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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领域的雇佣存在 

更多偏见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ucation）2019 年 6 月 7 日报道，一项新

的研究发现，在科学领域的雇佣中存在对

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歧视。尽管这项研究是

关于博士后的，但它对整个学术界都有重

要的意义。  

2012 年的一项重大研究显示，自然科

学领域在雇佣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偏见：

男性和女性科学家都对虚设的实验室经理

职位的本科女性候选人存在歧视，而这些

女性候选人的简历与男性候选人相同。科

学家们认为女性的能力较差，甚至建议女

性比男性的薪酬低得多。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随后在科学领域进

行了基于种族偏见的类似实验。但由于参

与者（其中许多人对她早期的工作很熟悉）

猜到了她在做什么。为了避免损害数据，

她放弃了这个项目。多年后，另一组科学

家成功地开展了一项关于科学领域雇佣种

族偏见的研究，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博

士后研究人员。该实验还包括性别，以了

解种族和性别偏见是如何交叉的。与他们

的假设相一致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当科

学家们被要求考虑资历相同但名字不同的

假想博士后候选人时，他们对一系列刻板

印象进行了处理：女性或男性，以及白人、

黑人、亚裔或拉丁裔。 

尽管如此，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

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即在1到9的范围内，

对于雇佣谁或者谁有能力，生物学家并没

有歧视女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认为，

女性名字的候选人比男性更讨人喜欢。物

理学家们认为男性候选人比女性候选人更

有能力，更值得聘用；亚裔和白人候选人

比黑人和拉丁裔候选人更有能力，更值得

聘用。黑人女性和拉丁裔男性候选人在物

理方面的得分也明显低于其他所有候选人。

在生物学方面，教员评分员认为亚裔候选

人比黑人候选人更有能力、更值得聘用，

也比拉丁裔候选人更有吸引力。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剑桥大学为弱势学生 

提供额外入学名额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

2019 年 6 月 9 日报道，剑桥大学的科珀

斯·克里斯蒂学院（Corpus Christi）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为弱势学生创造 30 个额外入

学名额。获得额外入学名额的学生需要在

入学首年之前完成为期三周的住宿制“桥

接课程”（bridging course）。据悉，这将是

半世纪以来该学院最大规模的扩招——扩

招比例约为 15%。 

该计划最早由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凯

利（Christopher Kelly）教授提出，并获得

了学院委员会和一些教授的支持。类似的

课程还将推广到剑桥大学其他三所学院。

按照计划，获得入学名额的学生必须符合

剑桥大学的入学标准，并且在第一学期之

前将获得三周的额外学费。第一学期将专

注于培养“关键学术技能”，如论文写作技

巧等。 

凯利教授表示，该计划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公开的。获选者或是来自贫困家庭，

或是所处群体代表性不足。对此，学生办

公室的发言人表示，英国大学在处理弱势

学生的申请时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据报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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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牛津大学在 2016 年宣布增加 10%的

名额以扩大弱势背景学生所占比例。而在

今年夏天，剑桥大学计划拨出 100 余个额

外名额专门用于招收贫困家庭或地区的学

生。 

 

来源：每日电讯报 

编译者：黄秦辉 

 

英国：研究发现，托儿所的 

选择对学习影响更大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

2019 年 6 月 11 日报道，在纳菲尔德基金

会（Nuffield Foundation）的资助下，伦敦

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查看了 2003 年至

2016 年间英国约 3000 所中学的数据，通

过控制学生性格等变量后发现，与学校相

关的成绩差异低于儿童之间总差异的 10%，

这意味着，学校对学生成绩差异的贡献实

际上“相对较小”。此外，学校间的竞争（以

每所学校 5.5 公里内的学校数量来衡量）

在学生成绩差异中所占比例高达 7%，而生

师比（学校资源状况的一个指标）仅占 1%。 

研究助理戴维 •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表示，虽然特定的学校活动（如

由学校主导的学习计划）可以影响孩子的

学业成绩，但相比之下，高质量的早教投

资或家长干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同样地，去年，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

人员调查了就读于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的学生的基因差异，然后分析了他们的

GCSE 成绩并发布报告。报告称，上文法

学校或私立学校的孩子更有可能在考试中

取得好成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学校环境。伦敦

大学学院定量社会科学系主任亚历克斯•

布赖森（Alex Bryson）教授补充道：“学校

仍然很重要，但其影响被我们高估了。” 

 

来源：每日电讯报 

编译者：徐佳 

 

