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世界教育动态 2020 年 1 月 第 1 期 总第 97 期 

目  录 
 

目  录 

专家声音 
 

数据调查 
 

实践探索 
 

编辑部 

主    编 滕  珺  张  玲 

副 主 编 姜英敏  杨  波 

责任编辑 康云菲  郑越洋 

 

编辑部 

主    编 滕珺 张玲 

副 主 编 姜英敏 毛芸 

责任编辑 葛俏丽 杜晓燕 

会议信息 
 

编委会 

主  任 顾明远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褚宏启 范立双 高益民 

顾明远 刘宝存 石中英 

滕  珺 王英杰 杨明全 

余胜泉 张  玲 张奇伟 

周作宇 

 

 

编委会 

主  任 顾明远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褚宏启 范立双 高益民 

顾明远 刘宝存 石中英 

滕  珺 王英杰 杨明全 

余胜泉 张  玲 张奇伟 

周作宇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 100875 

电话 010-58802934 

      010-58805294 

传真 010-58800597 

邮箱 edu-infor@lib.bnu.edu.cn 

       WorldEducationNews@163.com 

网址 http://jyxxzb.lib.bnu.edu.cn:8080/ 

http://www.compe.cn/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 100875 

电话 010-58802934 

      010-58805294 

政策参考 
 

澳大利亚：学校应提供因冠状病毒引发的反华偏见的措施 ................ 7 

 

美国：教师协会发布冠状病毒防治工作指南 ........................... 15 

美国：免费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教科书 ................................. 15 

知识是发现的过程：建构主义如何改变教育 ........................... 16 

 

【2020.8.12-14】2020年第九届知识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 18 

美国：AI能够为教师每周节省 13小时的工作时间 ...................... 9 

2019年教师专业分析 .............................................. 10 

美国：为什么父母的英语水平对学生的成功很重要 ..................... 13 

 

欧洲和北美洲 

美国：2020财年预算法案将增加高等教育预算 ......................... 1 

英国：公平教育联盟表示：家长学校捐款“加剧了不平等” .............. 1 

德国：巴伐利亚第一个数字协议学校资助申请获得批准 .................. 2 

法国：教育部长呼吁开展“绿色学校-保护地球”项目 ................... 2 

西班牙：加强公民与道德价值观课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 3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政府增加对非政府学校的资金投入 .......................... 3 

日本：改造教师工作环境，助推教师工作改革 .......................... 4 

非洲 

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政府强调重视早期儿童教育 ........................ 5 

教育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启动“教育的未来”倡议 ................ 5 

国际教育组织：国际残疾人日，国际教育组织呼吁包容 .................. 6 

 

 

http://jyxxzb.lib.bnu.edu.cn:8080/


 

 

World Education News Jan.2020 No.97 

1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1月 第 1期 政策参考 

 

 

 

美国：2020 财年预算法案将增

加高等教育预算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2019 年 12 月 18 日报道，美国众议院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日前

