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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孩子上大学百万富翁

花费了多少？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ucation）2019 年 6 月 17 日报道，最近

的招生丑闻曝光了一群富有的家长通过贿

赂和欺骗，花了数十万美元让孩子上大学。 

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试图量化富裕父

母为让孩子上大学而支付的（合法）费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公布了一项针

对百万富翁的调查。百万富翁的定义不是

那些拥有 100 万美元净资产的人，而是那

些拥有至少 100 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结果显示：百万富翁平

均花不到 1000 美元就能让一个孩子上大

学。有关百万富翁的调查项目包括一些显

而易见的支出类别（考试辅导）。但是，一

些更大的潜在开支，如私立学校的学费，

或住在公立学校较强的地区被排除在外，

部分原因是这些开支可能有多个目标，其

中让孩子上一所好大学只是其中之一。 

即使有这些限制，调查显示百万富翁

们做了不少事儿来帮助他们的孩子。三分

之一的百万富翁认为，最重要的策略是鼓

励孩子参加课外活动，这可能会对父母的

经济状况有影响，也可能不会。鼓励孩子

加入俱乐部可能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为

孩子的课外活动相关费用提供资金就可以

了。 

数据还显示，一些百万富翁承认，他

们花了很多钱帮助孩子上大学。在 55 岁以

下的百万富翁中，20%的人称他们花费超

过 5 万美元帮助孩子上大学。数据显示，

2%的百万富翁父母表示，他们捐赠是为了

帮助孩子上大学。这一比例可能很小，但

鉴于美国有 1400 万人是百万富翁，这将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大学募捐者目前正在游

说反对立法，该立法将强制要求申请者提

交报告，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限制在捐赠

者的孩子申请上大学前捐赠的税收减免。 

根据独立教育顾问协会（Independent 

Educational Consultants Association）的数据，

学生的综合花销从 850 美元到 1 万美元不

等，而平均时薪为 200 美元。这样的收费

水平意味着，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能够找到

私人顾问，但富人能够获得大多数美国人

负担不起的服务。除了私人顾问之外，越

来越多的富有的申请人正在雇佣一些人来

帮助他们写大学论文。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黄莹莹 

 

 

美国：美国国会颁布法案瞄准

学术间谍活动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Inside 

Higher Education）2019 年 6 月 19 日报道。

近日，美国国会越来越关注外国参与者窃

取美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风险相关问题。

上个月颁布了两项新法案旨在解决这一问

题，特别是涉及中国公民的问题近期受到

了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密苏里州共和党参

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介绍称，近

日颁布的法案中要求中国、伊朗和俄罗斯

学生需要参加指定的“敏感研究项目”进

行相应的背景调查。相关人员表示，“美

国大学，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俄罗斯和伊

朗的间谍和知识产权窃取的主要目标，他

们长期以来派学生到美国的大学收集敏感

信息的研究报告，便于以后利用这些研究

来发展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能力。”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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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国会议员、白宫、国家安

全机构和联邦科学机构在过去两年中都大

大加强了对外国研究联系的审查，其中大

部分审查都集中在中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称，

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

都大。但是，美国高等教育团体表示，他

们赞同政府对美国研究的担忧，但如果采

取过度限制性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科学事业

的发展，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已日趋国际

化。 

美国大学协会政策副总裁托宾·史密

斯（Tobin Smith）认为霍利所采取的“保

护我们的大学行政命令”措施是在用错误

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这忽略了已经建立

起的保护研究机制。在历史上，里根总统

曾经在 80 年代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189 中表示，“掌控信息的机制应该采取

分类系统管理，并且应该尽可能的对基础

研究保持开放。”公共和土地赠款大学协会

主席彼得·麦克佛森（Peter McPherson）

通过电子邮件说：“该法案要求对那些打

算出版并向公众开放的基础研究人员进行

背景调查。”数十所研究型大学在一封联

名信中写道，该法案采取“积极主动的方

法来保护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和开发不受日

益增长的外国干涉威胁、网络攻击、盗窃

和间谍活动的影响。” 该法案将指示科学

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建立一个机构间工

作组协调活动，以保护联邦资助的研究和

发展不受外国干扰，同时兼顾全球的科学

技术共同进步发展和国际人才的公开交流。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研究发现，性虐待在英

国继续教育学院普遍存在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6 月 20 日报道，有研究发现，约七分之一