德国：联邦政府首次提出国家

继续教育战略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12 日报道，随着社

会的发展，国民的工作和生活也更讲求效

率、数字化、专业化。在联邦教育和研究

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和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的支持下，德国政府第一次提出

了 国 家 继 续 教 育 战 略 （ Nationale 

Weiterbildungs Strategie），作为稳固德国经

济实力的先决条件。 

该战略的目的在于加快促进继续职业

培训和确立社会终身学习的理念。目前，

联邦政府、各州、商业界、工会和联邦就

业局正在合力为新的继续教育文化奠定基

础。联邦教研部长安雅•卡尔利泽克（Anja 

Karliczek）在柏林发表讲话：“国家继续教

育战略是德国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的里程

碑。我们希望在德国发展真正的继续教育

文化。持续的职业培训必须成为未来日常

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为此，教研部长介绍了未来即将投入

的一系列努力：首先，他们将在“数字平

台职业继续教育”创新竞赛中开发互动学

习平台，为终身学习提供低门槛访问的机

会；其次，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培训，

他们将大幅增加职业培训基金；最后，为

了增加没有专业资格认证人员的就业机会，

他们将全面扩展无专业资格认证人员的能

力评估和认证程序，并努力在整个德国范

围内有效地确定这一验证程序。 

对此，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胡

贝图斯•海勒（Hubertus Heil）强调：“如果

我们想搭上数字化转型的这趟顺风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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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必须在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资

金。这是为了保障工人的就业，防止广大

工人在社会转型期失业，同时稳固工人专

业技能的关键。”他认为国家继续教育战略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实地为社

会提供了动力和具体的措施。例如，明确

了职业资格的基本要求、联邦就业局进一

步加强培训建议以及促进区域一级的进一

步培训。除了加强培训以外，德国各界也

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继续教育文化，将继

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视为生活的自然组成部

分。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在社会转型期的

工人加强职业技能。 

对于该战略的实施成果，联邦教育和

研究部和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已委托经

合组织，通过出具德国职业继续培训的国

家报告，为战略实施过程提供技术支持。

该报告预计于 2021 年提交。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加拿大：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数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满意”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al News）

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7 日报道，根据一项

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的大多数父母都对孩

子的教育“满意”。这是因为教师与该省签

订了新的合同协议。 

该研究于 5 月 20 日至 28 日在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对 700 名幼儿园、小学或高中

学生的父母进行在线调查，研究解雇根据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年龄、性别和

地区人口普查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加权得

出。调查发现，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

孩子在教育系统中的经历“非常积极”或

“中度积极”。大多数家长表示，他们对孩

子的教学质量表示“非常满意”或“中度

满意”，满意比例具体为：英语（73%），科

学（72%），社会学习（72%），数学（68%）。 

据接受调查的人士称，大班教学是教

育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21%的受访者认

为这是一个问题；16%的受访父母提到“教

师短缺”，15%的人认为是“学校和欺凌行

为缺乏安全性”。教育系统在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研究公司总裁马

里奥·坎塞科（Mario Canseco）说，“大型

班级规模在北部地区是一个巨大的焦虑问

题，而南部地区的居民则是指向官僚主义

和管理不善。” 

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78%的受访者

反对为该省的精英或预科私立学校提供纳

税人资金，其中 60%的人表示强烈反对这

一想法。该省的所有私立学校都接受公共

资助或按生均计算，大多数私立学校还收

取额外的学费。哥伦比亚省公共教育研究

所（Public Education BC）执行主任桑德

拉·马西森（Sandra Mathison）说：“鉴于

民众对精英私立学校的公共补贴的压倒性

反对以及充分资助公共教育的重要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应立即停止这些补

贴。” 

 

来源：加拿大环球新闻 

编译者：许恬 

 

 

 

 

日本：日本大学共通测试英语

听力比重由 20%增加到 50%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6 月 7 日报道，日本大

学考试中心公布了即将于 2020 年正式实

施的大学入学共通测试的分数设置等信息。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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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科目的分数与现行的大学中心考试并

