”的愿景，即较早的让

孩子接触阅读以及计算，为未来的学习打

基础，其中最重点的是进行词汇的“结构

化 教学”。另外，国家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对班额大小提出每

个班级不超过 24 人的要求。 

在教学方法上，法国幼儿园重申儿童

表达的重要性，并致力于通过游戏教学为

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第一届教师工

会的发言人富朗塞特·伯比内（Francette 

Popineau）对此评价称反填鸭式教学法是

一种教育哲学的转变，在游戏中学习平衡

了儿童在知识技能、情感、艺术实践、社

交能力等各维度的发展，能够为儿童未来

的发展奠定打造坚实的基础。 

 

来源：巴黎人报 

编译者：崔慧慧 

 

 

 

 

新西兰：2019 年预算包含 12

亿美元学校财产投资计划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19 年 05

月 30 日报道，财政部长格兰特·罗伯逊

（Grant Robertson）提出了 2019 年预算。

其中，学校财产得到了最大增长，政府为

一项 10 年计划预留了 12 亿美元。学校通

常按照四年计划运作，因此此次计划是政

府的首次改革。 

“学校财产计划”的启动资金为 2.868

亿美元，用于新建学校和教室。此外，还

将拨出 9.133 亿美元，用于教育部、学校

和社区的规划。该计划将分四次推出，第

一次将于 2019/20 年度启动，涵盖三所可

容纳 1320 名学生的新学校的建立，四所可

容纳 1100 名学生的新学校的扩建工程，以

及在现有可容纳 3500 名学生的学校中至

少新建 150 间新教室。教育部长克里斯·希

金斯（Chris Hipkins）在今年的预算公布前

宣布了一些建设计划。他表示，国家教育

增长计划将密切关注至 2030 年学生人数

增长需要多少学生空间。并说到：“该教育

计划将重点放在新西兰预计学生人数增长

最快的地区。这使我们能够在全国和每个

地区采取战略性方针，而不必逐一学校应

对人口问题。” 

拉 罗 师 范 中 学 （ Raroa Normal 

Intermediate School）副校长斯蒂芬·埃姆

斯（Stephen Eames）表示，预算承认教育

系统陷入困境，但没有“大笔投资”来解

决教师和校长对该领域的担忧。并说到：

“在教师短缺的情况下投资建设新学校和

教室是存在问题的。”去年年底，小学面临

着大约 600 名教师的短缺。但希普金斯表

示，目前政府提出一项教师供应计划，以

确保教室里有足够的教师，其中包括 1.35

亿美元用于招聘和培训教师。 

 

来源：Stuff 新闻网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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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将提高英

语语言标准以保护大学 

据《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2019 年 6 月 3 日报道，

澳大利亚联合政府将通过加强对国际学生

的语言要求来保护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门

的完整性，此举似乎是合理和谨慎的，相

关心理健康保护和支持也是如此。 

目前澳大利亚大学有 40 多万的国际

学生，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学生，在

一年内增长了近 15%。快速增长的入学人

数为澳大利亚获得了近 350 亿元美元的收

入，使高等教育成为澳大利亚仅次于铁矿

石和煤炭的第三大出口创汇国。人们普遍

担心宽松的语言水平，这意味着一个膨胀

的商业愿望以吸引高收费的外国学生将破

坏该行业的长期发展。教育部长丹·特汗

（Dan Tehan）已提出加强语言测试的建议，

并根据 3 月份由独立大学、高等教育质量

和标准机构提出的一项建议，要为专业基

础课程设置更严格的语言标准为外国学生

提供大学入学的途径。该机构还建议应对

基础课程的标准进行类似的修改，提高对

大学的合规性、问责制和透明度的监控。 

质量与标准局（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首席执行官安东尼·麦克拉伦

（Anthony McClaran）主张进行改革，但他

表示，目前的规则基本上是“足够的”，澳

大利亚有六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但近年

来一直在下滑，而中国的大学正跻身世界

百强。针对这一现象，应发挥私营部门的

作用。但如果私营部门以获取短期利润为

目标，将明显损害国家利益，因此规章制

度至关重要，它应该包括适当的准入标准，

包括英语。 

 

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编译者：吴桐 

 

 

 

 

 

