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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由于校园抗议，言论自

由法迅速发展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

2019 年 9 月 16 日报道，在学生们对大学

校园里有争议的和保守的演讲者进行了一

系列的抗议之后，全国各地的州议员们正

在通过一项保护每个人言论自由权利的法

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2017 年，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学生们阻止了作家查尔斯·默

里（Charles Murray）一场计划中的演讲，

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对此感到愤怒。许多人

认为，默里的作品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保守派议员、学者和其他观察人士指

出，这一事件以及其他一些有争议的演讲

者在不同校园的几次类似的大声疾呼，证

明大学管理者需要加强他们的言论自由政

策。随后，来自全国各州的议员们（主要

是共和党人）介入了学术界的言论自由问

题，他们提出并帮助通过了一项立法，明

确规定学生不能干涉同龄人或校园访客的

言论。 

公民自由倡导者说，各州可能会继续

采用这类立法，特别是在 2020 年总统大选

之前和之后，届时校园内的政治示威活动

可能会升温。他们担心，一些拟议中的法

律可能过于规定性，尤其是那些迫使大学

对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实施某些强制性惩

罚的法律。 

威斯康辛州立法机构正在审议一项立

法提案，该法案要求威斯康辛大学系统学

院对言论自由采取某些规定，包括对两次

被发现“干涉他人表达权利”的学生至少

停学一个学期，三次违反言论自由政策的

学生必须被开除。这是美国最激进的提议

之一。共和党议员于 2017 年首次提出该法

案。州议会批准了该法案，但在参议院未

能通过。该法案还要求威斯康辛大学系统

的代表不得在任何公共政策问题上表明立

场，这一规定在两年前的立法过程中让批

评者感到困惑和愤怒。行政人员经常直言

不讳地批评与其预算有关的政策问题，并

经常作为专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为外国毕业生提供的工

作签证将延长至两年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9 月 11 日报道，英国政府宣布，计划为

英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提供延期的毕业后

工作签证。这一决定推翻了特蕾莎•梅

（Theresa May）限制性移民政策的一项关

键条款，并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一致好评。 

此前，拥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国际毕

业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找工作。内政部

（Home Office）最新的移民白皮书则提议

将 4 个月的停留期限延长至 6 个月，将拥

有博士学位的时间延长至一年。但从明年

开始，所有国际毕业生都有资格在英国工

作两年，这一政策增加了他们找到长期工

作的机会。 

英国脱欧纷争以来，一直面临欧盟学

生人数下降的局面。英国大学首席执行官

阿里斯泰尔•贾维斯（Alistair Jarvis）表示，

以前的签证制度使英国在招收国际学生方

面处于“竞争劣势”。对于英国大学校长们

来说，这是一场胜利。此前 7 年来，他们

一直在游说政府采取更为宽松的立场，让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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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能够在吸引学生方面更有效地与加拿

大等国竞争。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和科学

与工程运动在内的利益团体也迅速对这一

宣布表示欢迎。 

影子内阁内政大臣黛安 • 阿博特

（Diane Abbott）表示，此举突显出政府现

行工作签证要求最低工资不低于三万英镑

资的“愚蠢”。她说：“许多从事出色的医

学和其他研究的毕业生挣得比这还少。政

府的政策将减少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

吸引力。”工党议员保罗•布卢姆菲尔德

（Paul Blomfield）也表示，他对这一变化

感到高兴，“下一步将是消除签证申请过程

中的障碍，特别是审查可信度面谈。这种

面谈允许内政部工作人员根据英国学生不

可能回答的问题来阻止申请。”教育部则表

示, 新的移民路线将适用于“在高等教育

机构顺利完成本科或以上任何科目的课程，

并有合规记录”的学生。改路线将于明年

开始实施。 

这一消息在印度广泛报道。自两年的

毕业后津贴结束以来，印度赴英留学生人

数急剧下降。2010 年梅政府时期，英国有

5 万多名印度留学生。但在新规定和其他

变化出台后，申请人数大幅下降。去年，

在英国政府和大学努力增加招生后，只有

2.2 万名印度学生。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多

米尼克•阿斯奎斯（Sir Dominic Asquith）爵

士表示：“这一令人兴奋的声明将有助于确

保英国仍是全球学生的最佳留学目的地之

一。” 

但也有学生认为，该政策只向明年入

学的学生服务，让在校生产生了一种被遗

弃感。马特•穆塔吉安（Matt Mottaghian）

是一名在兰开斯特大学完成硕士学位的国

际学生。他表示，为了留在英国，他不得

不费尽心思申请创业签证。YouGov 发布了

一项针对 2000 名英国成年人的即时调查，

调查他们对这项改革的态度。46%的人表

示支持延长至两年，26%的人表示反对，28%

的人表示不知道。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徐佳 

 

 

