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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需要加强关于校园

安全的新认知——威胁评估 

据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

官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3 日报道，前段时间

很多美国学校开始对教师进行荷枪实弹的

武装训练。近日，另一项关乎美国校园安

全策略的新闻——行为危险评估，吸引了

众多眼球。在 2019 至 2020 学年，佛罗里

达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得克萨斯州

的学校都将开始在学校中进行威胁评估。 

在媒体叙述和政治辩论中，维护学校

安全一直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支持学校的

“强化”，其中包括安装安全防御系统和雇

佣更多的警察；另一个是寻求改善学校的

大环境氛围。威胁评估则介于这两者之间，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预防的策略。理论上讲，

这意味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将会被遏制住。

但是不太严重的问题，诸如学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学术支持问题等，则可能面临危

机。因此，还需要更好的探知和了解威胁

评估带来的真正意义。 

威胁评估这一概念来源于风险管理，

它的兴起是由于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出现的一系列校园枪击事件。研究人员自

此开始考虑将其应用于 K-12 教育领域并

致力于建立一个符合特殊教育法律和纪律

规则以及能够符合青少年民权的制度。有

一些法医心理学家则倡议该计划需要变得

更加细致和个性化，以更好的满足每一个

学生独特的个体需求，然而，这样实施起

来的难度便会与日俱增。 

美国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2%

的地区在 2015-2016 年使用过危险评估，

但是大多数测试者表示只是偶尔参与，并

没有长期参与。因此，收集的数据可能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大多数提供者

声称“以证据为基础”，但对学校威胁评估

的实证研究却很有限。到目前为止，被研

究最多的模型是康奈尔大学。解决美国校

园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各界人士集

思广益、合力解决。 

 

来源：教育周刊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教育部发布《成人教育

授权职能的行使：伦敦市长和

大伦敦管理局指南》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gov.uk）

2019 年 8 月 27 日报道，教育部发布《成

人教育授权职能的行使：伦敦市长和大伦

敦管理局指南》（The exercise of delegated 

adult education functions：Guidance for the 

Mayor of London and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该指导文件包含总述和对市长

的指导两个部分。 

该文件中指出，《学徒、技能、儿童和

学 习 法 案 （ 2009 ） 》

（ Apprenticeships,Skills,Children and 

Learning Act 2009）就部分成人教育职能对

伦敦市长进行了授权，使市长可以在提供

成人教育方面作决策。为保障市长有力行

使成人教育职能，该指导文件提供了一些

具体的支持。首先，市长应该采取什么方

法来选择成人教育的提供商呢？教育供应

商是成人教育系统的关键，他们大多都是

依靠大量公共资金进行运营的复杂机构。

市长作为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者，需要考虑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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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共财政的最佳价值，并确保学生获得