纳米比亚：助学金不及时导致

大学生在古巴被困 

据《纳米比亚人》（Namibian）2019 年

6 月 3 日报道，很多在古巴学习的纳米比

亚人指责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将他

们丢在这个加勒比岛国，生活困难。目前，

约有 250 名学生在古巴不同的高等院校就

读，其中大部分(约 200 名学生)学习医学，

其余学生学习牙科。 纳米比亚和古巴在

2006 年签署关于奖学金项目的双边协议，

根据该协定，纳米比亚政府支付学生的学

费和住宿费，同时每月提供部分津贴。政

府还通过卫生部为学生提供医疗援助。这

些学生在接受《纳米比亚人》采访时表示，

奖学金协议规定，助学金每三个月发放一

次，分别是 8 月初、11 月初、2 月初和 5

月初，但他们上一次拿到助学金是在今年

2 月。他们的医疗保险也在 4 月 25 日到期，

目前还没有续期。 

奎雷卡·纳夫卡（Tuwilika Nafuka）是

医学奖学金的受益人，他上周三表示，一

名学生因患阑尾炎被紧急送往医院，但由

于医疗救助保险过期，他无法接受治疗。

纳米比亚驻古巴大使馆最初不愿卷入此事，

但最终还是支付了 2345 美元来支付这名

学生的医疗费。他们还表示，卫生部已经

收到了新的医疗救助周期（2019 年 4 月至

2020年 3月）的发票，目前正在安排付款。

卫生部人力资源主任哈德逊·西西尼泽

（Hudson Sisinyize）告诉学生们，“本财政

年度的预算尚未公布，因此目前没有资金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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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津贴。” 

纳米比亚卫生部却对这一情况显得轻

描淡写，称不存在“危机”。教育部的公共

关系一名官员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沟通，

也没有收到学生对他们的助学金的投诉。

“学生的津贴按季度发放。财政部目前正

在为未来三个月的付款做准备。在此期间，

纳米比亚驻古巴大使馆将负责处理任何医

疗紧急情况。”然而，学生们坚称，卫生部

没有就此事与他们沟通，他们对此事一无

所知。 

 

来源：纳米比亚人 

编译者：张秋旭 

 

 

 

 

 

国际教育组织：尼日利教师联

盟加强反对教育私有化和商业

化的运动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6月

4 日报道，尼日利亚教师联盟（Nigerian 

Teacher Union）表示决心防止市场营销人

员在教育中剥削穷人。这一声明是在 5 月

23 日由尼日利亚教师联盟、国际教育组织

和德国政治基金会——弗雷德里希-埃伯

特基金会(FES)合作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提

出的。 

论坛在阿布贾（Abuja）举行，来自尼

日利亚各州的 220 名尼日利亚教师联盟领

导人参加了论坛。参加论坛的还有来自教

育部、教师注册委员会、家长协会和尼日

利亚教育联盟的代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优质教育权：政府的责任”，旨在提高公

众对尼日利亚低成本盈利性教育的危险和

影响的认识。它还有助于提高教师、工会

领袖、政府官员和决策者对政府提供和保

障受教育权利的义务的认识。会议的目的

是制定一项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以阻止

国际桥学院在尼日利亚的发展和扩展。 

阿吉博耶（Ajiboye）教授代表教育部

长表示：联邦政府不支持教育商业化。不

过，他解释说，政府支持私营部门创造获

得公共教育的机会。尼日利亚教师联盟主

席 穆 罕 默 德 · 纳 斯 尔 · 伊 德 里 斯

（Mohammed Nasir Idrisassured）博士向与

会者保证，工会将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以阻止国际桥学院的进一步扩张。尼日利

亚教师联盟仍然致力于维护公众的优质教

育。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社会

和政策对话以加强非洲教师政

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4 日报道，让教师和教

育支助人员参与社会和政策对话是制定有

意义的教师政策的基础。为此，各国政府

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便与教师及其代

表进行有意义和制度化的社会和政策对话。 

由教科文组织协调的挪威教师倡议

（Norwegian Teachers Initiative）正在支持

各国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教科

文组织与国际教育组织共同组织了一次关

于该主题的区域论坛，并最终通过了一项

联合声明。这次为期两天的活动在阿克拉

举行，得到了教科文组织国家办事处的支

持，来自布基纳法索、加纳、马拉维和乌

干达这四个国家的约 100 名教育部、教师

工会和教师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各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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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于加强社会和政策对话方面的不同阶

