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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修改关于

学校午餐的规定 

据今日美国（www.usatoday.com）2020

年 1 月 17 日报道，特朗普政府于上周五宣

布计划修改学校午餐规定，旨在为学生提

供更健康的膳食。此项规定将影响到全美

2000 多万学生。 

新的提议将允许学校调整早餐期间的

水果供应量，并在早餐期间提供肉类和肉

类替代品。该提案的目标是达到 2010 年

《 健 康 与 无 饥 饿 儿 童 法 案 》

（Healthy,Hunger-Free Kids Act）规定的相

关标准，即根据健康的学校膳食规则和营

养指南，要求学校食堂增加水果和蔬菜的

供应。根据现行标准，K-12 年级的学生早

餐时可向学生提供一份水果，在学校用餐

时可向学生提供某些类型的蔬菜。美国农

业部部长桑尼·珀杜（Sonny Perdue）表示，

“这些变化将使学校营养专业人士具有更

大的灵活性，学校可以提供开胃和健康的

餐食，从而满足学生的喜好并减少食物浪

费。” 

特朗普政府一贯反对奥巴马政府提出

的标准，认为其标准缺乏灵活性。美国学

校 营 养 协 会 （ the School Nutrition 

Association）表示，奥巴马政府的许多标准

过于规范，不具有可行性，而且会导致成

本上升，使得参加午餐计划的学生减少。

但是，国家营养与活动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Nutrition and Activity）表示，

“作为平衡午餐的一部分，学校可以偶尔

提供像炸薯条这样的小菜，但在新规定下

学校可能每天都会提供”，这会导致学生长

期食用不够健康的食物。 

 

来源：今日美国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佛罗里达州首次在州一

级全面调查科研人员的国际合

作联系 

据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内 参

（www.insidehighered.com）2020 年 1 月 10

日报道，佛罗里达州（Florida）近日宣布成

立特别立法委员会（ special legislative 

committee），全面调查该州科研人员的国

际合作联系。据悉，佛罗里达州立法者已

经对一些研究型大学展开了相关调查，这

是第一次在州一级进行这样的调查。 

高等教育内参援引权威学术期刊《科

学》（Science）的报道称，美国调查科研人

员的国际合作联系并非首次，自 2018 年起，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 NIH）就开始对得到其资助的

研究人员开展包括国际合作联系在内的大

规模调查。在调查过程中，NIH 于 2019 年

解雇了 5 名亚裔美籍学者，原因是这些研

究人员违反了相关的信息公开规定，“没有

披露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的联系”。在 2019

年 12 月，佛罗里达州的莫菲特癌症中心

（Moffitt Cancer Center）同样有 6 名科学

家因未公布其参与中国政府资助的人才计

划而被解雇，其中包括该中心首席执行官

艾伦•利斯特（Alan List）和中心负责人托

马斯•塞勒斯（Thomas Sellers）。莫菲特癌

症中心是 NIH 的 51 家综合性癌症中心之

一，2019 年从 NIH 获得了 3600 万美元的

经费资助。但莫菲特癌症中心的发言人表

示，他们的调查是自行开展的，与 NIH 无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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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该发言人还表示，莫菲特并非在禁止

国际合作，而是认为这种合作必须要公开

透明，并且要遵照机构的相关规定。 

上述两起事件发生后，佛罗里达州的

立法者开始调查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

研人员与国外的联系，尤其是与中国的联

系是否会有损美国的科研计划。据悉，州

一级的调查是与其它机构对科研人员关系

的调查同时进行的。特别立法委员会将会

“检查佛罗里达州研究型大学、医学研究

中心和相关个人的不当及违法行为”。该委

员会受到全权委托，可以针对“中国人干

预佛罗里达州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调取

记录、举行听证会和收集证据等。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薛远康 

 

 

法国：高校招生平台

“Parcoursup”在 2020 年将

有新变化 

据费加罗报（Le Figaro）2020 年 1 月

20 日报道，法国高校招生平台“Parcoursup”

将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再次开启，法国高

等教育研究及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

达尔（Frédérique Vidal）已经在去年 9 月

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将发生的一些新变

化。 

2019 年，11 万名决定重返校园的考生，

在高等教育招生平台上进行了注册。一些

已经于去年在各地区、法国管理层人员就

业协会（Association pour l'emploi des cadres，

简称 APEC）或当地代表团注册过的考生，

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备考的复杂情况。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法国高等教育部于今年启