通过一项预算法案，将增加高等教育项目

和科学研究的开支，同时忽略特朗普政府

提出的大幅削减预算的建议。 

参议院（United State Senate）预计将

在近日通过 2020 财年的预算法案，法案中

将增加 25 亿美元的高等教育项目支出，而

特朗普总统必须在周五前签署最终法案，

以避免政府关门。 

此前，美国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

（Betsy DeVos）曾建议削减高等教育预算，

具体建议如削减约一半的勤工助学计划资

金（work-study program’s funding）等。而

这些建议基本上全部被国会领导人所忽视。

当前预算中，属于联邦学生援助之一的联

邦佩尔助学金（Federal Pell Grants）的最高

限额比 2019 年增加了 150 美元，最高奖励

金额达到 6345 美元。一份众议院拨款文件

称，这一增长将有助于助学金跟上通货膨

胀的步伐。 

美 国 公 共 及 赠 地 大 学 协 会

（ 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主席彼得·麦克菲尔逊（Peter 

McPherson）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一系

列助学金的增长，加上最近通过的《未来

法案》（FUTURE Act），将使学生更容易获

得高等教育机会。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英国：公平教育联盟表示：家

长学校捐款“加剧了不平等”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019 年 12 月

11 日报道，英格兰一些最贫困地区的学生

正在流失，因为父母负担不起用来弥补资

金短缺的捐款。 

2017-18 年度，伦敦的普通学校从捐款

中筹集了 43,000 英镑。在约克郡，只有

13,300 英镑。公平教育联盟表示，这种差

距“加剧了贫富之间的不公平”。英国广播

公司的维多利亚·德比郡（ Victoria 

Derbyshire）计划对教育部数据的分析显示，

2017-18 年度，英格兰普通学校每个学生的

捐款为 59 英镑，占总预算的 1.07%。这些

钱通常是通过诸如娱乐活动和学校集会之

类的活动筹集的。 

但是，整个英国存在明显的分歧。伦

敦，英格兰东部（每年 24,585 英镑）和西

北（20,844 英镑）的学校最有可能获利；

约克郡（13,288 英镑），东北（13,394 英镑）

和东米德兰兹（17,044 英镑）的学校处于

劣势。独立学校的收费也大不相同。在

2017-18 年度，桑德兰的一所学校从捐赠中

仅获得 679 英镑，相当于每名学生 43 便

士。城市内部学校之间也存在差距。在纽

卡斯尔郊外的 Westmoor 小学，只有不到 6％

的学生申请学校免费午餐计划。最近一次

的娱乐活动为学生筹集了 4,500 英镑，它

的捐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东北地

区的水平。而总部位于纽卡斯尔的市中心

的霍索恩小学（Hawthorn Primary），近 50％

的学生可以申请学校免费午餐计划，其去

年的捐款仅为 1200 英镑——每名学生不

到 5.5 英镑。 

公平教育联盟负责人萨姆·巴特斯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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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Butters）表示：“在紧缩时期内，由

于资金的减少，所有地区的学校都出现了

现金短缺的情况，因此，他们努力从其他

来源寻求资金。如果学校资金不足，需要

父母捐款以弥补短缺，贫困地区的学校将

亏损。”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邱武霞 

 

 

德国：巴伐利亚第一个数字协

议学校资助申请获得批准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19 年 12 月 11 日报

道，巴伐利亚文化部长迈克尔·皮亚佐洛

（Michael Piazolo）表示，州政府对数字协

约学校的支持正式启动，数字教育是未来

学校发展的重要趋势，政府将通过 7.78 亿

欧元资金的投入提升儿童的数字化素养。 

数字协议将致力于完善学校的技术设

备，不仅包括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

板电脑，也包括学校的网络和 WLAN 基础

设施，以及职业学校的专业 IT 设备，此外

协议还将促进发展专业信息技术管理区的

建立。 

2019 年 7 月，巴伐利亚州发布了“巴

伐利亚学校数字教育基础设施”支持方针，

本次资助申请获得批准使方针能够在数字

协约学校实现。巴伐利亚州将在 2021 年前

对资助申请对象提供资金支持，并在 2024

年贯彻落实具体资助措施。 

学校特殊的媒体理念是在数字协约学

校推广的先决条件。在巴伐利亚州，学校

已与资金管理者在设备建设方面达成一致。

国务秘书安娜·斯托尔茨（Anna Stolz）指

出，国家以学校特殊的媒体理念确保各学

校获得当地所需的信息技术设备，数字平

板电脑系统、平板电脑上的移动级套件以

及供听力受损者使用的音频系统都是学校

必要的 IT 设备，必须得到保障。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戴婧 

 

 

法国：教育部长呼吁开展“绿色

学校-保护地球”项目 

据法国国民教育部（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官方网站 12 月 16 日

的报道，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部长让·米

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呼吁

全面开展“绿色学校-年轻人致力于保护地

球”项目。其目标是：重视并推动与气候

变化、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小学、

初中、普通高中、技术职业高中以及专业

机构的教育项目和倡议。这一项目旨在支

持那些促进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

项目，通过多种多样的横向联合方法以及

相互交叉的教学、生活框架，促进整个教

育界和地方参与者的加入。 

“绿色学校-年轻人致力于保护地球”

项目是国民教育和青年部更为高远愿景中

的一部分，以促进法国的可持续发展并动

员法国人民共同抗击气候变化。在项目中，

被选定的国家级项目将在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的世界大会上进行介绍，该大会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19 日在法国第三大城

市马赛（Marseille）举行。 

自 2019 学年开始以来，这一愿景已被

分解为 8 个方针，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创设

“生态代表”。该代表于 2019 年 10 月在大

多数中学、24 万个班级中被首次选出，他

们将参与这一项目的呼吁，从而将学校民

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措施联系起来。 

 

来源：法国国民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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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加强公民与道德价值

观课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据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

站（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2019 年 12 月 10 日报道，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nferenci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sobre Cambio Climático）

于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3 日在马德里召开。

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代理部长伊莎贝

尔·塞拉（Isabel Celaá）于 12 月 9 日出席

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以“儿童、青

年与气候变化”为主题的讨论。 

在会上，塞拉指出，教育部将增加“公

民与道德价值观”课程中与可持续发展和

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塞拉解释道：“‘公

民与道德价值观’课程不仅仅包含与平等、

人权相关的内容，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的一个重要方式。” 

教育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我们必须通过教育使年轻人掌握所

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使其增强

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并有能力面对气候变

化。”同时，在讨论过程中，塞拉强调了西

班牙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承诺。

“政府意识到付诸行动的重要性，并且要

更加深入、更加迅速。我们正在努力成为

领导气候变化议程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

通过行动来表明我们坚定的承诺，我们希

望到 2050 年时能够实现零排放。” 

在活动结束之际，包括西班牙在内的

多国政府，签署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

动的《儿童、青年与气候行动宣言》。 

 

来源：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灵铃 

 

 

 

 

 

