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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5 万美元的家庭收入和

基于需要的资助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

2019 年 10 月 7 日报道，纽约州的联合学

院（Union College）学费超过 7.3 万美元，

包括学费、食宿费和书本费。联合学院是

为数不多的完全满足学生需求且不盲目的

大学之一。 

今天，学校宣布了一项招生新举措。

工会官员表示，大学努力满足学生需求的

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满足那些来自收入不

超过 25 万美元、预计家庭贡献不超过 9 万

美元的学生。学校承诺为来自这些家庭的

每个学生提供至少 2 万美元的奖学金资助。 

这些助学金被称为“让你成为可能的

家庭助学金 ”(Making U Possible Family 

grants)，是在大学努力满足学生需求之际

发放的。富裕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和斯坦

福大学)在财政援助上投入了更多的钱，他

们是“被需要的盲人”，他们把家庭收入达

到六位数的家庭视为“经济困难”。与大多

数大学(捐赠近 5 亿美元)相比，联合学院

是富有的，但无法与美国最富有的大学相

比。 

该校负责招生、经济援助和招生的副

校长马特·马拉泰斯塔（Matt Malatesta）表

示，该校的情况一直很好，申请人数上升

至 6000 人，录取率不到 40%。今年的新生

班大约有 550 名学生。学校也付出了代价，

即为新生提供 1400 万美元的经济资助。但

学校援助对一些家庭来说已经太晚了，他

们与工会以需求为基础的援助标准相比是

富有的，但是却没有富裕到有足够的钱上

大学。所以问题是如何利用大学有限的资

源来发挥作用。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国家再培训计划更新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gov.uk）

2019 年 10 月 16 日报道，国家再培训计划

（The National Retraining Scheme）于当日

更新。 

国家再培训计划是政府的一项新计划，

旨在帮助成年人通过再培训找到更好的工

作岗位，为未来的经济变化包括自动化带

来的变化做好准备。此外，该计划属于政

府工业战略的一部分，将有助于满足未来

企业对多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旨在提高生

产力，建设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家。 

为了支持该计划的发展，政府在 2018

年秋季预算中宣布拨款 1 亿英镑。在测试

阶段，该计划的第一部分“获得帮助以接

受再培训”（Get help to retrain）适用于英

格兰 6 个地区满足一定条件的成年人，到

2020 年将会面向英格兰的全体成年人。 

该计划最初将支持以下成年人：已经

有工作；24 岁及以上；没有学位证书；工

资低于一定的薪酬标准。之所以首先为这

些人提供再培训的机会是因为：他们很少

有机会获得现有政府的相关支持；也最需

要更新技能从而能够抓住新的工作机遇。 

国家再培训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1）

通过培训和有针对性的建议，支持在职的

工作人员走上更好的工作岗位；（2）为现

有的成人培训计划提供补充；（3）鼓励人

们在工作中发挥灵活性和适应力，以便更

好地利用新机会。 

该计划还包括支持人们培训和找工作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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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服务，将提供：（1）由具备资格

的顾问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和指导（2）功

能性的技能培训，最初侧重于英语和数学；

（3）灵活的在线和混合式学习，在线和面

对面相结合，使更多的成年人能够接受培

训；（4）在职职业培训和在职学习。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德国：促进职业教育的跨境流

动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Bildungsklick）

2019 年 10 月 15 日报道，为促进职业教育

的跨境流动，德法工商会在上周二于巴黎

举办了德法职业培训日，推动欧盟意识到

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欧盟数字素养的

重要性。 

副首席执行官阿西米·德克斯（Achim 

Dercks）提出了一项联合卓越计划，以促进

职业教育的跨境流动。德尔克斯在约 300

名政治决策者和商业代表面前指出法德工

商会的职业培训日是履行 2019 年初在亚

琛签署新《爱丽舍条约》的标志。该条约

明确强调要加强和巩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

合作。为了进一步充实《亚琛条约》中新

创建的教育条款，他呼吁采取联合卓越行

动，以促进职业培训中的跨境流动，采取

针对具有学术和专业学位的跨国双重学习

计划。并鼓励德国工商业和手工艺商会与

德国和/或法国的大学进行合作。 

对于公司而言，IT 技能是重要的招聘

标准，但是受训人员在培训开始时就对 IT

安全性或数据保护方面的专门知识常常有

很多不足之处。德克斯表示，必须在学校

已经提高了这些技能，以便能够在公司和

职业学校中以此为基础。此外，专业培训

还必须应对新挑战，既定学位将得到修订，

新学位将得到发展，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

建设。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张蒙蕊 

 

 