德国：联邦家庭、老年、妇女

和青年部提升预算推动学前教

育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12 日报道，德国联

邦议院于星期四就联邦家庭、老年、妇女

和青年部 2020 年的预算进行一读辩论。预

算预计将增至 118 亿欧元。与上一年相比，

增加了 13.56 亿欧元。 

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弗兰齐斯卡·吉

菲伊博士（Dr. Franziska Giffey）强调：“根

据家庭事务部的预算草案，我们今年打破

了一个记录。为这个国家的家庭、青年和

老年人提供了 118 亿欧元。这是一个好消

息，因为这意味着大部分资金直接流入德

国家庭的腰包。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投资，

确保儿童享有良好的保育，确保家长能更

好地兼顾家庭和工作。我们继续大力支持

民间社会在实地的参与，以便我们积极促

进社会和平。” 

首先，对儿童津贴进行根本性改革，

将使所有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 400 万儿童

得到更有力的保障，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儿

童。第二，父母津贴支出也在增加，一方

面是因为净工资和薪金正在积极发展，同

时福利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 2019 年相比，

父母津贴支出总额增加了 3.95 亿欧元。第

三，加强日常护理。为了扩大对小学儿童

的日常教育和护理，联邦政府计划建立一

个特别基金，为各州提供 20 亿欧元的投

资。此外，新的预算还将用于幼儿园保育

员、妇女、反性虐待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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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俄罗斯：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计

划建立新的国立研究型大学认

证机制 

据 俄 罗 斯 塔 斯 社 （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2019

年 9 月 13 日报道，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在对实际情况进行全

面分析的基础上将要开发一种新的认证国

家研究型大学地位的机制。 

联邦级项目“青年专家”构想了接下

来俄罗斯需要大力发展的几个领域。其中

第一个领域就涉及制定认证“国立研究型

大学”类别的机制。2006-2018 年间，在该

联邦项目的框架内，俄罗斯教科部首次对

教育发展系统所有项目的有效性进行全面

评估。制定新的国家研究型大学认证机制

便是此项目的预期目标之一。 

目前教育部已经启动了一些与大学合

作的项目，包括 5-100 项目的调整、为至

少 80 所大学提供政府支持的新模式、为经

济和社会领域的基本部门提供培训等。预

计 2020 年初，教科部将更新俄罗斯联邦最

具发展前景大学的发展大纲和教育科学活

动的支持系统。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于 2008 年首

次提出，旨在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做出

重大贡献。其主要任务是将研发体系与高

等教育相结合，灵活应对经济要求，提高

俄罗斯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为创新经济的

基础部门提供人员配备等。 

 

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法国：图卢兹的每间学校都将

有一个数字化工作场所 

据法国 20 分钟新闻报（20 minutes）

2019 年 9 月 17 日报道，图卢兹的每间学

校都将有一个数字化工作场所（Espace 

Numérique de Travail），这次改变是在初中

和高中都设置数字化工作场所之后做出的

决策，可以允许教师、学生、家长进入访

问，通过数字平台三方可以进行信息交流，

这样一来图卢兹学校的老师将能够拥有一

个数字空间，这个直观的平台给教师提供

了向学生提供信息的机会，还有利于促进

教师与家长之间交流课堂信息，教师很容

易利用数字化平台与学生一起工作学习，

与家长共同交流。 

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推出将惠及图卢兹

35000 名学生的家长，这些家长很快就可

以收到学习平台的访问代码。206 所幼儿

园和小学在今年内就可以拥有数字化工作

场所，用于提供学生课堂、学校或课外学

习的在线链接，旨在向家长展示学生的学

校生活，家长可以与教师进行及时的沟通

交流。这一平台除了增强学校教师与家长、

学生之间的联系，同时还有利于校际之间

的学习交流，实现在线上的相互学习，相

互借鉴经验。 

据悉数字化工作场所很快就能够应用

到校外系统中，图卢兹市场希望开放平台，

这样在校外系统中也可以分享孩子们的照

片和状态，有利于家长、老师、孩子进行

及时沟通。 

 

来源：法国 20 分钟新闻报 

编译者：崔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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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缺乏与文化相适应的

心理健康支持，将会危机国际

学生的生命安全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19 年 09

月 06 日报道，健康委员会警告称，由于缺

乏与文化相适应的咨询和心理健康支持，

外国学生的生命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奥

克兰地区的健康委员会和亚洲家庭服务部

的工作人员在惠灵顿举行的 ISANA 国际

教育协会（ISAN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会议上表示，他们发现越来越

多的国际学生有自杀倾向，或患有焦虑症、

吸毒、酗酒以及赌博成瘾等问题。 

奥克兰地区健康委员会亚洲心理健康

小组负责人帕特里克·欧（Patrick Au）表

示，这一增长是由近年来奥克兰外国学生

数量的上升推动的。他说，一些提到 DHB

心理健康小组的学生曾威胁要自杀，他担

心如果不早点提供更多的支持，就会发生

悲剧。他说：“由于我们在处理心理健康问

题上的不良形象，有些学生可能会选择自

杀，这将导致一些学校可能难以招生，这

只是时间问题”。欧表示，教育机构应该提

供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支持服务。 

亚洲家庭服务部的顾问希尔琳·普拉

萨德（Shirleen Prasad）说道，该组织去年

接待了 200-300 名外国学生，他们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赌博、吸毒和酗酒

