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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改革

“教育宽带”计划以资助贫困

学生在线学习 

据 美 国 教 育 周 刊 官 方 网 站

（www.edweek.org）2020 年 3 月 20 日报

道 ， 联 邦 通 信 委 员 会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 FCC）

正在与国会领导人进行谈判，以改革“教

育宽带”计划（E-rate program），使其能够

为家庭内部网络连接和校外网络设备的使

用提供资助。 

目前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全国各地

的学区陆续关闭，课堂学习将转为线上。

但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家里缺乏网络

设备和稳定的连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41%的学区表示他们目前无法在学校关闭

期间为所有学生提供线上课程。“教育宽带”

计划有望解决该问题，“教育宽带”计划于

1998 年起实施,旨在对美国中小学和公共

图书馆获取电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给予联

邦补助。不过，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

吉·帕伊（Ajit Pai）办公室称，联邦通信

法（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禁止该机

构在学生家庭使用无线设备和服务时使用

“教育宽带”计划，FCC 只为学校教室的

网络连接提供“教育宽带”资金，在此法

案的约束下，FCC 不能在未经国会授权的

情况下补贴家庭中使用的网络服务和设备。

针对这一问题，一个由 18 名参议员和联邦

通信委员会委员、民主党人士杰西卡·罗

森沃塞尔（Jessica Rosenworcel）组成的小

组，呼吁利用紧急权力迅速改变联邦通信

委员会的规定，以资助学生在家使用网络

设备和连接服务。 

据悉，FCC本周已经采取了一项措施，

旨在帮助学区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为学生

提供网络服务。该机构表示欢迎国会的指

导，实施紧急规则改革，将移动热点借给

学生，尤其是那些缺乏网络连接的学生。 

 

来源：教育周刊官方网站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为 K-12

教育提供 135 亿美元专项应急

资金 

据 美 国 教 育 周 刊 官 方 网 站

（www.edweek.org）2020 年 3 月 27 日报

道，美国国会在 25 日通过了由总统特朗普

签署的应对新冠病毒冲击的大规模经济援

助计划，为支持 K-12 教育预算提供 135 亿

美元的联邦资金。但这一数额远低于来自

全国教师工会（National Teachers’Union）

等组织的人士在三月份给国会的一封信中

提出至少需提供 750 亿美元的要求。据悉，

一些教育团体已经在讨论是否需要新一轮

的新冠病毒经济援助。 

此次国会通过的《冠状病毒援助、救

济和经济安全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简称 CARES 

Act）计划规模达到 2 万亿美元，是美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救助法案。其中，为

K-12 公立学校预算提供 135 亿美元，这笔

钱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学习需求，以及根据

《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和其他联邦教育法开展的各

种活动，包括在学校关闭时帮助学生远程

学习。2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还包括额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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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儿童保育和营养援助等方面，但其

310亿美元的K-12和高等教育专项应急资

金远低于 2009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的标准，该法案为教育提供了 1000 亿美元

资助。 

上周早些时候，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

了他们自己的新冠病毒援助法案，其中包

括 500 亿美元的国家紧急教育资金，至少

150 亿美元用于 K-12 教育。但立法者最终

将众议院法案搁置一边，支持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

提出的 CARES 法案。 

 

来源：教育周刊官方网站 

编译者：薛远康 

 

 

英国：学生会呼吁大学取消夏

季考试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20

年 3 月 31 日报道，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

（The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简称

NUS）呼吁各大学取消或推迟今年夏天的

考试，以避免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给学

生的生活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和干扰。 

NUS 表示，如果大学计划在下学期

举行在线考试和评估，那么残疾学生、国

际学生和贫困学生将处于明显的不利地

位。NUS 还表示，毕业生应该有机会选

择如何完成他们的学位，比如，根据之前

的成绩获得一个估算的分数，然后进行线

上开卷考试，或在之后参加大学的期末考

试。所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考试都应

该取消，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提交期限应

该延长 6 个月。在此之前，全国各地数千

名学生呼吁实施替代评估，以确保他们的

学业成绩免受 2019 新冠状病毒爆发的不

利影响。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许多国际学生不得不

在深夜进行在线考试，因为大学通知他们

“不能以不同时区作为理由”，并且要求

他们“无论身在何处，必须在确定的英国

时间内完成考试”。并且，由于互联网审

查，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一些学生无法获

得学习材料。帝国理工学院表示：“考虑

到有些学生无法使用设备进行评估，我们

正在为学生提供额外的支持和更新我们在

特殊时期的政策以缓解该情况。” 

NUS 的残疾学生官员皮尔斯·威尔

金森（Piers Wilkinson）表示，“在封锁期

间，残疾学生要求学校对其进行合理的政

策调整是有法律基础的。但是，目前大学

无法为占学生总数 13%的残疾学生提供

大部分的学习支持。”他补充说：“在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残疾学生不可能与其

他学生处于平等的竞争环境。学校应该允

许他们暂停学业，直到有合理而公平的环

境再重新开始。”  