动了“Parcoursplus”平台，以支持公众重

返校园。 

在法国《星期天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的采访中，弗雷德里克·维达

尔提供了关于这一新平台的更多细节：“考

生将填写特定调查表以申请初始培训。但

最重要的是选择更符合个人要求的领域。

‘ParcoursPlus’平台也将使他们进一步了解

职业培训，如护士护理培训学院（IFIS）中

的各级考试，大学的终身培训，勤工俭学

等等。” 

2020 年，“Parcoursup”平台上将出现

新课程。目前，平台上除了国家认可的所

有课程之外，还列出了巴黎政治学院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仅

部分列出）及某些获得授权的艺术学校的

课程。因此，考生将能够在所在地区的政

治学院、巴黎第九大学、高等教育商学院、

高等艺术学院、医疗专业学院或烹饪学校

接受培训，新的学徒训练也将在未来加入

其中。今年，平台新开设了 600 多种新课

程，课程总数达到了 15300多种。2019年，

高等教育部设立了一个自动回复器方便申

请人选择志愿。自 6 月 25 日起，平台开始

为考生提供这种服务，使他们可以轻松地

享受暑假，而不必每天都登录平台。 

 

来源：费加罗报 

编译者：周政 

 

 

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将确

定未来教育政策主题 

据德国教育试点网（bildungsklick.de）

2020 年 1 月 16 日报道，莱茵兰·普法尔茨

州教育科学工会（GEW Rheinland-Pfalz）

对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教育部长斯蒂芬

妮·胡比格（Stefanie Hubig）接任德国文

教部长联席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

简称 KMK）主席表示了祝贺。 



 

 

World Education News Feb.2020 No.100 

3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2月 第 4期 政策参考 

在新的 KMK 主席即将任职期间，必

须确定未来的教育政策主题方向。州长克

劳斯·彼得·哈默尔（Klaus-Peter Hammer）

表示，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教育科学工

会（GEW Rheinland-Pfalz）的观点出发，

必须尽快在 KMK 中增进理解，达成观点

的共识，以缓解德国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

例如，采取适当措施使教学行业更具吸引

力等。哈默尔认为，为了应对师资短缺问

题需要采取适当的资格认证措施，各州必

须团结起来，找到共同的有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必须防止个别联邦州只为自己利益

而制定政策的行为，新任 KMK 主席将致

力于为各联邦州制定更公正的法规，实现

真正的民主教育。 

在幼儿教育领域，师资短缺对教学同

样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为了能够在日托中

心保证高质量的教育，从业者必须接受过

专业的职业培训。因此，KMK 未来政策的

重要主题之一是加强幼儿园教师职业资格

培训，并将为《日托法案》设定高质量标

准，全面提升幼儿教育质量。 

 

来源：教育试点网 

编译者：戴婧 

 

 

俄罗斯：建立国家教师专业发

展体系 

据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

2020 年 1 月 10 日报道，俄罗斯政府发布

一项文件以期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国家教师

专业发展体系。这份重要的文件将用于指

导所有学校教师的工作。文件内容涉及到

校长的职能和权限问题、教师薪资问题、

地方教师人员短缺问题、加强对未来教师

的实践培训、改变教师认证制度和教师资

格授予等。发布该文件的目的是建立可以

评估教师专业能力的客观机制，鼓励教师

追求职业的持续性发展，解决教育机构的

人员配备问题。 

根据该文件，自 2020 年起，教育部

将每年对学校如何提供人力资源进行监

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公布一份最受欢迎的

课程教师名单；截至 2020 年 5 月，教育

部必须基于地区经验和实际情况就如何改

进教师薪酬制度提供建议；教师培训体系

将发生改变，对学校教育标准和课程进行

修改，实践部分的内容将增加；将会建立

一个统一的联邦教师储备系统；在全国范

围内将会建立持续针对教师技能提升的中

心，专门为教师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提供服

务；教师认证和晋升系统也将发生改变。 

 

来源：俄罗斯报 

编译者：朱佳悦 

 

 