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在英语项目上，分数

设置调整为听力和阅读各占 100 分，总分

200 分。现行大学中心考试中的英语项目

为满分 250 分，其中“笔试”占 200 分，

“听力”占 50 分。从这次分数调整可以看

出，即将实施的大学入学共通测试更加重

视英语阅读与听力的平衡。 

大学入学共通测试为了测验学生听、

说、读、写四项能力，引入了民间英语测

试作为大学入学共通测试英语成绩的参考

项目。然而考虑到英语测试方式的大规模

改革难以被快速接纳，日本大学考试中心

将继续实施英语“听力”和“阅读”考试

直到 2023 年。各个大学可以采用考试中心

与民间测试的成绩之一，或者二者成绩的

结合来考察学生的英语能力。 

本次公布的信息仅限于考试中心实施

的大学入学共通测试的分数配置。至于合

格分数线的划定，英语科目与其他各个科

目相同，均委任给各个大学自行判断和决

定。第一次大学共通测试将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和 1 月 17 日举行。大学共通测试的

成绩将于 2021 年 2 月 9 日起提供给私立

大学，于 2 月 11 日起提供给国立与公立大

学作为录取学生的参考。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澳大利亚：农村学校提高学生

成绩的措施 

据 2019年 6月 12日《布里斯班时报》

（Brisbane Times）报道，目前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的农村学校正在采取措施以吸引

高质量的教师，利用技术提供更广泛的科

目，并与邻近学校联合，以改善所有学生

的体验。 

一是提高学生的职业发展志向。一项

国家教育伙伴关系的倡议帮助学生们向政

府等主要利益相关者提出问题，并强调“农

村激励”概念，将成功人士与他们相关的

城镇联系起来，并在网上分享他们的故事。

二是共享资源。在维多利亚州的纳撒利亚

（Nathalia）小镇，把当地中学和天主教中

学的教学科目都集中在了一起为给学生更

多的选择以培养学生更多的兴趣爱好明确

职业发展方向。三是教师的激励政策。在

凯尼瓦学院（Kaniva College）工作的教师

们，也会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奖励，这所学

校是维多利亚州为数不多的拥有教育部教

师之家计划的学校之一，该计划提供租赁

房产，作为吸引教师到偏远农村地区的激

励。同时还为毕业生提供高达 11000 美元

的奖励，吸引他们进入弱势学校。四是利

用教育技术。维多利亚州的虚拟学习网络

从 2010 年以来，能够允许学生访问教学视

频、在线联系并通过一些学习平台，如：

Skype，将学生和老师联系起来，目前大约

有 3000 名的学生正在参与高中虚拟课程。 

对于最后一项措施，安德鲁斯政府承

诺将拨款 2270 万美元，通过维多利亚远程

教育中心（Distance Education Centre）、维

多利亚虚拟学习网络（Victorian Virtual 

Learning Network）和维多利亚语言学校

（Victorian School of Languages）改善虚拟

学习。 

 

来源：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者：吴桐 

 

 

 

 

尼日利亚：盲人学校运转困难 

据尼日利亚《高级时报》（Premium 

Times）2019 年 6 月 3 日报道，吉加瓦

（Jigawa State）州立盲人学校几乎无人就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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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名官员表示，视障儿童更喜欢乞讨

上学。这所学校成立于 2013 年，旨在为全

州的盲人儿童提供服务。该寄宿制学校位

于 都 泽 市 政 府 辖 区 （ Dutse Local 

Government Area）内的李玛瓦（Limawa）

社区，主要招收基础教育学段的盲童。副

校长海森尼·马哈茂德（Husseini Mahmud）

说，这所位于国家首都杜西的学校有 66 名

学生正式注册了，然而却只有住在附近的

10 名学生来上学。马哈茂德表示，目前初

中有 4 名学生，小学有 6 名学生，初中学

生将在初中毕业后转到高中。 

国家基础教育委员会主任阿哈桑·马

克（Alhassan Marke）指出出勤率低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乞讨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利可

图，或者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盲人没有成

为社会的榜样….盲人学校面临的主要挑

战是招生。有些盲人认为这所学校很陌生，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注定要乞求

生存的人。”州政府和关键利益攸关方正在

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让盲人了解学校在

该州的存在的必要性。然而，该校副校长

马哈茂德补充道，尽管这所学校是一所寄

宿学校，但没有为学生提供食物的规定，

这可能会让儿童望而却步。马克先生声称

学校从一开始就为盲童准备了所有需要的

教材。  

马哈茂德说：“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

推移，管理这所学校很困难，因为没有来

自当局的资助。学校正常运转的主要制约

因素是食物供应和人手不足。”然而，《高

级时报》采访了视力受损的青少年，他们

发誓要逆流而上，通过教育实现梦想。16

岁的玛丽亚姆·阿达穆（Maryam Adamu）

视力受损，她现在是初中二班的学生，她

说：“我的抱负是继续深造，回到学校教书，

因为我知道学校缺少老师。” 