段，并且背景和挑战各不相同，但人们普

遍认为，教师需要更密切地参与教师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该论坛为与会者提

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就社会对话的

条件、形式和模式以及在这四国进行社会

和政策对话的机会达成共识。 

挪威教师倡议旨在加强许多国际组织

已经开展的工作，改善主要国际机构和合

作伙伴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支持各国政

府实现 2030 年教育框架的目标 SDG4.c。

SDG4.c 旨在大幅度增加合格教师的供应，

包括通过国际合作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培训教师。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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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充实机会”不是重点班

学生的专属 

Enrichment Isn’t Just for Gifted 

Students 

在美国，小学和初中的每个年级大都

实行平行班级制度，而高中各年级则设置

不同水平的班级，如年级水平班级（grade-

level class）、荣誉快班（honors class）、大

学先修课程班级（Advanced Placement class，

简称 AP 班）和大学预科班级（college 

preparatory class）。所以，小学和初中教师

通常会对班级内的学生个体进行能力划分，

尤其会重点识别那些有学习天赋和需要特

殊教育的学生。因此，在高中阶段，由于

既有的班级能力水平划分，高中教师在走

进班级之前就已经假定班级内所有学生的

能力相当。譬如老师们会认为，AP 课程班

级的学生已经做好比年级水平班级学生迎

接更具挑战性学业的准备。 

然而，事实是高中教师们似乎都忽视

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班级设置制度主要

是基于学生入班前的学业考试分数，而并

不是他们目前的综合能力水平。所以，即

便是在之前考试中没有获得高分的年级水

平班级的学生，他们也可能具有从事更高

难度学业的能力。 

鉴于此，高中教师们需要改正观念，

应该正确认识到即使是在同等学生能力水

平的班级里，学生能力也是存在差异的，

应该公平一致地给予每个学生在其能力水

平上取得优异发展的“充实机会”

（enrichment opportunities）。这种“充实机

会”通过探究（inquiry）和学生自主选择

（student choice）的途径，能够给予每个学

生在课业之外拓展学习的机会，通常而言，

这些机会以往只是被提供给荣誉快班和

AP 课程班级的学生。 

为了激发所有高中学生的学习热情，

建议首先可以从英语课程入手，通过如下

四种活动方式来让“充实机会”惠及到所

有学生：第一，单元学习前的主题研究

（pre-learning research）；第二，单元学习

中的研讨会议（mid-point conferences）；第

三，单元学习后的主题研究（post-unit 

research）；第四，研究项目作品（a research 

project）。由此，希望美国的高中班级教学

能 够 超 越 以 往 的 演 绎 式 教 学 模 式

（deductive models of teaching），以一种指

示性的、教师驱动式的教学方法，使得所

有能力水平的学生都能够再次成为知识的

创造者、敢于质疑的思考者和学会学习的

学习者。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斯蒂芬妮·柯蒂斯（Stephanie Curtis），

是新泽西州的一名资深高中英语教师，有着 25 年

在高中各年级教学的经验。除了持有天才儿童教

育的资格证书外，她还持有社会研究和监督方面

的教学证书。艾德丽安·斯坦利（Adrienne Stanley），

有着 16 年的高中英语教学经验。在过去两年里，

她被美国非营利性组织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任命为英语语言与作文的大学先修考试的

评分者。 

 

Stephanie Curtis, Adrienne Stanley. Enrichment Isn’t 

Just for Gifted Students[EB/OL]. [2019-05-22]. 

https://www.edweek.org/tm/articles/2019/05/22/enri

chment-isnt-just-for-gifted-student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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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需求驱动型资助”政策下本科生辍学率上升 

More students are going to university than before, but those at risk of 

dropping out need more help  

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间，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需求驱动型资助”（demand driven funding）

政策，该政策不再限制大学招收的国内本科学生数量，其目标之一是提高学生，尤其是社会

经济背景较低的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率。过去十年，澳大利亚公立大学的入学人数激增。2017