新加坡：多项措施促进应用领

域学习发展 

据联合早报 2020 年 1 月 30 日报道，

由新加坡理工大学主办的的应用型学习研

讨会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为

期两天，吸引超过 300 名海内外学术界和

业界人士出席。会上推出了多项措施，促

进应用领域学习发展。 

新加坡理工大学在会议首日与新加坡

公共运输公司及精深技能发展局签署谅解

备忘录。新工大和新加坡公共运输公司将

在精深局的支持下，共同开发培训课程，

预计有超过 100 家中小企业将在未来三年

受益。新工大未来将协助新加坡公共运输

公司对其员工及相关的其他中小企业员工

进行技能培训，以提升交通运输业的可靠

性，推动行业创新及生产力。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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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拥有两年相关工作经验的在职

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应用领域专业课程

进修的选择。目前，这类人员只能申请理

工学院的全日制文凭课程。而从明年起，

他们将可申请部分时间的理工学院文凭、

工艺教育局专业文凭或在职培训专业文凭

课程。而拥有国家工教局证书、高级国家

工教局证书或新技能资格课程文凭的人，

若满足最低限度学业成绩要求并拥有一年

工作经验，将可申请全日制理工学院文凭、

工艺教育局专业文凭或在职培训专业文凭

课程。 

 

来源：联合早报 

编译者：梁德麟 

 

 

日本：茨城县实施有效措施，

体力测试成绩长期位居前列 

据朝日新闻 2020 年 1 月 9 日报道，日

本茨城县在全国体力测试中常年位居前列。

那珂市立瓜连小学在中午与饭后有 20 分

钟的休息时间。身体素质不好的学生都会

由教师督促到教室外玩耍。孩子们可以一

边玩“火箭”，一边锻炼身体。六年级的会

泽凌说：“我已经不讨厌在外边玩耍了，我

现在可以尽情的玩耍。” 

县教育委员会表示：从 1998 年起，公

立的小中高学校纷纷制定提升体力的具体

计划。自 2011 年起，要求学校在 5 个层次

的体力测试中，占据前两个水平层次的比

例要达到 80%。每个学校为达到这一目标

值，都设计了计划。竞走结果不理想的学

校选择在课间的休息时间引入跑步等，各

个学校都在实施具体的改善措施。茨城县

的做法在全国十分罕见，其他县也纷纷来

这里视察。早在全国体力测试实施以前，

茨城县教委和教员纷纷倡议茨城县实施体

力测试。1967 年，在茨城县教委的倡导下，

体力测试开始实施。1998 年，全县的公立

小中高学生均需参加体力测试。 

县教委的指导干事、流通经济大学运

动健康科学部的柴田一浩教授曾在茨城县

做了 20 多年的教师。他说：“国家的体力

测试只是针对小学 5 年级和中学 2 年级展

开的。茨城县由于常年以所有年级为对象

实施测试，所以教师、家长和孩子们也十

分重视。” 

柴田教授还指出：“确保运动场所占用

的是平地，积极开展运动少年团活动、中

学社团活动、运动会等也很重要。”根据县

体育协会的反映，茨城县参与运动少年团

的小学生人数已经达到 30767 人，仅次于

埼玉县、北海道，位居全国第三。去年国

家调查显示，公立中学运动社团所占的比

例也在提升。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王文静 

 

 

 

 

肯尼亚：10.6 万名教师将开始

新教学大纲的培训 

据非洲国家报（Nations）2020 年 1 月

2 日报道，从今天到周日，在四年级开学之

前，全国将有多达 10.6 万名小学教师接受

新课程的培训。这将使自引入能力本位课

程（Competence based course，简称 CBC）

以来接受培训的教师人数达到 228000 人。 

去年 4 月，91320 名教师接受了一至

三年级的培训，另外 68490 名教师在 8 月

接受了培训。据教育内阁大臣乔治·马戈

哈（George Magoha）称，教师培训是教育

部与教师服务委员会合作确保新课程成功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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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战略之一，培训将确保教师做好充