 

澳大利亚：政府增加对非政府

学校的资金投入 

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The 

Brisbane Time）2019 年 12 月 10 日报道，

私立学校和天主教学校将分享超过 7300

万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建设和扩展其设

施，这是州政府在未来四年内对非政府学

校增加投资 4.02 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政府

周二宣布，将有 28 个学校建设项目获得非

政府学校资本基金的第一轮赠款。但是墨

尔本的精英高学费私立学校被裁定没有资

格获得这笔资金的一部分。维多利亚州教

育部长詹姆士·梅利诺（James Merlino）

在谈到这笔赠款时表示：“这些是给普通低

学费（low-free）天主教学校和私立学校的，

即当地的教区学校的，不是给精英学校、

苏格兰学院、泽维尔等学校的。” 

该报刊周二透露，这些学校不必再为

筹建新建筑物或扩大规模而等候批准，居

民也将失去向维多利亚州民事和行政法庭

提出异议的权利。政府表示，计划部长将

获得批准的权力，这项改革将使非政府学

校能够更快地完成建筑项目。本次非政府

学校投资中收入最大的是巴克斯·马什语

法学校（Bacchus Marsh Grammar），收入

482 万美元；梅尔顿南区的圣安东尼学校

（474 万美元）；阿姆斯特朗溪的锡耶纳天

主教小学的圣凯瑟琳，收入 495 万美元。 

总理丹尼尔·安德鲁斯（ Daniel 

Andrews）表示，政府支持父母在自己的孩

子上哪所学校的选择权利，这就是在第一

学期就向私立和天主教学校投资了约 1.2

亿澳元的原因。此外，政府预计，维多利

亚州的学校人口将在五年内再增加

115,000 名学生，该基金和简化计划审批的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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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是政府对预计该州学生人数激增的反

应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亚教育联盟表示，

不支持安德鲁斯政府定“将私立学校的资

金几乎增加四倍”的决。 

AEU 维多利亚州副主席贾斯汀·穆拉

利（Justin Mullaly）表示：“政府负有为公

立学校提供资金的义务，特别是那些正在

经历前所未有的入学人数增长的公立学

校。” 

 

来源：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者：赵珂 

 

 

日本：改造教师工作环境，助

推教师工作改革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9 年 12

月 14 日报道，位于津和野町的县立津和野

高中，在今年春季古板沉闷的教师办公室

变得焕然一新。津和野高中共 182 名学生，

其中有 37 人为来自 16 个都道府县的“岛

根借读生”。教员有 26 名，还有 3 名常驻

教师担任“高中魅力化协调员”。3 位协调

员主要负责社区与学校的沟通工作、向社

会传达学校信息，为学生设计综合学习时

间等。 

去年春天刚上任的熊谷修山校长认为

教员的工作方式改革存在很多问题。放学

后的个别指导与社团活动，令教师很难抽

出时间整改工作。因此学校教师工作改革

也无疾而终。教师办公室气氛压抑沉闷。

教师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资料和书籍、

与学生面谈的教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

边顾及着周围的氛围，一边低声说话。沉

闷的氛围使得教师难以集中于自己的工作。

学校也没有可以供教师间交流以及与学生

面谈的安静场所。 

去年六月，协调员与德国家具厂日本

分社的社长就教师办公室问题进行交流。

社长认为：“环境与空间改变的话，人的心

情与沟通也会截然不同的。”听到这一番话

后，协调员意识到可以通过改造教师办公

室缓解教师的压力。由于工作强度大，所

以教师难以减少忙碌的时间。但是如果教

师之间能够和谐沟通，与学生能够在安静

的环境中交流，教师工作的效率也会随之

提高。 

在家具厂商的支持下，去年秋季，通

过教师问卷调查与工作坊的调查，学校对

大约 90 平米的教师办公室进行改造。今年

春天，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教师办公室被

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空间。从入口到办公室

内部都是教师的空间，办公桌都是横向摆

放。教员各自的收纳空间只有办公桌旁的

抽屉，不需要的书籍和资料等都放在书库

中。入口前安置了一个工作台，用来与学

生进行面谈，还有一个学生资料分发台和

联系事项通知白板。在这两个空间的中间

有一间休息室。休息室周围都安装了隔音

板。教师们可以在休息室里交流、吃饭或

者与学生进行个人交流。 

学校教师办公室装修与改造的费用由

家具厂商免费提供，校方只需要提供施工

费。教师办公室改造项目的负责人黑崎孝

治主任提到：“虽然教师工作方式改革依旧

存在难题，但是教员间交流与学生面谈的

次数明显增加了。”协调员山本龙也认为，

教师办公室的改造可以确保和学生一起活

动的场所。在教师问卷调查中也发现：学

生来办公室向老师请教问题的次数明显增

多。 

文具制造商、家长联合会和校长联合

会相关人员对县内外各学校接连进行视察。

熊谷校长认为：“对于教员来说有魅力的学

校，对于学生来说也会很有魅力的。”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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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政府强调

