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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升云企业资源计划在

高等教育中的利用价值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22 日报

道，在时下科学对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情

况下，云企业资源计划（cloud ERP）的实

施可以帮助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运营模式的

转型，并为企业增长和方式创新带来新的

机遇。 

从具体的运作过程来看，高校必须从

最初规划阶段到日后工作解决方案都将人

员、流程和技术完全纳入到转换的过程中。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云转换是通过转变

思维方式和文化以实现在设计、实施和操

作等方面的持续改进的系统。因此，这一

运行系统不仅为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提供了

不断改进运营，降低成本以及将资源更紧

密地与核心使命和战略相结合的机会，也

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和可能性。为此，需努力建设出一个拥有

高标准、高效能和高技术的业务团队，为

高等教育学校和部门的管理作出应有的贡

献。 

当下随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新兴电子技术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对教育行业的影响也颇为深刻。

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时代的趋势，顺

势发展，加强高新技术在推动教育管理方

面的运用，更好地促进教育发展，使科学

技术的进步更好地惠及广大师生。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学位学徒制有利有弊 

据英国电讯报（The Telegraph）2019 年

9 月 25 日报道，学位学徒制作为一种新的

学习方式越来越受欢迎，凯瑟琳·默里

（Catherine Murray）对其利弊进行了分析。

首先一个好处是，这是一种能“边学习边

赚钱”的获得学位的路径，学生无需支付

学费，还可以获得不错的薪水（大多数广

告宣传薪水在 1.5 万至 2.3 万英镑之间）。

入学要求通常与传统学位的类似，学位授

予机构将是一所大学或拥有学位授予权力

的学院，以此作为学位质量的保证。 

学位学徒制与传统学位的最大区别在

于必须有一个雇主。事实上，学生不是在

申请大学而是在申请雇主。在很多方面，

参与学位学徒制项目的人会觉得自己更像

一个雇员而非学生。通常每周工作 35 小时

左右，但其中至少 20%的时间将花在工作

之外的教育和培训上。许多学生在毕业后

都会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毕竟雇主在他

们的培训上进行了投资，当然也想把人才

留在公司。 

但是，学位学徒制也并不完美无暇。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全新的东

西，雇主和大学还没有建立相应的成熟的

运行机制。2017 至 2018 学年，只有 6420

名学生被授予学徒制学位，而获得传统学

位的学生人数超过 55 万。此外，需要注意

的是政府可能会决定削减学位学徒项目的

资助资金。学生生活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

因素。虽然，参与学位学徒制项目的学生

在学校有同学，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可能会

被安排在另一个城市，所以他们无法像全

日制传统学位学生那样去体验大学生活。

“学生公平参与办公室”（fair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at the Office for Students）主任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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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米尔沃德（Chris Millward）表示：

“有些学生可能更适合以工作为基础的学

习，有些则更适合传统的全日制校园学习。

学位学徒制是一个严格的项目，对申请的

学生要求很高，因为工作和学习需要同时

进行。” 

 

来源：电讯报 

编译者：石佩 

 

 

英国：工党代表投票赞成废除

私立学校的计划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9

月 24 日报道，日前，工党代表在会议上通

过了一项激进的改革计划，称将通过取消

私立学校慈善地位，取消公共补贴和税收

优惠，取消私立学校 7%的大学招生上限，

重新分配捐赠基金、房产或投资等多种方

式废除私立学校。这一针对私立学校的争

议性举措，受到了“废除伊顿公学运动”

（Abolish Eton campaign）的热烈欢迎。这

一举措将对在学校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私

立学校地位构成生存威胁。 

但代表英国约 1000 所私立学校（包括

伊顿公学）的私立学校委员会（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首席执行官朱莉·罗宾逊

（Julie Robinson）表示，工党投票是对家

长权利的攻击，“摧毁优秀的学校并不能改

善我们的教育体系，其后果将是深远且不

可逆转的。此外，工党的计划将违反《欧

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二条教育选择权。” 

此外，内阁教育大臣安吉拉·雷纳

（Angela Rayner）表示，工党将废除教育

标准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简称 Ofsted），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公正委员

会来“整合私立学校”，将其纳入国家体系，

这一提议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方面，尽

管这一举措受到了全国校长协会暨女教师

公 会 联 盟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masters Union of Women Teachers，