以及抑郁症。“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名临床

医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她认为，学

生不仅是在抵达这个国家后的头几周需要

支持，几个月后当他们在不同文化中度过

最初的“高潮”时也需要支持。 

亚洲家庭服务部国家主任凯利·冯

（Kelly Feng）表示，该中心收到了更多来

自高等教育院校的推荐信，以及更多来自

外国学生的直接联系。冯提到：“从我们的

服务热线来看，会有更多的心理健康、人

际关系以及和压力相关的问题，但从我们

赌博委托人的角度来看，会有更多针对有

赌博问题的国际学生的转介，尤其是中国

和印度学生。”冯表示，教育机构应该提供

更好的指导，包括性教育，还应该对表现

出压力或抑郁迹象的学生进行更多的早期

干预，因为国际学生经常不知道去哪里寻

求帮助。她认为，国际学生刚到这里的时

间是一个相当脆弱的阶段，他们需要很多

支持、加强和技能，才能生存并做得更好。 

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比

尔德（Chris Beard）说，该协会的成员意识

到有必要为学生的语言和文化量身定制支

持服务。他认为，对新西兰的教育产业来

说，对国际教育工作人员的具体资格要求

是“至关重要的”下一步。他说：“我们认

为，由国际教育专家开设的课程，将是支

持可持续发展的下一个重要步骤，并将为

国际学生提供所需的专业课程。” 

 

来源：新西兰《Stuff》新闻网 

编译者：穆翎 

 

 

澳大利亚: 家长希望儿童保育

补贴有更大的灵活性 

据 2019 年 9 月 11 日《悉尼先驱晨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接受

儿童保育补贴的澳大利亚家庭中，有一半

的家庭更愿意把这些钱花在非正式的替代

品上，比如把孩子留给亲戚、朋友或保姆。 

有研究表明，50%的受访父母更愿意

选择正规日托以外的其他方式，66%的受

访父母愿意接受更灵活的小额补贴。许多

家长强调，托儿所的个人“温暖”、位置和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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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是他们在儿童保育选择中的优先事项。

这项研究的合著者菲奥娜·穆勒（Fiona 

Mueller）表示，只有 9%的父母将员工的资

格列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有 32%的父母

将其列为三大优先事项之一，同时有 34%

的人将教育成果列为儿童保育的三大优先

事项。穆勒博士表示如果儿童保育更为负

担得起，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半的调查对象会工作得更多。 

联邦政府去年推出了一种新的托儿基

金模式，其中包括在四年内增加 25 亿美元

的资金，并强调对中低收入者的支持。只

有经批准的儿童保育服务才可获得经手段

测试的补贴。穆勒博士和另一合著者表示，

政府的政策应该基于个人选择最大化的原

则，并且应该对父母的育儿选择保持中立，

认识到非正规儿童保育的重要性，若缺乏

监管和欺诈风险的增加，补贴将难以扩大

到非正式形式的儿童保育。 

 

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编译者：吴桐 

 

 

 

 

非洲：富裕儿童完成学业的可

能性是贫困儿童的 7倍 

据《乐施会（Qxfam）》官方网站 201

年 9 月 17 日报道，乐施会今日发表的一份

最新报告显示，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富裕

家庭的孩子完成中学学业的可能性是贫困

家庭孩子的七倍。乐施会的研究显示，儿

童受教育的机会因家庭收入和财富的不同

而存在惊人的差异——即使在富裕国家，

贫困家庭中也只有四分之三的儿童能完成

中学教育，而富裕家庭的这一比例高达

90%。 

这份名为《教育对抗不平等的力量

（ The Power of Education to Fight 

Inequality）》的报告还显示，免费公共教育

投资不足与失学儿童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例如，巴基斯坦有 2400 万儿童失

学，是世界上教育支出最低、教育不平等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乐施会的教育政策负

责人基拉·波伊（Kira Boe）说：“各国政

府没有投资于免费的高质量公共教育，这

正在危害全球儿童的未来。每个孩子都应

该有公平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而不仅

仅是那些父母能负担得起的孩子。” 

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孩和男孩进入学

校大门时已经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经

常遭受疾病和长期营养不良的困扰，这阻

碍了他们的发展，并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上

课。公共教育支出往往集中在较富裕的社

区，这意味着贫困地区的学校往往过于拥

挤，缺乏合格的教师和基本的资源，比如

教科书和厕所等。例如，在马拉维、布基

纳法索、马达加斯加、莱索托和塞内加尔，

最富有的 10%人口获得了政府分配的一半

以上的教育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

有 3.3 亿儿童在上学，但他们甚至还没有

学习到基本的技能。许多特别贫困家庭的

女孩甚至都进不了教室。性别，就像收入、

种族和地理位置一样，决定着谁能接受到

高质量的教育，或者根本就不能接受教育。

在巴基斯坦贫困的农村地区，女孩从未上

过学的可能性是男孩的三倍。世界上还有

数百万最贫困的女孩比她们的兄弟们更早

辍学，由于教育机会的缺乏，世界上还有

数百万最贫困的女孩的生活机会也在继续

减少。 

报告还强调了教育私有化是如何加剧

不平等的。低收费的学校通过向不合格的

教师支付极低的工资来降低成本，这严重

影响了教育质量。高质量的公共教育是减

少不平等、建设更公平的社会、从而最大

限度地发挥所有儿童的才能和潜力的有力

途径，然而公共教育投资不足造成的教育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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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则加剧了不平等。例如，在萨尔瓦多，