重视早期儿童教育 

据坦桑尼亚每日新闻（Tanzania Daily 

News）12 月 5 日报道，东非阿加汗大学

（Agha Khan University）教育发展研究所

组织的第七届年度研究会 12 月 4 日在达

累斯萨拉姆举行。研究会将持续三天，主

题是“21 世纪的早期儿童教育、护理和发

展”，来自东非共同体、丹麦和新西兰等国

的教育和卫生利益相关主体参加了本次活

动。 

会上，坦桑尼亚教育、科学和技术部

长乔伊斯·达理朝克（Joyce Ndalichako）

教授说，坦桑尼亚重申将致力于促进幼儿

教育和健康，这是因为坦桑尼亚政府有义

务对一些旨在促进和改善儿童教育的国际

公约和宣言负责。“基于这一承诺，第五阶

段政府决定提供免费基础教育，并指示全

国所有公立小学都应该开设幼儿园。” 

乔伊斯部长进一步指出，早期教育除

了应关注阅读、写作和算术三项基本技能，

还应包括科学、技术和体育等其他方面能

力的培养。她解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

技的世界。因此，从儿童教育阶段就赋予

他们同样的权利是很重要的，这将培养孩

子们的创造力。”不过，乔伊斯部长指出，

采用适当的技术和设备来指导儿童仍然是

一项挑战，因为同样的技术和设备对儿童

的破坏性可能大于建设性。另外，3167 名

受训人员被 15 所专门培训幼儿教师的师

范学院录取。由于儿童教育是学习的基础，

所以学校将重点培养儿童教师。同时据研

究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接受普通

教育时表现更好。 

幼儿教育专家舍利娜·瓦利（Shelina 

Walli）博士说，论坛上的建议将提交给政

府，供其采纳和实施。瓦利博士相信会议

将会提出合适的建议，因为出席会议的有

来自东非共同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老师、

学生、卫生工作者。 

 

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

织启动“教育的未来”倡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 年 12 月 18

日报道，2019 年 9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背

景下，教科文组织正式启动了“教育的未

来”倡议，旨在编写一份全球教育报告，

供 202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分享。 

为了支持该报告的工作，教科文组织

建立了团队，其中包括总部和世界各地不

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教育的未来”专题

小组的工作将为“教育未来”高级别委员

会于 2020 年 1 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提供

信息，以协调“教育未来”报告的编制工

作，并于 2021 年秋季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批准。小组成员承诺在 2019 年底之

前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至少两次“教育的未

来”磋商。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此类磋商对

于解决当前问题，不足和挑战同样重要，

以期改善各级教育质量和学习机会。 

正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k Asimov）

所说：“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重要的是要

密切关注当前所发生的事情——这将使我

们能够发现未来的趋势，问题，挑战和机

遇。”磋商会的参加者对未来总体上表达了

希望和恐惧，然后对未来的学习情况和为

使学习者为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准备所

需的教育系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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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国际教育组织：国际残疾人

日，国际教育组织呼吁包容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报道，国际教育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在

为残疾人的权利而奋斗。最近再次重申了

2015 年于渥太华通过的关于残疾儿童和

教师权利的教育政策，呼吁采取紧急行动

确保教育系统的包容性。去年 12 月，某调

查结果显示，全世界许多国家远远未实现

全纳教育。 

国际残疾人日提醒人们，各国政府迫

切需要解决残疾儿童的教育需要。2019 年

的主题是“促进残疾人及其领导的参与：

就 2030 年发展议程采取行动”。2015 年，

联合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确保包容和公平的

优质教育，促进人人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这一承诺清楚表明，所有儿童、青年和成

人，包括残疾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优质

教育。 

只有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包容性教育

政策，消除一切妨碍包容性教育的体育、

文化、社会、经济等障碍，并确保所有残

疾儿童和青年都在学校接受正规、专业化

的教育，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实际

上是所有教育机构，都应该有充足的资源

和设备来满足残疾儿童和学生的特殊需要。

残疾人教师和教育支持人员应该得到必要

的支持，从而使他们帮助学生达到最大的

潜能。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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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校应提供因冠状