俄罗斯：教育部计划于 10 月份

制定出新的教师激励体系草案 

据 俄 罗 斯 塔 斯 社 （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2019

年 10 月 4 日报道，俄罗斯教育部计划在

10 月份完成新的教师激励体系草案的制

定。该体系将直接影响教师工资的数量。

草案制定完成后将由负责国家“教育”项目

的副总理塔季扬娜 ·戈利科娃（Татьяна 

Голикова）进行审核。 

外交部副部长玛丽娜·拉科娃

（Марина Ракова）在托木斯克与教师会晤

期间，说到：“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相当有趣

的系统，该系统与教育工作者的薪酬水平

有直接联系。10 月份我们将制定一个新体

系的草案并交给联邦副总理塔季扬娜·戈

利科娃进行审核。我们希望从 2020 年开始

能够有一个先行示范区，通过对新系统的

实践检验来达到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

的目的。” 

她指出，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本应该

是自发的内在的动力，但是由于工资、工

作量和职业倦怠等种种原因，实际情况却

是大相径庭。当然，目前并非全部的教育

工作者都面临着此种挑战。但是使这种情

况得以好转的办法不仅仅是通过教育更要

让教育工作者感受到无尽的发展潜力和前

景。 

国家“教育”项目的执行时间为 2019

年至2024年。总预算达到近7845亿卢布。

该项目的目的是提高俄罗斯教育的全球竞

争力，并确保俄罗斯成为全球基础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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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名前十名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政府副

总 理 塔 季 扬 娜 · 戈 利 科 娃 （ Татьяна 

Голикова）是该项目的监测人，俄罗斯联邦

教育部长奥尔加·瓦西里耶娃（Ольга 

Васильева）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法国：中小学的生态转型 

据 星 期 天 杂 志 报 (Le Journal 

Dimanche)2019 年 10 月 8 日报道，法国国

家教育部长让 -米歇尔·布兰盖（Jean-

Michel Blanquer）希望促进学校的生态转

化。据报道，在法国埃松省的马西初中

（Massy），那里的学生已经学会垃圾分类、

菜园堆肥以及播种种植了。 

这所学校共有 680 名学生，学校里每

位学生都非常热爱环保事业。事实上，法

国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马西初中只是法

国 4500 所绿色学校的一员，这些绿色学校

大多是中小学性质学校，他们都是全球可

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一员。另外，法国教育

部表示绿色学校的数量预计在 2022 年前

翻一番。 

高中生参加生态活动的意愿更加强烈，

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加入了生态活动的志愿

者行列。凡特·罗伯特(Vincent Robert)和夏

塔尔·哥迪厄(Chantal Godineau)是一所高

中的生态老师，他们也是该高中可持续发

展俱乐部的创始人。根据两位老师的统计，

2016 年最初建立俱乐部时，仅有 15 名学

生加入，到目前已经有 90 余名学生志愿

者，可见学生对生态活动的参加意愿非常

强。两位老师表示，学生们在参与生态实

践活动时的很乐意积极参与，真心的融入

实践，用心的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他们

看到学生们亲手播种，种植萝卜、青菜等

蔬菜，打造校园中的小菜园；学生们把手

放在泥土上感受大地的温度，体会这个世

界的美好。 

 

来源：星期天杂志报 

编译者：崔慧慧 

 

 

 

 

韩国：私立高中、特殊目的高

中于 2025 年均转换为普通高中 

据韩国《news1》报 2019 年 10 月 14

日报道，当日韩国共同民主党和教育部等

机构公布了一则消息：韩国教育部于上个

月 18 日在党政青协议会上报告了包括

2025 年将独立型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

国际高中一并转换为普通高中的高中序列

化问题解决方案，并对此进行了相关讨论。 

将时间定在 2025 年是因为此前韩国

教育部规定，今年通过重新指定评价或明

年即将通过评价的独立性私立高中、外国

语高中和国际高中将维持五年的地位。另

外，解决方案内容中还包括高中学分制度

也将从 2025 年开始全面实施。韩国教育部

谨慎地表示，正在对解决高中序列化问题

的方案进行研讨，还没有决定任何内容。 

韩国进步教育派首先对相关方案表示

欢迎。全国教职员工发言人郑贤镇表示，

包括全体教职工在内的教育界一直主张将

独立型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和国际高中

转换为普通高中。但是，郑发言人表示，

高中序列化问题并不只是独立型私立高中、

外国语高中和国际高中的问题，必须转换

英才学校、科学高中的委托教育方式，同

时转换高考和高中内申大学的绝对评价，

并确保教师个人评价也进行相对应的改革，

这样高中序列化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与韩国进步教育派相反，保守教育派

对此方案持批判立场。韩国教员团体总联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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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发言人赵成哲（音译）表示，确保高