受过中等教育的成年人中有 47%有正式工

作，而小学未毕业的成年人中只有 5%有正

式工作。 

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等许多

国家的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大幅增加

了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在 2005 年到 2015

年年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教育支出占

预算比例位列第五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新

增 1500 万儿童入学，从 1000 万增加到

2500 万。厄瓜多尔通过有效的税收动员政

策，在预算中优先考虑教育，在 2003 年至

2010 年间将教育支出增加了两倍。波伊说，

“政府必须加紧投资免费高质量的公共教

育，以确保所有女孩和男孩都有同样的受

教育机会。对富有的个人和企业进行更公

平的征税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解决教

育危机的办法是投资公共教育，而不是将

公共资金（包括援助）投入私立学校。” 

乐施会的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和捐助者

建立公平和优质的公共教育，方法如下：

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优质的公众教育，这

包括取消所有费用，为学校配备合格且报

酬公道的教师，并向最贫困的儿童提供额

外帮助；确保教育有助于女童实现更大程

度的平等，解决让女孩无法上学的障碍，

比如提供单独的卫生间，教师和教科书提

倡积极的性别角色，避免刻板印象；加大

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中低收入国家至少 6%

的 GDP 应该分配给公共教育，通过更公平

的税收体系来改善教育，包括世界银行在

内的捐助者不应将公共援助资金直接用于

私立学校。 

 

来源：《乐施会》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秋旭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需要继续

努力以让学生为未来做好准备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官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10 日

报道，根据 2019 年的《教育概览》，高等

教育需求虽然继续增长，但只有将毕业生

的供应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相匹配，

并为他们提供驾驭未来所需的技能，高等

教育才能进一步发展。 

2019 年的《教育概览》发现，2018 年

有44%的25-34岁的人拥有高等教育学位，

而 2008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为

35%。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的就业率比

那些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高出 9 个百分点，

收入高出 57%。然而，一些需求很高的部

门可能很难找到他们所需的技能。尽管这

些行业的就业率和收入最高，但只有不到

15％的大学新生学习工程、制造和建筑以

及不到 5％的学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则不

到 5％。 

在过去十年中，一些国家在减少失学

青年人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05 年至

2017 年期间，俄罗斯联邦下降了 20%，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下降了 10%。在经合组织

国家，大约六分之一的 15-24 岁的年轻人

参加了职业课程，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成

年人和高中毕业生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

2018 年，拥有高中或大专非学历资格的年

轻人所占比例为 41%，几乎与接受高等教

育的比例 44%持平。在关于教育程度和成

果的发现中，2008 至 2018 年间，经合组

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 25-34 岁人口比例

平均上升了 9 个百分点，而未受过高等教

育的成年人比例从 19%下降到 15%。收入

中的性别差距在各级教育中仍然存在，女

性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在经合组织国家

中，平均有 14.3%的 18-24 岁的人既没有

就业，也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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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教育的机会方面，经合组织国