分准备。 

主流媒体和肯尼亚课程开发研究所

（kenya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简称 KICD）网站公布了一份经批准的书

籍清单，用以确保家长和教师得到良好的

指导。肯尼亚出版商协会主席劳伦斯·恩

贾吉（Lawrence Njagi）向大家保证，书籍

出版商已经在全天候的工作，以确保发行

过程顺利进行。这些书包含斯瓦希里语

（Kiswahili）、英语、数学、社会研究、无

线电工程、家庭科学、农业、科学和技术、

音乐和艺术等科目。与现行的一次性考试

制度相比，新的教育制度强调的是持续性

考核。KICD 修订了教学大纲，包括核心能

力和当代问题，以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

与此同时，教师们要求政府引进更多的新

教师，以确保新制度的顺利实施。 

 

来源：非洲国家报 

编译者：曹玲玲 

 

 

 

 

国际教育组织：探讨教育私有

化和商业化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1 月 14 日

报道，1 月 11 日至 12 日，加勒比海地区

国际教育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巴巴多斯的布

里奇顿，希望国际教育组织的“全球响应”

项目在考虑该地区形势的情况下，更深刻

地理解教育私有化和商业化。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安提瓜和巴布

达、巴巴多斯、伯利兹、格林纳达、圭亚

那、牙买加、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

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领导人分享了他

们本国教育的商业化和私有化趋势的经验。 

“全球响应”项目总监安吉洛·加夫

里拉托斯（Angelo Gavrielatos）说：“世界

上没有任何地方的教育可以免受商业化和

私有化带来的威胁。为了我们的学生和全

民优质教育的利益，当务之急是国际教育

组织的“全球响应”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应

扩大对教育商业化与私有化方面的工作。”

国际教育组织感谢加拿大教师联合会的财

政和后勤支持，使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在

过去的四年中，国际教育组织的“全球响

应”帮助了世界各地的成员组织与日益增

长的教育私有化和商业化做斗争。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 

编译者：吴诗琪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非洲的童

婚与教育危机该何去何从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20 年

1 月 13 日报道，去年 12 月，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举行的非洲联盟运动终止童婚会议

上达成的协议中表示，非洲为了解决童婚

问题，需要与其他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联

系在一起。在该会议上，多方指出结束非

洲童婚（有时称为早婚或强迫婚姻）的重

要性。同时强调了童婚与非洲学习危机的

联系，该学习危机使女孩遭受的打击最大，

并限制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未受

过教育的女孩，其结婚几率是接受过中等

或高等教育女孩的 18 倍。 

加上童婚对女童教育的影响，学习危

机对非洲造成的打击最大，尤其是对女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

非洲有 3200 万小学年龄的失学儿童和

2800 万失学青少年，该比率为全球最高。

在非洲，生活在冲突局势中的女孩失学的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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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更高，她们变得更容易受到虐待、

剥削、暴力和童婚。 

童婚的根源是性别不平等，教育作为

其他部门干预措施的补充，是避免女童在

18 岁之前结婚的关键策略。童婚和生育早

是导致女童辍学并重返社会的关键因素。

对于那些有孩子的女童来说，上学可能是

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知

道，受教育程度降低，会剥夺女孩的权利，

限制女孩的潜力，并给各国造成数万亿美

元的收入损失。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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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面向紧急转向在线教学