年，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比十年前增加了 45%。 

近日，英国生产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对澳大利亚青年进行了一项纵向调查

（Longitudinal Surveys of Australian Youth （LSAY）），跟踪了大学生们在学校的最后几年到

25 岁之间的学习情况，分析调查数据并形成了“需求驱动型大学体系：好坏参半的成绩单”

的调查报告。报告对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计算并比较了资助政策颁布前后

招收的学生之间的差异，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资助政策颁布前后招收的学生的情况差异表 

 

定义 

实施“需求驱动型资助”政

策前没有机会参与高等教育

的学生 

实施“需求驱动型资助”政

策前就有机会参与高等教育

的学生 

 

 

 

 

 

 

特点 

ATRA 成绩低于 70 的

比率 

73% 

 

28% 

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

低的四分之一的比率 

32% 

 

15% 

 

来自偏远地区的比率 18% 25% 

是家庭中第一个上大

学的人的比率 

65% 45% 

 

来自政府学校的比率 60% 47% 

就读澳大利亚的 8 所

著名大学的比率 

11% 29% 

 

上大学之前参加过职

业教育训练的比率 

30% 10% 

倾向的专业选择 教育、信息技术、管理或商业 工程、自然和物理科学 

 

 

 

学习结果 

毕业率 68% 80% 

辍学率 22% 12% 

毕业后得到管理

或专业职位的比率 

59% 

 

64% 

全职工作率 75% 75% 

平均周工资 ＄1036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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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估计，目前每 10 名高中毕业生中就有 6 人在 22 岁前进入大学，而 2010 年这一

比例略高于 50%。但学生成绩较需求驱动资助政策前的峰值有所下降，学生的辍学率上升，

就业率下降。 

随着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会随之增加。与那些无论受资助与否

都要上大学的学生相比，资助政策之后招收的学生的总体成绩不那么理想，因此他们更有可

能辍学。即使完成了学业，他们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也比其他学生略低，他们面临

的就业风险更高。因此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这些有辍学风险的学

生。 

据报告分析，学术专业知识背景薄弱是学生群体之间存在学业参与度和成就差距的主要

原因。因此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几点措施以求降低学生辍学率，主要包括：1.安排学术背景较

弱的学生先读预科课程，然后再攻读学士学位；2.非全日制学生可注册成为全日制学生；3.

学生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时，建议进行课程辅导；4. 在教学学期开始第四周左右，检查

学生的学习进度。若发现学生不积极学习，或者有可能无法通过某门课程的考试，应该建议

他们在支付学费之前放弃这门课程。上述措施将保留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带来的好处，

同时也能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和风险。 

 

延伸阅读： 

ATAR：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排名（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即澳大利亚学生的“高考成

绩”。 

 

Andrew Norton .More students are going to university than before, but those at risk of dropping out need more 

help[EB/OL]. [2019-06-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students-are-going-to-university-than-before-but-

those-at-risk-of-dropping-out-need-more-help-118764.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安娜 

 

 

澳大利亚：学生需要更多创新的数学教学方法 

Students Want More Out-of-Box, Creative Approaches in Math Instruction  

一项针对 16-18 岁少年的调查显示，“开箱即用”（上手即可操作）、以幽默的方式、

以科学项目和竞赛驱动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教学活动等可以提高学生对 STEM 教育

的兴趣。 

近六成的受访者（57%）表示，吸引学生对 STEM 感兴趣的最佳方式是使用“开箱即用、

创造性”的教学实践，并使其参与科学项目和竞赛；有将近半数（49%）受访者建议使 STEM

教育“与现实生活相关”；有三分之一（34.5%）的受访者建议在课堂上引入更多技术；有 32%

的受访者建议通过视频或项目增加 STEM 教育的趣味性。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students-are-going-to-university-than-before-but-those-at-risk-of-dropping-out-need-more-help-11876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students-are-going-to-university-than-before-but-those-at-risk-of-dropping-out-need-more-help-11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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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帮助学生提高数学技能的不同方式 

此外，如上图 1 所示，对于提高学生的数学技能方面，34%的受访者认为教师可通过“为

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帮助”；28%的受访者认为教师可通过“用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数学