中体制的多样性一直是韩国教育的框架和

方向，不能因为政权交替就一并转换私立

高中、外国语高中和国际高中。赵发言人

补充表示，将高中序列化的责任追究给私

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和国际高中不合适，

根本原因在于韩国存在已久的学历主义和

工资差别对待等因素，不解决这些社会问

题而只想依靠转化学校类型解决高中序列

化问题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另外，要想

把私立高中等学校转化为普通高中，那么

普通高中也要有实施多样化教育的可能性，

在没有确认这一可能性的情况下推进转换

学校类型是颠倒前后顺序的错误做法。 

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的争议在持续进

行，韩国教育部强调这不是已确定的计划，

并表示为解决高中序列化问题在探讨多种

方案，但还没有确定的对策。 

 

来源：韩国《news1》报 

编译者：朴仙子 

 

 

澳大利亚: 地区学校将成为教

师现金奖励的重点 

据《悉尼先驱晨报》2019 年 10 月 10

日报道，教育部长詹姆斯·梅尔利诺（James 

Merlino）表示，若州政府提供 5 万美元的

奖励来吸引优秀教师到具有挑战性的学校

时，地区和农村学校将受到青睐。但有专

家表示仅靠现金并不能留住优秀的教师，

研究生教师需要更好的职业道路和密切的

指导。 

州政府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为那些在被

提名的困难学校工作三年的教师每年支付

9000 美元，这些教师的职位被证明很难填

补，比如数学和科学。该政策得到了联邦

教育部长丹·特汉（Dan Tehan）的赞赏，

他称赞这项计划“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类似的计划没有说服高质量教师留在英

国具有挑战性的学校，一些教师表示想要

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教师，工资只是一方

面。 

农村教育专家菲尔·布朗（Phil Brown）

对州政府的现金奖励表示欢迎，但他认为

还应该提供额外的培训，呼吁各大学与偏

远学校合作，为城市教师搬到农村做准备。

格拉顿学院（Grattan Institute）教育专家朱

莉·索尼曼（Julie Sonnemann）认为政府应

该从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上来改善教学现状，

如薪水、培训、职业道路等。 

 

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编译者：吴桐 

 

 

 

 

卢旺达：不合格的教师将被免

职 

据《新时报（The New Times）》2019

年 10 月 10 日报道，负责中小学教育的教

育部长艾萨克·穆雅卡兹（MunyakaziIsaac 

Munyakazi）说，除了那些仍在上课的教师

外，没有必要的资格证书的教师将在两个

月内被免职。 

多年来，教师们一直享有获得职位所

需资格的宽限期——要么是两年制文凭，

要么是学士学位，而有些教师则没有。部

长说，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到2020年1月，

只有合格的教师才会留下来。“我们正在招

聘教师，这将只取决于资格。两个月后，

我们将替换不合格的教师，但是那些已经

入学参加培训的教师将被豁免，因为他们

正在进行资格考试。”接受《新时报》采访

的多位教师表示，他们面临着经济困难，

这阻碍了他们提升学历。一位教师说，“几

天前发布了一项公告，没有教育学位的教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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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允许注册为地区教师，我想现在一切

都结束了。” 

据 卢 旺 达 教 育 委 员 会 （ Rwanda 

Education Board）总干事说，教师的素质是

决定学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此举有助于

提高教师素质。他还说：“当学生的老师资

历不够或不合格时，他们的学术潜力就会

受到限制。高资历的老师更有可能激发学

生学习和成功的欲望。”根据教育部的估计，

卢旺达有 6.3 万名教师，小学教师占 98.6%，

中学教师占 76%。 

 

来源：《新时报》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利重新

推动教育平等发展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10 月 8 日报道，来自 55 个

国家的 450 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参加了教

科文组织与哥伦比亚教育部和卡利市合作

举办的为期三天的论坛。出席会议的有政

府官员、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专家、

民间社会代表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等。 

每个学习者无论他们的具体需求、地

位和性别如何，都同等重要。但在《萨拉

曼卡声明》通过 25 年后，确保每个学习者

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从中受益，仍

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今

日，全世界仍有 7.5 亿成年人不能读书写

字，全世界有 2.62 亿儿童和青年失学。论

坛为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采取包容教育的

行动提供了新的动力，制定了所需的战略，

使包容成为现实。该论坛重新将包容性作

为加强平等以获得高质量学习机会的一般

指导原则。从残疾人、土著人口到同性恋

等，不同环境中的所有学习者都需要融入

教育。 

哥伦比亚教育部长玛丽亚 ·维多利

亚·安古洛（María Victoria Angulo）认为，

“谈论优质教育，就是从包容的角度来看待

教育。这意味着承认儿童、年轻人和青少

年是有权利的学习者。”在学校，教师、校

长和行政人员应获得授权，并得到工具和

知识的支持，以便在没有歧视的环境中满

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论坛最终建立

了《卡利声明》，作为一份成果文件，说明

有关各方在加快教育融入行动方面的承诺。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国际教育组织：亚太地区的教