家中平均约有 70%的 17-18 岁学生进入高

中，在将近一半的经合组织国家中，超过

40%的 19-20 岁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在几

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2017 年 4-5 岁儿

童的教育入学率超过 90%，约三分之一的

国家实现了 3 岁儿童的全面入学。在教育

支出方面，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各国平均

为每个学生在小学到高等教育机构上花费

10500 美元。在高等教育水平上，每个学生

的平均支出是其他水平的 1.7 倍。2010 年

以来，特别是高等教育，支出继续以高于

各级学生入学率的速度增长。2010-2016 年

间，每名非高等教育学生的平均支出增加

了 5%，而学生人数保持不变。在高等教育

阶段，支出增加了 9%，而学生人数增加了

3%。2016 年，经合组织国家用于小学至高

等教育的公共支出总额占政府所有服务支

出总额的比例为 11%。 

在教学方面，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在

小学和初中教育期间平均接受 7590 小时

的义务教育。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而言，小

学教育中每名教师对应 15 名学生，初中教

育中每名教师对应 13 名学生。小学平均每

班有 21 名学生，初中教育有 23 名学生。

教师队伍正在老龄化：2017 年，经合组织

国家平均 36%的中小学教师年龄在 50 岁

以上，比 2005 年上升了 5 个百分点。只有

10%的教师年龄在 30 岁以下。这一职业仍

然主要由女性主导，在经合组织国家，有

十分之七的教师是女性。 

许多机构正在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就业市场需求，平衡学术和职业技能，

并与雇主、行业和培训组织更紧密地合作。

但报告称，他们还必须在扩大招生与控制

成本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保持课程

的相关性和质量。2005 至 2016 年间，经

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支出增加了一

倍多，平均每个学生约 15600 美元。今年

的《教育概览》还评估了青年如何从教育

转向工作，作为其对经合组织和伙伴国家

在 2030 年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持

续分析的一部分。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国际教育组织：一项新的研究

显示了教育政策对学生、教师

和校长的影响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9月

16 日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一

项新研究，即《教育政策展望：共同努力

帮助学生发挥潜能》，报告了过去 10 年实

施的 200 多项学校改进政策的进展情况。 

经合组织的新出版物将有助于了解教

育政策对学生、教师和校长的影响。它侧

重于“建立信任、解决不平等问题、加强

一致性以及向前和向外展望”。根据经合组

织的说法，这项新研究首先着眼于政策实

施——哪些有效以及为何有效。在一个解

释该研究主要结果的视频中，安德烈亚

斯·施莱克尔（Andreas Schleicher）指出，

有必要转向激励和促进创新，并分享最佳

实践。他认为，这种转变需要所有相关方

（包括家长和教师）建立信任基础。 

第二个重点是公平。该研究表明，最

好的教育系统在整个社交范围内都能产生

良好的效果，每个学生都能从优质的学习

中受益。施莱克尔解释了在改革太慢或太

快的情况下如何产生观念的分歧。这是因

为政策之间缺乏一致性，以及教师和学校

领导很少参与政策的设计。他指出，“当他

们看到他们在媒体上发声时，他们才会听

到他们的声音。” 

《教育政策展望》还考虑了教师的专

业地位。施莱克尔强调说：“如果被招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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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最初教师教育制度的不完善而感到沮

丧，以至于他们完全离开了这个职业，那

么招募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是不够的。”他认

为为了发挥作用，教育改革必须建立在变

革的集体所有权之上。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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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条件亟需改

善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Require 

Urgent Response  

自杀是导致大学生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一项关于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的

报道《The Healthy Mind Study, 2018-2019 

data report》表明，每 10 个学生中，只有

4 个人没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在过去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有过自杀念头、

严重抑郁症以及自残行为的大学生增加了

一倍多。根据美国大学健康协会(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的《全国大学健

康 评 估 》 (National College Health 

Assessment)，曾诊断或治疗过抑郁症的学

生人数已从 2009 年的约 9%增至 2019 年

的 20%以上。 

针对这一现象，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主席泰

德·米切尔(Ted Mitchell)和美国研究生院

委员会（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主席苏珊·奥尔特加（Suzanne Ortega）表

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改善，大学

领导、教师以及学生应该关注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来改善这一问题。 

泰德和苏珊认为，有许多方法可以用

来识别和帮助有困难的学生。比如兰德公

司(Rand Corporation)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学生参与“积极思维”（Active Minds）等

团体活动，能够有效地改变校园文化，改

善学生心理问题并减少耻辱感；范德堡大

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为每一位寻求心

理健康服务的学生指派一位护理协调者；

一些机构也在计划利用入学前的数据来评

估学生入学前的心理健康状况，让学生与

导师配对，以及为可能需要额外帮助的学

生提供心理弹性方面的课程；部分学校已

经建立了早期预警系统，让教职员工得以

在学生陷入心理危机前发现他们并提供相

应的帮助。 

泰德和苏珊指出，一个有心理健康问

题的学生有可能不会主动寻求帮助，而学

校领导应致力于建立有效的、新型的校园

范围内的朋友、导师、顾问和服务网络，

以帮助、引导学生取得人生和学业成就。

整个校园应该在预防和治疗早期心理卫生

问题方面有所作为，并且可以在不受联邦

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挥作用。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和苏

珊·奥尔特加（Suzanne Ortega）分别是美国教育

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的主席、美

国研究生院委员会（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的主席。美国教育委员会是美

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协调机构；美国研究生院委员

会是致力于改善和推进美国及世界研究生教育和

研究的主要全国性组织。 

 

Ted Mitchell, Suzanne Ortega.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Require Urgent Response. [EB/OL]. 

[2019-10-29].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9/10/29/st

udents-mental-health-shouldnt-be-responsibility-

campus-counseling-centers-alon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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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减少 

Fewer Chinese Students at Many Campuses 

十年来，到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翻了两番，具体如图 1 所示，这得益于中国学

生出国留学的空前繁荣。但是现在，那些受益于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的公共赠地大学，留学

生数量开始减少。 

 
图 1 到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数量十年变化图 

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到 2018 年秋

季，有将近一半（48％）的大学报告称来自中国的新生人数有所下降。大约 42％的大学还报

告说，来自第二大派遣国印度的学生入学率也有所下降。大学官员列举的入学率下降的三大

原因依次是签证申请过程和签证延误或拒绝（占比 83%）、“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占比

60%），以及学生决定进入其他国家的大学（占比 59%），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2016-2018 年到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下降的原因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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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美之间恶化的政治关系已蔓延到教育领域，但是入学人数变化的原因不仅

是因为中美政治关系紧张，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的国际事务副校长，法学教授巴克斯鲍姆（Hannah L. Buxbaum）表示，“我们承认，移民环