简称 NASUWT）等教师工会的欢迎，但根

据一项对英国 5000 多名教师进行的调查

显示，41%的教师支持工党的提议，36%的

教师反对，而 23%的教师尚未做出决定。

调查还显示，教师们普遍不支持教育标准

局目前的形式，对其所实施的考试制度、

考试成绩不统一等方面表示不满。全国教

育联盟（National Education Union）联合主

席玛丽·鲍斯特德（Mary Bousted）认为教

育标准局的志愿者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关经

验，无法对学校做出准确判断。但英国教

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

指责工党奉行的教条将使儿童面临更大风

险。 

私立学校政策改革智库联合创始人罗

伯特·维尔凯克（Robert Verkaik）24 日在

卫报上发表言论指出，工党在大选中宣布

对英国私立学校发动所谓的“阶级战争”，

部分目的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工党内部勾心

斗角和英国退欧困境的注意力。他举例称，

若私立学校被废除，那么谈论税收政策、

入学配额再无意义，因为政府无法对一个

已经废除的机构做出任何举动。 

 

来源：卫报 

编译者：徐佳 

 

 

俄罗斯：将开设两千多个教育

中心“增长点” 

据 俄 罗 斯 塔 斯 社 （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2019

年 9 月 24 日报道，俄罗斯教育部将在 50

个地区的 2049 所乡村学校创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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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Точкироста）。该中心旨在教授

学生数字化、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

的相关知识。 

联邦国家“教育”项目的子项目“现

代化学校”（Современнаяшкола）指出了在

俄国的小城市和村镇创建教育中心“增长

点”的要求。联邦并为此拨款 38 亿卢布用

来购买设备更新技术所需材料等。中心将

采取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并且特别注重学

生在理工、计算机、生命安全规范等学科

中的表现。为了筹建教育中心“增长点”，

21 个地区的超过 2.5 万名乡村教师通过学

习儿童技术园（Кванториум）的课程来提

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他们学习教育技术的

最新相关知识，并学习如可使用现代设备

进行工作。此外，还有 1.1 万名农村教师

参加了线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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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

理塔季扬娜·戈利科娃（ТатьянаГолико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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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льгаВасильева）是

该项目的负责人。 

 

来源：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德国：北威州发布新《高等教

育法》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Bildungsklick）

2019 年 9 月 23 日报道，在 2019-2020 年

冬季学期开始时，新的《高等教育法》将

于 10 月 1 日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大学

生效。 

文化和科学部长伊莎贝尔·菲佛

（Isabel Pfeiffer-Poensgen）说明了该法的

目标，并与校长会议代表一起介绍了大学

学习、教学和研究的具体变化。他表示：

“通过该法，州政府为学习、研究和教学

中取得卓越成就以及在大学中发展科学创

造力制定了框架。新法规为北莱茵-威斯特

法伦州的整个科技、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发

展机会。政府和大学成为了更为牢固的合

作伙伴。” 

新《高等教育法》恢复了大学的自主

权，鼓励其发展自我负责的创造力，并放

松了对大学的中央控制。将来，大学和教

育部将再次共同协调战略目标。全国大学

校长会议主席兼伍珀塔尔大学校长兰伯

特·科克（Lambert T.Koch）表示：“大学

欢迎新的《高等教育法》及其大部分法规。

该法律加强了大学的所有权，信任比起严

格控制更能推动大学的建设。北威州大学

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学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学生也将从该法中

受益，该法律的明确目标是减少辍学人数。

例如，“在线自我评估”应该帮助准学生了

解特定学位课程的专业要求，并正确选择

课程。 

《高等教育法》还规定了终身制模式，

改善了杰出学术人才晋升的机制，在成功

的六年试用期后成为终身教授制，为早期

科学家提供了计划保障。同时，新法案关

于博士研究的新规定对应用科学大学也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法》规定，应

将现有的应用研究生院转为博士点，并且

在获得德国科学理事会的积极评价后，应

给予其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利。这对应用科

学大学来说是一个里程碑。 

 

来源：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张蒙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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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严查幼儿教育免费化前

提高收费的行为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9 月 29 日报道，近日，

日本厚生劳动省向都道府县各级行政部门

下发通知，警惕利用国家新政策的投机行

为。通知中提到，厚生劳动省经调查发现，

不少认可外保育所为了能从政府处获得更

多公费拨款，在今年 10 月幼儿教育和保育

免费化政策正式实施前，擅自提高了保育

费用等。部分保育所甚至只针对适用幼儿

教育免费化政策的儿童提高收费标准。通

知要求各级行政部门严查认可外保育所中

提高收费的行为，对认可外保育所正确落

实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给予相应的指导。 

即将开始实施的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

对经国家认可的幼儿园以及认可外的保育

所等设施均实施费用减免。由地方对监护

人工作情况进行考察和判断，对于有保育

需求的家庭中 3 到 5 岁幼儿每月减免最多

3 万 7 千日元，对经济困难家庭的 0 到 2

岁儿童每月减免最多 4 万 2 千日元。 

由于认可外保育所等机构的保育费用

自定，在国家减免范围内提高保育费用将

能获得更多公费拨款。调查发现不少认可

外保育所采取了一些手段提高保育费用，

例如，将适用于减免政策的 3 到 5 岁儿童

保育费用提高，以免费化政策实施后事务

增多为由提高保育费用，将本来包含在保

育费中的伙食费分开且增加原来保育收费

等。厚生劳动省要求各级部门妥善处理此

类问题，对其理由的充分性进行考核和讨

论，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建议。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新西兰：教育部长提议改革学