 

来源：卫报 

编译者：邱武霞 

 

 

德国：石荷州教育部长就

2019/20 年高中毕业考试提出新

方案 

据德国教育试点网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3 月 25 日报

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Schleswig-Holstein）教育部长普林

（Prien）向内阁表示，他将在文教部长

联席会议（KMK-Gremien）上提议取消

石荷州的 2019/20 下半学年的高中毕业考

试，而将高中毕业证明改为其他形式的认

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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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部长表示，由于今年新冠病毒扩

散这一特殊情况，石荷州各学校的课程已

于 3 月 16 日停止，并且无法可靠预测何

时及以何种方式重新开展教学。学年将于

六月底结束，如果想在石荷州如期举行高

中毕业考试，则将不得不在复活节假期后

立即恢复学校的教学，目前看来这是不可

能实现的。教学的中断将对目前的学生参

加高中毕业考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政

府暂时无法提供完善的应考条件保障。 

基于这一考虑，本学年或将根据学生

以往的成绩颁发最终的高中毕业证书以代

替高中毕业考试。普林部长将在文教部长

联席会议上建议，今年石荷州不再举行高

中毕业考试，而是根据学生以往在学校的

成绩与表现来评估高中毕业成绩及其等

级，并且希望这一提议能够在联邦范围内

达成一定的共识，因为不论是从学校系统

的公平性还是德国社会公共安全的角度考

虑，这一解决方案都具备合理性。 

 

来源：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戴婧 

 

 

西班牙：教育部推出“在家学

习”网站 

据欧罗巴新闻社（EUROPA PRESS）

2020 年 3 月 23 日报道，西班牙教育与职

业 培 训 部 （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启动了“在家学习”

（Aprendo en casa）网站。该网站汇集了许

多学习资源、学习工具和学习软件，旨在

便利教师、家庭和学生在因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造成的停课期间进行远程学习。 

该网站汇集了“教育、数字、创新、

开放”（ Educativo, Digital, Innovador y 

Abierto，简称 EDIA）项目、“Procomún”

开放教育资源网络和远程教育创新与发展

中心（Centro para la Innov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Educación a Distancia，简称 CIDEAD）

提供的免费资源。此外，还包括了各自治

区及私有实体（例如出版社、教育平台）

提供的教学材料。网站分为教师、家庭和

自治区三个板块。 

“教师”板块包含了大学前所有教育

阶段（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义务教

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对教师有用的

教学资源。此外，网站还提供了教师培训

的相关信息，例如，国家教育技术和教师

教育学院（Instituto Nacional de Tecnologías 

Educativas y Formación del Profesorado，简

称 INTEF）实施的教师公开培训和部分出

版社、教育平台提供的服务。“家庭”板块

根据教育阶段和学科主题向学生父母提供

了不同的学习工具、网站和软件，旨在帮

助孩子能够更好地学习，以及在家中开展

娱乐性学习活动。此外，该板块也提供了

如何通过互联网浏览西班牙和世界主要博

物馆的方式。“自治区”板块展示了各自治

区在疫情期间实施的举措，以帮助和指导

辖区内教师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教学工作。 

 

来源：欧罗巴新闻社 

编译者：张灵铃 

 

 

韩国：文在寅总统称 9 月新学

期制与延期开学不宜并论 

据韩国 News1 新闻网（News1）2020

年 3 月 23 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于 3 月

23 日下午，在青瓦台女民馆接受社会副总

理兼教育部长官俞银惠的特别报告时，就

最近部分人提出的 9 月新学期制度的实行

问题表示，目前不宜将开学时间和 9 月新

学期制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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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以 3 月开学的学期作为新学期，

即一个学年的第一学期。因韩国当前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严重，政治圈有多人提议实

施 9 月新学期制。目前暂定全国中小学 4

月 6 日开学，还有可能继续延期到 5 月开

学，部分人士表示可以将延期开学和 9 月

新学期制度联系起来，文在寅对此进行了

正面回复。 

文在寅听取了俞银惠关于 17 日发表

的中小学延期开学的报告，包括延期开学

的后续措施和开学准备计划等。两人就再

次延后两周开学后的远程教育进行情况、

防止学校照看服务空白的紧急照看支援情

况、开学准备情况等各类情况进行了详细

的讨论。俞银惠在报告中指出，就学校内

口罩储备问题，将在开学前推进各市、道

教育厅为学校分阶段储备口罩的工作，保

证开学时向每位学生发放两枚以上的口罩。

另外，还将保障有足够的口罩库存，在出

现疑似患者、医生患者或病毒扩散者时供

师生使用。 

关于 4 月 6 日开学一事，俞银惠表示

将分地区确认确诊患者产生的趋势，根据

现有医疗体系分析校内出现感染症时的可

控性，充分考虑社会对学校安全性的认识，

确认每个学校防疫物资和应对指南的准备

情况，综合考量后再进行判断，并在 4 月

6 日之前找合适的时间点对开学时间做出

最终决定。文在寅表示，要与食药处等相

关部门协商，制定学校现场使用口罩的标

准，为引导学生、家长和教师做好充分准

备；对开学日期前后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

也需要进行商讨和准备，要为此事竭尽全

力；要与地方自治团体更好的合作，使教

育领域的防疫工作全面运转。 

 