此外，德国非营利组织“德国基地使

命”（German Base Mission）的办公室官员

阿巴利斯·达萨特（Abalis Dasat）表示，

该机构已经为该州中小学的学生和学生实

施了 906 例白内障手术。他补充说，全州

共有 764,504 名学龄儿童接受了眼部缺陷

筛查。 

 

来源：尼日利亚高级时报 

编译者：张秋旭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马尔代夫

成为第 68 个加入全球教育 

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国家 

据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10 日报道，马尔代夫已加入全球教

育合作组织（GPE），作为第 68 个发展中

国家伙伴继续发展和实现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非常欢迎马尔代

夫的加入。”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首席执行

官爱丽丝·奥尔布赖特（Alice Albright）说，

“我们将与马尔代夫政府合作，确保所有

儿童都能获得他们所需要和理应得到的教

育，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期待着帮

助政府加强教育体系，这样国家的年轻人

就可以掌握技能，帮助他们在 21 世纪的劳

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 

“成为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发展中国家

合作伙伴是马尔代夫为加强教育承诺而采

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马尔代夫教育部长

艾沙特·阿里（Aishath Ali）博士说，“教

育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动力。我们认

识到从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我们高度重视与全球教育合作组织以及其

他合作伙伴的合作，这有助于我们实现教

育目标。” 

在过去一年中，全球教育合作组织为

马尔代夫提供了 50 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制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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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019-2023 年的综合教育部门计划。该

计划最近得到了马尔代夫政府的批准，并

得到了发展伙伴的认可。计划的重点是：

将高质量的免费教育扩展到所有从学龄前

到 12 年级的马尔代夫儿童；提高教学质

量、课程材料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教育部支持整个群岛优质学校教育的能力。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国际教育组织：优质全纳公共

教育是消除童工的关键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12 日

报道，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世界反童工日

之际，国际教育组织秘书长大卫·爱德华

兹（David Edwards）强调，“优质全纳公共

教育是消除童工的关键。”在世界各地，教

育工会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国际教育组织在特定领域与当地社区

密切合作，在 10 多个国家和 3 大洲的分支

机构在目标学校开展工作，使儿童失业并

重新接受教育，其中减少缺勤率和辍学率

是他们工作的重点。爱德华兹说：“其他分

支机构正计划尽快启动童工和全纳教育项

目。”工会的实践项目包括为教师和学校领

导开设的专业发展课程，重点是以儿童为

中心的教学法和主动学习技巧。教师可以

更好地了解什么是童工以及如何识别面临

风险或处于童工状况的儿童。 

吸引和留住学校儿童是消除童工现象

的重要举措。通过鼓励参与、奖励成绩、

提供额外的学术支持、扩大课程范围、纳

入实践技能和运动与艺术等措施，以期更

好地留住学生。多利益攸关方倡议也是减

少童工的关键。例如，在马里，通过乡村

童工监督委员会来进行监督，主要包括国

际教育组织附属机构、学校管理委员会、

家长教师协会、母亲协会等。委员会主席

由传统的村长担任。 

国际教育组织正与其成员组织一起参

加世界反对童工日的庆祝活动。爱德华兹

说，这些教育工会积极致力于终结童工现

象，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所有的教育计

划都集中在女童身上，以克服她们留在学

校时面临的障碍。学校采取行动确保其上

学途中的安全，并通过月经管理向女孩提

供支持和帮助。教师确保女孩树立积极的

榜样，努力抵制早婚传统，克服根深蒂固

的社会耻辱感，使怀孕女孩、年轻母亲和

年轻遗孀能够留在学校或重返学校。监测

小组教师说到：“这里许多埃及女孩在 14

岁时就结婚。这是不合法的，但他们还是

结婚了。因此，女孩们在 13 岁或 14 岁时

就因为家庭的心理而辍学了。” 

从事儿童权利和教育质量的工作也为

工会带来了好处。他们报告说，该工作改

善了与地方和地区教育当局的关系，提高

了地方政府的知名度，会员数量也有所上

升。改善劳动关系还可以更快地解决就业

问题，为建立伙伴关系、社会对话提供了

新的机会，并就有关征聘和基础设施的问

题进行了联合宣传。国际教育组织将继续

支持工会的工作，以促进优质全纳教育和

终止童工工作。它还将有助于促进工会与

民间社会伙伴之间的交流。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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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未来大学的三大支柱 