问题”；11%的受访者认为教师可通过“在课堂上使用更多技术”；10%的受访者认为教师

可通过“开展与数学有关的课堂游戏”；9%的受访者认为教师可采用“促进团队合作”的

方式。 

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简称 SIAM）数

学建模挑战赛(MathWorks Math Modeling Challenge，简称 M3)项目主任米歇尔•蒙哥马利

（Michelle Montgomery）说道：新一代对科技和社交媒体熟悉的学生习惯了更具创意性、娱

乐化和技术性的信息共享方式，如通过Facebook、Snapchat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提供STEM

的相关信息不仅可增加他们的兴趣，还可提高他们的相关技能和学习这些技能的毅力。非传

统教学方法可更好地与当代学生产生共鸣，提升其学习的内在驱动力。 

 

延伸阅读： 

STEM 教育： STEM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

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STEM 课程重点是加强对学生四个方面的教育：一是科学素养，即运用科学

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地球空间科学）理解自然界并参与影响自然界的过程；二是技术素养，

也就是使用、管理、理解和评价技术的能力；三是工程素养，即对技术工程设计与开发过程的理解；四是

数学素养，也就是学生发现、表达、解释和解决多种情境下的数学问题的能力。 

 

Dian Schaffhauser. Students Want More Out-of-Box, Creative Approaches in Math Instruction [EB/OL]. [2019-04-

24].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4/24/students-want-more-outofbox-creative-approaches-in-math-

instruction.aspx  

信息来源：期刊网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技术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Does Technology Help Boost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在学校教学和学习中使用电子技术真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吗？还是其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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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坚持的有害于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久前，美国非营利性组织重启基金会（Reboot 

Foundation）对此开展研究并发布研究报告。 

该基金会对国际测试（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和美国全

国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的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在 PISA 测试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技术使用会对学生学业成绩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一些证据还表明它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学业成绩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相

比之下，NAEP 的数据分析结果更为复杂。在 NAEP 里，技术使用是否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取决于学生所在的年级水平、考试类型和所使用的技术类型。

例如，使用电脑开展阅读研究项目的学生会在 NAEP 的阅读测试中得分更高；但利用电脑进

行拼写或语法练习并不会产生太多积极影响。 

更为具体来看，NAEP 数据显示，在“所有或几乎所有”课堂上使用“平板电脑”的四

年级学生在 NAEP 阅读测试中的得分比那些“从未”在课堂上使用过“平板电脑”的学生低

14 分，相当于一年的阅读学习成果。然而，在“一些”课堂上使用过“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

脑”的四年级学生在 NAEP 阅读测试中的得分要比那些“从未”在课堂上使用过这些电子技

术设备的学生高 13 分，也相当于一年的阅读学习成果；此外，在“超过一半”或“几乎所

有”课堂上使用过“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的四年级学生在 NAEP 阅读测试中的得分要比

那些“从未”在课堂上使用过这些电子技术设备的学生高 10 分，可见，在电脑上花费太多

时间并没有更多的帮助。所以，再具体到技术花费时间，NAEP 数据显示，各种四年级学生

在不同贫困级别的学校里花费在电脑上的时间同他们的 NAEP 阅读分数存在负相关，如下

表所示，学生花费在电脑上的时间越长，NAEP 阅读分数越低。 

 

 

 

 

 

 

 

 

 

 

 

表 1 不同贫困级别的四年级学生 NAEP 阅读分数与花费在电脑上的时间表 

因此，该研究的作者最后总结道：“就整体而言，技术使用实际上还会降低学生的阅读、

数学和科学等科目的测试分数……要求学生每天花一大笔时间在 Microsoft Word 上打字，并

不会帮助提升孩子的高阶思维技能。” 

 

Alyson Klein. Does Tchnology Help Boost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EB/OL]. [2019-06-

06].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DigitalEducation/2019/06/technology-reboot-critical-thinking-NAEP-

PISA.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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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并非所有的学校反

欺凌项目都能奏效 

Not Every School’s Anti-Bullying 

Program Works 

校园欺凌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后

果，致使受害者患上抑郁等精神疾病、自

残甚至自杀。为了解决校园欺凌问题，众

多学校纷纷开展了反欺凌计划和运动。校

园反欺凌项目形式多样。例如，包括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在内很多国家的反欺凌项目