来源：News1 新闻网 

编译者：朴仙子 

 

 

泰国：教育部常任秘书办公室

公布《教育公务员能力发展标

准研究报告》 

据泰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www.moe.go.th）2020 年 3 月 24 日报

道，为深入了解国家公务员能力发展的现

状和需求，泰国教育部常任秘书办公室进

行了关于公务员能力发展标准的研究，并

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人力资源是国家战略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教育作为重要的公共

事业，其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极其重要

的。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各级教育机构

工作人员的发展现状与需求，为其进一步

发展提供相应的知识技能培训，使其能够

紧跟时代变化并应对各类挑战。 

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研究背景、相

关政策文件、数据研究与分析、总结与建

议。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相关概念，

原则和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归纳出教育部

常任秘书长管辖下的教育公务员能力发展

的现状需求和进一步提升的指导建议。主

要的研究结果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

一般的教师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人员都有

发展的指导方针，而且大部分文件实施执

行力水平高；全国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

教育公务员的各项发展平均水平也较高；

大多数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发展情况

处于高水平阶段；有良好的道德意识、能

力较强且有决心的人，在服务过程中都有

良好的表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和一般

的教师人员在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策略方

面得分最高。参与研究的专家表示，希望

该项研究结果有助于教育部门规划和制定

相关人力资源发展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

知识技能，推动各级教育部门和机构的良

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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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泰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宋瑞洁 

 

 

 

 

尼日利亚：移动教室应用程序

为尼日利亚学生提供免费学习

平台 

 据非洲今日新闻（This Day）2020 年

3 月 25 日报道，“移动教室”（Mobile 

Classroom）是尼日利亚第一个本地移动应

用程序，它使学生能够通过手机和计算机

等设备直观地学习音频。在全国学校暂停

学习活动期间，它为所有尼日利亚中学生

提供免费访问其在线门户网站的机会。 

据 Save-A-Lot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和

该应用程序的发起人阿凯姆·萨拉米

（Akeem Salami）说，“在联邦政府关闭全

国学校期间，移动教室在线门户网站将免

费开放，尼日利亚学生不需要订阅。”对数

百万尼日利亚学生来说，移动教室将是他

们的学习中心，特别是那些将要参加高中

考试的学生。据萨拉米介绍，移动教室使

用非常方便，学生可以在家中享受到任何

主题的免费讲座。 

据该应用程序的发起者称，“这是家长

和学生在交完学费后，享受移动教室支持

以节省失去的时间的最佳时刻。在紧急情

况下，他们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在移

动教室中，学生可以选择主题，老师们可

以使用移动设备在家里舒适的环境中教学

生。该平台宣布，在全球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平台可以免费使用。萨拉米先生

建议学生们远离拥挤的集会，以避免感染

病毒。 

 

来源：今日新闻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有关

新冠肺炎的教育响应网络研讨

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年 3月 30日报道，3月 27日，

教科文组织举办了第二次有关新冠肺炎的

教育响应网络研讨会。受疫情影响的 165

个国家的约 6300 万教师以及教育人员参

加了该网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讨论了广

泛的问题，从向教师提供培训和支持到互

联网连接薄弱或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偏远或

农村地区的远程教学面临的挑战。 

教科文组织非洲能力建设研究所所长

横濑由美子（Yumiko·Yokozeki）女士主持

了来自 33 个国家的 159 人参加的网络研

讨会。她强调了政府支持教师工作的重要

性，并表示“必要性是发明之母，当前我

们面临的疫情可能使得教师和学习者变得

更有能力，更加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尽

管面临许多挑战，各国却依旧会提供优质

的教育。在荷兰鹿特丹的一名学校教师表

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让孩

子适应。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孩子进行教育

有许多风险。家庭情况并不总是允许他们

参加线上课程。目前，政府已采取措施，

为没有数字访问权限的家庭提供笔记本电

脑和无线网，而其所在学校的老师则每周

都会打电话给父母保持联系。” 

各国政府都在加紧努力，提供培训和

相关资源，以支持教师适应这一新的教学

环境。但是由于很少有老师具备强大的数

字和信息通讯技能，因此，在短时间内将

教材转换为数字格式一直是一个挑战。在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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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包括老师在