病毒引发的反华偏见的措施 

Coronavirus fears can trigger anti-

Chinese prejudice. Here’s how 

schools can help 

众所周知，每次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疾

病爆发都会伴随着恐惧的爆发，进而伴随

社会歧视和仇外心理。在澳大利亚的学校

中，仇外情绪有可能增强。在新南威尔士

州政府和一些私人学校已要求刚从中国回

来的学生留在家里两周。这超出了澳大利

亚首席医疗官和联邦政府的建议，即只有

从湖北省返回的人员或与感染者接触过的

人员才需远离公共场所。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长说，该建议并

不是“医学上必要的”，而是社区所希望采

取的措施。在澳大利亚流传的数千名家长

签名的网上请愿书呼吁学校当局将该限制

扩大到来自泰国和新加坡等许多亚洲国家

的家庭。在有关冠状病毒的新闻报道中，

疾病通过特定图像如戴着口罩的亚洲人而

变得种族化，使仇外心理加剧。我们看到

世界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疫情

发生在 7000 英里外，美国一些学校已经取

消了春节期间前往唐人街的文化教育游览。

曼彻斯特大学的硕士学生萨姆·潘（Sam 

Phan）在《卫报》（Guardian）上写道：本

周，我的种族让我感觉自己是处于威胁和

患病人群中的一员。仅仅因为我的种族就

把我看作是携带病毒的人，这是种族主义。 

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学校也并非没

有种族主义，但学校可以采取一些特定的

措施改善这种歧视。学校可以主动提供明

确的控制措施及其依据信息来建立起对中

国学生的信任，包括鼓励学生采取保护性

措施，例如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以及在

生病时通过电话寻求医疗建议等，而非排

斥中国学生。此外，教师也可以为学生提

供可靠的信息，如向学生展示来自电台或

电视台、州和联邦卫生官员提供的建议，

让学生有机会了解有关冠状病毒（或任何

与此疾病相关的其它疾病）的信息，并帮

助其分析各种来源的信息，包括进行批判

性反思和分析，从而使他们积极地从恐慌

中辨别现实。 

广泛的研究表明，疾病爆发初期的恐

惧很快会过去，但仇外心理和对那些遭受

排外主义的人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在公众恐惧的基础上限制从中国返回学生

的权利和自由有可能致使少数人（中国人

和华裔澳大利亚人）屈服于多数人毫无根

据的恐惧。限制教育机会的严厉措施应基

于公共卫生官员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

是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的副教授，其研

究及教学专注于艺术教育工作者如何开始职业并

实现职业发展、学生如何在艺术教育中学习和创

造。迈克尔曾是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的戏剧老师

和创意艺术顾问，并在新南威尔士州学习委员会

担任戏剧课程开发和评估的高级职位。 

本文作者克莱尔·胡克（Claire Hooker）是悉

尼大学健康与医学人文科学高级讲师兼协调员，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医疗保健的微观伦理、艺术与

健康、医学人文等。2020 年曾荣获麦克斯·凯利

（Max Kelly Medal）奖章，曾出版《不可抗拒的

力量：澳大利亚科学界的女性》、《传染性》等书

籍。 

本文作者迭戈·席尔瓦（Diego S. Silva）是悉

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悉尼健康伦理学的生物伦理

学讲师。2015-2019 年曾担任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

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终身

制）。 

Claire Hooker, Diego S. Silva, Michael 

Anderson. Coronavirus fears can trigger anti-Chinese 

prejudice. Here’s how schools can help [EB/OL]. 

[20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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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conversation.com/coronavirus-fears-can-

trigger-anti-chinese-prejudice-heres-how-schools-

can-help-130945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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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I 能够为教师每周节省 13 小时的工作时间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Free Up 13 Hours a Week for Teachers, Report 

Finds 

美国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mpany）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名为《人工智能将如何影

响 K-12 教师》（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Impact K-12 Teachers）指出，AI 可以帮助教

师从机械、费时的任务中解脱出来，转向专注于那些更重要也更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任务。 

报告指出，目前全美中小学教师平均每周工作 50 个小时。然而，仅有 49%的工作时间

被用于对学生的直接教学（具体见图 1）。 

 

 

 

 

 

 

 

 

 

 

 

 

 

 

图 1 美国中小学教师每周工作任务的时间分配 

而对于那些占据教师每周 20%-40%工作时间的任务，例如备课、评分与反馈、常规班级

管理等，该报告建议未来可以外包给人工智能技术。这样，如图 2 所示，教师每周可以节省

出 13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图 2 AI 技术对美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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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做到激发学生、解决冲突、心理指导和课业训练，所以，“腾出

的工作时间可以被教师用来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21 世纪技能等日益被劳动力就业市

场所重视的技能，还可以用来帮助教师与学生建立一对一的亲密关系，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

理，帮助学生之间实现合作学习”。 

另一方面，腾出的工作时间也可以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从而减

轻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并使教师职业更具吸引力。报告指出，目前全美中小学教师每年的

流失率为 16%。人工职能可以起到阻止教师流失的作用。此外，报告还估计，到 2030 年，

美国教师数量会增加 5-24%。 

不过，报告也清醒地认识到将人工智能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还需要权衡一些技术和道

德问题。一方面，目前尚不清楚该技术是否足够先进到可以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分。另一方

面，任何查看学生数据的技术都存在隐私方面的忧虑。  

 

Alyson Kle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Free Up 13 Hours a Week for Teachers, Report Finds [EB/OL]. 