境的某些变化正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产生影响，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全球高等教

育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大学竞争力大大增强了，尤其是荷兰和其他欧

洲国家，他们确实增加了其所提供的英语课程的数量”。另外巴克斯鲍姆还表示，“由于留学

成本高昂，美国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减弱，学生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在其他国家的大学

找到留学机会。”  

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助理校长斯

特雷霍恩（Kregg Strehorn）说：“政治因素和金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变化，其他国家已经

抓住了机会，在国际教育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国际教育专家拉吉卡·班达里（Rajika Bhandari）表示，“当年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高峰

是由中国大学生推动的，这受到了快速发展的中国中产阶级经济的巨大影响：父母用自己多

年的积蓄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国外。在那个时候，经济和教育的愿望汇合在一起，同时那个时

代适合大学年龄的人口数量恰好也在自然增长。然而，几年前中国大学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

显著放缓。预计中国 18 至 24 岁的大学人口将在 2010 年至 2025 年之间下降 40％以上”。 

班达里还提到，现在我们正在看到“不同因素的融合”，除了人口因素和政治因素，另

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自身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如住房容量的扩大以及中国为增加其国内高校

数量所做的努力，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区域进行更多的接触等等。上

述因素都导致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的变化。 

 

延伸阅读：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起源于 1862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莫雷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亦称“赠地法案”，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名，则拨赠联邦土地 3 万英亩，用这

些土地的收益维持、资助至少一所学院。这些学院主要开设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的专业，培养工农业

人才，后来大多发展为州立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Elizabeth Redden. Fewer Chinese Students at Many Campuses[EB/OL]. [2019-10-17].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17/colleges-see-declines-chinese-student-enrollment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美国：特许学校与传统公立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无差 

No Measurable Gap Between Charters,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s on National 

Tests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近日发布了名为《美国

学校选择：2019》（School Choic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9）研究报告。该报告中的一项重要

发现是，即便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考虑在内，从 2017 年开始，特许学校和传统公立

学校学生在全国阅读和数学考试上的表现也没有“可衡量的差异”。 

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公立私营的特许学校在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17/colleges-see-declines-chinese-student-enrollments


 

 

World Education News Oct.2019 No.91 

12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10月 第 19期 数据调查

进入新世纪后获得了重大发展。数据显示，在 2000 年至 2016 年间，特许学校的入学人数增

长了五倍以上，比同一时期传统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增长率高出 1%。尽管同传统公立学校

相比，特许学校无论是在地理位置、生源质量还是家长资源上均处于弱势（具体见图 1），但

该报告揭示出，两类学校学生在 2017 年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阅读和数学考试上的成绩并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例如两类学校学生在四年级

和八年级阅读考试上的成绩差异并不明显（具体见图 2）。 

 

 

 

 

 

 

 

 

 

 

 

 

 

 

图 1 传统公立学校和公立特许学校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2016-2017 学年） 

 

 

 

 

 

 

 

 

 

 

图 2 传统公立学校和公立特许学校学生 4 年级和 8 年级学生 2017 年阅读考试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研究人员解释道，因为这些特许学校倾向于为具有不同背景特

征的学生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服务，这可能会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然而，目前还缺乏充

分数据证明教师质量、家庭收入、种族等方面的因素与这一结果的相关性。 

 

Andrew Ujifusa. No Measurable Gap Between Charters,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s on National Tests. 

[EB/OL]. [2019-09-25].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campaign-k-12/2019/09/traditional-public-charter-

schools-NAEP-assessment-no-measurable-gap.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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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时晨晨 

 

 

欧盟成员国儿童的早期教育和保育仍不达标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Still Fall Short of the Mark 

2019 年 5 月，欧盟各部长通过了一项有关幼儿教育目标的理事会建议，将提供幼儿教

育和保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服务列入欧盟和国家的一级议程。 

作为欧洲儿童投资平台（European Platform for Investing in Children）的一部分，兰德公

司（RAND）发布了一份新的欧洲报告——《欧盟儿童和家庭政策的近期趋势》（Recent Trends 

in the European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in the EU），分析了 ECEC 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性进展。