育工会成员提出了一些推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 4 和专业教学标

准的建议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10 月 8 日

报道，在国际教育组织附属机构的亚太地

区协商会议上，教育联盟领导人采纳了有

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和实施专业教学

标准的建议。 

来自国际教育组织 13 个成员组织的

30 位教育联盟领导人参加了 9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主题为“我们在哪

里？实现 2030 年教育议程”的亚太区域协

商会议。会议的第一天专门讨论了可持续

发展目标 4，旨在提出建议，并将其纳入第

五届 2030 年亚太教育会议成果文件。会

议介绍了 SDG4 教育 2030 实施过程的现

状、进展与六项政策建议，以及名为“致力

于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4”的新运动。第二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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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专门为国际教育组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球专业教学标准框架制定实施路线

图。该框架是由国际教育组织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2030 年促进教育国际教师工作

组共同开发，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教学标准

的制定、审查或更新提供信息和指导。 

为期两天的协商会议提出了两套建议。

第一套侧重于实施和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4 的进展情况。与会者呼吁各国政府：

通过解决阻碍进展的主要障碍（教育经费、

教师、公平和包容性），加快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4 和相关目标的进度；通过达到国

际认可的教育融资基准来确保对公共教育

的投资；扩大并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早期教

育的公共服务；规范私立教育提供者的活

动，以确保教师的质量，平等和包容性以

及体面的工作条件；提供充足和优质的基

础设施、教学资源，尤其是在农村、偏远

地区和其他边缘地区。 

第二套关于教师的建议强调，政府应：

确保为幼儿教育、初等、中等和职业教育

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的所有教师和领导提

供优质的、相关的专业发展；确保在教师

及其工会的充分参与下制定专业的教学标

准；专业化教学；与教师组织进行真正的

对话，以便对教育和教师政策进行概念化、

实施、监督和审查；解决教师的工作量和

幸福感问题，并确保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备

课和进行批判性思考；确保学术自由和教

师的专业自主权；通过与教育工会进行真

正的社会对话（包括集体谈判），确保教师

获得体面的薪水和工作条件；确保所有教

师和教育支持人员的工作安全性/任期安

全性（永久合同）。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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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统的天才教育使大批

学生被埋没 

What We're Getting Wrong About 

Gifted Education 

针对低收入地区和有色人种中有天赋

儿童的教育问题，各地倾向于使用筛查测

试（screening tests）来进行筛选，但这些测

试仍然依赖于测试分数的比较，没有考虑

到取得高分（也可以说是课程学习）的天

赋与创造性或能产性天赋之间的重要区别。 

针 对这一现象，康涅狄格大学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教育心理学的

教授约瑟夫·伦祖利（Joseph S. Renzulli）

指出，我们如何使用“有天赋”（gifted）这

个词本身就指向了这个领域的一个潜在问

题，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一种固定的存在

状态，如“她很有天赋”（She is gifted），

或者指在人为表现的某个特定领域具有很

高的潜力，通常会与一个既定的标准或群

体相比较，如“他是同龄人中的天才作家”

（He is a gifted writer for his age）。这两种

对“有天赋”一词的不同解释提出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天才”行为是天生的，还是

后天发展的？ 

约瑟夫认为，将天赋视为一种可以通

过测试分数来确定的天生特质，不考虑学

生的个体差异，将导致大部分低收入家庭

和有色人种的高潜力儿童不能参与天才教

育项目，因为这些群体在标准化测试中的

得分一直低于中产阶级和白人群体。测试

方式也将所有非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高分者

排除在外，而这些人可能具有高度的创造

性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新颖的处事模式、

别样的表达形式、高度专业化的才能、兴

趣、想象力和动机。但上述个体差异很少

被考虑在传统的天才识别程序中。例如，

一位康涅狄格州的学生成绩测试分数很低，

但对力学与电学十分感兴趣，因此，他的

老师鼓励他参与康涅狄格州的发明大赛。

这名学生在比赛中获得冠军并得以参与全

国的发明大赛，而他使用的所有背景阅读、

实验、数据收集和演示技巧都可以称之为

创造性和生产性的天赋行为。 

因此，约瑟夫指出，学业成绩之外的

创造力、创新能力和执着精神比仅仅在标

准化考试中获得高分更加有价值，也正是

如今就业市场所需要的。现代教育应当集

中精力培养学生个人兴趣、才能、学习积

极性和执行力等方面的天赋，从而实现对

低收入地区和有色人种在天才教育项目上

更大的公平。如果相关学者和教育家要实

现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学者、艺术家和发

明家的目标，就必须探索超越传统标准和

规范的方法。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约瑟夫·S·伦祖利（Joseph S. 