校课程 

据新西兰 Stuff 新闻网 2019 年 9 月 20

日报道，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

斯（Chris Hipkins）周五上午宣布将对新西

兰的国家课程和《新西兰毛利语课程标准》

（Te Marautanga o Aotearoa）进行改革。他

表示，这将保持课程的灵活性，并更加关

注福祉、认同、语言和文化。 

新西兰政府宣布将在学校实施历史必

修课，教育部长表示，除了历史之外，我

们的课程还有其他方面需要“焕然一新”。

课程、进步和成就部长级咨询小组

（ Curriculum,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Ministerial Advisory Group）提出了改革建

议，教育部将在与教育工作者、学生、家

长以及社区协商后，对学习材料进行更新。

教育部长承诺将提供更多支持以开发学校

课程和新课程资源，并指导教师更好地将

国家课程融入本地。 

“我们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机制来定

期更新国家课程，使其保持响应性和时效

性，更清楚地了解每个儿童和年轻人需要

的学习内容，而不是任其发展。”新西兰校

长 联 合 会 （ New Zealand Principals' 

Federation，简称 NZPF）主席韦图·科米

克（Whetu Cormick）对这项建议表示欢迎。

但他表示，课程改革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尤其是教育部计划如何向学校提供资源，

以接受拟议中的变革。该提案将从教育基

线中获得资金，并将成为 2020 年预算的一

部分。部长将于 2020 年 3 月向内阁报告课

程进展情况。 

 

来源：Stuff 新闻网 

编译者：穆翎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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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政府必须解决经济

困境和学费上涨问题 

据观察家报（Observer）2019 年 9 月

25 日报道，教育透明度与问责制联盟

（ Coalition fo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Education，简称COTAE）

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经

济困难和全国学费上涨的问题。 

教育透明度与问责制联盟全国协调员

安德森·D·迈亚门（Anderson D.Miamen）

表示，该机构对家长和学生目前面临的学

费上涨困境表示严重关切，希望政府通过

充满活力的教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

说：“政府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特别目前

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公民已经在与基本需

求问题作斗争，包括接受优质教育。”迈亚

门先生说，受教育的权利不能过分强调，

因为这是公民可以提高其智力水平，并改

善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计的一种手段。

他说，各国政府都有义务为本国公民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让他们有能力参与本国的

发展。 1986 年的《利比里亚宪法》

（Constitution of Liberia）重视利比里亚人

民的大众教育，以消除文盲。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和利比里亚政府

的扶贫繁荣与发展议程（Pro-Poor Agenda 

for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简称 PAPD）

强调有必要向公众提供高质量、包容性的

终身教育。如果媒体报道和其他信息可以

作为参考的话，那么这个学年对于父母，

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来说，要

承担送孩子上学的相关费用是极其困难的。 

迈亚门先生还说：“学费飙升的同时利

比里亚元兑美元汇率已大大贬值，从而使

赚取利比里亚元薪水的父母处于不利地位。

高失业率和延迟支付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

加剧，经济急剧失控的速度令人不安。这

种情况有可能推翻政府的大众教育政策，

需要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为减少国家的文

盲和贫困作出不懈的努力。” 

 

来源：观察家报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年轻

人对全面的性教育提出更多要

求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26 日报道，中国政府

启动了新的《健康中国倡议（2019-2030

年）》，其中包括与全面性教育有关的内容。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8 月 21 日在北

京主持了一次政策对话，邀请联合国、卫

生、教育、民间社会和政府代表与媒体一

起讨论新的教科文组织政策文件——《面

对事实：全面性教育的理由》。 

这个话题在全国引起了共鸣。21 岁的

大学生、中国青年网成员郭跃平告诉记者：

“我在中学期间接受的性教育仅限于生物

学课所涵盖的生殖系统基础知识和关于月

经的简短的女生班会，我记得有两名意外

怀孕的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中国六个省市

30 所中学的学生中，一半的学生同意“女

孩应该对结婚对象和何时结婚有发言权”，

一半的人不同意“女人不能拒绝与丈夫发

生性关系”。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正在通过促进年轻

人的同伴教育来解决这一差距。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委员洪平女士说：“起初，我们将

其称为青少年健康计划，以避免不必要的

反对，但从本质上讲，它是包括性、心理、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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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法律方面的性教育。现在，它已经

成为服务基层的十大品牌政府计划之一。”

但是，人口基金的青年顾问约瑟芬·索瓦

林（Josephine Sauvarin）告诉该组织，“对

性别平等和权利缺乏了解会导致基于性别

的歧视和暴力，以及早孕和意外怀孕、不

安全堕胎、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等。” 