都强调了同龄旁观者在反校园欺凌中的作

用。使用旁观者理论解决校园欺凌的问题

可追溯到 2001 年的一项研究《欺凌行为中

同伴干预的自然主义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 of peer interventions in 

bullying）。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了 58

位 6-12 岁在校园欺凌中介入的儿童。如果

在欺凌过程中有同伴介入，则多数校园欺

凌会被终止（57%）。从那以后，很多学校

的反欺凌项目都会强调旁观者的作用。 

虽然学校的意图是好的，但有些反欺

凌项目的效果被高估了，某些类型的反欺

凌项目甚至可能会使校园欺凌现象变得更

加严重。2010 年的《学校项目减少校园欺

凌的有效性:一项系统、元分析的回顾》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programs to 

reduce bullying: a systematic and meta-

analytic review）认为，基于旁观者理论的

反欺凌校园项目虽然会产生一定效果，学

校反欺凌项目将受害和欺凌的程度降低了

20%，网络欺凌也会有类似的减少，但有时

也可能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原因可能有以

下两方面：首先，在旁观者插手之后，研

究者对其效果进行判定，但是研究者无法

判定校园欺凌行为是否在第二天死灰复燃，

短期内看起来有效的欺凌干预行为长期来

看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其次，自发的旁

观者行为和学校鼓励的旁观者行为也存在

差异。在自然情境下能对校园欺凌行为出

面制止的学生会对自己的能力做过一个评

估，并判断有能力去制止这种校园欺凌行

为。但作为学校项目鼓励的旁观者，在面

对校园欺凌行为时，如果没有对自身能力

进行准确评估就参与到事件中，如果能力

不够的话，反而会引起欺凌行为的实施者

更加疯狂的欺凌行为或者报复行为，从而

使情况变得更糟 

关于有效和无效旁观者行为的差异及

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学校需要慎重使

用旁观者行为作为对校园欺凌的干预方法。 

 

Karyn Healy. Not Every School’s Anti-Bullying 

Program Works[EB/OL]. [2019-05-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ot-every-schools-anti-

bullying-program-works-some-may-actually-make-

bullying-worse-116163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南晓鹏 

 

 

如何实现迁移学习 

How Can Mindfulness Teach 

Surface, Deep, and Transfer 

Learning? 

“迁移学习”是指把从别处学得的知

识迁移到新场景。目前，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ning）已经成为继表面学习（surface 

lear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之后，

每位教师的终极教学目标。它的基本理念

是引导学生从他们的学习中找到与外部广

阔世界的关联。它对学生学业学习的重要

意义是，通过熟悉的模式来帮助学生解锁

新的陌生情境。具体而言，当学生在课堂

上遇到问题时，或者当他们自学时，通过

迁移学习，他们能够调度先前的知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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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帮助解决新的问题，并最终克服困难。 

虽然关于迁移学习的研究已经有些年

头了，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迁移学习还

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然而，迁移学习的重

要性毋庸置疑。“如果学生到达了迁移学习

的层面，那么可以说学习过程本身就已经

完成了”。所以，教师到底应该怎样帮助学

生进行迁移学习呢？ 

 

 

 

 

 

 

 

 

 

 

 

 

图 1 表面学习、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 

正确认识迁移学习的关键点是要意识

到事实（facts）和话题（topics）是不可迁

移的，即事实和话题不能被直接地迁移到

新的情境中。每当人们试图将先前已有的

认知从一个情境里转迁到另一个情境里，

事实上是在进行抽象的概念（concepts）层

面上的迁移。所以，迁移学习要做到帮助

学生进行概念迁移（conceptual transfer）。

概念迁移的实施有下面几个步骤：（1）意

识到可能会被用到的概念；（2）调动已有

的关于该概念的理解或经验；（3）确定先

前的概念理解或经验在新情境中能够被运

用的程度；（4）基于新情境，修改并完善

概念理解。 

 

Peter DeWitt.  How Can Mindfulness Teach 

Surface, Deep, and Transfer Learning?[EB/OL]. 