Renzulli）是康涅狄格大学教育心理学的杰出教授，

伦祖利学习系统（Renzulli Learning System）的创

始人之一。伦祖利学习系统是一个交互式的在线

系统，可以快速识别学生的优势、兴趣、学习和

表达风格，然后为每个学生匹配数以千计的个性

化丰富活动。伦祖利学习系统通过其全球协作模

块，帮助学生学习 21 世纪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如

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时间管理、沟通技巧、团

队合作等。 

 

Joseph S. Renzulli. What We're Getting Wrong 

About Gifted Education. [EB/OL]. [2019-11-11].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11/11/wha

t-were-getting-wrong-about-gifted-education.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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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全世界大部分青少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身体锻炼 

Majority of Kids Worldwide Aren’t Getting Enough Activity, Study Says 

身体活动和锻炼于青少年而言有许多益处。然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一项名为“青少年体育活动不足的全球趋势：对 298 项以 160 万人口为基础

的调查汇总分析”（Global trends in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olescents: a pooled 

analysis of 298 population-based surveys with 1·6 million participants）的最新调查显示，全球

范围内年龄在 11 至 17 岁的青少年均没有得到足够的身体锻炼。 

在这项调查中，世界卫生组织分析了 2001 年至 2016 年来自 146 个国家的相关数据。结

果显示，全球 78%的女孩和 78%的男孩没有进行足够的身体锻炼（如图 1 所示）。报告指出，

“与既往研究一致，我们的调查也表明，目前全球缺乏充足运动的青少年比例依旧居高不下。

运动不足正在严重损害全球青少年当下以及未来身体健康甚至心理健康。” 

 

图 1 全球 11-17 岁青少年运动不足比例（基于 2011-2016 年间的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兼该调查的主要参与者里贾纳·古斯霍尔德（Regina Guthold）博士

指出，儿童在青少年发展阶段的运动习惯也会持续到其成年阶段中，“活跃的青少年更有可

能发展为活跃的成年人。”除此之外，身体运动对儿童的认知、学业和社会-情感技能发展也

有重要影响，“身体锻炼多的青少年心理更加健康，不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至于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青少年缺乏运动现象的原因，该调查也指出，尽管尚无明

确答案，但一种可能原因是学校普遍将学生学业成绩置于身体健康之上。与此同时，世界卫

生组织也提出相应的危机应对建议：第一，5-17 岁的青少年每天至少要进行 60 分钟的中度

到剧烈运动，每周至少进行三次强化骨骼和肌肉的其它活动；第二，如有余力，可适当增加

额外活动；第三，青少年的大多数运动应为有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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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ney Kueppers. Majority of Kids Worldwide Aren’t Getting Enough Activity, Study Says [EB/OL]. 

[2019-11-26].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11/26/majority-of-kids-worldwide-arent-getting-

enough.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调查发现教育工作者科研与实践存在脱节问题 

Teachers Aren’t Getting as Much From Education Research as They’d Like, 

Says Survey 

如今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够认识到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杰斐逊教育交流中心

（Jefferson Education Exchange）的一项名为“教育者就教育研究的发声”（Educator Voices 

on Education Research）最新调查表明：教育工作者从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收获并没有他们想

要的那么多，并且他们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想法。 

杰佛逊教育交流中心是一个致力于围绕教育科技进行研究和决策的非营利性组织。最近，

该机构对 1300 多名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调查，以评估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看法以及应用。调查

结果显示，超过 90%的受访者每年至少通过期刊或会议进行一次科学研究成果的展示。受访

者还表示，当科学研究符合他们的需要，并且包含如何实施研究的可行性步骤时，对他们最

有帮助。总体而言，受访者最常搜索的是与教学实践、特殊教育和社会情感支持相关的科学

研究。十分之九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研究人员应该研究什么有自己的看法，而这其中约三

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自己也有兴趣直接参与研究。 

但杰斐逊教育交流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巴特•爱颇斯坦(Bart Epstein)表示，各项科学研究

常常以发表论文告终，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的应用与普及寄希望于其它团体。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柯里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 (Curry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的研究助理教授埃米莉·巴顿(Emily Barton)表示，很少有教育工作者会把研究

应用到实践中。她引用了她的团队最近对约 150 名教育工作者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只

有 16%的受访者真正用科学研究来指导他们的实践。该调查将于 2020 年 4 月在美国教育研

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议上公布。 

巴顿表示，“如果他们只是进行科学研究，而不去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可

能就会导致科研与实践的脱节——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研究成果将不被认为是直接可用的”。 

