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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拟废除国防

部某项资助社科研究项目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

2020 年 3 月 5 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提议废

除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某项资

助社科研究的项目。 

在上月公布的预算案中，特朗普政府

提议负责密涅瓦项目（Minerva program）

的五角大楼基础研究办公室停止对项目的

资助，并且通知 23 位项目受赠人，将提前

终止他们的奖金。2008 年，时任美国国防

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就曾

提出对密涅瓦项目的削减提议，这威胁了

政治科学家，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资金

来源。 

大约一半的项目受赠者是政治科学家，

其余主要是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以

及心理学的学者。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ies）的报告发现，密涅瓦

项目支持的研究多数已发表于顶级期刊上

并得到较高引用。在出版物和会议报告之

外，研究还制作了与政策有关的统计模型、

数据库和绘图工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 

对于此次提议，反对者认为联邦政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增加对科学研究

的投资，当前项目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

可以通过调整来解决。赞成者则认为依赖

国防资金会直接损害研究的完整性和客观

性。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美国：教育部持续推进教师职

业发展教育券 

据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

2020 年 3 月 9 日报道，虽然在 2019 年提

出时受到国会批评，美国教育部仍持续推

进提供教师专业发展券的提案。 

在 2019 年年初的 2020 财年预算申请

中，教育部提议动用教育创新和研究基金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fund）

中的 2 亿美元，用于让教师自主选择适合

个人需求的培训项目。该提案的支持者，

美国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认为，教师在以往的专业发展中受

到限制，他们在自己接受的培训内容上没

有发言权，也难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学科

领域。 

众议院通过的预算案为教育创新与研

究项目提供了 1.9 亿美元，但禁止为这一

提议提供制定拨款。但在最近公布的预算

文件中，教育部表示对该提案的限制并未

被纳入参议院法案或是立法的最终法案，

因此仍打算将教育创新与研究项目的部分

资金用于专业发展券。 

对此，负责监督教育部预算的众议院

小组委员会主席罗莎·德拉罗（Rosa 

DeLauro）认为，此举是在结果存疑的教师

发展方法上浪费纳税人的钱。她认为，让

教师在一个未知的、不受监管的教师专业

发展市场上拥有过多选择权是不合理、不

明智的，更好的办法是向学区提供资源，

投资于经检验有成效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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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交通不便影响学校表现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2020 年

3 月 4 日报道，最新研究发现英格兰公共

交通不便的地方与学业表现不佳的中学之

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进一步研究中，研究

人员不仅搜集了相关教育数据，还使用交

通运输部出行时间数据对不同学校进行了

比较。研究人员在诺福克（Norfolk）和英

格兰东北地区发现了大量交通不便且学业

表现不佳学校。此外，研究还发现即使在

较富裕的地区，交通不畅似乎也与学业低

下有关。 

在相关学校的学业报告中，同样的热

点反复出现，例如西北和东北的“落后”

城镇以及南部或诺福克海岸的衰败城镇。

教育专家的研究不仅从学业表现方面展开，

还从运输联系的角度检查了学校学业表现

与交通之间的联系。其中交通不是指学生

上学所需时长，而是公共汽车和火车为当

地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多好。结果发现，连

通性差的地方更可能拥有成绩欠佳的中学。

研究人员还发现，甚至在不贫困的地方，

交通不便的学校表现不佳且成为优秀中学

的可能性较小。公共交通不便且贫困对当

地中学有着“双重打击”。 

交通不便不仅存在于英国沿海衰败城

镇，也存在于大城市的边缘，如曼彻斯特、

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纽卡斯尔城际，以

及肯特郡和西南偏西地区。相比之下，伦

敦的交通运输水平很高，尽管也有大量的

贫困地区，但却有很多顶尖中学。 

此外，政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地区交通的便利度。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已承诺投资运输，推动英国