2015 年，中国青年网和中国计划生育

协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来自 130 所大

学的近两万名大学生中，只有 10％在小学

接受过性教育。其他几项研究还显示，青

年学生缺乏对性别、暴力、避孕、早孕、

意外怀孕、艾滋病毒的了解，尤其是在农

村学生中。正如政策文件所强调的那样，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性教育的积极

影响，但由于可能与文化不符的误解以及

诸如对教师缺乏支持等操作障碍，性教育

的实施受到了社会的反对。全国教育咨询

委员会顾明远教授说，“其实施进展缓慢是

由于社会观念和方法论的原因。性教育不

仅涉及性行为，还涉及广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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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会通过

社会对话解决性别平等问题的

项目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9 月 20 日

报道，9 月 16 日至 17 日，欧洲教育工会

委员会（European Trade Unio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简称 ETUCE）和其他欧洲

利益相关者齐聚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参加教育工会研究的题为《教育工会通过

社会对话解决性别平等》项目的闭幕会议。 

一份题为《教育工会通过社会对话解

决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报告已经发布，

该报告在与教育当局和雇主的集体谈判和

社会对话中，性别平等问题仍然不是优先

考虑的事项。研究员因加·帕夫洛维特

（Inga Pavlovaite）和马丁纳·韦伯（Martina 

Weber）博士建议工会充分利用社会对话

来促进教育部门的性别平等。会议还介绍

了该项目的另一个主要成果，即工会建立

了关于教师职业性别平等的最佳做法的

ETUCE 数据库。 

欧洲教育工会委员会主任苏珊·弗洛

克（Susan Flocken）强调：“两性平等问题

不是教育工会可以与其他议题分开处理的

一个独立问题。欧洲最近的社会经济变化、

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移民以及右翼和民

族主义政治言论的传播，都对我们建立一

个男女平等的教育部门的努力产生了重大

影响。在欧洲教育工会委员会，我们为会

员组织提供具体的工具和资源来支持他们

努力解决两性不平等的问题。我们为在这

个项目中共同完成的工作感到自豪。” 

性别平等会议是欧洲教育工会委员会

成员相互学习的绝佳机会。在优秀实践分

享会上，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以及为

男女平等所从事的教学工作。该项目还力

求更新《2010 年 ETUCE 两性平等行动计

划》，以便更好地支持欧洲教育工会委员会

会员组织在教育工会和教师行业中促进两

性平等。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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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天才”儿童单独分

班并不能带来更好的成就 

Separating ‘Gifted’ Children hasn’t 

Led to Better Achievement 

许多人认为孩子们在一个由水平相当

的同学组成的班级里学习效果更好。但斯

坦福大学的乔·博勒（Jo Boaler）教授指出，

尽管不同水平的同学分开上课的做法看起

来很好，但实际的效果却并非如此。旧金

山联合学区（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率先修改了分班进行数学课程授

课的设置，学生们在十年级之前上同样的

数学课，从十一年级开始，可以选择不同

等级的课程。在统一数学课程后，学生的

代数及格率从 60%提高到 92%，选修高级课

程的学生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一，达到学区

史上的新高。 

博勒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心

理暗示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她认为，定势

思维对人们的影响极为严重。当学生得到

暗示他们聪明或者不聪明的信息时，他们

会不断地根据这些固定的想法来评估自己，

从而认定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因而会逃

避自己遇到的困难；相反，当学生认为自

己能够学习的内容没有限制时，其学习效

果就会提高。 

博勒指出，在 youcubed 平台的一部短

片中，学生们谈到了被贴上“天才”标签

之后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被这一固定的标签

改变的过程。有人表示，他们决定不学工

程学是因为自己不是化学课上最优秀的学

生(并坚信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也有人

表示，他们逐渐变得不爱问问题，因为“有

天赋的人应当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样的

想法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低效，也使他们选

择规避困难的科目。 

博勒还提到，学生之所以在混合式的

小组中表现更好，是因为教师知道自己要

将学习任务区分开来，为学生提供完成不

同难度的学习任务的机会。当学生接收到

开放的学习任务、将自己的观点扩展到不

同的层次时，每一位学生都有可能做出很

好的成绩。而根据学习水平划分的班级对

学生来说则有更多的限制，因为老师会假

设自己指导的学生需要什么知识，进而针

对这些点提出知识面较为狭窄的问题。这

限制了学生取得更高成就的能力，也束缚

了学生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 

国际研究表明，美国的分轨教育并没

有给美国带来高成就，相反，它在机会和

成就上带来了明显弊端。因此，博勒认为，

混合制班级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多地给予学生

积极的暗示，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没

有上限，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被思维定势所束

缚。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乔·博勒（Jo Boaler）是斯坦福大

学教育学教授，youcubed.org网站的联合创始人，

著有图书《永无止境的思维:学习、领导和无障碍

生活》（ Limitless Mind: Learn, Lead & Live without 

Barriers）。 

Youcubed 是一个数学教育网站，为教师和父

母免费提供众多数学启蒙教学的资源，包括各种

教学方法的探讨、数学游戏和数学 App 等，主要

目标是启发、教育和引导数学教师将最新的数学

研究转化为可访问的实用形式。当前 Youcubed 的

访问人数已经超过 3800 万。 

Jo Boaler. Separating ‘Gifted’ Children hasn’t 

Led to Better Achievement. [EB/OL]. [2019-11-04].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separating-