至于谁应该负责将科学研究与科研成果的应用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仍待讨论。爱颇斯坦表示，

也许这项任务会由一种尚不存在的新型机构来承担。 

 

Stephen Noonoo. Teachers Aren’t Getting as Much From Education Research as They’d Like, Says 

Survey. [EB/OL]. [2019-11-22].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19-11-22-teachers-aren-t-getting-as-much-

from-education-research-as-they-d-like-says-survey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浪潮网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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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人数持续稳定增长 

Study Abroad Numbers Continue Steady Increase 

据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资助下发布的年度“门户开放（Open Doors）”报告显示，2017-2018 学年共有 341,751

名美国学生出国留学，比上一学年增长了 2.7%。 

在过去 25 年里，美国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稳步增长。国际教育研究所估计，在整体数

量上，大约 10.9%的本科生（包括社区学院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都会选择出国留学。在留

学生的性别方面显示出女性偏重的倾向。2017-2018 学年，在所有出国留学的学生中，约三

分之二（67%）是女性，这一比例与 2007-2008 学年的 65.1%相比略有上升。 

在留学生学习课程方面，超过四分之一（25.6%）的留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领域，约五分之一（20.8%）的学生学习商务。另有 17.1%的留学生学习社会科学，7.1%

学习外语和国际研究，6.8%学习美术或应用艺术，5.5%学习新闻或传播，3.6%学习人文学

科，3.3%学习教育，1.5%学习法律和执法。另有 6.7%的人学习其他领域，1.9%的人尚未公

布学习领域。 

在留学时间方面，不到三分之二（64.6%）的留学生选择短期项目，即暑期项目或为期

八周甚至更短的项目。另有三分之一（33.1%）的学生参加为期一个季度或一个学期的课程

学习，而只有 2.3%的学生在国外学习整个学年。从 2016-2017 学年到 2017-2018 学年，学习

短期课程的学生与学习中长期课程学生的比例保持不变。 

在留学地域的选择方面，超过一半的留学生（54.9%）选择在欧洲学习。2017-2018 年度

赴欧留学人数同比增长 3.5%。在第二大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拉丁美洲学习的学生人数下

降了 1.4%，但这一下降完全归因于在古巴学习的学生人数下降了 46.5%（尽管仍然允许到

古巴留学，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7 年初开始取消奥巴马时代放宽前往古巴的规定）。若不

是去古巴的学生人数下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学习的比例将增加 3.1%。在亚洲（-

0.6%）和南极洲（-78.3%）留学的学生人数有所减少，而前往大洋洲（+0.4%）、撒哈拉以南

非洲（+7.3%）、中东和北非（+4.4%）以及北美其他地区（+9%）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 

排名前六位的美国留学生留学目的地依次为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和爱尔

兰，皆属于西欧国家。前往主要目的地英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下降了 1.1%，而前往意大利、

西班牙、法国、爱尔兰的学生人数分别增加了 4.5%、3.8%、4.4%和 4.1%，前往德国的人数

则下降了 2.7%。前往中国的留学生数量下降了 2.5%，目前排在第 7 位。 

“门户开放”数据仅反映出国留学以获得学分的学生的留学情况。此外，共计 441 家机

构报告称，另有 38,401 名美国学生参加了无学分实习、志愿服务和海外研究。 

 

Elizabeth Redden. Study Abroad Numbers Continue Steady Increase[EB/OL]. [2019-11-18].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8/open-doors-data-show-continued-increase-numbers-americans-

studying-abroad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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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通识教育 

Slimmed-Down Gen Ed 

面对精简通识教育课程的内部和外部

压力，威奇托州立大学（Wichita State 

University）教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修正提

案，将该大学的课程从 42个学分削减到 36

个学分。最初的提议是 33 个学分——略高

于 高 等 教 育 委 员 会 (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对通识教育项目提出的最低

30 个学分的要求。威奇托州立大学修改这

一规定的外部原因是，堪萨斯州立大学董

事会(Kansas State Board of Regents)在 2017

年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所有学位课程的

学时上限为 120 学时，以帮助学生更快地

完成学位课程；内部原因是，该大学的通

识教育课程设置已经十分陈旧，需要做出

改革和调整，增强学生选课的灵活性以发

掘智力。如今，威奇托州立大学全体教员

将投票表决这项 36 学分的提案。如果该提

案获得批准，这所大学将成为近年来众多

修改并削减其通识教育课程的机构之一。 

倡导自由教育的美国高等院校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主席林恩 ·帕斯克莱拉 (Lynn 