[2019-05-12].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finding_common_

ground/2019/05/how_can_mindfulness_teach_surfa

ce_deep_and_transfer_learning.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发挥大学在暑期教育中

的作用 

What Advice Articles Miss about 

‘Summer Loss’ 

父母对于子女在暑期成绩下滑的担

忧无可厚非。众多网络文章和早间谈话节

目往往建议父母通过为孩子购买读物、使

用在线资源等家庭措施来补足孩子浪费暑

期的学习时间，但这些商业性的宣传却忽

略了父母的经济能力、受教育程度、识字

水平和网络技术访问水平的差异性。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阅读

与语言领域的教授凯莉·钱德勒·奥尔科

特（Kelly Chandler-Olcott）指出，暑期成

绩下滑的解决方案不应主要落在学生及其

家庭身上，相反，学校应该努力响应社区

对于暑期学习的需求并提供积极的支持。

美国全国暑期学习协会（The National 

Summer Learning Association）调查发现，

如果学校能在暑期提供学习课程，51%的

未对孩子进行过暑期教育的家庭愿意积极

加入其中，因而，学校提供暑期学习支持

有助于解决所谓的暑期成绩下滑的问题。 

奥尔科特教授曾连续四年担任雪城

大学暑期写作学院的院长，该学院在暑期

免费为当地初中毕业生提供为期三周的写

作课程以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高中，同时

积极从参加组织工作的志愿者中吸收固定

员工以提高学院在指导学生写作方面的专

业性。学生通过手写或电子输入的方式完

成个人写作任务及合作写作任务，学院教

师也重视同龄人合作，并设计适合当地社

区优势的写作课程。 



 

 

World Education News Jun.2019 No.83 

14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6月 第 11期 实践探索 

此外，田纳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等学校的部分学者也联合发起了

一项学生暑期学习项目，在 17 所高贫困率

学校中随机选中 852 名学生，连续三年在

学年末向其赠送供暑期阅读的自选书籍，

并随机挑选 478 名未得到赠书的学生作为

对照组，观察两组学生在暑期学习表现中

的差异。结果发现，获得赠送书籍的学生

在暑期学习中的表现明显比对照组学生更

好。 

尽管学校提供的暑期学习支持会花

费一定的资金，但如果这些项目能够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并让授课教师不断提

升相关教学技能，这些花费就是值得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暑期成绩下滑是基

于“学习是线性的”观点而产生的，它用

成绩测试的表现来衡量学生的收获，我们

也需要谨慎对待这些数据。 

 

Kelly Chandler-Olcott. What Advice Articles Miss 

about ‘Summer Loss’. [EB/OL]. [2019-06-1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advice-articles-

miss-about-summer-loss-118430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希 



 

 

World Education News Jun.2019 No.83 

15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6月 第 11期 会议信息 

 

【2019.10.25-26】2020 年德国

国际教学、学习和电子学习学

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E-

learning in Dresden, Germany 2019 

 (IAC-TLEl in Dresden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5-26 日 

会议地点：德勒斯登 德国（Dresde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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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ech Institute of Academic Education） 

会议内容： 

在信息化时代，教学与学习的问题也

发生了新的变化，电子学习的重要性愈发

凸显。2020 年德国国际教学、学习和电子

学习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E-

learning in Dresden, Germany 2019（IAC-

TLEl in Dresden 2019)）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德国德勒斯登（Dresden, 

Germ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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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有效教学法（Effective Teaching 

Pedagogies ）、 学 习 风 格 与 学 习 成 果

（Learning Styl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教育

管理（Educational Management）、 工程与

科 学 研 究 （ Engineering and Sciences 

Research ）、 继 续 教 育 （ Continuing 

Education ）、 富 有 想 象 力 的 教 育

（Imaginative Education）、教育游戏与软件

（Educational Games and Software）、信息

通信技术教育（ICT Education）、电子学习

（E-Learning）、移动应用程序与学习

（ Mobile Applications and Learning (M-

learning)）、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 网 络 技 术 （ Internet 

technolog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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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C-TLEl in Dresden 2019 会议录用的

文章将发表到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IAC in Dresden 2019", ISBN 978-80-88203-

13-1）中，可以被捷克共和国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Google books 和 EBSCO 等检索。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

2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

scientific.cz/inpage/conference-dresden-iactlel-2019 

[2019-6-20] 

编译者：鲁春秀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