gifted-children-hasnt-led-to-better-acheivement/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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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教师缓慢、稳定地接受在线学习 

Professors' Slow, Steady Acceptance of Online Learning: A Survey 

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在“2019 年教员对技术的态度调查”(2019 Survey of Faculty 

Attitudes on Technology)中对 1967 名教职员工和 178 名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教

员开设在线课程的比例持续上升，从去年的 44%升至 46%。2013 年这一数字为 30%，这意

味着在线课程的比例在六年内增加了一半。调查表明，无论是否愿意，美国教师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在线教育中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在线教育的有效性。 

自从 2012 年《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开始调查教师对技术的态度以来，表

示自己至少教授过一门在线课程的教师比例显著上升。如图 1 所示，从盖洛普 2013 年的第

一次调查开始，这一比例已经从十分之三上升到将近二分之一并以更大的比例稳步前进。 

 
图 1. 至少教授过一门在线课程的教师比例变化图 

越来越多的教师在网上授课，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接受

在线学习，以便让没有机会接受线下学习的学生获得其它学习渠道，并增强了授课时间与授

课方式的灵活性。 

尽管教师参与在线学习的比例总体上不断小幅上升，但在机构类型、学科和思维模式上

并不平衡。如图 2 所示，公立大学老师比私立大学老师更有可能教授在线课程；处于职业生

涯中期的教授比年轻或年长的同行更有可能在网上授课；社会科学和职业学校的教师比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师更有可能在网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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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类型教师在网上授课的比例差异图 

调查显示，41%的教师在网络课程上授课时间不到 5 年，三分之一的教师授课时间在 5

年到 10 年之间，四分之一的教师授课时间超过 10 年。在网上授课的绝大多数教师认为，网

上授课让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超过四分之三的在线课程教师表示，这些经历帮助他们

提高了教学技巧和实践，提高了教学质量。超过三分之二的教师表示，他们花在课堂上的时

间减少了，他们在新课程中加入了更积极的学习技巧。 

当这些教师被问及他们的在线体验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技能时，75%的人

表示，他们会更批判性地思考如何用内容吸引学生。其他常见回答还包括：更好地利用多媒

体内容、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改变来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好的利用其所在机构的学习管理

系统、调整内容和评估方式以更好地实现课程学习目标等。 

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 的“在线校园”（Ecampus）课程开发和学习创

新执行主任香农·里格斯(Shannon Riggs)说：“对那些接受过在线课程开发和教学培训的人来

说，在线教育有利于改善课程设计与教学。” 

 

Doug Lederman. Professors' Slow, Steady Acceptance of Online Learning: A Survey[EB/OL]. [2019-10-30].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survey/faculty-support-online-learning-builds-slowly-steadily-not-

enthusiastically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PIAAC 测试显示，美国的读写和算术问题没有止步于 K-12 教育 

America’s Literacy, Numeracy Problems Don’t End in K-12, Global Test Shows 

继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和国际

PISA 测试连续数年揭露美国 K-12 学生平庸的阅读和数学成绩之后，一项对成人技能的国际

测试显示，这一问题不仅确实存在于美国 K-12 教育中，而且还延伸至成人阶段。 

“成人能力国际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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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ECD）实施，每三年开展一轮。2017 年对 38 个国家进行测评的 PIAAC 测试

结果表明：美国成年人算术和数字问题解决技能得分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具体如图 1 所

示。 

 

 

 

 

 

 

 

 

 

 

图 1 美国 PLAAC 测试成绩与国际、日本、芬兰对比（2017 年） 

再从美国国内来看，尽管美国高中毕业率在逐年提升，但美国成年劳动力在阅读、数学

和数字问题解决方面的技能并不比五年前高，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美国 PLAAC 测试成绩 2012 年与 2017 年对比 

因此，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 ETS）全球测评中心主任欧文·基

尔希（Irwin Kirsch）此前表示，“虽然就生活经验角度而言，完成学业的年数越多，获得的

技能就越多，但 PIAAC 测试表明，虽然有太多的人高中毕业，但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技能，

如果我们期望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和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需要将关注焦点从教育程度转向承认日益被国际所重视的成人技能。” 

 

延伸阅读：“成人能力国际评估项目”（PIAAC）旨在评估和分析成人技能，在 40 多个国家/经济体中进

行。该项评估衡量成年人在关键信息处理技能（识字、计算和解决问题）方面的熟练程度，收集有关成年

人在家庭、工作和更广泛社区中如何使用其技能的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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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D. Sparks. America’s Literacy, Numeracy Problems Don’t End in K-12, Global Test Shows [EB/OL]. 