内，人们承受着更高水平的压力和焦虑是

正常的。教师需要社会情感上的支持，以

应对在危机时期传递给他们的额外压力，

此外也需要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菲律宾

教育部的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Lopez）

女士表示，该国教师三月和四月的薪水已

经提前发放，在紧急状态下，所有教师的

绩效考核均已暂停。仍在学校中的教学和

教育人员将获得额外的危险津贴和服装津

贴。2030 年国际教师教育工作组联合主席

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政策必须继续关注处

于最边缘化的群体，那些无法获得技术支

持或没有能力的群体。该工作组现已向所

有政府、教育提供者和公共与私人资助者

发起了“行动呼吁”，让人们在这一困难时

期中保护教师并认识到他们在新冠肺炎的

应对和恢复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教

科文组织建立了一个全球教育联盟，为儿

童和青年在这一特殊时期提供包容性的学

习机会。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推

动”项目为坦桑尼亚学校女童

提供了安全的学习环境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 年 3 月 25 日报道，在坦桑尼

亚（Tanzanian）纽威利（Ngweli）中学的

“安全空间”——TUSEME 青年俱乐部，

成员们正在经营一家学校自助餐厅，为同

龄人提供安全的食物。 为了建立这个自助

餐厅，除了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种子资金，

俱乐部成员还通过筹款活动筹集了资金。

俱乐部汇集了同龄人、老师和社区成员。

目前，俱乐部提供的食品包括奶茶、甜甜

圈和一些零食，并正在考虑将业务扩展到

蔬菜园艺。青年俱乐部成员还每周开展一

次对等活动，以鼓励学习和营造安全的学

习环境。 

自 2019 年 5 月以来，坦桑尼亚的四个

地区建立了大约 165 个俱乐部，吸引了

6,000 多名学生参加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

联合计划项目。该项目与联合国人口活动

基金会（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简称 UNFPA）和联合国妇女署

（UN Women）合作，得到了韩国国际合作

署（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简称 KOICA）的支持，通过教育赋权给少

女和年轻妇女。该项目使学校生活发生了

变化。初中三年级学生爱斯泰德·拉曼哈

尼（Ested Ramadhani）说，我们很高兴上

学，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暴力行为有所减少，

因为我们有权发言。身为俱乐部成员的地

理老师阿曼尼·毕叶尔（Amani Mbeyale）

说：“俱乐部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重要机

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特定目标。

从启动创业计划到开展对等支持运动，女

孩和男孩都学会了如何协作、交流和解决

问题，同时获得了信心并提高了学业成绩。”  

TUSEME 青年俱乐部基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非洲女性教育家论坛共同开发

的安全空间概念而建立。该俱乐部 鼓励以

学生为主导的活动，以增强少女的自信心

和继续上学的决心。 在其他参与建立同伴

支持小组的学校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倡议，

学生们在学校中发现挑战并讨论应对之道。

例如，那浦路卡努（Nyampulukano）中学

的青年俱乐部与老师和父母讨论体罚。凯

拉贝拉（Kilabela）中学俱乐部正在试点学

校宿舍，以解决长途通勤上学的问题等。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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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师生在新冠疫情期间进行