的英国继续教育学院 

学生表示她们遭受过性侵犯或性虐待

行为。该研究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起，对

544 名学生（主要是女性）以及三个位于伦

敦和利物浦的焦点小组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

至少发生过一次非自愿的性行为，约十分

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曾被要求建立非自愿的

恋爱关系，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曾

经历过不必要的生理接触，包括抚摸、碰

撞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经历过非自愿

性行为的受访者中，仅有七分之一报告过

他们的遭遇，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则认为

这种行为还“不够严重”。根据报告可知，

残疾学生比非残疾学生更易成为性虐待的

对象，并且大部分的性虐待行为来源于前

同事或现同事。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莎拉·拉索

伊（Sarah Lasoye）认为，性虐待的盛行可

能使受害者无法分辨何为“健康的”性关

系，应该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发生于进修

机构的性虐待行为。她还呼吁尽早对青少

年开展性教育以提高青少年预防性骚扰和

性侵犯行为的能力。大学与学院联盟的大

卫·休斯（David Hughes）也对报告的结果

表示担忧。他表示，将成立一个由研究者、

政府、大学领导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尽

可能地消除性虐待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不

良影响，严惩施害者。教育部发言人也表

示，希望大学严肃对待此份报告，妥善回

应相关问题。 

 

来源：卫报 

编译者：黄秦辉 

 

 

德国：高校访问学生数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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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教育视点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14 日报道，在 2018-

2019 冬季学期，有 37400 名访问学生参加

了德国大学的课程。根据联邦统计局

（Destatis）的报告，总体上访问学生比

2017-2018 冬季学期人数增加了 2.2%。其

中德国境内高校间的访问学生比往年上升

了 4%，总数达到了 33400 人，而境外的访

问学生则降低了 13%，总人数为 4000 人。 

在没有获得大学正式入学资格的情况

下，访问学生也有机会可以参加大学的个

别课程和讲座。虽然不能进行期末考试，

但允许进行学术教育，这也是受“终身学

习”概念的重要影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总体上，访问学生在 290 万正常入学的学

生中占比 1.3%。 

访问学生通常可以访问所有课程。就

学科而言，在 2018-2019 冬季学期，有 4000

名访问学生选择历史专业课程，因而使其

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其次是经济学，共

有 3500 名访问学生选择研读相关课程，哲

学专业则有 3200 名学生。如果只考虑德国

境内的高校访问学生，历史也排在第一位，

哲学和经济学排名第二和第三位。而在外

国留学生中，经济学排名第一，其次是德

国文学和计算机科学。与 2017-2018 冬季

学期相比，来访学生的人口结构略有变化：

女性比例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达到 48%，

平均年龄从 52.1 岁上升到 52.4 岁。50%的

访问学生年纪在 60 岁或以上。外国人在访

问学生的比例从 13%下降到 11%。 

 

来源：教育视点报 

编译者：张蒙蕊 

 

 

俄罗斯：预计截至 2024 年俄罗

斯的所有大学将支持线上申请 

据俄新社（RIA Novosti）2019 年 6 月

21 日报道，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表示，

目前关于高中毕业生在网上申请全部俄罗

斯高校的文件已经拟定。这包括引入一系

列复杂的数字公共服务以及所谓的超级服

务“线上进入大学”（Поступление в вуз 

онлайн）。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相关部

门计划针对报考生、家长和学校建立一个

门户网站，用于收集申请、记录中间和实

际录取结果，通过入学考试的经验以及在

线提交申诉。 

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的相关报告称，

超级服务功能的实施将在 2020 至 2024 年

分阶段进行。并预计到 2024 年为止，俄罗

斯联邦的所有大学都可接受线上申请。测

试机制将在 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的开学期间在选定的个别大学进行。

从 2022 年开始，该服务将在整个俄罗斯引

入。 

现在，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正在与俄

罗斯联邦教科督察署一起创建此项超级服

务。此外，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还与劳动

部合作，通过其在门户网站上发放一些确

定的信息来帮助申请人进一步确定学科方

向。 

 

来源：俄新社 

编译者：郭广旭 

 

 

 

 

日本：日本学前教育广泛开展

英语教学活动 

据日本《朝日新闻》（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6 月 15 日报道，根据

文部科学省出台的新学习指导要领，自

2020 年起，日本小学将正式开始实施英

语科目教学。这些学前教育机构正是以早

期英语听力养成和培养儿童国际素养为目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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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设课程，受到了大量儿童家长的欢

迎。 

日本东京都町田市的某幼儿园有 280

余名 2 至 6 岁幼儿，该幼儿园招收外籍英

语教师和留学生，为幼儿提供一个英语学

习氛围。5 月下旬开设的 3 至 4 岁幼儿兴

趣班中，英语讲师指导约 20 名幼儿舞

蹈。同时，在给幼儿朗读绘本时开始简单

介绍主谓语的搭配方式。该幼儿园在今年

3 月通过了初等教育项目（PYP）的审

核，成为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IB 课程的指

定学校。目前，全日本共有 36 所幼儿园

或小学通过了 IB 课程认定，组织开展实

施 PYP 教育。PYP 以培养幼儿探究思维

和批判性思维为目的，引导儿童自主形成

问题意识和质疑态度。PYP 指定学校规

定需要在幼儿满 7 岁以后给幼儿提供第二

外语（英语）教育。随着幼儿园的转型，

幼儿未来升学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今年结

业的所有幼儿都将进入公立小学继续学

习。但自 2017 年该幼儿园成为 IB 课程候

选学校以后，不少家长表示希望幼儿未来

进入提供 IB 课程的小学和中学就读。 

横滨市旭区的某儿童认定保育园提供

6 个月以上幼儿的托育服务，今年起对所

有年龄的儿童保证实施每周一次的英语教

学活动。负责管理该保育园的单位是附近

的八桥学园，该学园同时拥有其他幼儿园

和保育园。学园中有五位外籍教师负责开

展英语教学活动。入园儿童在 3 岁以后即

可参加课外活动中的英语项目。此外，3

岁以上儿童需要在早上 9 点至下午 2 点在

日语教育中心学习，所以英语活动教学并

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母语学习。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韩国：残障学生人权受侵害学