Pasquerella)表示，各院校正面临各州和其

他政策制定者的要求，即让学生更快地完

成学位课程并更快地找到工作。这些政策

制定者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工作需要专业

内部的技术培训，而不是美国高等院校协

会所倡导的基础广泛的、跨领域的技能，

而通识教育项目通常试图灌输这些技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减通识教育项目的

必修学分是件坏事，帕斯克莱拉说。相反，

它鼓励教育机构在通识教育项目中培养学

生的能力，如沟通交流能力、道德想象力、

与不同群体合作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她

说，除了通识教育课程，学校也应该把这

些价值观纳入专业课程。“这种准备现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尽管高等院校正

在削减其通识教育项目，但美国高等院校

协会的数据显示，它们同时也更加关注通

识教育的特点，如共同的智力体验、主题

课程、学习型社区和主动学习。 

威奇托州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修订委

员会进行的一项教员调查显示，在 305 名

受访者中，只有 17%的人表示他们希望继

续保留 42 学分的课程。38%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只想要30个学分，也就是10门课程。

在通识教育课程上，“少即是多”似乎成为

了大多数教师的选择。威奇托州立大学的

通识教育改革成果是传统分配要求和先进

观念的混合，将有助于帮助学生在艺术、

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获得知识，培

养批判性地独立思考、提高语言沟通与书

面表达能力、增强分析推理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斯特恩菲尔德-邓恩（Sternfeld-Dunn）

认为，关于通识教育课程的讨论总是涉及

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问题。虽然目前的体系

“更注重深度，这有一些好处，但也有一些

缺点。”委员会达成的最终结果是，允许学

生们自己在广度与深度之间进行选择。”威

奇托州立大学空气动力学教授、威奇托州

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修订委员会委员卡姆

兰·罗赫萨兹（Kamran Rokhsaz）指出，

“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通识教育项目规模

庞大，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是时候重新审

视它了。” 

 

Colleen Flaherty. Slimmed-Down Gen 

Ed[EB/OL]. [2019-11-11].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

11 /wichita-states-faculty-senate-thinks-less-more-

when-it-comes-gen-ed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1%20/wichita-states-faculty-senate-thinks-less-more-when-it-comes-gen-e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1%20/wichita-states-faculty-senate-thinks-less-more-when-it-comes-gen-e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1%20/wichita-states-faculty-senate-thinks-less-more-when-it-comes-g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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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正念帮助研究生 

How Mindfulness Helps Grad 

Students 

除了要面对学术研究的挫折，研究生

还要面对低收入带来的生活窘迫，也许还

会面对更加糟糕的事，例如遇到不友善的

导师等。一项 2018 年的研究发现，研究生

的沮丧或焦虑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的六倍。

本周在《自然》(Nature)上公布的一项对超

过 6300 名研究生进行的全球性调查还发

现，有 36％的研究生经历了与学习相关的

抑郁或焦虑感，而这些仅仅是那些开始寻

求帮助的人。 

正念（mindfulness）是一种类似于冥想

（meditation）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它

是一种无意识的、能了解当下时刻人的感

觉和感受的状态。正念的目标是通过在自

己和思想之间建立距离来使自己变得更加

集中，从而减少思想压力。 

一项新研究发现，正念的理念可以改

变研究生的生活。在《美国大学健康期刊》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上发

表的一篇名为《正念训练对博士生心理状

态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的研究证实了正

念练习对博士研究生心理健康的效果。研

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练习正念的学生

显示的抑郁症的患病率明显降低，而更具

自我效能感、希望和韧性。 

一些机构已经开始使用正念这一方法。

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 “ 学生事务健康计划 ”

（Student Affairs Wellness Initiatives）为学

生和教职员工提供了免费订阅 Headspace

服务，其中包括初学者的冥想课程和数百

小时的内容。该大学还设有非学分的正念

课程和一个用于指导和静坐冥想的正念室。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校内训练与教育办公

室 （ Office of Intramur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除了进行“压力管理以成为有

韧性的科学家”的讲习班外，还设有正念

冥想小组。 

虽然正念不是解决精神困扰的灵丹妙

药，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NC）研究生培训和指导顾问安娜·奥康

奈尔（Anna O'Connell）表示她多年来一直

练习正念，这帮助她平衡了工作和生活。

奥康奈尔还帮助在 UNC 研究生计划中引

入了正念练习计划。 

奥康奈尔说，正念虽然只是“一件可以

起到帮助作用的小事，但是为何不尝试一

下呢？”她还说：“这些健康计划，只要他

们不从其他问题上夺走资源，那就是一件

好事。而且数据表明，正念可以改善心理

健康，包括提高学生希望和自我效能感，

我感到很高兴，这些都是好事。”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政

治学教授丹尼尔·奥尔德里奇（Daniel 

Aldrich）每天早晨与他的犹太信仰同胞一

起进行集体祈祷。他说，这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正念，但效果是一样的：获得一种持