的教师们的实用建议 

So You Want to Temporarily Teach 

Online 

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传播对人们的学

习造成巨大影响，各大学纷纷将在线教学

提上日程。为此，本文提供了一个在线教

学计划指南供教师使用。该指南并非针对

从线下教育到在线教育的永久性迁移，而

是希望为实施紧急远程教学提供临时解决

方案。指南特别侧重于基于讲座的课程，

并考虑到更活跃的学习环境。以下是该指

南的一些实用建议。 

首先，在线课程需要考虑到一些基础

需求。为更好地进行在线教育，教师需要

在所在学校的学习管理系统（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中创建课程站点，为

学生提供必要的阅读材料，并创建专门用

于学生讨论的论坛。对于在线作业，学生

需要清晰的说明和及时的反馈，因此要确

保学生清楚地知道提交什么、如何提交。

在学习管理系统中，教师可设置截止日期、

附加文件和作业说明，以便为学生提供指

导。 

第二，教师需要根据课程需要来选择

直播课程或录播课程。根据课程的安排，

教师可以录制一定的录播课程，并在一周

内开展定期的直播课程，方便师生面对面

进行交流讨论。通常可以使用 Zoom、

Blackboard Collaboration、Adobe Captivate

或其他工具来进行直播或录制。YouTube

为许多工具提供了很好的用户手册，大多

数产品在 YouTube 或其网站上都为用户提

供了操作视频。 

第三，教师需要注重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协作。为加强学生在线上课程中的交流，

可以为学生创建相关的论坛，为学生的相

互交流和帮助提供平台，并且提供实时会

话的链接，全天候开放供其使用。此外，

在学习管理系统中，通过创建表格页面每

周为学生进行快速汇总，包括阅读的内容、

应交的作业、录制的讲座等，并为下一周

提供指导。课堂计划中可能涉及到需要学

生合作完成的项目，因此如果想让学生协

作，可以考虑让他们在 Google 文档、

Google 表格或其他在线协作软件中工作，

并允许他们以这种形式提交作业。 

第四，在线课程需要注意灵活性问题。

灵活性是确保学生不会因为突然转向在线

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关键。教师可以为任务

设置灵活的截止时间、使用灵活的方法来

帮助学生完成作业和展示学习情况。使用

异步录制课程而非直播课程，也可以进一

步增加课程灵活性。此外，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等任何可能的方

式与其进行联系并分享困难，从而方便教

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灵活地监督和调整。 

 

延伸阅读： 

作者查尔斯·霍奇斯（Charles Hodges）是佐

治亚州南方大学（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的

教学技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学设计、教学

技术、自我效能感等。曾出版书籍《教学技术情

境下的自我效能感》、《计算思维的新兴研究、实

践和政策》等。 

作者斯蒂芬妮·摩尔（Stephanie Moore）是弗

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教学设计与

技术助理教授，曾出版书籍《教育技术的应用伦

理学》、《设计伦理》。曾担任世界银行教育专家顾

问、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主席，曾获得教育传播

与技术协会主席表彰奖、系统变革部杰出服务奖

等。 

 

Stephanie Moore, Charles B.Hodges. So You 

Want to Temporarily Teach Online[EB/O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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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vice/2020/03/11/

practical-advice-instructors-faced-abrupt-move-

online-teaching-opinion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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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告发现未来的教师不熟悉基本的“学习科学” 

Future Teachers Are Unfamiliar With Basic ‘Learning Science,’ Report Finds  

根据美国“影响力院长”组织（Deans for Impact）发布的最新报告，未来教师不熟悉学

习科学的基本原理、不清楚如何将学习科学原理与教学实践联系起来。 

2019 年秋季，在陈·扎克伯格基金会（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CZI）150 万美元经费

的资助下，一家致力于教师和学校领导者培养的非营利性组织“影响力院长”建立了一个由

六家教育学院组成的教师教育网络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将学习科学更好地整合到这些教育

学院的课程和教学实习中。为此，在项目的开始，六家教育学院在去年秋天制定了关于学习

科学的 54 个问题的评估测试。这些测试涵盖了学习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学生新知

识的学习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学生需要练习以巩固新知识的学习；对于学习而言，

反馈很重要，好的反馈应该是具体、清晰且关注改进的；一次性给予学生大量信息可能会阻

碍学生学习；为加深学习，学生需要在背诵信息时思考信息的含义与重要性；在充满安全感

和价值的环境中，学生才会有学习的积极性等。 

今年初对六家教育学院的 1036 名教师候选人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教师候选人

对学习科学的基本原理了解粗浅（具体见图 1），这也导致他们的教学实践未能很好的践行

学习科学的基本原理。随着项目的推进，“影响力院长”计划将在明年初继续对他们开展学

习科学方面的测试，以判断项目的成效。 

 

 

 

 

 

 

 

 

 

 

 

 

 

 

图 1 教师候选人在学习科学测试上的答对率 

 

Madeline Will. Future Teachers Are Unfamiliar With Basic ‘Learning Science,’ Report Finds [EB/OL]. [2020-

03-

11].http://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20/03/future_teachers_are_unfamiliar_with_basic_principles

_of_learning_science_report_find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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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研究发现睡眠有助于青少年对抗压力 

Sleep Helps Teens Cope With Stress; Instances of Discrimination, Study Finds 

随着现代社会工作、学习和生活节奏的加速，青少年的焦虑、压力、抑郁、欺凌等社会

情感问题频发，这一现象也开始得到教师和家长的普遍关注。近日《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期刊上一篇名为《睡眠促进应对：日常睡眠、民族/种族歧视、压力反应和青