校将转变为公立学校 

据韩国《世界日报》（segye）2019

年 6 月 16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于 6 月 14

日在公立特殊学校首尔正仁学校举行了第

八次“为实现包容国家的社会关系部长会

议”，会议中决定去年发生过残障学校暴

力事件的私立特殊学校将在今年全部改为

公立学校。 

江原太白未来学校在 3 月已经转为公

立学校，而首尔仁康学校将于今年 9 月转

为公立“首尔道率学校”。韩国政府为了保

障残疾学生的通勤便利和学校的选择权，

计划在今年新设 3 所公立特殊学校和 250

个以上普通学校的特殊班级。韩国政府的

目标是到 2022 年新设 26 所公立特殊学

校。公州大学、釜山大学等国立大学附属

特殊学校也正在筹建中。 

韩国教育部正在和全国市、道教育厅

一同开发一种“资源指导系统”，在这一系

统里残障学生可以对提供治疗、咨询和保

护等服务的各个机构的位置一目了然。这

一系统是由韩国教育部提供经济预算支

持、庆尚南道教育厅正在着手开发，预计

在今年 12 月开发完毕，明年投入使用。 

韩国教育部特殊教育科科长李韩宇表

示，过去残障学生在遭遇人权侵害时，学

生家长很难快速找到可以寻求帮助的机

构。“资源指导系统”可以应用到智能手机

的 APP 或者网页上，学生家长可以通过

该系统轻松的确认人权保护机构的位置。 

韩国教育部表示，目前还在开发能让

患有重度障碍或多重障碍的学生能用简单

的肢体语言表达思想的工具。同时，今年

韩国政府还将推出一种手册，专门规定残

疾学生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教师和残疾学

生本人以及学生家长根据危急情况应该采

取的相应措施。 

今年韩国教育部已经在 43 所特殊学

校设立了旨在迅速应对侵犯人权危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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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支援队，另外还在 87 个特殊教育

支援中心设立了行动支援专家团。全国

市、道教育厅和国立特殊教育院设立了可

以举报残疾学生人权侵害事件的在线支援

中心。此外，幼儿园到高中的各级学校也

加强了残疾理解教育，韩国教育部规定各

学校每年应开展 2 次以上残疾理解教育，

并在校规中纳入残障人权保护的相关内

容。 

韩国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柳恩惠

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希望所有人都能付

出温暖的关心，为创建残障学生的人权能

够得到保护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而尽一

份力，希望大家能够承认残障学生的与众

不同，一起创建包容的社会。 

 

来源：世界日报 

编译者：朴仙子 

 

 

 

 

南非：让学校的教育技术发挥

作用必须做好五件事 

据《对话非洲》（The Conversation 

Africa）2019 年 6 月 18 日报道，南非正

在努力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机

会。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研

究由技术驱动的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

融合对国家的意义。近年来，人们还对电

子和移动学习在学校中的潜在作用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此外，还在小学引入机器人

教育、提供数字化学习资源等。但是，南

非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准备好迎接这种转变

了吗？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的讲师马基·詹吉斯

（Mmaki Jantjies）认为在回答“是”之

前必须考虑五个重要因素，即基础设施、

持续的教师培训、适当的本土化内容、技

术支持以及安全保障。  

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学校

需要技术基础设施来支持在线和离线访问

数字资源，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管理和

维护。在学校引进任何技术时，用于硬件

维护的可持续财务计划是至关重要的。第

二个需要关注的是教师培训和支持，这必

须是连续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教育

系统中的许多教师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

技术支持下的学习体验。而且，引入更多

的教育技术不仅是增加一些硬件或软件，

还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法。 

皮欧·亚·菲托戈（Peo Ya Phetogo）

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旨在让教师掌

握计算机和数字素养技能。另外，学习内

容本土化也是一个挑战。南非有很多学习

软件是用英语编写的，但大多数学生母语

并非英语，因此他们不得不将一些难懂的

概念翻译成母语以便理解。当他们使用新

的学习平台和方法时，就更加困难。教育

技术开发人员需要考虑当地的文化背景和

使用的语言，设计一个具有适应性的系

统。 

 第四个需要关注的是技术支持。学

校的技术引进需要持续的终端支持。这项

任务通常由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员或计算机

学科教师负责。最后是安全和保障。在学

校内外使用高端技术不仅影响教师和学习

者，而且影响学校所在的社区。在一个高

度不平等的社会，犯罪成为了学校、教师

和学生面临的挑战，但他们必须使用这些

技术。任何技术的引进都必然伴随着可持

续的安全计划。 

 