The three things universities must do 

to survive disruption 

全球通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与此同时，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机会，

使得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获取专

业知识，让人们得以在方寸之间就接触到

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人员、实践者和大学精

英。 

目前的大学课程设置要求学生在规定

时间之内，如一学期的 10-15 周，完成一

定数量的学习课程。然而这种“座位时间”

的学习模式已经过时了。当前，参加颁发

证书类或微型学习单元组成的课程日益成

为新一代大学生首选的学习方法。因此，

澳大利亚的大学需要尽快转型，促进学习

课程的创新，并接受互联网技术提供的服

务。目前，一些大学已经加入了这一行列，

拥有包括创新中心、微证书在内的新型学

术产品以及越来越多的在线教学服务。 

因此，在现在的信息技术时代，如果

大学能够超越价值主张和营销噱头，重新

定义自己，并充分利用以下三个关键支柱，

大学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支柱 1：增加高等教育参与机会，扩大

高等教育影响力。参与任何短期课程、模

块课程、证书颁发类或学位获取类课程的

学生都应该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学习，将

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并采用恰当的评价方

式以促进学习。 

支柱 2：促进人工智能与伦理道德的

融合。大学教育应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

过程中嵌入多种机会，以促进人工智能与

伦理、历史、艺术、哲学与道德的融合。 

支柱 3：扩大学生访问。终身学习要求

我们所有人在智力和专业上都保持灵活性，

因此大学必须为学生提供更多进入高等教

育的机会，不断进行知识推广，使更多学

生获得新颖的学习体验。 

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系统的日益

成熟，传统说教式的教学将变为旁枝末节。

智能工具可以实现跨学科、动态式、交互

式的个性化学习。因此，大学要重新思考

教育的目的，以人性化的方式融合艺术和

科学，真正做到跨学科教育；学期制将被

个性化的随需学习所取代，以充分尊重学

生的学习意愿；教师们将以创造性的方式

培养人才，拥抱人工智能与混合现实学习

体验；大学要为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

做好准备。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约翰·费舍蒂（John Fischetti）是纽

卡斯尔大学教育系主任，曾任院长、博士项目协

调员、卓越教学中心助理主任、大学讲师和研究

员，35 年来致力于课堂学习改变、教学和评估。 

 

John Fischetti. The three things universities 

must do to survive disruption[EB/OL].[2019-06-1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three-things-

universities-must-do-to-survive-disruption-117970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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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教师比普通人更加沮丧和焦虑 

Teachers Are More Depressed and Anxious Than the Average Australian 

佩塔·斯特普尔顿（Peta Stapleton）是澳大利亚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的一名心

理学副教授，她主持开展的一项研究匿名调查了 166 位年龄为 22-65 岁的澳大利亚教师的健

康状况，记录了关于受访者的工作量、工作环境、财务状况和压力来源等信息，发现超过一

半的澳大利亚教师患有焦虑症，近五分之一的教师感到精神沮丧。 

调查数据显示，约 18%的受访教师的症状符合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的标准，近 62%的受

访教师符合中度至重度焦虑的标准，近 20%的受访教师患有严重焦虑症；56%的受访教师符

合中度至重度躯体症状性障碍的标准，包括疼痛、恶心、头晕和昏厥。更令人担忧的是，还

有 17%的受访教师存在酗酒或酒精依赖的问题。以上的调查数据比例均高于澳大利亚全国

的平均标准（约 10%的澳大利亚人经历抑郁，13%的人经历焦虑，5%的人被诊断为患有物质

使用障碍，7%的人被诊断出患有躯体症状性障碍）。 

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更容易受到与职业相关的压力、倦怠和心理困扰的影响。在调查

中，研究者请受访者列举生活中感到最有压力的事情，下面图 1 的“词云图”展示了教师提

及的一些词语的频率（字体越大表明被提及频率越高），其中“工作”一词被提及的频率是

最高的。 

 