经济复兴，特别是英格兰北部的经济。在

上届英国政府大选中，来自短程学校

（SchoolDash）的研究表明，交通不便、表

现不佳的地方是选民转向保守党的地方。 

剑桥大学教育学教授安娜·维尼戈尔

斯（Anna Vignoles）强调了双重影响——

交通不便的社区和学校由于边界地带而难

以招募教师。她表示，人员配备是关键，

一所学校必须交通便利才能吸引老师，而

且也必须便利他们的伴侣通勤。她指出，

在一个高度联系的城市，学生“可以看到

好工作同不同程度教育间的关联”。萨福克

郡学校信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交通

基础设施差显然限制了人们的流动程度，

但并不会决定年轻人的未来。布里斯托大

学的教育经济学教授西蒙·伯吉斯（Simon 

Burgess）认为，中学学业表现的好坏，不

是“单一因素”所影响而致。 

短程学校创始人蒂莫·汉纳（Timo 

Hannnay）认为这项研究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发现，交通便利度影响中学，但并不特

别影响小学，他也很惊讶地看到交通便利

对中学的影响程度，包括在大城市郊区的

中学，“不必为了建立一个好中学而选择一

个离城市偏远的地带”。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张辛 

 

 

德国：在教学和研究质量上的

重大投资 

据 德 国 教 育 视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03 月 13 日报

道，黑森州政府总理沃尔克·布菲尔

（Volker Bouffier）、科学部部长安吉拉·多

恩（Angela Dorn）和财政部长托马斯·谢

弗（Thomas Schäfer）今天与 14 所大学的

校长一起在威斯巴登签署了新的《黑森州

大学协议》（der Hessische Hochschulpakt）。

他们表示：“我们为高校提供了一笔 112 亿

欧元的资金，这是目前金额最高的款项，

这些钱将用于新的协议，这是对教学和研

究质量的一项重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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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学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他们是创新的

引擎。”黑森州总理强调，“为了使这些发

动机运转，我们再次向大学协议投入大量

资金。我们正在增强黑森州作为科学基地

的巨大潜力。在这里投资的每一分钱对于

我们国家的未来都十分重要，因为今天的

研究结果将解决未来的难题与挑战。” 

科学部长安吉拉表示：“我们希望我们

的高校在教学方面变得更好，提高大学形

象并提供更多平等的机会。我们通过新的

大学协议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先决条件，

并且我们已经为此达成了明确的目标，使

我们的大学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戴婧 

 

 

西班牙：“我们能”党派要求加

强义务教育阶段的性教育 

据欧罗巴新闻社（EUROPA PRESS）

2020 年 3 月 10 日报道，“我们能”党派

（Unidad Podemos）在本周二举行的国会

全体大会（Pleno del Congreso）上提出要

在所有阶段的义务教育进行全面的性教育，

针对教师采取培训措施，并要求管理部门、

家庭和卫生专业人员共同参与。 

“我们能”党派在下议院为一项非法

律提案进行辩护。该提案敦促政府推动必

要的立法改革，使西班牙学生能够接受“以

人权和性别观点为焦点、基于事实、根据

学生的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教

育。同样，该党呼吁与自治区政府进行合

作，以统一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教师

在该领域的针对性培训，旨在明确适应各

教育阶段的知识内容和教学策略，包括教

学方法、学习标准和评估标准。 

“我们能”党派指出，尽管《性与生

殖 健 康 法 》（ Ley de Salud Sexualy 

Reproductiva）规定公共部门（包括学校）

有义务展开普及性健康知识普及的相关行

动，但并非所有的学校都会付诸实践。 

根据《西班牙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中的

不足和不平等》（Deficienciase Inequidaden 

los Serviciosde Salud Sexualy 

Reproductivaen España）报告，他们在提案

中指出，性教育仅仅在非常少数的情况下

是作为正式课程在专门的授课时间进行的。

此外，为了未成年人能够获得更完善的信

息和更广泛的关注，提案要求所有与该项

教育计划相关的行动者都参与进来，包括

政府部门、教育界、家庭、社会及卫生专

业人士。 

 

来源：欧罗巴新闻社 

编译者：张灵铃 

 

 