来源：对话非洲 

编译者：张秋旭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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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公布 2018

年教师教学国际调查数据 

据经合组织（OECD）官方网站 2019

年 6 月 19 日报道，来自 48 个国家和经济

体的 15,000 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约

260,000 名教师和学校领导，参加了第三次

经合组织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简 称

TALIS）。 

    调查结果表明，经合组织国家的教师

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技术教学的

培训，不到一半的人在加入该专业前做好

了准备。绝大多数教师和校领导表示，他

们的学校对创新实践持开放态度，并有能

力进行实践。经合组织国家近三分之一的

教师报告称，他们工作的学校有至少 1%的

学生是难民，17%的教师工作的学校有至

少 10%的学生有移民背景。95%的学校领

导声称，老师们认为儿童和年轻人应该了

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很多共同之处。80%

的教师在教学生如何处理种族和文化歧视。

调查还发现，对于三分之二的教师来说，

教师是他们的首选职业，但男教师仅占

59%，而女教师占比 70%。90%的教师认为

有机会为儿童的发展和社会做贡献是成为

教师的主要动力，61%的教师看重的是教

师职业的稳定性。 

在教师情况方面，教师平均年龄为 44

岁，凸显了招聘教师的迫切性。该报告建

议采取透明的招聘活动，强调教师的重要

性和积极影响。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经

合组织中有 56%的教师接受了使用信息技

术进行正规教育的教学培训。瑞典（37%）

和西班牙（38%）的信息技术培训率最低，

智利（77%）和墨西哥（77%）则最为常见。

经合组织大约 18%的教师有教学信息技术

专业发展的高度需求。四分之一的学校领

导人表示，数字技术的短缺和不足是高质

量教学的一大障碍。 

在教室方面，在经合组织国家和参与

TALIS 的经济体中，只有 78%的课程专门

用于教学，13%用于维持秩序，8%用于行

政任务。在师生关系方面，自 2008 年以来，

大多数国家的师生关系有所改善，95%的

教师认为师生关系良好。但是，14%的校长

声称他们的学生经常受到恐吓或欺凌。在

专业发展方面，超过 90%的教师和校长在

调查前一年至少参加了一次专业发展活动。

但是，尽管教师认为协作学习对他们的工

作有很大的影响，只有 44%的教师参加了

同伴学习和网络培训。约 50%的教师和校

长认为他们对专业发展的参与受到日程安

排冲突和缺乏激励的限制。TALIS 报告的

第二卷将于 2020 年 3 月发布，包括教师福

祉和压力、人口统计等方面的信息。 

 

来源：经合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世界贸易组织：第 16 届 WTO-

WIPO 知识产权教师座谈会在

日内瓦开幕 

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6月

17 日报道，由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 WTO）和世界知识产权

组 织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 WIPO）联合举办的为

期两周的知识产权教师座谈会于 2019年 6

月 17 日在日内瓦开幕。该活动旨在帮助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教师更好地了

解日内瓦的机构、与知识产权法有关的谈

判和其他活动，以及加强各国政策的自主

研究、政策分析和教学。 

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

事易晓春和马里奥·马图斯（Mario Matus）



 

 

World Education News Jul.2019 No.85 

7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7月 第 13期 政策参考 

在 WIPO 总部开设了为期两周的课程。他

们强调了这一活动的重要性，该活动汇集

了 29 名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强背景的学

者和教师，回应对提高知识产权问题认识

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本次座谈会将进一步加强大学教师与

两个秘书处之间有关国家或区域经验实际

信息的交流，并将重点放在使与会者能够

制定改进教学方法的实际战略。与会者与

培训员和专家之间建立联系，以便继续进

行知识产权对话与合作，也将是关键。该

计划包括广泛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法律问题，

如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电子

商务，知识产权和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和

人工智能以及知识产权和区块链。来自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合作政府间

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各行业的 40 多名专家

将发表讲话，让与会者了解当今知识产权

法律和政策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 

 

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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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教授学生法律