图 1 教师的主要压力来源词云图 

长期的压力会给人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面临长期精神健康疾病的风险。研究指出，

缺少教育资源、同事和家长带来的挑战、工作负荷、时间压力、学生行为的挑战等都是导致

教师压力和职业倦怠的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或者加剧教师们现有的精神健康问题。 

以往的相关研究表明，员工较高的工作精力需要与高的工作回报相匹配。当员工对日常

工作的安排和灵活性更有控制力，并且可以及时得到需要的帮助时，其工作表现将更好。如

果国家能够为教师提供福利计划，无论是帮助其实现专业发展、获得健身会员资格还是提供

托儿服务，都将对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教师处于教育系统的最前沿，对

实现学生的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应提高教师待遇、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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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佩塔•斯特普尔顿（Peta Stapleton）博士是澳大利亚的注册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在相关领域已拥有 25

年的研究经验。自 2012 年以来在格里菲斯大学工作了 15 年，现在在邦德大学担任心理学副教授。佩塔的

研究专注于补充和替代健康方法、饮食失调问题、女性健康和青少年问题等。佩塔在领域内获得了许多荣

誉，包括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伊莱恩·迪格南奖、美国哈维贝克研究能源心理学研究奖等等， 2018 年佩塔凭

借其在线提供的减肥治疗计划，被评为“黄金海岸女性商业创新和技术奖获得者”。 

 

Peta Stapleton.Teachers Are More Depressed and Anxious Than the Average Australian[EB/OL].[2019-06-0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chers-are-more-depressed-and-anxious-than-the-average-australian-117267.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教师职业存在的三大问题 

Teachers Around the World Say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Jobs 

一项最新的全球调查研究显示，美国教师同世界其他国家教师一样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

意，但也同时揭露了美国教师职业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工作时长、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 

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对全球 48 个教育系统开展了一项名为《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的调查项目（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调查对象涉及 15 万名中学教师和 9000 多名中学

校长，调查内容主要围绕教师的工作条件和专业实践。就美国而言，有 2560 名 7-9 年级教

师和 165 名同年级校长参与了调查。结果发现，虽然美国教师与世界其他国家同行一样对自

己的工作表示满意，但与世界同行的对比结果却显示出当下美国整个教师职业存在的问题： 

第一，工作时长。美国教师平均每周工作 46.2 个小时，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 38.3 个小

时，仅次于日本和哈萨克斯坦。据美国教师们报告，大部分工作时间（约 28 小时）被用于

教学，而非行政工作或专业发展，这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 个小时）；此外，每周还需花

费约 7 个小时进行备课，5 个小时评改学生作业，3 个小时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第二，工资待遇。自 2018 年年初以来，因工资停滞不前和学校经费缩减而引发的教师

罢课运动此起彼伏。该调查询问教师如果教育预算增加，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结果不出所料，近 70%的美国教师认为是提高教师工资，也有 57%的教师表示通过招聘更

多员工和减小班级规模以减轻教师压力也非常重要（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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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教师认为需要给予优先预算的事项排名 

第三，社会地位。虽然 90%的美国教师表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同全球平均水平一

致；但仅有 36%的教师认为社会重视教师职业，绝大多数教师表示整个教师职业没有得到社

会给予的应有的尊重与重视，而在像芬兰这样的高绩效教育系统中，一半以上的教师认为社

会重视他们的职业。 

 

Madeline Will. Teachers Around the World Say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Jobs[EB/OL]. [2019-06-19].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6/19/teachers-around-the-world-say-theyre-satisfied.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音乐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吗？ 

Can Music Class Make Students Smarter in Other Subjects? 

随着 STEAM 教育（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这一新理念

的提出，艺术教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艺术教育在学生的 K-12 教育里究竟有多

重要？根据加拿大研究人员的一项最新研究，参加过音乐课程的高中生要比那些没有上过该

类课程的学生在学术型科目上得分更高。 

该研究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 2000 至 2003 年开始上高一的 11 万多名高中生的

教育记录进行了数据分析，在控制了多种变量之后，发现相比于未参加过音乐课程学习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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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那些参加了音乐课程的学生在英语、数学、科学这三门学术型科目上取得了更高的成绩

（见表 1）。 

表 1 参加与未参加过音乐课程的学生在英语、数学和科学考试上的成绩差异 

 

除此之外，该研究还发现学生的音乐课程参与度越高（如学习时间更长），其学术型科

目考试成绩随之更高。分析结果显示，那些经常参与音乐课程的学生，比那些从未参与过音

乐课程学习的学生在学术型科目的学习上领先整整一年。更为有趣的发现是，参与器乐课程

要比参与声乐课程对学生的学术型科目成绩影响更大。 

该研究的作者古祖阿伊西斯（Peter Gouzouasis）表示，音乐教育对学术型科目的影响机

制主要在于——音乐学习会对学生的大脑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同动机相关的性

格（motivation-related characteristics）、社会-个人发展（social-personal development）产生重

要影响，“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迁移（transfer），即将从一个情境中所学习到的信息与知识