[2020-01-29].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DigitalEducation/2020/01/artificial_intelligence_automate_teacher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2019 年教师专业分析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2019 (in Charts) 

美国众多研究表明，在 2019 年，许多老师感到被低估和过度劳累，他们被要求做更多

的事情，但并非总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以下是 2019 年发表的与教师相关的一些重要研究发

现。 

第一，约有一半的教师考虑过辞职。（见图 1）PDK（Phi Delta Kappa）国际民意测验自

2000 年以来首次对教师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教师认为他们的薪水不公平，而且许多教

师没有受到社区的重视，一半人已经认真考虑过离开该行业。在接受调查的 556 名教师中，

有 55％表示将投票要求提高工资，58％表示将投票要求加大对学校课程的资金支持。该民

意调查还发现，超过 7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将支持教师罢工以提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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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学校教师对薪资、社会认可、考虑离职与否的投票结果 

第二，美国教师的工作量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

教学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报告显示，美国教师的每周平均

工作时长为 46.2 小时；而全球教师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 38.3 小时。在美国教师的工作时

间中，大部分时间（28 小时）用于教学，而不是用于行政工作或专业发展，这多于其他任何

教育系统中的平均 20 个小时的教学时间。 

第三，教师对个性化学习的乐观程度不及校长（见图 2）。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

（Education Week Research Center）对近 600 名教师对个性化学习看法进行了调查。在个性

化学习中，教师可以使用数据构建学生的“学习者档案”，并允许学生设置自己的学习目标。

调查发现，一半的教师认为这是一个有前途的想法或是可用于学校改进的工具之一，而大约

五分之一的教师表示这不是其关注点，8％的教师认为个性化学习对公共教育构成威胁。但

是，当教育周刊将教师的反应与校长的反应进行比较时，很明显，校长对个性化学习的前景

抱有更为乐观的看法，对使用数字工具进行个性化学习的潜在负面影响担忧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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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师和校长对个性化学习的乐观程度 

第四，教师更喜欢社交情感学习和心理健康支持作为安全解决方案。2019 年共发生了

24 起校园枪击案，其中 7 人死亡，这在历史上颇为罕见。全美有超过 13.2 万所学校，学校

安全仍然是教师们最关心的问题。教育周刊研究中心对近 700 名教师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了

名为《安全与社会情感学习调查报告》（Safety and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urvey Report）

的报告，发现多于 50%的教师在学校感到非常安全，11%的教师感到不安全；近 80%的教师

表示，立法者应该为学校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资源，而 60%的教师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要

求制定社会和情感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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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PDK 即 Phi Delta Kappa International，也被称为 PDK International，由 Phi 

Delta Kappa（费·卡帕）成立于 1906 年 1 月 24 日，是美国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组织。该组

织旨在激活教育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强围绕教与学的系列讨论，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

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Madeline Will.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2019 (in Charts)[EB/OL]. [2019-12-17].  

http://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19/12/the_teaching_profession_in_2019_in_chart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杨蕊 

 

 

美国：为什么父母的英语水平对学生的成功很重要 

English Fluency Among Parents: Why It Matters for Student Success 

研究表明，父母参与并支持其学习的儿童在学校中表现往往更好，但对于父母英语流利

程度不高的儿童来说，这往往是一个障碍。语言融合（Linguistic integration）即其父母能说

流利英语的学生的百分比是构成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the EdWeek Research Center）的成

功可能性指数的 13 个指标之一，也是成功机会指数（the Chance-for-Success Index）早期基

础类别之一，该指数还包括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儿童学习准备的因

素。根据指数指南，父母都必须具备流利的英语，才能被认为是语言融合型家庭。 

在美国，父母英语流利度较高的儿童所占比例从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 67％到

蒙大拿州（Montana）的近 100％不等。约一半州的语言融合水平高于 90％。在 17 个州和哥

伦比亚特区中，其父母英语流利度较高的儿童比例在 80％至 90％之间（见图 1）。在亚利桑

那州（Arizona）、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佛罗里达州（Florida）、内华达州（Nevada）、

新泽西州（New Jersey）、纽约州（New York）和德克萨斯州（Texas）七个州中，语言融合

水平低于 80％。语言障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而语言融合只是可能影响学业成绩的因素之

一。正如该指数所揭示的那样，提高学业成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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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各州父母英语流利程度较高的家庭数量占比 

以美国各州为例，根据 2008 年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成功机会指数（EdWeek Research 

Center Chance-For-Success Index），综合指数排名最高的三个州分别是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

和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马萨诸塞州在总体指数上排名第一，但在语言融合方面排名

第 42。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在总体指数上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但在语言融合方面排名

倒数四分之一。与其他州的同龄人相比，蒙大拿州（Montana）和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

的学生面临的语言障碍较少，但这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更好的学业成就以及毕业后的成就。蒙

大拿州在语言融合方面排名全美第一，但总体指数上只排在第 28 位。西弗吉尼亚州的语言

融合水平位居第二，但在成功机会方面排名第 49 位。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在 2015 年发布的名为《两代教育英语学

习者的案例》的报告指出，希望改善学龄英语学习教育的社区也应向父母提供服务。父母的

英语能力有限“会给家庭造成贫困陷阱”，父母与学生同时参与学习可以提高两代人的学业

和教育水平。 

 