推理技能 

Why We Should Teach Legal-

Reasoning Skills to Students 

长久以来，人们对法律这门学科的认

知是，要么是在大学里学习这门专业因而

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要么是没有系统学习

过这门专业因而对其一无所知。事实上，

法律教育不应该只是大学法学院的任务，

也不应该只面向那些有志成为律师的学生，

它应该被渗透进中小学阶段的教育里。 

中小学阶段的法律教育不应当只是浅

显地教授学生需要遵守哪些法律法规。正

如中小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历史等

课程里所学习到的知识理解与分析技能一

样，学生也应该在法律教育中被教授法律

推理（legal reasoning）技能。 

正如许多其他复杂学科一样，法律推

理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学生不仅需要

学习如何将一个普适规则应用到具体情境

中，也需要思考以何种方式应用。例如，

请思考“公园内禁止进入机动车辆”这项

规则是否可以应用到电动轮椅上。相信大

多数人的直觉答案都是“不”，但我们可能

缺乏充分的词汇来解释原因，毕竟电动轮

椅被涵盖在机动车辆范畴里。法律推理和

思维不仅仅是简单地遵守规则，更是学生

组织价值观和事实依据以达成合理可行决

策的工具，它的形成将会改变学生解决困

难问题的方式。 

除此之外，法律推理也能教导学生考

虑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并意识到问题往往

不是简单地产生于某一方。而通过接触其

他观点，学生也能培养谦逊和诚实的智慧，

面对其他观点时心态也会变得更加开放。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法律教育的任务

只交给法学院，就像阅读、数学、科学、

英语和历史等其他学科一样，法律也应该

成为中小学课程之一。如果学生能够很早

地接触到法律，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

更加民主与和谐。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迈克尔·布洛伊德（Michael J. 

Broyde）是埃默里法学院的法学教授，斯坦福大

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另一位作者艾拉·本邹（Ira 

Bedzow）是纽约医学院生物医学伦理与人文项目

的主任，也是阿斯彭社会价值观中心（Aspen 

Center for Social Values）的高级学者。 

 

Michael J. Broyde & Ira Bedzow. Why We 

Should Teach Legal-Reasoning Skills to 

Students?[EB/OL]. [2019-06-

17].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6/18/

why-we-should-teach-legal-reasoning-skills-to.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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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申请英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激增 

In the U.K., a Surge in Chinese Applicants 

根据英国高等院校招生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 Service）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9 年申请赴英国进行本科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近 30%。2019 年，共有

19760 名中国学生申请英国大学，而 2018 年的申请人数为 15240 人，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2010-1019 年申请英国本科的中国学生人数变化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申请者

数量 
8500 9660 10510 10690 10730 11540 12450 13390 15240 19760 

与上一年相

比涨幅 
-- +13.6% +8.8% +1.7% +0.4% +7.5% +7.9% +7.6% +13.8% +29.7% 

此外，如下图 1 所示，总体而言，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国际申请人数量增加了约 8%，而

来自欧盟国家的申请人数量仅增加了 1%。 

 
图 1 申请英国本科的国际学生的数量变化 

尽管申请人数不如入学人数更具有说服力，并且一些国际学生可能存在申请多个国家大

学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潜在的国际本科生对英国大学的兴趣大增，尤其是中国学生。 

关于上述变化的原因，牛津智库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

所长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以及中国和澳大利亚

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更多的中国学生选择赴英国留学。但同时他也强调，这并不是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申请者增加的唯一因素。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生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高校并没有公布今年秋季具体的

申请数据，但在过去两个学年中，美国大学的国际新生人数有所下降。相关的国际教育专业

人士对此提出担忧，并认为签证政策、反移民言论以及在美国不太受欢迎或不太安全的环境

的看法，可能是导致学生人数下降的原因。 

“学习传送门”（studyportal）网站的执行副总裁拉胡尔·乔达哈（Rahul Choudaha）说：

“中国的留英申请趋势清楚地表明，国际学生对出国留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和需求。如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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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际学生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会去寻找其他的目的地。” 

此外，汇率变化也是导致申请者人数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尼克·希尔曼所说：“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后，英镑大幅贬值。随着英国退欧最后期限的临近，英镑尚未完全升值，这

使得兑换外币的学生更容易负担起英国的高等教育。” 

 

延伸阅读： 

“学习传送门”（studyportal）是全球性的选择性学习平台，致力于为全球学生提供可选择的教育，起

初是由几个大型国际学习协会拆分出来的。2018 年，平台帮助全球超过 3600 万学生探索学习课程，并帮助

学生在 110 个国家的 3200 多所教育机构的 19 万多门课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Elizabeth Redden. In the U.K., a Surge in Chinese Applicants[EB/OL].[2019-07-12].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7/12/british-universities-see-big-jump-chinese-undergraduate-

applicant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STEM 教育：20 年监测数据的总结 

STEM Education: Lessons From 20 Years of Data 

随着全球范围内 STEM 教育（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工作岗位的数量增加，以

及对 STEM 技能的需求增长，教育政策制定者和一线工作者日益关注如何培养更多更优质

的后备力量以满足这些需求，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学习世界其它国家的 STEM 学科教育经

验。 

通过分析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国际数学和科学学习趋势项目”（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1995 年至 2015 年的 20 年监测数据可以发现： 