最佳成果。这就要求市长：（1）确保所有

成人教育提供商有公平竞争的机会；（2）

让成人教育提供商明白市长的要求和需要；

（3）了解成人教育提供商的业务内容和水

平；（4）与其建立积极的关系。由此可以

选出最合适的提供商来负责成人教育的开

展。文件还指出，市长在进行成人教育资

金决策时，应该考虑：（1）咨询有代表性

的成人教育提供商；（2）公布相关资金、

利益分配的政策；（3）提前公布成人教育

资金情况；（4）进行适当的调查，确定哪

些成人教育供应商符合既定要求，具备申

请资格；（5）与成人教育供应商签订正式

合同，实行绩效管理制度。 

此外，市长必须每年向政府提交一份

关于成人教育的年度报告。具体包括：1 月

份要完成一份包含关键财务信息的指示性

草案；3 月份要提供一份完整签署的文件，

内容涉及大伦敦成人教育活动的提供。报

告应说明成人教育职能的交付如何与市长

的战略技能计划保持一致，并对实现当地

经济目标起到支持作用。最终的年度报告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市长的成人教

育政策；分析在大伦敦地区市长对成人教

育职能的行使情况；成人教育的效果以及

对当地产生的影响等。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将创

建 300多个教育“增长点”中

心 

据 俄 罗 斯 塔 斯 社 （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2019

年 8 月 23 日报道，新西伯利亚地区将建立

数字与人文教育“增长点”中心。该中心

是在国家级项目“教育”的框架下进行，

重点教授数字教育及创意设计活动。预计

今后将开设 300 个此类中心供孩子们学习。 

新西伯利亚地区预计到 2024 年将获

得超过 33 亿卢布的联邦预算用于实施国

家教育项目。明年将获得超过 10 亿卢布的

预算用来建设 337 所数字人文教育“增长

点”中心、儿童科技园以及天才儿童识别

和支持中心。 

中心将使用现代化设备教授儿童科技、

信息、数字、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

课程。中心还将覆盖周围的小城市和社区。

新西伯利亚地区教育部领导人谢尔盖·费

多尔丘克（СергейФедорчук）在新西伯利

亚第 19 届教育工作者全体大会上指出，该

地区将在未来三年内在国家项目框架下建

设一个儿童科技园、五个 IT 立方数字教育

中心和四个移动科学综合体。儿童可使用

现代化设备从事机器人设计、工业设计和

其他活动。第一个中心预计将于 2020 年建

成。此外，他还表示在 2020 年前将开设一

所高级培训中心。为了进一步发展中等职

业教育体系，目前该地区已经建立了 40 多

个示范考试中心，以及根据世界技能标准

开设的 11 个专业能力中心、20 个行业资

源中心和 9 个多功能实践中心。 

 

来源：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法国：义务教育年龄降至 3岁

的政策正式施行 

据法国信息电视台（LCI）2019 年 9 月

3 日报道，本周学校开学日对义务教育阶

段来说是个全新的开始，义务教育的年龄

从 6 岁降至 3 岁的政策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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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法国教育部决定降低义务教

育年龄的政策只惠及 26000 名学生，法国

97.6%的儿童都可接受学前教育，但是学

前教育的入学率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均衡，

特别是在海外省，这一比例甚至低于 70%，

因此降低义务教育年龄主要是面向原先并

无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的儿童。 

全国教师联盟的弗朗希特·彭皮诺

（Francette Popineau）对此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降低义务教育年龄是教育部部长

让·米歇尔·布朗盖先生（Jean-Michel 

Blanquer）为《信任学校法案》制定的关键

举措之一。实际上，降低义务教育年龄的

好处早在 2018 年的幼儿园会议中就得到

了认可，3-6 岁是增加学习兴趣、减少语言

水平差距的最有效年龄，保证所有孩子都

可以接受学前教育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有

些家长不同意降低义务教育年龄，他们不

了解学前教育对孩子未来学习的铺垫作用，

认为孩子年龄太小不适合与父母分离。为

满足孩子的学习以及生活需求，需要学前

教育机构具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接待条件，

比如宿舍条件，班额大小需要得到保障和

控制。 

 

来源：法国信息电视台 

编译者：崔慧慧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早期儿童

保育教育工作者短缺“危机”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e News）

官方网站 2019 年 8 月 31 日报道，新斯科

舍省贝德福德市（Bedford,N.S.）的儿童公

司（Kids&Company）称，每天都有来自一

些家庭的电话声称他们希望让孩子参加日

托计划。公司高级区域主管多萝西·德伍

热·墨菲（Dorothy DeVouge-Morphy）说，

公司在全省有七个营业点，但与其他受监

管的幼儿中心一样，都面临“员工危机”

的打击。今年夏天公司已经失去了 4 名员

工，他们转到了学前教育幼儿园。 

帕姆·斯特里特（Pam Streeter）在儿

童早期护理领域工作了 30 多年，是创新儿

童教育中心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她说，

自 90 年代末以来，人员短缺问题一直在持

续。斯特里特表示，学前教育系统的引入

是自由党的竞选承诺，她认为推出的速度

太快，只会加剧人员配备问题。斯特里特

指出，可能看起来有足够的幼儿教育工作

人员来安排学前教育，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说：“这些人员里有退休人员、代课教师、

正在抽出时间照顾家庭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等，他们都被算入总数。所以，这些数字

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可用的幼儿教育工作

者数量。” 

教育部长扎克·丘吉尔（Zach Churchill）

表示，省自由党政府已经推出了为期四年

的学前教育计划，这不仅帮助家庭获得免

费托儿服务，而且还创造了 500 个额外的

幼儿园就业岗位。为了帮助那些受监管的

托儿中心，政府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补

贴。丘吉尔说，“这就是我们与受监管的儿

童保育部门如此密切合作的原因。我们每

年在该行业投资约 7000 万美元，以帮助他

们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 

丘吉尔表示，今年 9 月，哈利法克斯

区域教育中心将增加 84 所新的学前教室，

并计划明年增加 50 所教室，这将给就业部

门带来压力。同时，他们也积极支持招聘

措施。丘吉尔说，“申请政府补助的每家受

监管的儿童保育公司都已成功获得资助。

我们在新斯科舍社区学院增加了 130 多个

新岗位进行培训。我们为希望成为幼儿教

育工作者的人提供新的助学金，这是一个

从未有过的最佳时机。” 

 

来源：环球新闻 

编译者：许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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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改革陷入