韩国：韩国教育部更新中小学

创业体验教育网站 

据韩国《News1 新闻网》（News1）报

2020 年 3 月 16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于 3

月 16 日表示，将更新面向中小学的创业体

验教育网站，并从 3 月 17 日开始提供新服

务。 

韩国教育部为了给全国小学生和中学

生提供创业家精神课程，从 2015 年开始运

营了创业体验教育网站，此网站用于支援

学生创业社团的运营。本次创业体验教育

网站的更新项目增加了学生可以直接或间

接体验创业过程的功能，如市场分析、网

上项目说明会、虚拟众筹、虚拟市场等。 

在“市场分析”功能中，允许学生针

对虚拟消费者群体进行市场分析，例如消

费需求调查和满意度调查等，以便学生选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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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己的创业品种或改善创业思路。通过

“网上项目说明会”，学生们可以直接以

预备投资者为对象，亲自体验为自己的创

业项目和创业创意进行有效宣传。在“虚

拟众筹”功能中，学生们可以在虚拟环境

中体验创业者筹集资金的方法，亲身感受

投资者的反应和意见。通过“虚拟市场”

功能，学生们可以利用创业体验教育网站

内的虚拟货币“叶子”，对创业社团创作的

创意商品进行交易，体验商品流通和销售

的过程。 

韩国教育部未来终身教育局局长表示，

中小学生将成为国家成长的动力，为了培

养中小学生的创业家精神，教育部将积极

支持创业体验教育。 

 

来源：News1 新闻网 

编译者：朴仙子 

 

 

新加坡：教育部倡导发展同侪

互助精神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程 

据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2020年 3月 4日

报道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内容将更新，

以强化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网络健康教

育。 

教育部将在 2021 年推出一门强化的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旨在令学生拥有良

好的道德价值观、良好的性格和适应力。

教育部将进一步推动相关课程融入课堂和

活动中，使相关课程的学习更真实、更切

题、更具针对性，使之无论在课堂内外都

成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此外，教育部提

出会透过重点学生发展经验，为学生提供

更多学习“持续专业教育”的机会，并重

新界定课外活动的经验，以支持学生的兴

趣和才能。同时，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

智能设备的普及，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也面

临着新的压力。为了帮助他们应对这些压

力并建立情绪弹性，教育部将在 2021 年内，

通过新设品格与公民教育相关课程，加强

中小学的心理健康和网络健康教育。 

教育部副部长英兰妮·拉杰（Indranee 

Rajah）在国会辩论部门年度开支预算时表

示，教育部希望学生掌握互助能力，并在

班级或课外活动群体中建立互助网络，必

要时向老师或辅导员寻求援助。英兰妮也

表示，现今年轻一代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心

理健康。教育部在制造更积极正面的学习

环境的同时，也希望让学生建立互助文化，

相互扶持。为此，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将加

入更多同心智健康相关的内容，让学生了

解如何照顾身心健康，并且懂得如何求助。 

 

来源：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编译者：梁德麟 

 

 

 

 

津巴布韦：新修订的教育法案

消除了教育障碍 

据华盛顿人权观察团（Human Rights 

Watch）3 月 18 日报道，津巴布韦修订后

的教育法案是向保障全国儿童教育权利所

迈出的重要一步。该修正案明确禁止体罚，

严禁将怀孕的女学生排除在学校之外，这

些规定与保障儿童受教育权的津巴布韦宪

法宗旨相一致。 

2019 年 5 月，人权观察团向议会教育

组合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确保

该委员会遵守国际人权标准，保证津巴布

韦人人平等实现受教育权。在津巴布韦的

学校里，绝大多数学生受到体罚的影响。

新法律规定，儿童在学校禁止受到任何形

式的身心折磨或遭受残忍的、不人道的、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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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辱人格的对待，禁止教师殴打学生。修

正案进一步规定，每所学校都应为残疾学

生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并要求政府当局

保障全国范围内每所学校残疾学生的权利。

修正案重申了宪法对学生权利的保护，指

明了学生从学龄前到四年级，即低级初中

教育结束，不应支付费用或税费，任何学

生都不得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被排除在学校

之外。 

在这项新修正案之前，津巴布韦教育、

体育、艺术和文化部于 2010 年实行了有条

件的重返社会政策，终止了对怀孕女孩的

学校驱逐，但只允许她们在三个月假期后

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

仅 2018 年津巴布韦就有 6000 多名怀孕女

孩辍学。 

津巴布韦当局现在需要对这些值得称

赞的立法改革采取行动，确保进行必要的

基础设施改革，以照顾残疾儿童和其他人。

政府还应建立一个监测系统，确保学校接

纳怀孕学生和青少年母亲，并确保学校不

会拒绝那些无法支付学校杂费的学生。新

法律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津巴

布韦更多的年轻人实现受教育的权利，帮

助他们完成基础和中等义务教育。 

 