共情沟通 

Communicating Compassionately 

During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学生可能处于焦虑与

不安状态，教师与学生进行沟通可以了解

学生的状态，帮助他们解决学术、财务、

健康和安全问题。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

危机，梅丽莎·丹尼希（Melissa Dennihy）

建议，除了分享有关课程、作业等信息外，

教师与学生还可以进行以下几种形式的交

流。 

第一，询问学生的情况。教师与学生

的交流并非每次都要解决学术问题，在当

前特殊时期，教师可通过每周给学生发送

电子邮件，询问其正在做的事情，并明确

表示出对学生答案的兴趣。梅丽莎·丹尼

希注意到学生们经常以道歉的方式发送电

子邮件：“很抱歉这篇文章迟到了，但我的

祖母刚刚被诊断出患有新冠肺炎”或“我

为错过本周的工作而道歉，但我一直在医

院进行额外的换班工作”。教师可以为学生

传达一种意愿，即学生不需要向老师道歉

或犹豫与教师交流他们在学术领域以外的

事情。 

第二，支持学生的非学术需求。教师

可以整理一份针对学生的应急指南，提供

有关就业、健康、食品安全、心理健康咨

询以及新冠病毒相关的预防信息等。除了

告知学生一些有用的重要资源，还为学生

传达出一种信号，即关于健康、安全和自

我防护的交流与学术讨论同样重要。将非

学术性问题纳入课堂使学生更容易寻求帮

助或分享其对非学术性问题的担忧。 

第三，为学生提供讨论非学术话题的

空间。虽然师生之间就非学术问题进行自

在的交流非常重要，但教师更应该意识到，

学生可能并不总是希望与教师交谈这些问

题。有时同学之间的交谈会更轻松自在，

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线上的交流机会，

如创建学生论坛，从而增强学生之间的集

体归属感，使学生之间可以彼此共享和讨

论非学术问题以减轻压力。 

第四，为学生创造一个放松的空间。

鼓励学生重新集中精力，放松身心并尝试

寻找细小的快乐时光，以照顾自己的心理

健康和情绪健康。教师可与学生分享当前

可用的大量免费资源，用于自我调解和娱

乐，如虚拟博物馆与画廊参观、音乐会、

戏剧和歌剧表演的线上直播等。此外也可

以为学生提供查找相关资源的链接，甚至

可以为撰写感悟或分享经历的学生提供额

外的奖励。 

最后，相信学生。有些学生可能会提

出增加课程内容与灵活性等意见，但却并

没有说明原因。由于担心学习成绩会受到

影响，学生可能会害怕与教师或同学讨论

此类情况。因此，教师应该对学生提出的

观点进行充分的信任、理解和沟通，而非

要求其作出解释。 

 

延伸阅读：梅丽莎·丹尼希（Melissa Dennihy）

是 纽 约 城 市 大 学 昆 斯 伯 勒 社 区 学 院

（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英语助理教授，在纽约

市立大学（CUNY）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文学

教学》（Teaching American Literature）等期刊上发

表多篇文章。她专注于课堂教学技术的研究，包

括文学课堂中使用 Wiki 技术增强师生的互动性、

以创造性的方式进行艺术和历史课堂的教学，以

及学生如何进行课堂教学展示等内容。 

Melissa Dennihy. Communicating 

Compassionately During COVID-19[EB/OL]. 

[2020-05-0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vice/2020/05/08/

instructors-need-assist-students-ways-go-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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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academics-opinion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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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调查结果显示教师们希望正常开展 2020-21 学年的教育教学 

Most Teachers Don’t Want to Extend the Next School Year, Survey Shows 

 

在长达数月的学校关闭与停课后，随着疫情的渐趋稳定，美国各学区开始规划明年的教

学计划，其中一个核心的考虑事项是如何解决今年春季许多学生遭受的重大学习损失。在多

种弥补因疫情所损失的教学时间的计划（如，开设暑期学校、尽可能延长学年或每日在校时

间、在下一学年的开端重新温习今年春季以后的教学内容）中，美国中小学教师普遍表示不

希望延长即将到来的新学年的授课时间。 

美国非营利性教育倡议组织“学生成功协作”（Collaborative for Student Success）在 4 月

16 日至 24 日期间，对全美 5500 多名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决策者和教育倡导者开展了

一项关于下一学年教育教学计划的问卷调查。 

首先，该调查询问了他们对于下一学年教育教学计划的四个意见：第一，延长 2020-21

学年，利用这些额外增长的学年时间来讲授和温习 2020 年春季以后的教学内容；第二，保

持 2020-21学年的时间长度不变，但在新学年开端讲授或温习 2020年春季以后的教学内容；

第三，与以往学年一样，正常开启 2020-21 学年，讲授新一学年的教学内容；第四，为学生

提供复读、留级的选项。在教师群体中，最受欢迎的计划是第三种。65％的教师表示，如果

学校重新开学，他们希望 2020-21 学年是一个正常的学年；但是他们承认，教学看起来会同

以往大不相同，学生们对差异化教学的需求也会增大。调查报告还指出：“在开放式的问题

中，这类教师群体呼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是一刀切。”  

 

 

 

 

 

 

 

 

 

 

 

 

 

 

 

 

图 1 美国各类教育从业者对 2020-21 学年教育教学四项方案的意见 

除此之外，该调查还询问参与者是否支持在 2020-21 学年的开端进行学业测试，目的不

是为了评估或惩罚学生或学校，而是找出教师需要填补哪些教学空白。59％的教师，7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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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者和 70％的决策者均支持进行学业测试。调查报告的作者写道，“在学业测试反对

情绪日益增加的时代，这种积极的接受是‘值得注意的’”。 

 

Sarah Schwartz. Most Teachers Don’t Want to Extend the Next School Year, Survey Shows. [EB/OL]. [2020-

04-30].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20/04/most_teachers_dont_want_to_extend_the_next_school_y

ear_survey_show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中小学复学复课也需权衡教师的健康问题 

A Third of Teachers Are at Higher Risk of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随着美国各州开始考虑重新开放学校的问题，一项名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教师因年龄

而面临更高的感染新冠病毒风险》（Nearly one third of U.S. teachers are at higher risk of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due to age）最新联邦数据分析报告指出，教师可能更容易感染由新冠

状病毒所导致的严重疾病。  

这项由美国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儿童趋势（Child Trends）开展的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老年

人因 COVID-19 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更高。在当前美国因新冠状病毒死亡人群中，有 92％

是 55 岁及以上的人，在新冠状病毒住院治疗人群中，这一年龄段的人数也比年轻人多。然

而，美国联邦数据显示，目前全美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大约 29％的教师年龄在 50 岁以上。除