混乱，引入民间英语测试面临

困难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8 月 30 日报道，日本大

学入学共通考试即将于 2020 年度起开始

正式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引入

了民间英语测试来考察学生英语“听说读

写”四项基本技能。在国际化蓬勃发展的

今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之一，重视

培养英语交流能力无可厚非。然而，随着

正式实施日期的逐渐临近，越来越多的问

题却暴露出来，导致这项改革陷入了极大

的混乱。 

今年 7 月，托业（TOEIC）以系统问

题为由退出了指定民间英语测试的群体。

其他民间英语测试也还未公布具体实施考

试的时间和地点安排情况等。日本全国高

中校长协会向文部科学省提交申诉，要求

文部科学省“尽快应对和处理目前的事态”。

调查发现，改革的措施和内容并没有真正

传达给广大考生、家长和教师。虽然有的

家长表示大体明白入学考试改革的整体结

构和具体措施，但是还有不少家长由于改

革系统过于复杂而没能理解，感到深深的

不安。 

从引入民间英语测试方案提出开始，

就不断有人质疑这项改革的公平性。对于

民间英语测试的公平性等诸多问题，大学

方面在应对上有不同的态度，不同学校之

间也有模仿和协调，但总体上看，大学在

如何采纳和接受民间英语测试这一问题上

分歧很大。文部科学省为了缓解这一矛盾

出台了不少具体措施和例外规则，结果却

是让本来就复杂的改革体系更加混乱，民

众对大学入学考试改革的理解更是难上加

难。 

文部科学省收到大学方面的申请，于

8 月 27 日开设门户网站用来概括介绍民间

英语测试的内容和不同大学的接纳情况等。

然而，长此以往，大学入学考试就不仅仅

考察学生的实力，还要考验学生家长和老

师的信息搜集能力。如果这种信息不对等

影响到了大学入学考试公平，那就得不偿

失了。文部科学省在今后还将向大量高中

召开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内容的说明会，希

望民间英语测试的混乱和风波不要影响到

民众对考试本身的信任，文部省未来应当

更多地尊重各高中的意愿。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韩国：从 2023年起全面废除大

学入学金制度 

据韩国《韩国日报》（hankookilbo）2019

年 8 月 26 日报道，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全

体会议通过了韩国《高等教育法部分修正

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此修正案的主

要内容是废除大学入学金。修正案规定，

韩国从 2023 年起，所有大学（不包括研究

生院）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均不得向进入该

学校或插班进入该学校的学生收取入学金。 

在韩国一直存在着入学金制度，大学

入学金一直被认为是加重学生和家长负担

的重要因素。以去年来看，私立大学的平

均入学金是约 77 万韩元（约合 4532.20 人

民币）。另外，由于计算依据和征收目的不

透明、使用途径不明确公开等原因，废除

入学金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对此，韩国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World Education News Sep.2019 No.90 

5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9月 第 18期 政策参考 

教育部和大学方面为了改善入学金制度，

组建了协商小组进行相关讨论。去年。通

过数次协商小组会议，达成了废除大学入

学金的协议。此后，韩国国家公立大学从

2018 年就开始废除了入学金，而韩国的私

立大学和私立专科大学则计划在 2022 年

之前分阶段废除入学金。此次修正案删除

了征收大学入学金的法律依据，从法律上

明确规定从 2023 年开始全面废除大学入

学金。 

此次修正案中还为分期缴纳大学学费

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前，分期缴纳学费都

是以校规为依据展开的，而在法律上没有

明确依据。此次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今

后学生可以依法将一个学期的学费分两次

以上缴纳。韩国正义党议员吕永国表示，

大学学费和入学金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较

大的经济负担，废除入学金可以减轻大学

教育费用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很有

意义的措施。 

 

来源：韩国日报 

编译者：朴仙子 

 

 

 

 

 

坦桑尼亚：禁止教师体罚学生 

据《人类权利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9 年 9 月 3 日报道，今年 8 月，

坦桑尼亚政府禁止小学低年级教师携带教

鞭进入教室。然而，坦桑尼亚学校对学生

的暴力行为是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在

全国各地的调查中发现，中学的虐待方式

是普遍的、有辱人格的。孩子们告诉记者，

老师会用拳头打他们。有时候，老师会强

迫他们摆出“蛙式”——弯下身子，将头、

脖子和手臂收拢，然后跳起来，或者保持

这个姿势很长时间。教师还会当众羞辱学

生，有些女孩们甚至会被性虐待。 

政府应该关注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学生，实际上老师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关心