来源：华盛顿人权观察团 

编译者：曹玲玲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接受优质

教育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必经之

路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03 月 08 日报道，25 年前，来自 189 个

国家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北京

宣言》，并制定了《行动纲要》。当我们如

今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时候，却没有哪个国

家能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性别平等这一可

持续发展目标。尽管在过去的 25 年中全球

为性别平等付出的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成就，但解决性别差距问题可能依旧需要

100 年。 

可以肯定的是，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进展：在过去 25 年中，女孩的入学

率翻了一番。从全球范围看，在校男女人

数之间的差距已缩小到相近或完全相等。

在某些地区的部分教育水平上，女生数量

现在已经超过了男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统计，自 2000 年以来，未接受任何教

育的女童人数已从 2.05 亿降至 1.29 亿。但

1.29 亿依旧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意味着

这些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优质教育以及继续

学习的基本权利。此外，当女孩走进教室

时，对女孩教育的不平等仍在继续，她们

面临着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阻碍。

这意味着在低收入国家，小学教育是 60%

女孩教育的终点，只有 10%的女孩能够从

高中毕业。而对于最边缘化的难民群体、

残疾女孩以及贫困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女孩

来说，失学几率则更大。 

同时令人震惊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在

校女生并没有在学校中学习到所需的技能。

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只有 20%的女孩读完

小学后可以阅读和理解一个简单的故事。

即使有些女孩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在正

在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她们的人数仍然

严重不足。 

这种对于人才和潜力的巨大浪费是对

我们的一种警醒，它要求我们采取新举措

促进性别平等。只有当国家领导人及其公

民都认识并致力于消除这种社会不平等时，

真正的转变才会发生。 

想要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在其中发挥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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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必不可少。当各国做出并遵循有关

教育变革的具体承诺时，该国就可以加快

性别平等的进程。今天，与全球教育合作

组织一起工作的发展中国家中约有 85％

的国家将性别平等纳入了其国家的长期教

育规划中。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做出更多的

努力来降低女孩的失学率，这些努力包括

确保女孩们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学习材料、

减少学校内部和周围的性骚扰与暴力行为、

安装适当的卫生设施等。 

25 年前制定的《北京行动纲要》使我

们意识到，要让更多的妇女成为变革的推

动者，平等获得教育的机会至关重要。平

等的一代是受过教育的一代。我们必须发

挥自己的作用，以确保世界各地的所有女

孩和妇女都具备领导能力和消除性别平等

的阻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国际教育组织：各国必须规定

以本国语言教授土著和少数民

族儿童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03 月 16 日

报道，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宣

布，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以自己的语言

教育少数族裔儿童。这将有助于实现有包

容性的高质量教育并尊重所有儿童的人权。

对此，国际教育组织表示支持。 

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

南德·德·瓦雷纳斯（Fernand de Varennes）

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从长远来看，用少数群体的母语进行教育，

再加上高质量的官方语言教学，教学效果

将事倍功半。这有效减少了辍学率、使学

业成绩显著提高、改善学生多种语言的识

字水平和流利程度并带来更多的家庭和社

区参与。 

此外，如果在合理的情况下不使用少

数民族语言，可能会产生歧视或违反包括

受教育权的基本人权。在切实可行的范围

内，少数族裔所接受的优质的全纳教育意

味着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教学。在可

能的情况下，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

学内容就意味着提供一种缺乏价值或效果

的教育。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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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疫情影响下，如何保障

高校教职工的权益? 