[2019-11-19].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19/11/global_test_shows_adult_literacy_numeracy.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状况不如之前乐观，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趋势 

5th Annual Educator Confidence Report 

最近，哈考特集团（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Group）开展了一项关于教育工作者工作

现状的调查，调查访问了美国各地的 1,102 名教师和 203 名行政人员，询问他们对教师职业

现状的看法，根据该调查发布了《第五次教育者自信年度报告》（5th Annual Educator 

Confidence Report），从教师职业状况、课堂数字资源使用情况、社会与情感学习等方面进行

了分析。报告显示，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状况不像过去那样乐观，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趋势。 

报告显示，2019 年教师对教师职业状况的乐观程度大幅下降，对教师职业现状表示满

意的教育工作者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50%下降至 34%。65%的有五年及以上教学经验的教师

表示，他们现在对教师职业的看法比五年前更消极，具体见图 1。与教师相比，行政人员对

教师职业现状的乐观程度更高：自 2018 年以来，他们的乐观程度一直没有减弱，保持在 57%。

不过，仍有 51%的人表示，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比五年前更加负面。 

 

图 1 教师对教师职业状况乐观程度的历年数据对比 

有关教学技术工具的调查显示，65%的教师对自己有效使用教学技术工具的能力非常自

信，比 2018 年上升了 7 个百分点，比 2016 年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几乎所有教师（95%）

都认识到了使用教学技术工具的好处，81%的教师表示，他们至少体验到了教学技术工具的

三大好处（学生参与、差异化教学和易于获取的教学内容）之一。在使用频率上，72%的教

师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使用教学技术工具，97%的教师每周至少使用一次教学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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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师对使用教学技术工具的自信程度 

参与调查的教育工作者对教学技术工具的未来充满期待，他们普遍认为教学技术工具对

教学有很大帮助，并且相信它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大约 80%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教学

技术工具应该被用来提升教师的能力；80%的人相信教学技术工具可以帮助老师进行个性化

教学，从而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78%的人认为教育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教学技术工具对促

进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巨大潜力。但是，教师们也面临着有效整合教学技术工具的障碍。

影响教师成功有效地使用教学技术工具的障碍仍然存在，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将线上的信息整合到线下的教学中去，其次还有教室相应设备的缺乏、学生设备及互联网缺

乏等障碍。 

此外，社会与情感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教师和管理者（96%）越来越意识到

学生需要更多的社会和情感支持。近四分之三的教师认为，精心设计的社交情感学习计划至

少会对学生的幸福感产生适度的影响，40%的教师认为这可能会产生显著或非常显著的影响。

而实际进行精心设计和充分整合的社会情感学习教学的教师比例却只占 11%。 

 

延伸阅读： 

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Group）是全球最大的 K12 教育集团。该集团由三

家教育界巨头组成，其中，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HM）是世界最大的文学和教育出版

公司之一；瑞沃迪互动学习公司（Riverdeep Interactive Learning Company）的教育产品畅销全球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其教育软件出版市场占有率在美国排名第一；英国哈考特教育出版公司（Harcourt Education）为

全球第三大教育出版集团。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Group. 5th Annual Educator Confidence Report. [EB/OL]. [2019-11-19]. 

https://www.hmhco.com/educator-confidence-report 

信息来源：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官网 

编译者：王晨雨 

https://www.hmhco.com/educator-confidenc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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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不再有“危险”学生 

No More 'At-Risk' Students in 

California 

改变教育工作者对面临经济或社会挑

战学生的看法这一努力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并得到了加州立法者的支持。10 月中旬，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批

准了一项法案，将加州教育法典和刑法中

的“高危青年”（“at-risk youth”）一词去

掉，代之以“前途无量青年”（“at-promise 

youth”）。加州教育法典是一套主要适用于

公立 K-12学校的法律。 

“长久以来，‘危险’的污名一直被用

来描述生活在困境中的年轻人，”该法案的

主要作者、众议员雷金纳德·拜伦·琼斯-

索耶(Reginald Byron Jones-Sawyer Sr.)表示，

“这是一个认知问题，通过使用这个词，

我们为最脆弱的学生制造了失败的预期。” 