和保护学生。大多数教师表示，他们诉诸

暴力是因为这是对付教室里大量学生最简

单的方法。一位老师大胆地说，他“制造

痛苦”，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听从他的

指令。在由九个人组成的调查小组中，只

有一名教师反对课堂暴力。他知道，诉诸

暴力只会让学生感到焦虑和恐惧，打断他

们的学习。在他看来，老师应该找到积极

的方法来鼓励孩子们享受学习，理解为什

么学生有时不遵守老师的指示。许多国家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体罚和教室

里其他形式的暴力会扼杀学生的学习动力，

并对大脑发育产生有害影响，打学生没有

任何好处。 

教师们谈到了对学校糟糕状况的失望，

以及缺乏适当的教学资源、足够的教学空

间和对教师的支持。他们认为，教师需要

通过培训来学习如何管理大班额课堂教学，

学习避免使用身体或心理暴力的替代方法。

然而，这些内容并非教师正规培训的一部

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信息仍然零

散，而且依赖于发展伙伴的资金支持。虽

然这些因素并不能成为教师暴力对待学生

的理由，但它们凸显了政府亟需对这些方

面进行关注。坦桑尼亚的所有学校都应该

停止体罚，政府应全面禁止体罚，并对教

师进行高质量的培训，充分监控教师，为

教师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以确保他们

不再使用这些对学生有害的方法，并确保

孩子们在教室里的安全。 

 

来源：人类权利观察 

编译者：张秋旭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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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尔及利

亚的多语种国家扫盲战略荣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2 日报道，阿尔及利亚

教育部全国扫盲与成人教育办公室(The 

National Office of Literacy and Education for 

Adults，简称 ONAEA)因其“多语种国家扫

盲战略”计划被授予 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宗大王扫盲奖（King Sejong Literacy 

Prize）。 

在塔马西特语（Tamazight）作为除阿

拉伯语之外的官方国家语言之后，全国扫

盲与成人教育办公室于 2016 年启动了这

一多语种计划，以支持实施 2008 年“国家

扫盲战略”。该战略包括用两种官方语言为

成年人开设为期 18 个月的扫盲课程，强调

开始用母语学习以获得更多语言并成为终

身学习者的重要性。全国扫盲与成人教育

办公室总干事卡迈勒·柯布切（Kamel 

Kherbouche）将该方案描述为一个“国家扫

盲和语言政策相结合的具有长期性且合乎

逻辑的结果”。 

说塔马西特语的人现在可以使用他们

的母语参加扫盲方案，这有助于他们使用

阿拉伯语，而讲阿拉伯语的人则有可能学

习塔马西特语。政府旨在通过双语扫盲计

划，提高阿尔及利亚教育作为一个多语种

社会的相关性，并将其扫盲工作的范围扩

大到说阿拉伯语的人之外。该计划除了多

语种方面，也涉及到某些游牧民族。国家

扫盲战略在农村人口和妇女中普遍产生共

鸣，这些人约占参与者的 90%。制定该计

划时考虑到学习者的个人情况和他们所处

的环境，在课程结束时顺利通过期末考试

的学习者，可以通过远程教育、专业机构

的职业培训和创收活动来进一步的学习。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30个国

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声称

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官方

网站 2019 年 9 月 3 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联合国暴力问题特别代表秘书长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简称 SRSG)公布的一项最新民

意调查显示，在 30 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

年轻人表示他们曾遭受过网络欺凌，五分

之一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曾因网络欺凌和暴

力而逃学。 

调查问题涉及到年轻人的网络欺凌和

暴力经历及其最频繁发生的地方，以及他

们认为谁应该为结束网络欺凌和暴力负责。

约 3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为结束网络

欺凌负责，31%的受访者表示应由年轻人

自身负责，29%的受访者表示应由互联网

公司负责。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结束暴

力（ENDViolence）运动的一部分，来自世

界各地的儿童和年轻人在 2018 年起草了

一份结束暴力青年宣言，呼吁政府、教师、

家长帮助结束暴力，确保学生在学校内外

以及网络上的安全。 

为了结束学校内外的网络欺凌和暴力

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呼吁

各部门在以下领域采取紧急行动：执行保

护儿童和年轻人免受网络欺凌的政策；建

立国家帮助热线以支持儿童和青少年；提

高社交网络提供商在数据的收集和管理方

面的道德标准；收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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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为的分类证据，以便为政策和指导提

供信息；为教师和家长提供预防和应对网

络欺凌的培训等。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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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言论自由的新框架 

‘What Snowflakes Get Right’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雪花做对

了什么：校园里的言论自由、真理和平等》

（What Snowflakes Get Right: Free Speech, 

Truth and Equality on Campus）一书中，纽

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比较文学、德

语和英语教授乌尔里希·贝尔（Ulrich Baer）

试图改变校园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贝

尔认为，言论自由不能与平等问题分开，

今天的校园辩论中，言论自由被赋予了过

于主导的一种角色。 

他认为校园里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被

错误地描述为言论自由与被娇惯、过于敏

感的学生的反感之间的冲突。问题是，只

有当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定的所有参与者的

平等原则相结合时，它在大学才有意义。

因此，当一个演讲者提出一些人天生低人

一等的观点时，这样的言论就与大学为学

生提供平等使用设施和资源的授权产生了

直接冲突。此外，言论自由既不是可以不

负责任地随意发表错误意见，也不等同于

学术自由。 

“审查观点并决定哪些观点值得辩论”