A Very Stable and Secure Position?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非终身教职一

直是终身教职可接受的替代性选择。尽管

非终身教职工的工资较低，教学负担也比

终身教职工大，但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还

是使其成为较为理想的职位。然而，有关

全国各地大学的报告显示，近期，所有非

终身教职工都有一种不安全感：疫情将不

可避免地带来经济衰退，而这有可能导致

学校裁减非终身教职。这对美国高等教育

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为了维护教职工的共同利益，终身教

职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enure）在 3 月 27 日发表的《关于平

等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声明》(Statement on 

Equity and Covid-19)中指出，“所有教职

员工，无论是否为终身教职工，此刻都面

临着真正的困难，所有人都需要帮助。本

声明中的许多问题和建议适用于所有级别

和地位的教师；而处境最不稳定、收入最

微薄的非终身教职同事所面临的处境则更

为艰难”。委员会认为，为了学生和学校

的利益，学校应该优先留住教师。对此，

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几项建议： 

1. 将多年期限合同以及滚动合同

（rolling contract）时长延长一年（特别

是那些在 2020 年春季任期结束的教职工

的合同）。对于签了短期合同的教职工，

除非经济上的紧急情况使其无法续签，否

则应给予续签。 

2. 以书面形式保证后续决策不会受

到当前事件的负面影响。 

3. 不要利用当前危机在不稳定的岗

位上雇佣更多的非终身教员。 

4. 除特殊情况外，放宽本学期个别

教师的部门监督。非终身教职教员不应受

到比终身教职教员更多的监督。 

5. 维护全体教职员工的学术自由，

包括非终身教职员工。支持及帮助因为自

己的观点而面临网络骚扰的教师，并拒绝

规训表达有争议观点的教师。 

6. 保护非终身教职教员修改或重制

在线教学课程过程产出的课程材料的所有

权。 

7. 对未续约、但其开发的课程材料

在其离职后仍被使用的非终身教职教师进

行补偿。 

 

延伸阅读：终身教职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enure）由纽约城市技术

学院(CUNY)的英语教师亚伦•巴洛(Aaron 

Barlow)、西切斯特大学(West Ches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写作与修辞学课程的师赛斯•

卡恩(Seth Kahn)等人成立，宗旨是维护所有教职

员工的利益。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enure. A Very 

Stable and Secure Position? [EB/OL]. [2020-04-30].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4/30/

covid-19-shows-how-precarious-positions-

contingent-faculty-actually-are-opinion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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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长担忧疫情期间的教育不能使学生做好下一学年的学业准

备 

Some Parents Concerned Their Children Won’t Be Ready for Next Year, Survey 

Says 

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一项最新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尽管

大多数 K-12 年级学生的家长对学校在新冠疫情闭校期间所提供的教育沟通与教育活动感到

满意，但部分家长仍然担心他们的孩子不能为下一学年的学业学习做好准备。 

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USC Dornsif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这项名为“了解美国新冠状病毒”（Understanding Coronavirus in America）的调查是对该中心

自 2014 年以来“了解美国”（Understanding America）调查的延伸。该调查在 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期间对之前一直接受“了解美国”调查的总共 1452 户 K-12 年级学生的家庭开展了

这一新主题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8%的家长表示他们满意学校在闭校期间同他们进行关

于学生教育的沟通，也有 87%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正在参与由学校提供的教育活动。但

是，将近四分之一的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不能够为即将到来的下一学年的学业学习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该调查还指出，14%的高中生家长表示自新冠疫情以来，他们的孩子改变了

此前的中学阶段后的学习计划。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娜·萨韦德拉（Anna Saavedra）

说，“这只是截至 4 月 15 日之前的数据，这一数据之后肯定会变化，我们对追踪这一数据非

常感兴趣”。目前全美许多大学仍不确定 9 月开始的秋季学习是否会重新开放校园，加上新

冠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许多学生和家长正在权衡他们中学后的计划与选择，所以该调查

也在一直监测所调查家庭中学后的学习计划随时间而产生的变化，包括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

变动、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因素而导致的变化等。 

 

Gabrielle Wanneh.Some Parents Concerned Their Children Won’t Be Ready for Next Year, Survey Says 

[EB/OL].[2020-04-30].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20/04/new_survey_findings_from_the.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下的经济衰退对教师职业的冲击 