续一天的希望感。奥尔德里奇还建议他的

研究生进行正念、冥想或相似的活动，以

在自己和工作之间创造空间。 

 

延伸阅读：Headspace 于 2010 年 5 月在伦敦

创立，是一家在线医疗保健公司，专注于通过引

导式冥想，帮助用户实现更加幸福健康的生活。

Headspace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圣莫尼卡，目前注

册用户达 3200 万，覆盖 190 个国家。 

 

Colleen Flaherty. How Mindfulness Helps Grad 

Students [EB/OL]. [2019-11-15].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5/mi

ndfulness-significantly-benefits-graduate-students-

says-first-study-its-kin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5/mindfulness-significantly-benefits-graduate-students-says-first-study-its-kin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5/mindfulness-significantly-benefits-graduate-students-says-first-study-its-kin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1/15/mindfulness-significantly-benefits-graduate-students-says-first-study-its-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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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教育的十大现状 

10 Core Insights on Civics 

Education, and How to Improve it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士指出“美国正在

经历一场公民危机”，为了更好地了解学校

教育在这场危机中的角色，美国《教育周

刊》开展了一项名为“Z 时代公民”（Citizen 

Z）的调查项目。历时 18 个月的调查显示，

目前公民教育在全美 K-12 学校中的开展

情况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程度。具体而言，

美国公民教育现状具有如下十大特征： 

第一，大多数州只在高中阶段开展公

民教育，而且时间较短。根据调查，目前

只有八个州进行为期一学年的公民课程，

大约一半的州的公民课程仅一个学期。 

第二，受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和

伊利诺伊州公民教育开拓性工作的影响，

目前全美各州正在积极计划促进公民教育

的法案、倡议和运动。 

第三，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公民教育的

早期接触是在历史课上。学生关于历史内

容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公民价值观的争论。  

第四，青少年的公民参与正在增加，

而不是减少。18岁和19岁的年轻人在2018

年总统中期选举中的投票数刷新了历史记

录，达到 23％。 

第五，青少年的行动主义（activism）

正在蓬勃发展。许多学校都努力将其与正

式的公民教育联系起来，但学生们则认为

课堂学习与实地学习（ on-the-ground 

learning）脱节了。 

第六，公立学校经常削弱应被灌输给

学生的公民信息。严格的纪律制度、匮乏

的学生决策权、以及限制学生宪法权利的

最高法院，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恶化。 

第七，尽管许多校务委员会（school 

boards）都有学生会员，但这些学生很少有

真正的投票权或责任。 

第八，许多公民教育团体正在推进美

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改革，但困难与矛盾

重重。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矛盾是传统的

基于内容的公民教育方法与较新的“行动

公民”（action civics）教育路径之间的矛盾。 

第九，许多教师不愿使用时下总统弹

劾调查等时事来开展高质量的公民教学。

一方面是因为缺乏高质量的资源，另一方

面则是担心他们会被指责为具有党派偏见。 

第十，公民教育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层面上的重视。在罗得岛州提起的一项联

邦诉讼案指出，该州的公民教育太差，以

致侵犯了学生的宪法权利。 

 

Stephen Sawchuk. 10 Core Insights on Civics 

Education, and How to Improve it [EB/OL]. [2019-

11-14].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1

9/11/10_core_insights_on_civics_education_and_ho

w_to_improve_it.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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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4-25】奥地利维也纳

教学、学习、在线学习国际学

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E-

learning in Vienna, Austria 2020 

(IAC-TLEl in Vienna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7 月 24-25 日 

会议地点：维也纳，奥地利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博士生 

主办方：捷克学术教育学院 

会议内容： 

奥地利维也纳教学、学习、在线学习

国际学术会议由捷克学术教育学院（The 

Czech Institute of Academic Education）主

办，致力于促进研究和加强全球教育学者、

博士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该会议将

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在维也纳胡

法酒店（JUFA Hotel）举办。会议主题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 ）； 2. 高 等 教 育 （ Higher 

Education）； 3. 高效教学法（Effective 

Teaching Pedagogies ）； 4. 语 言 教 育

（ Language Education ）； 5. 地理教育

（Geographical Education）；6. 家庭教育

（ Home Education ）； 7. 电子学习 (E-

learning）。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学者及

博士生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在收到

完整论文后的两周内，主办方会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接受或拒绝通知。如果论文被接

受，将向作者反馈其他相关的会议和注册

信息。所有被接受的论文将发表在“2020

年维也纳 IAC 会议记录”（ISBN：978-80-

88203-17-9）中，并编入捷克共和国国家图

书馆、Google 图书和择优入选 EBSCO 数

据库索引。 

本次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scientific.cz/ [2019-

12-2]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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