是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中推进知识和寻求真

理的核心，所有的学术努力都是在专家群

体追求这一共同目标的过程中进行的。当

新思想的支持者可以通过一些严谨、科学

的方法来挑战正统思想的时候，新思想就

会被接受。所有的领域都会不断产生不受

欢迎的想法，这些想法会为了被接受而斗

争，并可能产生新的知识范式。大学努力

成为一个每个人都以追求和促进知识为共

同目标的社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思想子

集。从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

到爱因斯坦(Einstein)，再到琳达•诺克林

(Linda Nochlin)等女权主义艺术评论家，叛

逆者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见解。他们的

想法最初常常出现在非主流的场合，却因

为条理清晰、有说服力、基于证据、对现

有领域提出了挑战而受到关注。 

审查想法和不排除有价值的想法的问

题是复杂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也有所不

同。贝尔认为，这一过程更接近于托马

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结构上

的范式转变，它依赖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

群体以连贯的方式寻找真理。 

然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大学对它们

在言论自由辩论中的使命感到困惑，并坚

持认为开放和不受监管是它们的目的。事

实上，这不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目的是

为了推进知识的公开探索。大学里的言论

自由是为另一种理想服务的，即推进知识、

寻求真理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参与。因

此，公立大学必须阐明他们的目的和使命，

以合作的方式组织学生团体和教师承担共

同的责任。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乌尔里希·贝尔是纽约

大学比较文学、德语和英语教授，出版了《歌曲

的残余：夏尔·波德莱尔和保罗·策兰的现代性经

验》(Remnants of Song: Trauma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Charles Baudelaire and Paul Celan)、

《黑暗间隔：关于损失，悲伤和转变的信》(The 

Dark Interval: Letters on Loss, Grief and 

Transformation)等 18 本著作和众多诗歌。他的播

客《思考》致力于深入讨论言论自由的思想，用

语言改变世界。 

 

Scott Jaschik. ’What Snowflakes Get 

Right’[EB/OL]. [2019-10-11].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 

11/author-explains-ideas-new-book-free-speech-

campu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https://www.amazon.com/Dark-Interval-Letters-Transformation-Classics/dp/0525509844/ref=pd_lpo_sbs_14_t_0?_encoding=UTF8&psc=1&refRID=RXZJZZ21PN4DQZM5JTFK
https://www.amazon.com/Dark-Interval-Letters-Transformation-Classics/dp/0525509844/ref=pd_lpo_sbs_14_t_0?_encoding=UTF8&psc=1&refRID=RXZJZZ21PN4DQZM5JTFK
https://www.amazon.com/Dark-Interval-Letters-Transformation-Classics/dp/0525509844/ref=pd_lpo_sbs_14_t_0?_encoding=UTF8&psc=1&refRID=RXZJZZ21PN4DQZM5JTFK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2011/author-explains-ideas-new-book-free-speech-campus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2011/author-explains-ideas-new-book-free-speech-campus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2011/author-explains-ideas-new-book-free-speech-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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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友谊使学生更加宽容 

Varied Friendships Make Students More Tolerant 

在许多人研究如何提高大学校园的宽容度之际，跨信仰青年核心组织（Interfaith Youth 

Core）进行的研究发现，学生拥有的持有不同世界观的朋友越多，他们对不同身份和不同宗

教团体的欣赏就越有可能增长。这项研究是该组织跨信仰多样性经历与态度纵向调查

（Interfaith Diversity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Longitudinal Survey，IDEALS）的一部分，该

调查侧重于调查本科生与持有不同世界观和宗教观的人之间的互动，在一年的时间里，该研

究跟踪了来自 120 所不同类型大学的学生，7200 多名学生对此调查做出了回应。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高等教育学教授兼该项调查的首席研究员罗肯巴赫（Alyssa 

Rockenbach）指出，“亲密友谊在帮助学生对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产生更积极态度方面起到了

一定作用，本报告的目的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经历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友谊对他们

的影响”。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行政学教授马修·梅休（Matthew Mayhew）等人指出，在思

考大学如何招收国际学生的问题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很多国际学生有不同的信仰传统，

“他们离开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担任领导者，所以我们有四年的机会来组织学生相互合

作并克服身份和宗教差异”。  

该调查发现，在大学的最初几周内结交了五个或五个以上持有不同世界观朋友的学生最

有可能以更欣赏和宽容的态度结束第一年的学习（图 1）。罗肯巴赫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学