Here’s How Many Teaching Jobs Could Be Lost in Each State in a COVID-19 

Recession 

 

美国联邦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4 月 29 日对外报道，从今年一月到三月，美

国经济收缩了 4.8％，这预示着经济开始衰退，这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经济衰

退。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流失了超过 12 万个教学职位。然而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如

果各州在此次由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将教育预算削减 15％，那么，将近 32 万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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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可能会消失。 

根据美国非营利性组织——学习政策研究所（Learning Policy Institute）的分析，这种假

设的教育预算削减将意味着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缩减 8.4%，而有些州的教师队伍缩减可高

达 20％。更为糟糕的是，在学校教学职位大量缩减（通过裁员或消除空缺职位）的同时，班

级规模将会随之增大。“这不只是研究预测，它们将会很快到来”，学习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

究员迈克尔·格里菲斯（Michael Griffith）表示，“事实上，美国教师队伍尚未从 2008 年金

融危机中完全恢复，我们目前的教师数量仍然少于 2008 年”。 

在过去几年，美国各地教师一直在为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和更好的工资待遇而斗争、游

行、罢工，现如今美国教师群体普遍担心之前的这些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确实，一些州已

经缩减了所承诺的教师工资增长，夏威夷州甚至还正在考虑从 6 月 1 日起将教师的工资削

减 20%。对此，该州教师协会主席科里·罗森利（Corey Rosenlee）表示，他担心这一举动

不仅会导致短期内的教师流失，从长远来看还会造成持续的教师短缺问题，“现在，我们很

多学生都在说，‘我没有信心成为一名教师’”。 

 

Madeline Will. Here’s How Many Teaching Jobs Could Be Lost in Each State in a COVID-19 Recession 

[EB/OL]. [2020-04-30].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campaign-k-

12/2020/04/teaching_positions_lost_recession.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澳大利亚大学可能在未来 3 年内损失 190 亿澳元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uld Lose $19 Billion in the Next 3 years. Our Economy 

Will Suffer with Them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的国际学生数量下降，未来三年澳大利亚的大学将面临高达累

计 190 亿澳元的亏损。米切尔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的建模显示，由于国际学生无法前

往澳大利亚开始第二学期的课程，大学将损失 20 亿澳元的学费收入。此外，澳大利亚统计

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数据显示，大学学费每损失 1 澳元，整个经济就会

再损失 1.15 澳元。这意味着到 2023 年，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数量减少，澳大利亚

经济可能损失超过 400 亿澳元。 

通过研究大学财务数据和入学趋势，澳大利亚对两种情况进行了模拟分析：一种是从

2021 年开始相对较快地恢复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另一种则是延长旅行禁令，这意味着在 2022

年之前不会有新的国际学生入学。这两种情况都将严重打击高等教育部门。在第一种情况下，

尽管到 2023 年国际学生收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正常，但大学部门将损失约 100 亿澳元。

在第二种情况下，延长旅行禁令将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随着政府宣布边境可能会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关闭，最坏的情况似乎更有可能发生。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宣布为 2020 年国内学生入学提供资金支持，包括免除约 1 亿澳

元的监管费用，以及为国家优先领域（如护理和计算机）的 2 万多个短期在线课程提供资金，

但这也远远不能填补国际学生缺失导致的空白。根据每名学生的历史资助率，政府将需要再

资助 190 万门短期课程，大学也需要招募相同数量的学生入学，才能弥补预计的国际学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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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损失。米切尔研究所对高等教育经费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学来自国际学生的

总收入增长了 137%（具体见图 1）。现在，该行业每年学生收入的 40%以上都是来自国际学

生。 

 

图 1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收入来源的实际变化图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大学一直依赖国际学生作为收入增长的源泉。2018 年，国际学生为

大学带来了近 90 亿澳元年收入，约占澳大利亚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

学学生收入的 58%。虽然在过去十年里，大学获得的每个国内学生的实际收入几乎持平，但

每个国际学生支付的费用增加 50%以上。由于收入来源突然受到威胁，国内学生的教育体验

也将受到影响。大学在没有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将需要大幅削减员工和课程。 

 