少年幸福感的调节中介》（Sleep Facilitates Coping: Moderated Mediation of Daily Sleep, 

Ethnic/Racial Discrimination, Stress Responses,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的研究指出，充足

的睡眠有助于青少年对抗压力。 

该研究由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进行开展，对 250 名纽约市高一新生的生活和睡眠进

行了跟踪研究。众所周知，青少年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达到 8 个小时，然而众多调查指出目

前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六至七个小时，该研究中的青少年在工作日的睡眠时间少于 7

小时。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一些极端现象：一些研究对象在工作日的睡眠时间少于两个小时，

而在他们不在学校的日子里，睡眠时间会超过 12 个小时；还有一些研究对象会在半夜醒来

几个小时，然后在他们需要醒来上学前崩溃一个小时。 

在这些研究对象被追踪的两个星期里，他们需要佩戴电子手表以监控其活动，每日报告

其整体健康情况（overall well-being）以及任何歧视事件等。最后，该研究发现，睡眠充足的

青少年第二天更能应付压力，包括积极解决问题、寻求朋友的支持，而不是苦苦挣扎。“研

究中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寻求同龄人而不是父母的支持”，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指出，“这可能是

因为同龄人可能是所发生事件的见证者，并且可以立即提供支持和安慰”。 

因为 250 名研究对象均是亚裔、非裔和拉丁裔，在他们睡眠时间更长、质量更高的日子

里，他们报告说，在发生种族歧视事件后，他们更有可能“试图思考这种情况下我学到的东

西”，“提醒自己，这种感觉会消失”，或“想出一种改善我所面临问题的更好方法”。   

与所有以婴儿和年幼的孩子为中心的“训练睡眠”信息和建议相比，青少年的睡眠往往

较少受到教师和家长的关注。所以，这项研究对教师和父母有所启示，一方面要让青少年知

道睡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创造一个促进良好“睡眠卫生”（sleep hygiene）环境，例如

禁止在卧室里使用电子产品，并设置固定的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 

 

Christina Samuels. Sleep Helps Teens Cope With Stress; Instances of Discrimination, Study Finds Show 

[EB/OL]. [2020-02-03].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rulesforengagement/2020/03/sleep_eases_the_impact_of_stress_in_adolescents_st

udy_find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对高校招生情况的影响 



 

 

World Education News Feb.2020 No.100 

11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2月 第 4期 数据调查

Admissions Fears 

为了解高等教育招生负责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影响的看法，与招生相关的 EAB 网站

在 3 月 10 日发起了一项调查，目前为止共收到 257 所高校招生负责人的回复。该调查的统

计结果显示 32%的受访者有些担心 2020 年秋季班的招生情况，43%的受访者十分担心 2020

年秋季班的招生情况。 

校园参观量是在当前环境下最容易被观测的数据之一，本次调查显示，36%的学校校园

参观量已经出现下降，87%的受访者担心未来的校园参观量会下降。 

招生管理人员最关心的是旅行限制对国际招生的影响。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因为

疫情而做出政策上的变化，2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准备降低对留学生生源的预期，因为明

年秋天能够入学的留学生将会减少，27%的受访者计划招收更多的国内学生来弥补留学生人

数的下降。此外，受访者还报告了一系列与留学生有关的其他策略。18%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将推迟来自受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国家的留学生的入学时间；12%的学校正在招收更多的

留学生以降低财政风险；7%的学校将延长录取确认时间、提供退款服务；6%的学校将增加

国内学生的候补名额；4%的学校正在扩大留学生的候补名单。 

鉴于疫情影响，许多大学已经为拟录取学生以及其他潜在申请者提供了在线服务。其中

62%的学校正在筹备增设视频会议；46%的学校正在筹备开设社交媒体平台直播；43%的学

校正在增加社交媒体直播的数量；54%的学校正在推广虚拟校园旅行；26%的学校新增虚拟

校园旅行项目。 

 

Scott Jaschik. Admissions Fears [EB/OL]. [2020-03-18].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missions/article/2020/03/18/survey-finds-numerous-fears-enrollment-leaders-

coronavirus-era.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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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型冠状病毒对招收中