应用到另一个情境中的能力”。因此，古祖阿伊西斯强烈建议学校尽快通过寻求外部资源与

资助为学生提供可持续的音乐教育，尤其是器乐教育，“如果我们想要更多更优秀的数学家

和程序员，音乐教育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的”。 

 

Sasha Jones. Can Music Class Make Students Smarter in Other Subjects? [EB/OL]. [2019-06-25].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research/2019/06/music_education_linked_to_high.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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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发现教师经常在 

工作中经历“道德伤害” 

Teachers Often Experience ‘Moral 

Injury’ on the Job, Study Finds 

长期以来，教师不得不妥协于一些错

误的、或者不能最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教学

策略或者行为管理项目。近期发表于《美

国教育研究期刊》（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

不得已的被迫接受会造成对教师的道德伤

害（moral injury）。 

这项研究的作者——美国奥格斯堡大

学（Augsburg University）社会工作系助理

教授艾琳·萨格鲁（Erin P. Sugrue）表示，

道德伤害这一术语由军事心理学家和精神

病学家创造，最初指“无意中杀害了一个

孩子，或者毫无理由地对一个伊拉克家庭

的家进行突袭，这些事情让退伍军人陷入

困境”。现在是指由于坚信“世界是一个有

道德的地方，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人

们对目睹过的事情或自己所做的同人身安

全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感到困扰。目

前，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要

求专业人员必须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的高

风险职业，例如儿童保护服务系统中的社

会工作者。 

这项研究对美国中西部城市公立学区

的 200 多名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研究对象包括教师、教学助手、社工、心

理健康工作者、辅导员、护士等，学校管

理层成员被排除在外。问卷将教育工作者

目睹或参与过的与其内心深处道德信仰不

一致的情况分为三大类：（1）其他人的过

失。例如，“我看到了其他同事做道德错误

的事情”。（2）自己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

例如，“我因为采取了有违自己道德或价值

观的行动而感到困扰”。（3）背叛。“感到

学校领导、同事或教育政策制定者背叛了

教育工作者或学生”。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五分之四的教育

工作者认为他们学区、学校的领导和同事

曾经越过道德底线；同时，也有 45%的教

育工作者表示自己曾在工作中采取过违背

自身价值观的行动。在深入调查后，该研

究还发现，在服务于有色人种学生的高贫

困学校里，教师会经历更多的道德伤害。

此外，道德伤害经历还会导致教师的职业

倦怠和离职率的上升。萨格鲁表示，下一

步研究希望能够找到解决路径，避免更多

的教师在教育这一道德敏感的行业里以离

职收场。 

 

Sarah Schwartz. Teachers Often Experience 

‘Moral Injury’ on the Job, Study Finds[EB/OL]. 

[2019-05-23].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

w/2019/05/moral_injury_teacher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研究显示考后复习可改善学生

学习习惯 

How Test Review Can Improve 

Students’ Study Habits 

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一项

重要的教学内容，但在教学中付诸实践却

相对较难。这是因为仅仅告诉学生应该在

考前重复阅读学习内容、不要浪费晚上的

学习时间等是无法让学生真正理解各种学

习方法的作用及其优劣的，学生也难以获

得自主调整学习方法的能力。美国乔治梅

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劳

拉·庞斯（Laura Wheeler Poms）为了改善

学生在流行病学这门课程上的表现，在考

试后进行了“测试反思”（test reflection）

的考后复习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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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反思”又被称为“考后复习”

（post-exam review）。劳拉·庞斯教授让学

生通过填写特制表格的方式进行测试反思，

旨在帮助学生在得知考试成绩之后，停下

来反思自己在考试中所犯的错误，思考是

哪些学习方法的不当使用导致了错误的发

生。问卷内容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内

容提供一系列如阅读教材、课堂笔记、背

诵、卡片、类比等学习方法的选项，要求

学生回答在各种学习中所花时间的多少、

独立学习时间和小组学习时间的比例、使

用特定学习方法的时间比例等问题，旨在

帮助学生比较各种学习方法的优劣，并帮

助他们分析不同学习方法的有效性；第二

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弄清做错考题的原因，

如计算错误、粗心、缺乏考前准备等，并

帮助学生针对不同的错误使用不同的纠正

方法；第三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列出为准备

下次考试将做出的两项具体的改变，避免

学生只敷衍式地回答“我会更加努力地学

习”；第四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向教师提出改

进教学方法的建议。 

实施此方法后，在庞斯教授的流行病

学考试中获得 D、F 不及格等级评分的学

生和退课的学生数量都明显减少了，参与

答疑时间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self-efficacy）也提升了。卢伯克基

督大学教学与学业中心（ Center for 

Teaching,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Lubbock Christian University）主任凯西·博