此之外，同普通的成年人相比，教师群体的社会交往要多得多，他们每天都需要近距离接触

几十名学生。此外，教师的工作场所已经跻身“最多细菌”的行列，一项名为《低下与肮脏：

十大细菌最多的工作》（Down and Dirty: Ten Most Germy Jobs）研究发现，教师的电脑键盘

细菌要比其他职业从业人员高出近 27 倍。最后，该报告还指出，工作压力会削弱人体的免

疫系统，而教师群体也比普通人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受到压力。 

为此，该研究的作者蕾妮·瑞伯格（Renee Ryberg）写道：“负责重新开放学校的教育决

策者不仅要权衡学生的健康，还应该权衡处于高风险中的教师的健康”。“选择重新开放学校

的教育行政人员应该与卫生机构密切合作，制定相关政策举措，以确保教师和学生的安全。”

而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日前发布的“安全且负责”地（“safely 

and responsibly”）重新开放学校计划，其中有一项建议就是允许高危教师给身在教室里的学

生远程授课。 

 

Madeline Will. A Third of Teachers Are at Higher Risk of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EB/OL]. [2020-

04-30].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20/04/a_third_of_teachers_are_at_higher_risk_of_severe_illnes

s_from_covid-19.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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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民众的影响 

Hardest-Hit Industries and Job Plans of Workers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斯特拉达教育网（Strada Education Network，一家研

究、资助教育和就业途径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一项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影响的多周纵

向调查。目前，已经发布至第六周的调查报告，本次报告在之前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报告了各行业的失业情况和接受教育的计划。 

关于疫情对工作的影响，近四分之三的休闲行业和酒店行业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收入减

少或者工时减少。总体上说，超过 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三分之二的教育

工作者表示，新冠疫情将对他们个人造成至少六个月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超过一半的信息技术工作者担心在新冠疫情期间失去工作、收入降低或

者工时减少。这一数据令人惊讶，毕竟信息技术行业从业者可以进行远程办公，理论上讲受

疫情的影响较小。对此，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育和劳动中心的首席经济

学家妮可·史密斯（Nicole Smith）表示，信息技术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紧密，假如某家大型

餐饮企业或零售企业倒闭，该公司的 IT 员工也将会失业。 

关于更换从业领域的问题，36%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失业，他们会选择在其他领域再就

业。其中，近一半的制造业、金融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员工表示失业后会选择其他领域的工

作。 

关于职业培训，大多数美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非学历、技能型的教育和培训，而非大学

学历。史密斯表示，目前还没有大学试图从失业严重的行业招生，“真正走在最前沿的是社

区大学，他们在探索将教育和职业培训联系起来的最佳方式。其他大学，包括顶级学府在内，

仍然在探寻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方法。” 

失业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成年人注册在线课程还有待确定。 “根据斯特拉达的数据，答案

似乎是否定的，”史密斯说，“很多人都很悲观，没有多少精力去参加在线课程。” 

本周，对疫情感到普遍担忧的受访者比例明显下降，从 50%降至 46%，这是自 4 月初

以来该指标变化最大的一次。斯特拉达消费者洞察中心（Strada Center for Consumer Insights）

的研究主管安德鲁•汉森（Andrew Hanson）在一个网络研讨会上指出，这一数据表明了美国

人对目前生活状态的明显适应。 

 

Emma Whitford. Hardest-Hit Industries and Job Plans of Workers [EB/OL]. [2020-05-

07].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07/hospitality-workers-take-big-employment-hit-survey-finds-

and-most-workers-prefer.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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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高校如何实现资源再

利用？ 

Repurposing Campus Spaces 

 

就目前形势来说，在研制出疫苗并将

其广泛应用之前，美国还不太可能摆脱冠

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病毒的感染情况将更有可能趋于稳定。 

这对涉及数十亿美元投资，目前却校

园空置，无法正常运行的高等教育来说意

味着什么？传统观点认为，在经济衰退期

间，入学人数会增加，这种观点并没有考

虑到当前完全不同的医疗环境。现在，许

多学生更可能选择呆在家里，并更多地考

虑选择在线教育。 

那大学需要做哪些调整以应对这种情

况？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政治学和公

共政策研究教授乔治•拉•努埃（George R. 