Sterling C. Lloyd, Corey Mitchell. English Fluency Among Parents: Why It Matters for Student 

Success[EB/OL].[2020-01-21].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1/22/english-fluency-among-parents-why-it-matter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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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协会发布冠状病毒

防治工作指南 

Teachers’ Union Issues Coronavirus 

Recommendations for Schools, Call 

on Feds to Do More 

根 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统计，截止 2020 年 2 月 4

日，美国境内总共有 11 个冠状病毒确诊病

例、82 个疑似病例。尽管尚无死亡病例，

鉴于这种新型病毒的传播趋势日趋严重，

以及今年年初美国爆发的近十年里最大规

模的流感，美国教育工作者对学校和社区

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冠状病毒病例十分担忧。 

为此，美国教师协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在 2 月 4 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发布了两份病毒防治工作指南。

一份指南面向该协会的护士等卫生专业会

员与雇员，而另一份则面向一线教育工作

者。该指南建议学校： 

·经常检查通风系统，以确保它们向

教室提供足够的新鲜空气； 

·在上学期间尽可能地将与有发烧和

相关呼吸道症状的学生与同龄人隔离开来； 

·如果发现冠状病毒在社区里传播，

应及时与当地卫生部门协调以制定应对措

施； 

·教职员工和家长对学生进行及时的

宣传教育，包括洗手、不触摸脸、生病时

呆在家中，并适时向他们提供警示（例如

海报宣传），以防止病毒传播；   

·指导保洁人员对学校进行适当的消

毒，尤其是那些高接触区域（如门把手）； 

·确保学校护士备有充足的医疗资源，

如口罩、手套、防护服。 

除此之外，美国教师协会主席兰

迪·温加顿（Randi Weingarten）强烈呼吁

联邦政府应该向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公共卫

生专业团队尽快提供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

冠状病毒威胁的指导方针。她表示，“如果

缺乏有关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政府指导，

将会加剧教育工作者的恐慌以及对华人学

生的歧视与偏见”。 

 

Arianna Prothero. Teachers’ Union Issues 

Coronavirus Recommendations for Schools, Call on 

Feds to Do More [EB/OL]. [2020-02-04].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rulesforengagement

/2020/02/teachers_union_coronavirus_recommendat

ions_school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免费为法学院学生提供

教科书 

Free Textbooks for Law Students 

众所周知，美国法学院的学费高昂，

但是越来越多的教授认为法律教科书不该

也如此昂贵。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师通过

自己出版并为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以解决

该问题：该院巴顿·毕比（Barton Beebe）

教授去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权法教科书第六

版；珍妮·弗默（Jeanne Fromer）教授和

克 里 斯 托 弗 · 乔 恩 · 斯 普 里 格 曼

（Christopher Jon Sprigman）教授在 2019

年出版了他们的版权法教科书的第一版。

这两种书都能够免费下载电子版，并且已

经在数十所大学中使用。纸质版则可以通

过亚马逊以 20.26 美元和 15.40 美元的优

惠价格订购。 

教授编写免费教科书并非一个新概念，

十多年前就已经发起了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运动，

运动形式为教职工向公众分享其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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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获取个人收益。但法学教授们对该运

动反应迟缓，更倾向于与知名出版商合作，

而这些出版商通常向学生收取每本书 200

美元以上的费用。在纽约大学，法律系学

生通常被建议在 66000 美元学费的基础上，

每年再预算 1450 美元购买书籍和用品。 

毕比、弗默和斯普里格曼编写的免费

教科书是否应该被视为 OER 运动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尽管教科书作者自己也接受

了这个称呼，但大学推广免费教科书显然

没有使用“OER”一词。OER 的定义各不

相同，但许多倡导者一致认为，OER 内容

必须得到公开许可，以明确用户可以根据

自身意愿修改和整合内容。毕比的教科书

允许衍生品，而弗默和斯普里格曼的书则

不允许。斯普里格曼解释说，他和弗默不

想拿自己的声誉冒险，把自己的名字与其

他人创建的内容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这些

修改如果引入了错误或支持了他们反对的

法律观点的情况下。他认为在法律领域，

“文字真的很重要”。弗默和斯普里格曼表

示，他们希望进一步降低学生的成本，因

为有些学生经常背负着巨额债务进入法学

院。他们的教科书已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法学院、威廉玛丽法学院（William and 

Mary Law School ）、德里国立法学院

（National Law University Delhi）和许多其

他机构中使用。 

纽约大学的教授们认为更多同事将开

始在知识共享的许可下创建免费内容。知

识共享开放教育资源网（OER Commons）

背后的教育非营利组织——美国教育领域

知识管理研究协会（ISKME）的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丽莎·彼得里德斯（Lisa 

Petrides）表示，对于法律系学生来说可能

还没有太多的 OER 内容，但这种情况可能

会改变。OER 教科书出版商 OpenStax 已

于 2019 年 9 月出版了第一本法律教科书

——《商法基础知识》（Business Law / 

Essentials）。 

 