一、东亚学生在 STEM 学习上继续超越同龄人 

2015 年 TIMSS 监测数据表明，新加坡、香港、韩国、中国台北、日本的四年级和八年

级学生的数学测试成绩名列前茅，并且保持着长期领先的优势。四年级和八年级科学测试成

绩的最高得分国也分别花落东亚的俄罗斯联邦和斯洛文尼亚。 

二、男女生的科学成绩差距日益缩小 

1995 年 TIMSS 监测数据发现，即便在学业成绩性别差距显著的国家，四年级和八年级

男女生的数学成绩差距也通常很小，甚至可忽略不计。然而，科学测试的性别差距情况则大

为不同——在四年级科学测试上，约有一半国家男生成绩超过女生，而在八年级科学测试上，

几乎所有国家男生成绩都胜过女生。20 年之后，2015 年 TIMSS 监测数据显示，科学测试的

男女生成绩差距正在缩小，有个别国家女生的科学成绩甚至超过男生。 

三、分配在数学和科学科目上的教学时间最多 

2015 年 TIMSS 参与国家的官方数据显示，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数学和科学科目教学时间

在全体学科的教学时间中占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对比自 1995 年以来 20 年的监测数据，

这个比例基本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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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TEM 教师的入职道路越来越严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在哪个国家，成为一名STEM学科教师都变得越来越难。在TIMSS 

2015 年的监测中，大多数国家报告，他们的四年级和八年级教师至少获得了四年制大学本

科学位。一些国家还为 STEM 学科教师培养开设五年制课程项目或提供硕士学位，有些国

家的 STEM 学科教师培育项目还通过设置更加严格的录取条件来选拨更加优秀的候选人加

入项目。与此相比，在 1995 年，在大约一半的国家中，教师培训机构仅需开设一个为期三

年的课程项目来培养可以教授四年级 STEM 学科的教师。  

 

Ina Mullis & Michael Martin. STEM Education: Lessons From 20 Years of Data [EB/OL]. [2019-06-25].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global_learning/2019/06/stem_education_lessons_from_20_years_of_data.h

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三种情况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ree Profiles of Communication Delays in Early 

Childhood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发表于《发育行为儿科

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的名为《12-36 个月沟通发育

迟缓儿童的异质轨迹》（Heterogeneous Trajectories of Delayed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From 12 to 36 Months）的研究指出，儿童三岁时所拥有的语言能力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其后的

沟通能力发展，因此观察并改善三岁及三岁前儿童的语言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此项研究以《年龄与阶段问卷》（Ages & Stages Questionnaires）为基础，邀请约 2200 名

母亲在其子女一岁、两岁、三岁时分别进行一次发育筛查。研究为儿童沟通能力的发展预先

设定了六个“里程碑”，通过调查问卷评估每个儿童的发展是否达到了预设标准，例如：一

岁儿童应该能够说出三个简单的单词（如“爸爸”、“妈妈”等）；三岁儿童应该能说出由

3 至 4 个单词组成的句子等。此外，母亲还要在子女三岁时完成一个 100 词的儿童词汇测试

清单，并填写其子女是否被诊断出患有发育迟缓或在语言表达上呈现某些病理学现象。该研

究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生育年龄、儿童性别、交流能力落后家族史等影响儿童语言发

展的无关变量进行了控制。 

调查结果显示，80%的儿童语言发育情况正常，符合各年龄段的标准发展状况，而 20%

的儿童语言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发育迟缓，主要分为三类。其一，约 13%的儿童尽管在 1 岁

时明显落后于平均水平，却仍会不断提高并在 3 岁时逐渐接近正常发育水平，其三岁时的

100 个词汇测试的平均水平约为 52 个，而正常发展组的词汇个数为 75 个；其二，约 5%的

儿童无法满足相应阶段的发育标准，并且缺乏持续发展，被归类为发展“停滞”（stagnant），

这类儿童在三岁时的 100 个词汇测试中的平均水平约为 28 个，其中约 25%被诊断为发育迟

缓，36%需要转诊以向专业的语言病理学家寻求帮助；其三，约 1.5%的儿童被诊断为发育

“受损”（impaired），其语言发展水平在一岁时仅达到预期的一半，并在两岁和三岁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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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落后，这类儿童的词汇测试平均水平约为 2 个，其中约 56%被诊断为发育迟缓，84%需要

转诊以向专业的语言病理学家寻求帮助。 

研究表明，对语言发展延迟的婴幼儿进行早期干预可有效减少对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能力

发展的延误，而对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语言能力进行重复筛查有利于对发展受损儿童的早

期识别。获得中等分数的属于发展“停滞”类型的儿童原本不太可能被识别出语言问题，而

里程碑式的早期筛查能够在他们幼年时就进行相应识别并及时干预，这对他们来说具有尤其

重大的意义。 

 

Rochelle Hentges.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ree Profiles of Communication Delays in Early 

Childhood[EB/OL]. [2019070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ew-research-suggests-three-profiles-of-communication-delays-in-early-

childhood-115769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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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州深入推进公民教育