国留学生的影响 

Virus cancels exams, jeopardizes 

Chinese students’ plans 

美国《教育周刊》近日报道，预计依

赖国际招生的美国大学下一学年的国际留

学生招收工作会因新型冠状病毒而遭受重

创，尤其在招收中国留学生方面。因为受

疫情影响，SAT、ACT、TOEFL、GRE 等

入学招生考试在中国大陆、香港、泰国、

马来西亚等被普遍取消，同时，由于中国

政府当下对居民出行的限制，许多中国留

学生无法按时递交美国大学申请与注册、

办理签证与出境等。 

数据显示，每年有 66 万名以上的中国

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其中近一半选择前往

美国学习，成为美国大学里数量最大的留

学生群体，美国许多大学已经对这一人群

的学费收入产生依赖。为了避免因新型冠

状病毒所带来的中国留学生的流失，美国

大学开始积极筹备应对举措。 

例如，鉴于考试被取消，一些美国大

学考虑接受标准化考试的替代性方案，如

暂时允许学生通过Duolingo等在线平台展

示英语水平。其次，对已被录取的学生预

先进行在线入学指导、网络授课。在康涅

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官

员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允许来自中国的

被录取学生在今年秋季学期在线上课，然

后在明年春季进入校园上课。美国布法罗

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正在考虑为录

取学生和家长举办在线招待会与入学指导。 

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副教务长约瑟

夫·欣拉丹（Joseph Hindrawan）表示，新

型冠状病毒是他 25 年来在国际招生管理

工作中所经历的最大危机。“这个病毒传播

已经持续几个月了，我们看不到尽头。一

切都是不可预测的。” 

 

Michael Melia. Virus cancels exams, 

jeopardizes Chinese students’ plans [EB/OL]. [2020-

03-05].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3/05/viru

s-cancels-exams-jeopardizes-chinese-

students_ap.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多所

高校停课 

Colleges Ask Students to Leave 

Campuses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

播，美国各地大学纷纷停课并要求学生回

家。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于 3 月

10 日宣布实施网络教学并要求学生离开

校园，春假结束前禁止返校。校方官员表

示，因不可抗力因素而留在校园的学生在

校园内的各项活动也将受到限制。 

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于 3 月 13

日开始停课，并要求学生于 3 月 14 日之前

离校。校长莱尔•罗洛夫斯(Lyle Roelofs)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考虑到不是所有学生都

能上网，所以线上教学也不应该继续。 

位 于 纽 约 的 康 奈 尔 大 学 (Cornell 

University)也表示，在春假之后，本学期的

其余时间将转为网络教学模式。学生们按

规定搬离校园，但如果有特殊原因无法回

家，也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留在校园。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将于 3 月 30 日开始转为

网络教学，并要求本科生在 3 月 17 日之前

离开校园。网络教学模式将持续到本学期



 

 

World Education News Feb.2020 No.100 

13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2月 第 4期 实践探索 

结束。 

目前正在放春假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已经要求所有学生尽可能不要

返回学校。目前，杜克大学已经暂停所有

面授课程，并计划于 3 月 23 日开始网络教

学。 

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史密斯

学院（Smith College）要求学生在 3 月 20

日前离校，并通知学生本学期禁止返校。

该校的春假延长至 3 月 30 日，并在春假结

束后开始其他形式的教学。该学院在声明

中称，学校只向某些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学

校的学生提供食宿，如来自有旅行限制的

国家的学生等。 

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巴克

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要求学生在

3 月 17 日前离校，并表示本学期剩余时间

将采取网络教学的模式。 

最近几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暂停

教学活动、转向网络教学，除上述高校外，

其他表示将暂停面授课、采取网络教学并

要求学生短时间内离校的高校包括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罗

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

学（Indiana University）、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鲍德温华莱士大学(Baldwin-

Wallace University) 、扬斯敦州立大学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等。 

快速转向网络教学模式这一变化引起

了教师们的担忧。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 AAUP）的主席鲁迪·菲希

滕鲍姆（Rudy Fichtenbaum）表示，该组织

赞同并支持校方保护学生及教职员工安全

的做法，但其成员反映，教职工并未充分

参与有关关闭校园以及将教学内容转移到

网上的决定，这违反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的指导原则。学校暂停面授课以及开始网

络教学的决策应该征询教师和学术人员的

意见。如果学校需要进行网络教学，管理

部门有责任为所有教学人员提供适当的软

件和培训。管理部门还应该考虑学生的需

求和条件限制，如无法上网或在远程上课

时面临的其他障碍等。 

 