在过去的 30年里，在美国的学校、学

院和大学里，把脆弱的年轻人描述成“处

于危险之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大量

的联邦资金、会议、培训项目和教育技术

公司致力于识别和支持那些在统计学上被

认为最有可能处于挣扎中甚至失败的学生。

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尽管这些努力的出

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但这种做

法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低收入和少数

民族家庭的孩子被普遍认为有“文化缺

陷”，这使他们无法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

亚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社会转型学院(School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司法研究教授伊丽莎

白·斯瓦德纳(Elizabeth Swadener)是上世

纪 90 年代初第一批提出“给儿童和年轻

人贴上‘危险’标签是有问题的”这一观

点的学者之一。斯瓦德纳一直认为“危险”

这个标签只是文化缺陷思维模式的一个新

版本。她说，这个标签带有种族主义和阶

级歧视色彩，因为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非常

清楚，他们被视为“有失败风险”的人。 

斯瓦德纳说，取消加州的“危险”标

签是积极改变该州教育工作者对待儿童和

年轻人的方式的第一步。她表示:“虽然我

不提倡给孩子们贴上‘前途无量’的标签，

但这是让所有孩子看到希望的重要一步，

包括那些面临诸多挑战的孩子”。 

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

新闻与传播学副教授马修·拉普兰特

(Matthew LaPlante)是“前途无量青年”协

会 （  Reaching At-Promise Students 

Association）理事会的成员。他表示，“我

坚信语言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很早就知道，

这群学生不喜欢被称为失败者、辍学生、

有风险的人。如果我们开始谈论他们的优

点，就会改变我们工作的起点，从而确定

是什么让他们偏离了毕业的道路”。拉普兰

特说，单靠改变一个词并不能帮助学生，

“但我们绝不会假装更改措辞就使得其它

东西也相应改变，我们必须采取大量行

动”。 

厄尼·席尔瓦是“前途无量青年”协

会的执行理事，他表示，把“有风险”变

成“有希望”并不意味着教育工作者不承

认学生的缺点。但他希望，这能鼓励教育

工作者开始积极地看待学生。本月，“前途

无量青年”协会成员将在圣地亚哥召开年

度教育政策会议，讨论下一步举措并鼓励

采取新的实践。 

 

Lindsay McKenzie. No More 'At-Risk' 

Students in California [EB/OL]. [2019-11-05].  

http://www.insidehighered. 

com/news/2019/11/05/changing-conversation-

about-%E2%80%9C- risk%E2%80%9D-students-

california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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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前进·思维”项目：

将 SEL 整合到体育课程中 

Integrating SEL in PE nets gains for 

schools 

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者学会（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ors, SHAPE）

新近推出的“健康·前进·思维”

（health.moves.minds）项目，有效整合了

时下广受重视的社会 -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与身体健康教育，

以期塑造“全人儿童”（whole-child），为学

校带来益处。调查显示，目前该项目试运

行效果良好。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焦虑、抑郁和

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日

益普遍，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健

康与体育教育学会研发出“健康·前进·思

维”这一新项目，其核心特征是将社会-情

感学习融入到体育课程中。项目目前已经

推出面向 K-8 年级的标准化体育课程材料、

考评资源、以及家校与社区合作服务，并

计划于 2020 年春季研发出针对高中生（9-

12 年级）的课程资源。 

在项目试运行阶段，项目组织免费为

20 所学校提供了项目实施服务。项目试行

学校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项目在学生身上

产生了积极效果，具体包括情绪管理增强、

行为改善、欺凌减少、学业成绩提高等表

现。伊利诺伊州纽夸谷中学（Neuqua Valley 

High School）是项目试行学校之一，该校

体育系主任比尔·凯西（Bill Casey）表示，

将社会-情感学习整合到体育中不仅能够

促使学生改善自己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也能够带动他们同龄学生的情感

幸福（emotional wellbeing）。 

 

延伸阅读：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者学会

（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ors, SHAPE）

成立于 1885 年，是致力于确保所有儿童都有机会

过健康、积极生活的社会非营利性机构。作为美

国最大的健康和体育教育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 

SHAPE 与它的 50 个州分支机构和国家组织合作

伙伴合作, 支持诸如“总统青年健身计划” (the 

Presidential Youth Fitness Program) 、“让我们动起

来” (Let's Move!) 、“活力学校” (Active Schools) 

和“为心而跳、为心而动” (the Jump Rope For 

Heart/Hoops For Heart programs) 等活动，在健康

和体育教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Naaz Modan. Integrating SEL in PE nets gains 

for schools[EB/OL]. [2019-11-06].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integrating-

sel-in-pe-nets-gains-for-schools/566659/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新闻网站 Education Dive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新改革 

ACT to Change How Students 

Retake Exam, Add ‘Superscore’ 