的举措 

How 3 States Are Digging in on 

Civics Education 

美国佛罗里达州（Florida）是少数几个

在初中阶段就强调公民教育（ civics 

education）的州之一。2010 年该州通过了

以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 'Connor）的名字命名的法律，要求

在初中阶段开设一门新的公民教育课程，

并在课程结束时进行统一测试。这项测试

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法律和政府的

起源与目的、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政治过

程以及政府的组织与职能。 

佛罗里达大学的卢·弗雷研究所（Lou 

Frey Institute）对该州推进公民教育发挥着

重要作用，实际上该研究所已经成为佛罗

里达州的公民教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培训中

心，为桑德拉·戴·奥康纳法案的出台、公民

教育课程的开发做出了很多贡献。佛罗里

达州的公民教育课程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卢弗雷研究所与部分县合作，在中

学课程结束时对学生的公民信仰和态度进

行了非正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迈阿

密-戴德县（Miami-Dade），大多数接受调

查的学生都认同广泛的公民观念，比如帮

助他人的重要性，但要将认知进一步落实

为终生的行为和信念，仍任重道远。与此

同时，州共和党领导人希望在公民教育上

加倍投入，以促进公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2015 年，伊利诺斯州（Illinois）规定

高中要增加一门为时一学期的公民教育课

程。这门课程的内容必须包含如下主题：

政府机构、服务学习、模拟民主进程等，

尤其要讨论“当前有争议的事件”，以此

来提升学生的公民意识。麦考密克基金会

（McCormick Foundation） 承诺在三年内

每年拨款 100 万美元来支持这项新的学习

计划。他们将与州教育区域办公室合作，

为教师提供培训、资源和建议，并帮助他

们将公民教育理论付诸实践。2019年 5月，

该州立法机构通过了 HB 2265 号法案，要

求初中学生参加为时一个学期的公民课程，

作为高中公民教育课程的预热。目前该法

案正在等待州长的签署，麦考密克基金会

再次承诺将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2018 年 11 月 ， 马 萨 诸 塞 州

（Massachusetts）经批准成为第一个要求

每所初、高中至少要包含一个学生主导的

公民教育项目的州。根据法律规定，实施

该公民教育项目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教学方

法：让学生研究并使用当地资源来解决他

们所在社区存在的问题。此外，为了深入

实施公民教育，该州还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首先，在国家教育部 2018 年公布的新的历

史和社会科学标准中，强调了对各个年级

公民教育的注重，尤其是八年级；其次，

公民教育项目立法终于在 2018 年获得了

非营利组织“世代公民”（Generation 

Citizen）和肯尼迪图书馆基金会（John F. 

Kennedy Library Foundation）的支持，该立

法同意设立公民教育项目信托基金（Civics 

Project Trust Fund），由国家基金和外部赠

款资助，以支持公民教育项目的培训和执

行工作。 

 

Stephen Sawchuk.How 3 States Are Digging In 

on Civics Education[EB/OL].[2019-06-26]. 

https://www.edweek.org/ew/section/multimedi

a/how-3-states-are-digging-in-on.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安娜 

 

 

叙利亚：冲突导致了高等教育

https://www.edweek.org/ew/section/multimedia/how-3-states-are-digging-in-on.html
https://www.edweek.org/ew/section/multimedia/how-3-states-are-digging-in-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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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毁坏 

HE System Left Broken by Conflict, 

Academics Targeted 

2019 年 6 月 18 日，英国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the United 

Kingdom）发布报告《2011 年以后的叙利

亚高等教育：当下和未来的挑战》（Syrian 

Higher Education Post-2011: Immediate and 

future challenges）。该报告由剑桥大学教育

学院的几位教授合作完成，描绘了战争对

叙利亚大学各方面的毁灭性影响。报告指

出，叙利亚的武装冲突使该国的高等教育

体系“支离破碎”，大学遭受政治化、军事

化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毁坏，叙利亚高等教

育系统出现政治化加强、国际化减弱、辍

学率飙升等问题。 

政治化加强 

叙利亚冲突加剧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政

治化，包括使得政府的治理机构腐败、导

致学生和高校的教学实践军事武装化等等。

其中，对人权的侵犯加剧了对高等教育的

破坏，导致人们将有能力的学生和教育学

术成就视为一种特定的威胁，进一步导致

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信任的崩塌。一位

参与报告调查的受访者说：“2012 年有士

兵来到我们大学，砸坏了门，摧毁了所有

的东西，袭击了大学的每个人，仅仅因为

他们抗议了政权。”另一位同学回忆道：

“有一位教授被两名安全官员拖走，随后

该教授因政治观点被指控并送进监狱。” 

国际化减弱 

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是高等教育的生

命线，而政治重组是扩展国际交流和国际

合作的主要障碍。研究人员发现，受政权

控制的大学不得不减少与西方大学的联系，

同时加强与支持该政权的国家的合作。 

辍学率飙升 

战争给叙利亚国家带来了资金损失、

员工流失、水电力中断、建筑毁坏等问题，

也导致学校课程停滞、科研中断和教学质

量下降。此外，战争也导致经验丰富的教

职员和专家的流失，以及高等教育基础设

施的巨大损失，大学经费被挪用于内战冲

突，公立高等教育的人均支出远远低于经

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

的平均水平，再加上学生对个人安全的担

忧，以及贫困、害怕拘留和内部排挤等问

题，高校的辍学率“猛增”。 

该报告呼吁联合国（United Nations，

简称 UN）、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共同

采取行动，帮助叙利亚高等教育去政治化，

并制定和实施高标准的学术自由和相关的

问责制。若要保证大学师生的安全，将国

家武装人员从校园撤出，还校园一个和谐

安静的学习环境，还应当积极发展叙利亚

与中东、西欧和欧洲其他大学的国际伙伴

关系。总之，透明度、自主性、自由和文

化多元的标准将对冲突后的叙利亚高等教

育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 

 