生们在这一年中保持了与不同世界观的人的亲密友谊，获得了更多的朋友”，认为这为学生

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为大学毕业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以更有生产力的方式

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做贡献。 

 

图 1 学生“跨世界观”朋友的数量与一年后发展结果的关系图 

该研究还表明，结识具有特定世界观的朋友的学生不仅会更加积极地看待该人群的成员，

而且还会更欣赏拥有其他世界观的人（图 2）。这些影响似乎通过人们的社交网络得以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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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图 2 学生对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的态度变化图 

本研究对大学领导者也有所启示：在制定程序时，他们应该考虑为学生提供更多和不同

类型的学生进行联系、对话并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例如，管理者应予以鼓励聚在一起吃饭

和分享非正式的社交时间，或者将具有不同宗教或世界观团体的办公室设置在一起等。罗肯

巴赫说，院校应该提高为学生们提供多元环境的意识，引入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跨世界

观”学生交流计划，以促进学生的发展。 

 

Elin Johnson. Varied Friendships Make Students More Tolerant[EB/OL]. [2019-10-15].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15/college-students-friends-different-worldviews-are-more-tolerant-

study-find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加拿大：社区学院本科毕业生显示出早期的收入优势 

Community College B.A. Shows Early Earnings Edge 

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发布的一项针对毕业生和个人所得税数据的最新研究显

示，在加拿大社区学院获得四年制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两年后的平均收入比在大学

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高出 12%，如图 1 所示。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15/college-students-friends-different-worldviews-are-more-tolerant-study-finds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15/college-students-friends-different-worldviews-are-more-tolerant-study-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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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3 年社区学院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 

研究发现，社区学院毕业生的收入优势几乎完全归因于他们的专业。与在大学学习的学

生相比，在社区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与更高收入相关的专业，包括商业、

公共管理和与健康相关的领域。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新美国”（New America）智囊团的

高等教育和劳动力高级顾问艾瑞斯·帕尔默（Iris Palmer）说，这些发现似乎与美国的一项

研究一致,即持有社区学院护理和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毕业生的短期就业结果与大学本科毕业

生相当。帕尔默表示，“社区学院本科毕业生选择的专业应用性更强，因此更有可能获得更

高的薪资。” 

研究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加拿大统计局研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该研究撰写者的马

克·弗雷内特(Marc Frenette)发现，虽然社区学院的学士学位持有者最初享有收入优势，但受

过大学教育的同龄人很快就开始迎头赶上，拥有大学本科学位的人在毕业后两到五年的收入

增长速度比社区学院的同龄人要快，到第五年结束时，社区学院毕业生最初 6000 加元(4452

美元)的收入优势减半，降至约 3000 加元(2222 美元)。此外，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毕业

后两年内就读研究生的可能性(11.9%)是社区学院本科学生读研可能性(2.5%)的近五倍，具体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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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3 年社区学院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研究生注册率 

这项研究对社区学院本科课程的劳动力产出提供了新的见解，有学者支持将其作为扩大

学生就业机会的手段，帮助因地理位置和成本等原因而无法攻读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学生。多

伦多大学安大略省教育研究所（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教授利萨·惠拉汉(Leesa Wheelahan)表示，这项研究“填补了我们对大学学位成

果的理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白”，“体现了社区学院本科学位的价值，也向我们展示了挑战

所在之处以及我们需要开展更多政策工作的地方。” 

 

Elizabeth Redden. Community College B.A. Shows Early Earnings Edge. [EB/OL]. [2019-09-1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9/19/study-provides-insight-short-term-labor-market-outcomes-

graduates-community-colleg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美国：研究发现英才教育的受益者大都是富裕家庭学生 

Money over merit? New study says gifted programs favor students from 

wealthier families 

《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来自高收

入家庭的小学生比低收入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有天赋的课程，即使这些学生就读同一所学校、

并在数学和阅读方面表现出相似的学业发展水平。该研究由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佛罗里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研究人员联合开展，是这类研究中第

一个使用全国性的学业数据并考虑学业成就的研究。 

研究发现，在学业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那些来自经济和社会地位（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SES）前五分之一家庭的学生获得英才服务的可能性（13%）是那些来自经济和社会

地位最后五分之一家庭同龄学生获得同等服务可能性（2%）的 6.5 倍（具体见图 1）。此外，

与黑人或西班牙裔学生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白人或亚裔学生在英才选拔过程中受益更

大。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9/19/study-provides-insight-short-term-labor-market-outcomes-graduates-community-college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9/19/study-provides-insight-short-term-labor-market-outcomes-graduates-community-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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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 SES 背景学生接收英才教育服务的可能性差异 