延伸阅读：美国教育领域知识管理研究协会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ISKME）成立于 2002 年，位于加利

福尼亚州，是一个帮助学校、学院及其他教育机

构收集使用数据和共享信息，并向学生、教育者

和公众开放知识的非营利组织。 

 

Lindsay McKenzie. Free Textbooks for Law 

Students [EB/OL]. [2020-01-0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1/03/f

ree-law-textbooks-raise-questions-about-oer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杨蕊 

 

 

知识是发现的过程：建构主义

如何改变教育 

Knowledge is a process of discovery: 

how constructivism changed 

education 

建构主义是一种认为体验是获取知识

的最佳途径的教育哲学。根据建构主义者

的观点，当我们通过自身的感官和互动来

分析事物时，我们才真正理解了它。建构

主义为探究式教学法奠定了教学的基础，

在这种教学法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自己探究从而发现答案的学习环境。建构

主义是一种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学习方

法。因此，虽然它鼓励学生找到自己的学

习方式，但它并未具体说明具体的操作方

法，目前建构主义仍在适应教学实践。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

是建构主义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的研究

围绕儿童的认知发展展开。皮亚杰关于儿

童发展阶段的理论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

至今仍在当代心理学中使用。他认为儿童

与世界的互动和他们的自我意识与特定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ifor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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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对应。例如，孩子出生后，与世界

有了基本的互动；从两岁开始，他们使用

语言和游戏；从 7 岁开始使用逻辑推理，

从 11 岁开始使用抽象推理。皮亚杰的理论

由俄国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sky）进一步发展，认为任务包括三种：

第一种，我们可以自己完成的任务；第二

种，我们可以在指导下完成的任务；第三

种，我们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第一类

中没有太多有意义的学习可以进行。同样，

从第三类中也没有太多收获。把一个五岁

的孩子塞进一个由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开

设的微积分课堂，并不会有太大效果。我

们的大部分学习都发生在第二类。我们有

足够的先验知识来理解主题或任务，但还

不足以完全理解它。在发展心理学中，这

一理论被称为“最近发展区”。 

建构主义教学法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

教学的共同基础。它可用于从数学、科学

到人文科学等多种学科，可以采用多种方

法。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主要采用小

组活动。重点是让学生建立对某一主题或

问题的协作理解。假如在一堂科学课中探

索重力，问题是：物体以不同的速度下落

吗？教师可以通过询问以下问题来促进此

活动：“我们能丢下什么呢？”“如果我们

同时扔掉这两个物体，你认为会发生什

么？”“我们该如何衡量一点呢？”然后，

老师会给学生机会自己操作这个实验。通

过这样做，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发现概念并

按照自己的步调学习时利用自己的个人优

势。此外，科学课上的实验、历史课上的

文化地标之旅、用英语表演莎士比亚话剧

等，都是建构主义可以进行的学习活动。 

建构主义原则符合我们对教师的期望。

例如，教师的专业标准要求他们与学生建

立融洽的关系来进行行为管理，专业教师

需根据学生特定的文化、社会甚至个人需

求量身定做课程。采用建构主义方法意味

着学生可以变得更加投入并对自己的学习

负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

建构主义鼓励创造力。真正的建构主义是

一个挑战，它需要创造性的教育设计和课

程计划，教师需要对学科领域有特殊的了

解。 

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建构主义的面

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过于注重学习结果，

这会使重点从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转向为

考试做准备。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建构主

义具有很大的潜力。 

 

Luke Zaphir. Knowledge is a process of 

discovery: how constructivism changed 

education[EB/OL].[2019-12-1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knowledge-is-a-

process-of-discovery-how-constructivism-changed-

education-126585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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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2-14】2020 年第九

届知识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KET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12-14 日 

会议地点：巴黎，法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学者

及教育从业人员 

会议主办方：国际计算机科学与信息

技术协会 

会议内容： 

2020 年第九届知识与教育技术国际

会议（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将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法国巴黎举

办，由国际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协会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举办。

本次会议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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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全球

合作伙伴的机会。会议主要发言人包括英

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

Alexander Balinsky 教授、巴黎第十三大学

（University of Paris 13）的 Jalel Ben-

Othman 教授等。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知

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知识管理

策 略 与 实 施 （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s）、知识再造

（Knowledge Reengineering）、知识可视化

（Knowledge Visualization）、知识管理工具

与技术（Tools and technology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决策支持系统与智能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人机交互（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与知识

和教育技术主题相关的科学家（教授、博

士生、博士后科学家等）参加此次会议并

踊跃投稿。提交会议的文章应为未经发表

的原创性实验或理论研究成果，被接受的

论文将收录在 ICKET 2020 会议记录中，

并供 EI Compendex，Scopus  和 IET 等主

要数据库索引 。 

会议论文全文（汇报与发表）提交的

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 日，摘要（仅汇

报）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www.icket.org [2020-02-13]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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