University World News.HE system left broken 

by conflict, academics targeted. [EB/OL]. [2019-0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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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tory=20190619074049474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南晓鹏 

 

 

学术海报会议的困境与发展 

Research Posters Are a Staple of 

Academic Conferences. Could a New 

Design Speed Discovery? 

一种新兴的学术会议类型——学术海

报会议（research posters）逐渐在各地兴起。

此类会议上的学术海报规格通常为 48×36

英寸，内含各色图表，也有描述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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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的文本内容。众多的

海报所有者站在展厅内自己的海报旁，进

行为期一小时的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者可以在展厅内自由浏览，海报所有者则

全程站在自己的海报旁解答他们的问题。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生迈克·莫里森

（Mike Morrison）认为，对于站立在海报

旁的学者而言，等待他人对自己的成果投

来热情眼光的过程，就像站在酒吧或者俱

乐部里等待着有人和自己说话一样，并且

会始终处于对自己吸引力不足的担忧中。

对于参观者而言，在众多海报中找到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需要一个浏览及挑选的过程，

人们并不愿意在不感兴趣的海报前停留或

引起其所有者的注意，因此他们会尽量避

免与海报所有者进行眼神接触。因此，尽

管学术海报会议是学术会议模式的一种创

新与进步，但这种模式会给没有获得足够

关注的海报所有者带来极大的挫败感，打

击其学术积极性。 

因此，莫里森为学术海报创建了一个

新的模板：用主要的研究发现代替冗长的

项目标题，并采用大字体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海报上主要放有关研究方法的要点和

部分表格，但仍有大量内容有所保留。为

了避免内容和细节的丢失，海报模板上还

包含一个二维码，想要详细阅读该研究成

果的参观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获

得全文。如此一来，参观者浏览并挑选海

报的时间就会大幅度缩减，得以有更多时

间与海报所有者进行对话。为了推广其海

报模板，莫里森博士制作了一个 20 分钟的

推广动画视频并将其上传到 YouTube 平台，

解释学术海报会议当前的困境和新海报模

板的优点，并在视频下方提供新的海报模

板的下载链接。至今，该视频已获得超过

20 万次的观看，被转发超过 3000 次。麦

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名硕士

生使用其海报模板并在 2019 年心理健康

及法律会议（2019 Mental Health and Law 

Conference）上的学术海报比赛中获得了

第一名。 

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固化海报模板、

简化海报内容的行为会阻碍某些研究成果

的必要展示，将科学变成一种文化展示；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在使用新的海报模板

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对局部内容按照自己意

愿进行修改；也有学者指出，通过二维码

提供全文的方式是值得采纳的。 

 

Jeffrey R. Young. Research Posters Are a Staple 

of Academic Conferences. Could a New Design 

Speed Discovery?[EB/OL].[20190621].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19-06-21-

research-posters-are-a-staple-of-academic-

conferences-could-a-new-design-speed-discovery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浪潮网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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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13-14】2020 年布达

佩斯教学、学习与在线学习国

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E-

learning in Budapest 2020, Hungary 

(IAC-TLEl 2020 in Budapest) 

  

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13-14 日 

会议地点：多瑙河诺富特酒店 匈牙利

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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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zech Institute of Academic Education) 

会议内容： 

为了促进“教学、学习、在线学习”

领域的发展，2020 年布达佩斯教学、学习

和在线学习国际学术会议将于2020年3月

13 日至 14 日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河诺

富特酒店举办。会议的主题包括“教育、教

学 和 学 习 ” （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类主题，包括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高 效 教 学 方 法 （ Effective Teaching 

Pedagogies）、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

等，还包括“在线学习”类主题，包括教育

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教育游戏

与软件（Educational Games and Software）、

ICT 教育（ICT Education）、虚拟学习环境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等相关主

题。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学者、教育工作

者及博士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论文

方 向 可 包 括 教 育 管 理 （ educational 

management ）、 教 育 理 论 （ theory of 

education）、教育史（educational history）

等。会议论文将进行双盲审察，优秀文章

将会发表到 Education Sciences(ISSN 2227-

7102)期刊的特辑《教育的学术方法》（The 

Academic Approach to Education）上，所有

被接受的论文都将发表在“2010 年布达佩

斯会议集”（"Proceedings of IAC 2020 in 

Budapest", ISBN 978-80-88203-15-5）中，

可以被捷克共和国国家图书馆、谷歌图书

（Google books）、EBSCO 等检索。 

会议论文初稿的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全文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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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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