Peter Hurley.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uld lose $19 billion in the next 3 years. Our economy will suffer with 

them [EB/OL]. [2020-04-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n-universities-could-lose-19-billion-in-the-next-

3-years-our-economy-will-suffer-with-them-136251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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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项纾困计划在教育领

域的不同作为 

What Obama’s Stimulus Had for 

Education That the Coronavirus 

Package Doesn’t 

 

在 21 世纪的前 20 年里，奥巴马政府

和特朗普政府分别就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

采取了两项大规模的联邦纾困计划，一项

是 2009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另一项是 2020 年 3 月 27 日签署

生效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

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这两项纾困计划均

将全国教育事业视为需紧急救济的重点对

象之一，但具体的干预举措有所不同。 

首先，在救济金额上，虽然奥巴马政

府《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的纾困计划投

入总额（7870 亿美元）远远不及《冠状病

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纾困计划的

投入总额（2 万亿美元），然而就计划中所

分 配 的 教 育 稳 定 基 金 （ education 

stabilization fund）而言，前者（536亿美元）

远远高于后者（310 亿美元）。 

其次，在救济金的使用方式上，《美国

复苏与再投资法》教育稳定基金中的绝大

部分（486 亿美元）以拨款的形式分配给各

州，用以早期教育、K12 教育与中学后教

育上的各优先事项；余下经费则被用于“力

争上游”（Race to the Top）和“创新投资”

（Investing the Innovation）项目。相比之下，

各州和学区在如何使用《冠状病毒援助、

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教育稳定基金上拥有

更多的自由决定权。虽然 CARES 法列出

了 135 亿美元的 K-12 教育基金的 12 种不

同的允许用途，如为学生提供电脑和网络

设备、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等，但要

求和说明写得很宽泛。 

最后，撇开具体的救济金而言，奥巴

马政府将这一前所未有的教育救济放置在

教育标准与教育问责的政策目的考虑之后。

CARES 法没有采用这一路径，或者目前还

很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教育政策议程如何

驱动其教育救济的推出。 

 

Andrew Ujifusa. What Obama’s Stimulus Had 

for Education That the Coronavirus Package 

Doesn’t [EB/OL]. [2020-03-31].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campaign-k-

12/2020/03/obama-stimulus-education-new-

coronavirus-package.html?cmp=SOC-SHR-FB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对教育研究事

业造成重大影响 

Coronavirus and School Research: A 

Major Disruption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y 

 

为避免新冠疫情加剧，美国中小学普

遍关闭，部分学区甚至确定整个学年内学

校将不会重新开放，无疑给美国中小学教

育教学实践带来巨大影响。此外，美国《教

育周刊》近日还对新冠疫情使得美国教育

研究事业偏离轨道的事实进行了报道。 

一方面，疫情会使国家长期的教育数

据统计出现数据空洞。美国联邦教育部所

负责的一些大型的、历史悠久的、使用广

泛的教育数据统计的收集工作，如国家教

育进展评估（NAEP）、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IAAC）

等测试美国部分的数据收集工作，将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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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学校关闭而被推延或取

消。“我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可怕的数据空洞，

我们不得不尝试用各种方式来填补”，美国

西北评价协会（NWEA，一家研究与测试

组织）的执行副总裁贝丝·塔拉萨瓦（Beth 

Tarasawa）表示，“而且这不仅仅是数据空

洞的问题，数据空洞中正在发生其他重大

事件。” 

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教育部下辖的教

育科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IES）所资助的 400 到 500 项教育

研究也受到了疫情影响。这些影响方式多

种多样，例如因学校关闭而导致的实验研

究中断、变量变得更加复杂、数据无法收

集，以及因大多数州的社交疏离命令而导

致的研究人员无法在实验室或现场工作等

等。为此，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在制定

政策，为那些无法完成计划的研究工作提

供补充性经费或延长研究期限。 

最后，美国几个主要教育研究学会也

因新冠疫情取消了春季集会。例如全美最

大的教育学会，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原计划于 4 月 17-21 日

举办的年会被迫取消，并改为尝试在线上

分享研究成果。 

 