美国ACT Inc.组织近日宣布了ACT考

试改革的新举措：从 2020 年秋季开始，参

加 ACT 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将有一个可以

提高分数的机会。具体而言，他们将被允

许重新参加 ACT 四个组成部分的各部分，

而不必再次参加整场考试；而多次参考的

考生也可以向大学招生办公室寄送 ACT

考试各个部分的最高成绩。 

目前，ACT 考试总共有四个必考部分

——英语、数学、阅读和科学，费用为 52

美元。考生可自主选考第五个部分——写

作，需额外支付 16 美元。ACT 考试途径

有二，考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其一，

各地国家考试中心（national testing centers）

每周六会开设考场，考生及其家庭可自主

付费参考；其二，对于那些同 ACT 组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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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同的州和学区，当地学生可在学校日

免费参考。平均而言，两种途径的考生比

例分别为 62%和 38%。上述新改革举措已

经确定适用于国家考试中心的参考途径，

ACT Inc.组织仍在讨论将改革也推广到学

校日考试项目中。 

ACT 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新改

革举措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多考试选择，

并让他们在申请大学和奖学金时能“全力

以赴”。此外，这项改革举措的确定也有来

自研究证据的支持。新的 ACT 研究表明，

与传统评分方法相比，多次考试中的较高

成绩（superscores）是预测大学课程成功的

较优指标。 

但业内相关人士也指出，ACT 考试这

项改革的推出也可能同其对手SAT考试的

市场竞争相关。《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执行官阿基尔·贝洛（Akil Bello）

追踪研究 ACT 和 SAT 考试变化多年，对

ACT 考试的新改革大加赞赏，“它有力证

明了‘竞争如何迫使 ACT 和 SAT 寻找对

考生更友好的考试方式’”。但也指出新改

革会增加富裕家庭学生考试竞争优势的担

忧，与同龄贫困家庭学生相比，他们更有

可能聘请辅导教师为 ACT 考试各个部分

的重考做专门辅导。 

 

延伸阅读：ACT Inc.是美国教育服务类的非

盈利组织，初创于 1959 年。该组织最为著名的便

是标准化的 ACT 考试，旨在用于评估高中学生的

学业成就和大学准备，是最受欢迎和参考人数最

多的考试之一。在 2018 年的美国高中毕业班中，

有 55％的毕业生参加了 ACT 测试。 

ACT 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即“美国

大学入学考试”，是美国大学本科的入学条件之一，

也是奖学金发放的重要依据之一，由 ACT Inc. 主

办。ACT 考试包括五个部分：英语、数学、阅读、

科学、以及作文（选考）。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学术评

估测试”，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

主办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

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2016年改革后的SAT总分为 1600分，分为阅读、

文法和数学三部分，写作改为选考。该考试测验

学生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用于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其成绩有效期为 2 年。 

 

Catherine Gewertz. ACT to Change How 

Students Retake Exam, Add ‘Superscore’[EB/OL]. 

[2019-10-08].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10/08/act-

to-change-how-students-retake-exam.html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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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5-8】第 42 届国际教

育史学大会 

42th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SCHE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19-22 日 

会议地点：厄勒布鲁，瑞典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主办方：国际教育史协会 

会议内容： 

国际教育史学大会由国际教育史协会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SCHE，又称国际教

育史常设会议）主办，致力于促进研究和

加强全球教育史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

作。第 42 届国际教育史学大会将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在瑞典厄勒布鲁大学

（Örebro University）举办，本次大会主题

为“从上和从下看：教育史中的社会反思”

（ Looking from Above and Below: 

Rethinking the Social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鼓励研究人员探讨并重新思考

当今作为教育史学家的社会意义。大会主

要发言人包括瑞典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的 Daniel Lindmark 教授、美国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 Barbara 

S. Weinstein 教授等。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教育史“转折”中的社会反思：方法与理

论（Rethinking the social within the “turn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methods and 

theories）；2.教育知识、媒介和学习技术的

社 会 史 （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media and learning 

technologies）；3.教育史中的平民主义、社

会正义与人权（Populism,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4.去

中心化的教育史：非二元和后殖民的方法

（De-centralized histories of education: non-

binary and postcolonial approaches）；5.新兴

社会边际的新社会教育史（New social 

educational histories from emerging margins 

of society）；6.作为教育史的挑战的规模、

多样性和数字应用（Scale, diversity, and 

digital applications as challeng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7.教育史社会中的物

质 和 视 觉 路 径 （ Material and visual 

approaches to the social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学者参

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通过重新处理重

要的文化、技术、法律、经济、政治、理

论和方法问题，反思教育史中的“社会”。

ISCHE 与《教育史》（Paedagogica Historica）

有长期合作关系，每年都会出版一期由

ISCHE 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组成的双刊，该

期刊为 SSCI(2017) 、  A&HCI(2017) 、

SCIE(2017)、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 CSSCI(2017-2018)等来源期刊。 

本次会议提交研究计划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ische.org/ [2019-11-24]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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