克斯（Cathy Box）认为：“测试反思”的方

法有益于学生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

通过与学生谈论学习策略（study strategies）

和知识缺口（knowledge gaps），学生在反

思之后可以做出改变，同时也有助于提升

教师教学水平。 

 

Beth McMurtrie. How Test Review Can 

Improve Students’ Study Habits[EB/OL]. 

[20190626].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Test-

Review-Can-Improve/246569?cid=wcontentlist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 

编译者：杨希 

 

 

印度：为美印计算机专业学生

提供远程工作平台 

Need to Upskill Computing 

Graduates Inspires ‘Boot Camp’ 

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发布报告称，预计至 2020 年，

美国将有 140 万个与计算机专业相关的工

作岗位，但目前美国国内只有 40 万名计算

机专业毕业生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而对

于印度来说，当下国家拥有约 500 万软件

工程师，且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India’s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称其国内每年有超过 150 万名计算机专业

的毕业生，但 2018 年“印度技能报告”

（Indian Skills Report）的数据却显示，约

有 48%的计算机专业的人员处于失业状态。

此外，美国和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在薪资方

面也存在巨大的差距，美国旧金山的软件

工程师的时薪约为 150 美元，而印度软件

工程师的月薪却低至 300-500 美元。 

基于对印、美两国计算机专业毕业生

各方面差异的分析，印度的阿月西·贾斯

瓦尔（Ayush Jaiswal）和美国的安德鲁·林

福德（Andrew Linfoot）共同在新德里（New 

Delhi）的古尔冈（Gurugram）创办了佩斯

托科技公司（Pesto Tech），以印度计算机专

业的毕业生及工作人员为主要服务对象，

旨在大幅提升参与公司项目的大学毕业生

收入。一方面，在公司工作的毕业生不需

提前缴纳学费，可直接参与软件开发、印

美文化差距等为期 12 周的培训课程，而负

责这些培训课程的教师都来自推特

（Twitter）、脸书（Facebook）、优步（Uber）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Test-Review-Can-Improve/246569?cid=wcontentlist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Test-Review-Can-Improve/246569?cid=wconte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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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型科技公司；另一方面，该公司还向

他们提供包括硅谷等地的美国境内的计算

机相关的远程工作机会，并在衔接远程工

作时帮助协调两地时差问题。 

该远程工作平台不仅可以协调印、美

两国在计算机人力资源上的供需关系，还

可以为印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提供良好

的培训及工作机会。计算机专业的远程工

作平台成效良好，有望成为计算机专业学

生的“新兵训练营”，以及改变其工作发

展及人生的重要途径。 

 

Shuriah Niazi. Need to upskill computing 

graduates inspires ‘boot camp’. [EB/OL]. [2019-06-

08].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

p?story=20190606080821866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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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3-5】第六届国际教育

大会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CEDU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3-5 日 

会议地点：泰国 曼谷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国际知识管理研究所

（TIIKM） 

会议内容： 

2020 年第六届国际教育大会将于

2020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期间在泰国曼谷召

开，为教育学领域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及

其他从业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大会旨在

讨论教育问题，应对挑战，分享各方意见

并寻求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促进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具体主题还在持

续更新中。大会主席为美国北科罗拉多大

学（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的尤

金·希恩（Eugene P. Sheehan）教授，主讲

人 为 香 港 教 育 大 学 （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郑燕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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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被大会接受的摘要，将会被刊登在具

有国际标准图书编号的大会论文摘要集中；

所有投稿的完整论文都将进行双盲审查，

被大会接受的稿件将会被 Scopus ，

Thomson Reuters，Google Scholar 收录。论

文将有机会发表在知名的同行评审期刊中：

2019 年第五届国际教育大会的出版刊物

包括 Taylor & Francis 出版社的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2013、2016、2017 版 SSCI 期刊）、Th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等，2020 年大会的出版期刊待

更新。 

论文摘要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 日，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6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educationconference.co [2019-7-8]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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