Sarah D. Sparks. Coronavirus and School 

Research: A Major Disruption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y [EB/OL]. [2020-04-10].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4/09/30c

ovid-research.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使全美中小学

区陷入财务危机 

How the Coronavirus Shutdown 

Will Affect School District Revenues 

 

面对因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放缓，

美国各学区现在不得不考虑起草有关下一

学年（2020-2021 学年）的财务危机预算。 

那么，这场疫情是如何影响学区收入

的？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如今全美各学区

的收入逐渐从依赖学区所在地的财产税

（高度稳定）逐渐转向依赖州政府的公式

拨款（formula grants）。在许多州，州政府

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所得税和营业税（波动

较大），然而在眼下大多数商业活动因新冠

疫情不得不关闭之际，这两项税收大幅度

跳水，所以下一学年州政府的收入会大大

减少。更为糟糕的是，K-12 教育还要同紧

急公共卫生、医疗补助和高等教育（在经

济衰退时期，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往往呈

现增加的趋势）等其他被州政府视为疫情

时期的优先事项来竞争缩减的州资金。 

尽管最近通过的《冠状病毒援助、救

济和经济安全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将为每

名 K-12 学生提供 270 美元的经费补助，

但这远远不能填补各学区下一学年的经费

预算缺口。为此，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各

学区巨大的经费预算缺口将最终会导致裁

员。通常而言，各学区首先会先紧缩开支，

例如暂停教职员工招聘、取消差旅、撤销

教育服务购买合同以及采取其他节省公用

事业费用的“效率”措施。然后，学区会

考虑放弃它们现在正在使用的部分教育项

目或服务。如果预算危机依然存在的话，

它们最终会考虑裁员，毕竟教职员工占 K-

12 教育成本的 80%。例如在 2008 年经济

衰退时期，内华达州遭受重创的克拉克县

学区仅在一年时间内就裁掉了 500 多名教

职员工。显然，裁员对不同学区、学校带

来的影响是不同的，给高度贫困学区和学

校造成的影响更大，而这又将会违背州对

学区进行公式拨款的教育经费政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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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 

 

延伸阅读：公式拨款（formula grants）是根据

特定工作的统计标准授予的一种强制性补助，由

法律规定不同用途的统计标准和要分配的资金量。

公式拨款通常是针对美国的州、地方或地区政府，

个人不会直接获得公式拨款。 

 

Marguerite Roza. How the Coronavirus 

Shutdown Will Affect School District Revenues 

[EB/OL]. [20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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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lkboard/2020/04/09/how-the-coronavirus-

shutdown-will-affect-school-district-revenues/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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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19】2020 年第三

届未来学习国际会议 

2020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Learning (ICFL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17-19 日 

会议地点：伦敦，英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人员、从业人员和行业专家 

会议内容： 

随着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儿

童和成人的学习必将经历一场革命，未来

学习是对数字教学成熟度的考察。2020 年

第三届未来学习国际会议(ICFL 2020) 将

于 2020 年 12 月 17 至 19 日在英国伦敦举

办。会议旨在讨论与探索可能从根本上改

变教学方式的最新趋势、创新与研究。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学

习系统的适应性（Adaptivity in Learning 

Systems）、多媒体与超媒体的进阶用途

（ Advanced Uses of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上下文感知学习技术系统的

结 构 （ Architecture of Context Aware 

Learning Technology Systems）、情境学习的

人工智能工具（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for Contextual Learning）、建立学习型社区

（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ies）、教育建

模语言/学习设计（Educational Modelling 

Languages / Learning Design）、教育范式

（Educational Paradigms）、技术带来的教

师角色变革（Evolution in Teacher Roles 

through Technology）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相关领

域的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和行业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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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同行评审

后被接受的会议论文将视论文主题发表在

以下期刊上：1.《国际信息与教育技术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IJIET）（ISSN: 2010-

3689）由 Scopus，EI（INSPEC，IET），

EBSCO，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Google 

Scholar，Crossref 等索引；2.《国际学与教

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IJLT）（ISSN: 2377-2891），由

Google Scholar，Crossref， IndexCopernicus

等索引。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7

月 3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icfl18.com/index.html [2020-05-03]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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