Elizabeth Redden. Colleges Ask Students to 

Leave Campuses [EB/OL]. [2020-03-11].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3/11/h

arvard-cornell-mit-and-others-ask-students-leave-

campus-due-coronaviru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新加坡管理大学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的经验分享 

A Dispatch From Singapore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

播 ， 新 加 坡 管 理 大 学 （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教授理查德•史密

斯(Richard R. Smith)分享了该大学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做法： 

1. 汲取经验，未雨绸缪。新加坡管理

大学汲取了 2003 年 SARS 病毒爆发期间

的经验，在每个新员工入职时为其配备体

温计以备不时之需。这些体温计在今年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作用。 

2. 计划周全，有备无患。7 年前，新

加坡管理大学强制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

完成在线授课的培训，以备不时之需。这

一技能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但所有

教师都完成了该培训且每学期都重新测试。

在新冠疫情期间，教师们需要在不到 12 小

时的时间内将 1000 多门课程全部转为在

线授课，而之前持续的在线教学培训保证

了教师们能够完成在线课程的教学。 

3. 明确目的，保持距离。疫情当前，

每个人都明白，尽管彼此都是朋友，但有

责任避免不必要的人际接触。因此，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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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办公室都实行团队分工的安排(一个功

能小组有一半人在家里工作，每两周轮换

一次)，取消大型聚会，不去餐厅、酒店等

公共场所，待在家里，减少交际。进入商

场、餐厅或校园等场所之前，必须通过温

度检测，并对出入情况进行记录。每个人

都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行为的目的并且严格

执行隔离措施。 

4. 记录数据，便于追踪。在新加坡管

理大学，除了温度检测之外，还会对师生

的活动轨迹进行追踪。史密斯表示，他曾

被学校体育馆的安保人员要求登记联系方

式。通过这种追踪，能够掌握每个人的行

动轨迹，当有确诊病例出现时，可以第一

时间发现其密切接触者并采取相应措施。 

 

延伸阅读：理查德•R•史密斯 (Richard R. 

Smith)是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的教授，也是该校李光前商学院(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Business)的副院长，是《反

思商学院的商业模式：批判性回顾与未来变革议

程》（Rethinking the Business Models of Business 

Schools: A Critical Review and Change Agenda for 

the Future）的合著者。 

 

Richard R. Smith. A Dispatch From Singapore 

[EB/OL]. [2020-03-10].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3/10/

how-universities-singapore-which-previously-dealt-

sars-epidemic-are-handling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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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3-26】2020 年第

11 届远程学习与教育国际会议 

2020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anc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CDLE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23-26 日 

会议地点：伦敦，英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学者 

会议主办方：赫特福德大学哈维兰分

校 

会议内容： 

2020 年第 11 届远程学习和教育国际

会议（ICDLE 2020）将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在英国伦敦的赫特福德大学哈

维兰分校举办。会议旨在介绍远程学习与

教育相关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不

同领域的代表提供了面对面交流新想法和

应用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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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开放学习与在线学习技术问题（Open & E-

learning technological issues），包括开放学

习与远程教育（Open Learning and Distance 

Education ）、 内 容 开 发 （ Content 

Development ）等；（ 2 ）组织与管理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包括数

字学习体系建立（ Building E-Learning 

Architecture）、法律问题等；（3）评估与标

准（Evaluation and standards）；（4）远程教

育与伦理学（Distance Education and ethics）；

（5）开放学习与在线学习应用领域（Open 

& E-learning domain applications）；（6）开

放与在线学习课程问题（Open & E-learning 

curriculum issues）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相关领

域的教育专家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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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成果，被接受的会议论文将视论文主题

发表在《国际信息与教育技术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JIET）上，该期刊为

同行评议期刊[ISSN: 2010-3689 (Online)] ，

并交由 Scopus、EI（ INSPEC, IET），

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Google Scholar，

Crossref 等进行索引。 

会议论文全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icdle.org/ [2020-03-23]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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