La Noue）认为，如果高校参加线下课程的

学生人数大大减少，校董和管理人员应当

采取措施，对校园内空置的资源进行充分

利用。 

首先，与需要训练并去往某地参加比

赛的体育项目相比，艺术、音乐等能够在

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进行练习和表演，

此类不需要近距离接触的文化活动更有可

能开展。一些乐队已经尝试通过 Zoom 开

展线上音乐会；学校可以通过电台及电视

台放映相关节目；学校图书馆也可以与地

方图书馆达成合作，资源共享，使读者无

需出行便能接触到电子图书资源。 

其次，受疫情影响，经济形势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校

方可以考虑通过现场或在线培训的方式，

使受众获得适应经济变化的新技能。 

另外，随着在校学生的减少，大量教

室、宿舍等场地空置出来，校方需要为这

些空间寻找新的用途。因为疫情原因，许

多家庭失去支付抵押贷款或租金的能力，

因此，校方可以与政府合作，在法律规定

范围内发布住房券，将空置的房间提供给

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乔治•拉•努埃（George R. La Noue）

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的

研究教授，主要研究教育政策（K-12 及以上），宪

法与政策（公民权利与第一修正案），公共收购政

策等，著有《沉默的阶段：学术自由的丧失和校

园政策 辩论》（ Silenced Stages: The Loss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Campus Policy Debates）、

《不可能的卓越：UMBC 传奇》（ Improbable 

Excellence: The Saga of UMBC）等著作。 

 

George R. La Noue. Repurposing Campus 

Spaces [EB/OL]. [2020-05-0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5/07/

colleges-should-rethink-how-they-will-reuse-their-

facilities-fall-opinion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决定对受疫

情影响的大学生提供资助 

Companies, Nonprofits Launch 

Emergency Student Aid Effort 

以教育技术公司和教育非营利组织组

成的联盟发起了一项新计划，宣布将以

110 万美元的初始资金为受新冠疫情影响

的大学生提供紧急援助。初始资金主要来

自课程英雄公司（Course Hero）和教育信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5/07/colleges-should-rethink-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5/07/colleges-should-re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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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管 理 公 司 （ Educational Credit 

Management Corporation，ECMC）基金会。 

该援助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

段，课程英雄公司将与四个与教育相关的

非营利组织合作，以增加对学生情况的了

解并更好地分配资金。合作伙伴包括社区

学院网络“实现梦想”（Achieving the 

Dream）、由公立大学组成的美国州立大学

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专注于拉丁裔

学生学术成就的小组“教育学的卓越”

（Excelencia in Education）以及致力于提

高低收入家庭和第一代大学生以及有色人

种学生毕业率的“大学创新联盟”

（University Innovation Alliance）。 

在第二阶段，课程英雄公司与埃德基

蒂（Edquity）公司和致力于缓解大学生贫

困问题的非盈利组织—— Believe In 

Students 合作。Edquity 公司开发了一款应

用程序，学生可以通过该程序向学校申请

紧急援助，并直接从银行账户中获得资金。

参加第二阶段资助的大学生必须在与

Edquity 公司合作的大学中注册或签署使

用课程英雄。当前 Edquity 公司已与达拉

斯的七所社区学院、西雅图的两所学院和

洛杉矶的一所学院展开合作，其他大学正

在签约中。 

这项援助计划不仅资助受疫情影响的

贫困学生，还向那些排除在联邦紧急事务

救助之外的学生提供援助。作为坦普尔大

学（Temple University）的大学、社区和正

义 希 望 中 心 (Hope Center for College, 

Community, and Justice) 的创始人以及

Believe In Students 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戈

德里克-拉布（Goldrick-Rab）强调了为那些

被排除在联邦紧急学生救助计划之外的学

生提供资金的重要性。美国教育部规定，

只有符合《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第四条规定的联邦资助资格的学生才

能获得奖学金，并禁止无证件的国际学生

获得奖学金。戈德里克-拉布认为，实际上

这一限制也排除了那些无法申请联邦经济

援助的学生，而该计划可以为这类学生提

供资助。 

 

延伸阅读：  

课程英雄（Course Hero）于 2006 年成立，是

一家提供教育服务的在线平台，Course Hero 整合

了 Youtube 等视频网站上的教育资源，免费向用

户提供部分课程资源和相关的学习资料，并以收

费的方式向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导，其提

供的课程范围极广，适合各年龄阶段、不同职业

背景的人士学习。 

ECMC 基金会位于洛杉矶，是一个全国性质

的基金会。其使命在于通过不断的创新来激励和

促进教育成果的改善。其愿景在于让所有学习者

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ECMC 基金会主要在两个

重点领域进行投资：大学和职业准备。通过使用

一系列的融资结构，如战略拨款和项目投资等，

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企业提供资金。 

Elizabeth Redden. Companies, Nonprofits 

Launch Emergency Student Aid Effort[EB/OL]. 