 

这一研究发现非常重要。根据以往研究，高成就、低收入学生才是整个英才教育项目最

大的受益者。“全国很多地区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美国全国英才儿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理事会主席乔纳森·普卢克（Jonathan Plucker）说，“这项研

究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停止将低收入家庭学生视为没有才能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

定势问题。” 

这项研究建议要根据学生的个人资质向才华横溢的学生提供英才教育服务，而不是基于

学生的家庭优势、学校和教师的偏见评估与推荐过程以及有失公平的相关教育政策。  

 

Marta W. Aldrich. Money over merit? New study says gifted programs favor students from wealthier 

families[EB/OL]. [2019-10-04]. https://www.chalkbeat.org/posts/tn/2019/10/04/money-over-merit-new-study-

says-gifted-programs-favor-students-from-wealthier-families/ 

信息来源：美国“粉笔节拍”（Chalkbeat）新闻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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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KIPP特许学校模式对

学生学业发展有长期影响 

KIPP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ore 

Likely to Enroll in College, Seek 4-

Year Degrees 

创建于 1994 年的“知识就是力量项目”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学

校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美国境内最大的公立

特许学校网络，一共在全美建有 240 所

KIPP特许学校，为10万名学生提供教育。 

KIPP 特许学校主要分布在城市衰落

社区里，以初中校的形式开办，主要招收

低收入家庭、有色人种等弱势学生群体，

数据显示，目前 88%的 KIPP 特许学校学

生都享有免费或减价午餐，95%的学生都

是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 

KIPP 特许学校的目标是缩小这些弱

势学生群体与同龄学生之间的学业成就差

距，并将他们培养进入大学以接受高等教

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KIPP 特许学校通

常采用的教育教学实践强调“高期望”

（high expectations）的教学目标，延长每

日在校学习时间和学年内学校日的天数，

加强对学生的品格教育，并赋予高效能的

学校领导和教师更大的权力。 

早前已有研究表明，这种学校模式对

于缩小弱势学生群体与同龄学生之间的学

业成就差距有显著效果。近日，美国政策

研究组织“Mathematica”发布了一项对

其长期效益的第三方评估研究。评估结果

显示，KIPP 这一特许学校模式也对改进弱

势学生群体长期学业发展有积极影响。上

过 KIPP 特许学校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进

入大学接受四年高等教育的比率比同龄人

高出 13 个百分点，而且他们在大学持续性

（college persistence）的表现上也超出那些

非 KIPP 特许学校毕业的同龄人。 

 

延伸阅读：Mathematica 是一个政策研究组织，

在数据、方法、政策和实践的交叉点应用专业以

及健康、教育、儿童福利和家庭支持等众多领域

的决策提供指导。该组织有 1200 多名专家在全球

各地工作，与美国联邦机构、州和地方政府、基

金会、大学、专业协会和企业都有所合作。 

 

Sarah D. Sparks. KIPP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ore Likely to Enroll in College, Seek 4-Year 

Degrees [EB/OL]. [2019-09-26].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19/09/kipp_middle_school_students_col

lege_enrollment.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电子竞技课程能有效促

进学生学习 

Free Esports Curriculum Contains 

Full Lesson Plans 

在微软公司的支持下，高中电子竞技

联盟(High School Esports League, HSEL)将

“游戏概论”（Gaming Concepts）编写为一

套完整的教材，该教材涵盖游戏职业、健

康实践、自我管理和人际沟通、电子竞技

游戏概述和完整的课程规划等内容。该教

材的作者克里斯蒂·卡斯特(Kristy Custer)

和迈克尔·拉塞尔(Michael Russell)称，几

乎所有具备基本计算机技能的人都可以教

授这门课程。 

卡斯特和拉塞尔都参与了高中电子竞

技联盟的课外电子竞技项目，并与威奇托

州立大学（Wichita State University）合作

创建了为期一学期的选修课。高中电子竞

技联盟称，在使用该课程的一个试点项目

后，选修该课程学生的平均成绩提高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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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勤率达到 95%。卡斯特在一份声明

中说:“那些感觉不到自己与学校之间联系

的长期旷课的学生，能从电子竞技中受益

更多，82%的学生在参与电子竞技课程之

前从未参加过课外活动。” 

高中电子竞技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梅森·穆伦纽克斯（ Mason 

Mullenioux）补充道:“我们很早就知道，对

于那些可能不参与课外活动或者跟不上进

度的孩子来说，将学生对游戏的热情带到

一个给予支持的教育环境中所带来的影响

是巨大的。”微软负责必应电子竞技（Bing 

esports）和电子游戏体验的高级项目经理

唐纳德·布林克曼(Donald Brinkman)指出:

“电子竞技具有巨大的潜力，既能激励学

生学习 21 世纪的技能，也能让许多此前在

竞争活动中被边缘化的学生参与其中。”他

认为指南旨在通过电子竞技的视角，教授

学生亲社会和亲学术的行为，这些行为则

与更好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2019年 4月，

微软为教育工作者推出了一个时长一小时

的在线课程，以帮助他们了解更多关于电

子竞技的知识，以及如何将其用于大学教

育和职业准备。 

 

延伸阅读： 

1.高中电子竞技联盟（High School Esports 

League）旨在将电子竞技作为一项合法的大学生

级运动推广到全国各地的高中。通过举办有组织

的电子竞技比赛，锻炼学生的各项能力，使他们

更容易在未来学业和职业上的成功。 

2.游戏概论（Gaming Concepts）通过电子游

戏和电子竞技的视角来教授大学、职场技能以及

社交情绪技巧，同时也为高中生提供将来在大学

甚至步入社会以后需要的生活技能。 

Dian Schaffhauser. Free Esports Curriculum 

Contains Full Lesson Plans. [EB/OL]. [2019-09-13].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9/13/free-

esports-curriculum-contains-full-lesson-plans.aspx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户外教育促进学生成长 

WV Outdoor School Uses Nature to 

Teach Students to Thrive 

摩根镇学院（Morgantown Learning 

Academy）是一所位于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 ）莫农加利亚县（ Monongalia 

County）的一所非营利性私立小学。从2014

年开始，该校每周都会组织学生参与山地

管理与户外领导力（Mountain Stewardship 

& Outdoor Leadership）活动。该项目每年

有 200-300 名学生参加，既包括摩根镇学

院的校内项目，也包括面向 2-12 年级所有

学生开放的课外项目。活动一般分为基础

知识课程与自然体验两个部分，同学们在

学习了相关知识之后，便可以开始自然探

索与实践。在课外活动中，学生们可以学

习户外技能，如搭帐篷和生火。 

摩根镇学院户外教育项目（Mountain 

SOL）的讲师和联合创始人汉娜·斯宾塞

（Hannah Spencer）说:“打开一本科学教

科书学习有关水质的知识和查看一幅分水

岭的地图带给学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斯宾

塞认为，近距离接触自然更有利于学生的

学习。她把带领学生走出课堂、置身分水

岭之中亲身体验自然视为自己的一项责任。

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兼主管珍欧莎·布伊

塞（Jen-Osha Buysse）指出，学生只有爱上

自然之后，才能有意识地保护自然，摩根

镇学院户外教育项目通过对自然的探索，

把学生的原有的知识、经验与其对自然的

热情联系起来。 

今年 2 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有

充分证据表明自然体验可以促进学术学习、

个人发展和环境管理意识。在回顾一系列

关于以自然为基础的学习所带来的影响的

研究时，研究人员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

与自然相处的经历可以提高学生的考试分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9/13/free-esports-curriculum-contains-full-lesson-plans.aspx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9/13/free-esports-curriculum-contains-full-lesson-pla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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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毕业率、自制力和参与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自然体验可以减少压力，增加学习

的乐趣。 

八年级的布雷登·希尔（Braedyn Hill）

已经连续几年参加户外教育项目了。他说，

“参加户外项目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场独立

的冒险，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参加户

外项目不仅能玩得开心、享受生活，同时

也能获取生活中需要的知识与信息。” 

 

WV outdoor school uses nature to teach students 

to thrive [EB/OL]. [2019-09-27].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9/27/wv-

outdoor-school-uses-nature-to_ap.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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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5-8】2020年第六届

国际教育技术前沿国际会议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CFET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5-8 日 

会议地点：东京，日本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内容： 

为了向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提供面对

面交流新思想、新应用和新经验，建立业

务或研究关系以及寻找未来全球合作伙伴

的机会，2020 年第六届国际教育技术前沿

国际会议将于 2020 年 6 月 5 至 8 日在日

本东京举办，主要发言人包括美国伊利诺

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的

Anu Gokhale 教授、日本大学（Nihon 

University）的 Dongli Han 教授等学者。会

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整合教育

技术（Integra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Social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语义网 3.0（The 

Semantic Web 3.0），移动、虚拟和替代学习

（Mobile, Virtual and Vicarious Learning），

网络社会中的教育（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Society），教育游戏（Educational 

Games），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学者、教师、博

士生和博士后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

介绍与探讨教育技术前沿主题有关的教育

问题。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应当是未经发

表的原创性论文，被接受的论文将在国际

会议论文集上发表，并由 Ei Compendex，

Scopus，IET 等主要数据库收录。 

会议论文投稿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2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fet.org/ [2019-10-28]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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