研究人员发现，与 2008 年的数据相比，2017 年大多数成员国的 ECEC 参与率有所上升。然

而，欧盟只有 85%的三岁及以上孩子在 2017 年享受过 ECEC 服务，达不到在巴塞罗那首脑

会议期间商定的 90%的目标。在 2002 年巴塞罗那首脑会议期间商定的这些目标旨在确保到

2010 年至少 33%的 3 岁以下儿童和至少 90%的 3 岁及以上学龄前儿童能够获得正式的欧洲

共同体服务。2017 年，欧盟 15 个国家仍未实现巴塞罗那提出的有关大龄儿童的目标。 

在保证提高 ECEC 参与率方面取得良好进展的基础上，欧盟成员国正继续投资，拓展

ECEC 覆盖的地区，即提高服务的可及性。例如，奥地利政府将投资 5.525 亿欧元来拓展 2018

年到 2021 年的托儿服务。一些成员国还寻求通过开发知识共享平台来提升 ECEC 的水平，

这些平台提供了一个中心信息点，帮助家长查找 ECEC 相关机构的信息并将儿童纳入这些

服务。在丹麦，教育部的网站为家长提供全国三分之二的日托中心的信息（如人员编制、语

言等）。各会员国还承诺通过减少或完全取消某些弱势群体的教育费用以使其可以享受到幼

儿教育和照料的服务。德国的《良好日托设施法案》（Good Daycare Facilities Act）于 2019

年 1 月出台，使低收入父母所需要支付的幼儿教育及照料费用降低，某些父母甚至完全不需

要支付相关费用。 

然而，如果不注意服务质量，仅提高 ECEC 服务的可行性对儿童的教育结果影响有限。

有证据表明，ECEC 与教育和就业结果之间的积极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ECEC 政策的质

量。在这方面，欧盟成员国正日益努力，以提供高质量的 ECEC 服务。上述德国《良好日托

设施法案》已经拨款 55 亿欧元，用于提高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 ECEC 服务质量。 

一些国家正在通过使用更专业的员工来提高 ECEC 的质量。在奥地利，大学开始引进新

的本科课程，使学前教育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具有创办自己的 ECEC 中心的资格。其他几个成

员国已将重点放在教学方法上，例如，卢森堡于 2017 年将多语言教育方案引入幼儿园。 

目前，相关举措已经取得进展，对质量的关注也颇有成效。但是，各国在获取 ECEC 服

务的途径和儿童保育质量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缩小这一差距需要在欧盟和国家层面上作出更

多努力，以确保每个儿童都能获得对其未来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 ECEC 服务。 

 

延伸阅读：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美国的一所智库。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

析服务，其后组织逐步扩展，并为其他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虽冠有“公司”（Corporation）之名，

但实际上是一所旨在通过慈善、教育和科技促进未来美国公众福利、提高社会安全的非盈利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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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Janta, Carlijn Straath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Still Fall Short of the Mark. [EB/OL]. [2019-10-10]. https://www.rand.org/blog/2019/10/early-

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services-across.html 

信息来源：美国兰德公司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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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大

胆举措 

Bold Move in Graduate Education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周

二宣布了一系列被称为 UChicago 的改革

措施，即 2016 年夏季及之后入学的所有学

术表现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

研究生，都将获得全额资助直至毕业而不

受任何限制（当前的资助限期为 6 年）；

2016 年之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也有资格

获得额外的资助，比如论文奖学金。新的

资助模式将于明年秋季开始，需要两年时

间才能完全采用。该计划一旦实施，所有

博士研究生除了获得有保障的津贴外，学

校还将为其支付医疗保险费和全额学费。

该计划旨在让他们更快地完成研究生课程

并获得学位，最大程度地减少财务干扰，

并为他们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提供更好的培

训。 

不同领域博士生在课程时间安排、获

得学位这一问题上有所不同，例如，人类

学就不同于经济学。但是，各院系必须权

衡能够获得资助的人数与获得学位的最长

时间限制，以完成部门层面的年度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学院为博士生提供了一种

激励措施，为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早期干预，

并更有效地指导所有学生。 

除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服务管

理专业的学生实施新项目，芝加哥大学还

宣布面向所有博士研究生启动 UChicago

项目。作为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就业和职业

多样性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目将为完成学

业的学生和想在校外工作的应届毕业生提

供相应的资源和服务，包括一对一的建议、

有资金支持的实习安排、不同行业的讲习

班和求职机会。 

该校还计划扩大现有的助教项目，这

样更多的博士毕业生就可以教书、做研究，

从而为就业市场做准备。芝加哥大学正在

开展更多的项目，以帮助招收和留住来自

各种背景的最优秀、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生。 

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和

历史系的教授克利福德·安多 (Clifford 

Ando)表示，该计划带来的研究生教育的

“变革”主要包含两方面。首先，它“完

全消除了博士生毕业离开学校时，因工作、

收入和保险等方面带来的突如其来的不安

全感和不可预测性。”其次，该计划旨在鼓

励社区的所有成员，包括学生和教师，共

同承担责任并实施监督程序。 

研究生联合会（ Graduate Students 

United）在一份声明中提到，该计划“不仅

是对我们的资助结构的改变，而且是对整

个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服务管理领域的

研究生项目的全面改革”。  

 

Colleen Flaherty. Bold Move in Graduate 

Education[EB/OL]. [2019-10-0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

10/09/university-chicago-will-guarantee-

full-funding-all-humanities-and-social-

science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美国：K-12职业与技术教育的

新进展 

The promise of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随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颁布，人们对职业

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TE）的兴趣逐渐兴起，职业技术教育日

益成为美国 K-12 学校提供的一种教育服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09/university-chicago-will-guarantee-full-funding-all-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09/university-chicago-will-guarantee-full-funding-all-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09/university-chicago-will-guarantee-full-funding-all-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0/09/university-chicago-will-guarantee-full-funding-all-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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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 2015 年，全美