[2020-04-30].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20/0

4/30/companies-nonprofits-launch-emergency-

student-aid-effort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美国：社区学院提供夏季折扣

帮助学生 

BOGO Sale at Your Local 

Community College 

随着美国大学努力解决由新型冠状病

毒大流行引起的公平和入学问题，社区学

院也在不断地提供相应的折扣资助。除了

其他旨在帮助学生的项目外，全国各地的

两年制院校都在提供折扣和优惠，甚至免

除夏季学费。 

密西西比墨西哥湾沿岸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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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ssippi Gulf Coast）校长玛丽•格雷厄

姆（Mary Graham）表示：“大多数人在经

济上苦不堪言，我们需要提供支持以帮助

其完成学业。”目前该校正为在校生、往届

生以及学院学区的居民提供暑期课程买一

赠一的优惠。格雷厄姆说，由于传染病大

流行，学生们正面临着各种困扰，必然会

对其教育产生严重影响。学校的解决方案

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如何在大规模学业中

断的情况下保持学生入学，以及如何应对

潜在的招生下滑。该方案已经奏效，格雷

厄姆说，招生开始的第一天，就有 800 多

人报名，这比往常要多。 

新泽西州默瑟县社区学院（Mercer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提供暑期课程

八折优惠。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副总裁乔希•怀纳（Josh Wyner）认为，折

扣是有意义的。他认为，社区大学经常依

赖高中和社区组织来帮助其进行市场营销，

并让学生报名参加项目。当这些地方都关

闭时，他们可能很难将信息传递给潜在的

学生。教育信托基金（Education Trust）高

等教育政策高级主任蒂芙尼•琼斯（Tiffany 

Jones）对大学提供打折优惠并不感到惊讶，

她表示，保持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途径非

常重要。 

在科罗拉多州山区学院（Colorado 

Mountain College），理事们投票决定免除

夏季学杂费。该学院附近有许多滑雪胜地

和以旅游为导向的企业，但这些企业现在

已经因为疫情而关闭。韦尔谷合伙公司

（Vail Valley Partnership）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兼大学董事会成员克里斯•罗默（Chris 

Romer）表示，在该学院所在的鹰县（Eagle 

County），截止到 4 月中旬，失业率已上升

至 50％。罗默希望夏季学费减免计划能帮

助留住学生和旅游业人员，以帮助企业在

大流行过后重新开业。该学院校长兼首席

执行官凯莉 • 贝斯内特 • 豪泽（ Carrie 

Besnette Hauser）表示：“我们希望我们的

当地居民和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正在支

持他们。” 

但一些人质疑，对于社区学院的学生

来说，学费价格是否是最大的问题。一家

名为 RPKGROUP 的高等教育咨询公司的

创始人兼高级合伙人里克•斯泰斯洛夫

（Rick Staisloff）认为，“就社区大学而言，

或许有其他方面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

求。”他认为院校可以在支付时间和支付方

式方面增加学生的灵活性，并投入额外资

金来改善学习环境和解决公平问题。 

 

延伸阅读：美国 2 年制大学属于社区学院

( community or junior colleges),是美国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学院的入学标准较低，为学

生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两年后学生可以

根据成绩申请四年制大学。大多数社区型学院的

学生边工作边读书。社区学院大约一半的办学经

费来源于政府。 

 

Madeline St. Amour. BOGO Sale at Your Local 

Community College [EB/OL].[2020-05-01].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01/c

ommunity-colleges-offer-summer-discounts-help-

struggling-students-and-enrollments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01/community-colleges-offer-summer-discounts-help-struggling-students-and-enrollment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01/community-colleges-offer-summer-discounts-help-struggling-students-and-enrollment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01/community-colleges-offer-summer-discounts-help-struggling-students-and-enroll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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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5-27】2020 年现代

化教育和信息管理国际学术会

议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CMEIM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25-27 日 

会议地点：大连，中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主办方： AEIC 学术交流中心、广州

计算机学会 

会议内容： 

现代化教育和信息管理国际学术会议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CMEIM）由 AEIC 学术交流中心、广州计

算机学会联合主办，会议旨在为从事教育

以及信息管理、管理科学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研发人员提供

一个共享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了解学术

发展趋势，拓宽研究思路，加强学术研究

和探讨，促进学术成果产业化合作的平台。

2020 年现代化教育和信息管理国际学术

会议将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中

国大连满洲饭店举办。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现代化教育（Modern Education），包括教

育科学（Education Science）、信息化教育

（Information-based Information）、未来教

育（ Future Information）、互联网教学

（Internet Teaching）、教育知识管理技术

（Educ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等；

2. 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包括计算机科学与互联网（Computer 

Science and the Internet）、计算机控制与管

理（Computer Control and Management）、

IT 和 IS 安全（IT & IS Secur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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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经过组委会

专家审核之后，最终所录用的论文将由

Conference Publishing Service 出版，见刊后

由期刊社提交至 EI Compendex，Scopus，

Inspec，DOAJ，CPCI(Web of Science)索引。

会议额外征集优秀论文，按 SCI 期刊论文

要求审稿，直接推荐至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的 SCI 期刊发表：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ISSN: 1589-1623, 

IF=0.689）；Structural Concrete（ISSN: 1751-

7648, IF=1.885 ）；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ISSN: 1392-

3730, IF=2.209）。 

本次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 7 月 31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meim.com/ [2020-05-19]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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