700 万名中学生注册了 CTE 课程或项目。

在 2018 年，《卡尔·珀金斯职业与技术教

育法》（Carl D. 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得到重新授权，并为相关

CTE 项目和职业培训提供 12 亿美元的经

费。 

就其运作角度而言，目前职业与技术

教育在 K-12 教育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

以职业与技术教育为主题的校内课程或项

目，如知名的“职业生涯学院”（Career 

Academies）；二是以职业与技术教育为主

题的全新学校模型，如“康涅狄格技术高

中系统”（Connecticut Technical High School 

System, CTHSS）。无论是哪种模式，已有

研究均显示，职业与技术教育对于学生（尤

其是男性学生）的学校出勤、学业成绩、

高中毕业、大学升学、工作收入有积极影

响。 

专业人士指出，随着 CTE 继续成为 K-

12 教育政策的重点，决策者应该明智地考

虑对 CTE 的哪些模型进行推广、以及给予

哪些投资和支持等问题。目前《卡尔·珀

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的大部分资金都

分配给了校内 CTE 课程或项目，独立的

CTE 学校得到的珀金斯资金很少。研究者

也应该深入探讨女性学生如何从 CTE 中

受益，并研发专门针对女性学生的有效的

CTE 项目。 

 

延伸阅读：职业生涯学院（Career Academies）

于 1969 年成立于费城，20 世纪 80 年代，加州开

始复制这一模式，在小型学校结合学术与技能课

程，对学生开展工作经验方面的培训，是目前结

合学术教育与产业训练最成功的改革模式之一。 

 

Eric Brunner, Shaun Dougherty, Stephen Ross. 

The promise of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EB/OL]. [2019-09-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brown-center-

chalkboard/2019/09/20/the-promise-of-career-and-

technical-education/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教师评价体系的宽放改

革 

Most States Have Walked Back 

Tough Teacher-Evaluation Policies, 

Report Finds 

在 2015 年《每个学生都成功法》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实施之后，

美国教师评价体系一直处在不断变革中，

各州教师评价体系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与学生考试成

绩在教师评价中的重要性相关。在 2015 年，

全美总共有 43 个州将学生成长数据，尤其

是标准化考试成绩，同教师评价直接挂钩。

但根据全国教师质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 NCTQ）最近发

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截至 2019 年，有 1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放弃了这一要求，而

2 个州（阿拉巴马州和德克萨斯州）在同一

时期增加了对学生成长的要求。在 34 个仍

然需要客观衡量学生成长数据的州中，有

8 个州目前不要求以州层面的标准化学业

考试作为学生成长数据来源，取而代之的

是，学区可以使用自己的学业水平测试、

学生档案袋或学生学习目标之类的方法来

衡量教师对学生学业成长的贡献。 

教师评价系统发生的其他变化还有：

第一，在 2011 年，只有 17 个州要求教师

评价系统具有两个以上的评价结果等级，

现在大多数州（41 个州）至少需要三个评

价结果等级；第二，自 2015 年以来，只有

1 个州不再要求对所有教师进行多次观察，

而现在要求对部分或全部教师进行多次观

察的州数量下降为 37 个；第三，此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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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州停止要求每年对教师进行评价，而

如今要求每年对教师进行评价的州数量下

降为 22 个；第四，有 2 个州停止要求或允

许将学生调查数据用于教师评价；第五，

有 4 个州已停止要求为评分不及格的老师

制定改善计划。 

NCTQ 在其报告中指出，从这些改革

变化中不难看出，各州的教师评价改革呈

放宽趋势。这一改革局面的呈现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此前过于强硬的教师评价政策的

负面影响所带来的。例如，北卡罗莱纳州

教育部门学区人力资源总监托马斯·汤伯

林（Thomas Tomberlin）在 2017 年的《教

育周刊》（Education Week）上说：“教师对

是否被解雇感到过于焦虑，进而无法专注

于学生成长数据的改善，进而又会加剧教

师评价的压力，限入恶性循环之中。”  

 

Madeline Will. Most States Have Walked Back 

Tough Teacher-Evaluation Policies, Report 

Finds[EB/OL]. [201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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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most_states_have_walked_back_tough_teacher

_evaluation_policies_report.html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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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3】第八届管理与教

育创新国际会议 

2020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 (ICMEI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1-3 日 

会议地点：伦敦，英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内容： 

为了让管理和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

和学生有机会一起交流和分享他们在管理

与教育创新等方面的经验、思想和研究成

果，并讨论遇到的实际挑战和采取的解决

方案，管理与教育创新国际会议每年举行

一次，此会议已成为相关学者交流的理想

平台。第八届管理与教育创新国际会议将

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在英国伦敦（London, 

United Kingdom）召开，主要发言人为美国

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USA）的 Joy 

Kutaka-Kennedy 教授。会议主题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跨文化（Cross-cultural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网络学习评估（Evaluation 

of e-Learning）、项目及计划管理（Project 

and Program Management ）、研发管理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专家、学者参加

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提交的文章要求是

原创的、未曾发表过的实验或理论研究成

果。入选的优秀论文将被推荐给相关的国

际期刊。 

会议论文投稿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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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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