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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考组织者称考试将尽

快回归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2020 年 4 月 16 日报道，美国大学理

事会（The College Board）和美国高考

（American College Test）表示，他们的考

试会尽快回归。 

近日，美国大学理事会取消了 6 月 6

日的考试，首席执行官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取消考试

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如果公共卫生官员

允许，测验将在 8 月份恢复，9 月份的场

次也将增加。如果这能够实现，到 2020 年

底，将每月提供一次学术能力倾向测验。 

与此同时，美国高考宣布改动考试日

程，但并未取消六月的考试。其发言人表

示，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当地的安全指

南允许下，除了原计划的 6 月 13 日和 7 月

18 日的考试外，他们还将在 6 月 20 日和

7 月 25 日增加考试场次，为学生提供更多

选择。该考试还提供远程监考选项，允许

学生在家里用电脑参加考试。 

改变考试日程是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可

预测应对方式，相应地，在 2021 年，美国

取消高考考试成绩的院校也会增长，考试

组织机构将面临严重的利润流失威胁。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英国：疫情期间政府将支持困

难学生继续学习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官方网

站 2020 年 4 月 19 日报道，在冠状病毒流

行和学校关闭期间，英格兰的青少年将能

够借用笔记本电脑来帮助他们在家学习。

教育部还开放了面向中小学生的免费在线

课程，并将为一些无法支付电脑费用的 15

岁贫困儿童提供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

教 育 部 长 加 文 · 威 廉 姆 森 （ Gavin 

Williamson）表示，它将减轻在家中带孩子

的父母的压力。 

为了帮助现在在家隔离上课的孩子，

政府正在推广一系列每周 180 堂在线课程，

并将为某些 15 岁的弱势学生提供笔记本

电脑或计算机设备——他们将于明年参加

GCSE 考试。政府还提供了一些 4G 路由

器，以帮助家庭连接到互联网。一个学术

信托基金已经购买了 9,000 台笔记本电脑

和设备，以便为所有有资格获得免费校餐

的学生提供一台计算机，以便他们继续学

习。对于在家学习的学生，教师和教育组

织已经准备了在线课程，这些课程将是每

天一个小时的课程，涵盖一系列主题，由

老师进行讲解向学生开放。英国广播公司

还将在网上和电视上发布一系列教育资源。 

威廉姆森表示：“通过为年轻人提供这

些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并使学校能够

获得高质量的支持，我们将使所有儿童继

续学习。我们希望这种支持将为父母和学

校提供更多的使用资料，从而减轻父母和

学校的压力。”他同时还表示，“关于 3 月

20 日关闭的英格兰学校何时重新开放，尚

无任何决定。但我可以向学校和家长保证，

只有在科学建议表明是合适的时候，它们

才会重新开放。”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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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颁布新法案减少疫

情对学习与科研的影响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年 4月 8日报道，

联邦内阁 4 月 8 日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方

案以减轻新冠疫情对学术科研的影响，并

鼓励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的科学人员在新

冠疫情期间从事相关学术活动。 

联邦教育部长安雅·卡里采克（Anja 

Karliczek）表示，新冠疫情对德国的科研和

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新立法案

的目标是尽快减轻或消除疫情对研究人员、

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消极影响，并为联邦教

育促进法资助的科学人员在新冠疫情期间

从事的学术活动提供资金和额外的奖励。 

对于目前处于资格认证阶段的科研人

员，法案创造了更多灵活性和计划安全性，

以减少疫情对这些科研人员造成的消极后

果，其博士学位或教席的认证过程都将在

这一阶段得到一定的缓冲。同时政府将补

充建立临时过渡制度，在疫情期间资格认

证的最长期限将延长六个月。 

对于在校学生来说，法案正在加强已

经建立的激励机制以保护其利益。除了进

行助学金补贴以外，对于在疫情期间贡献

力量的青年，例如在医院协助新冠治疗的

医学生、在疗养院实习的护理专业学生和

志愿者等，法案将采取奖励措施对其进行

鼓励与认可。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戴婧 

 

 

德国：为失业学生提供经济援

助  

据德国《明镜日报（tagesspiegel.de）》

2020 年 04 月 12 日报道，由于冠状病毒危

机，许多学生失去了兼职工作。联邦教育

部长阿妮娅·卡里切克（Anja Karliczek）

希望为因病毒危机而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学

生提供额外的非官方经济资助。阿妮娅周

日在柏林说到：“应让失业的学生能够申请

无息贷款作为过渡援助。对有关学生的支

持必须是简捷、迅速而有效的。” 

阿妮娅星期四在德意志新闻社

（Deutsche Press-Agentur，缩写 dpa）致联

邦部长官员的信中提出了这一倡议。她担

心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学生因大流行病而陷

入财务困境，无法获得助学金。信中说到，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工作中心申请贷款。

对未获得助学金的学生进行支持的主要难

题是寻找可以提供贷款的负责机构。德国

学生会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阿妮娅说：“我的目标是，在冠状病毒

大流行病的影响下，没有学生因为经济原

因而放弃学业。”因此，对助学金申请条件

的要求也要进行新的调整。“但是我们也希

望在大流行病的情况下，为有经济需要但

不符合申请助学金资格的学生提供短期大

流行病再保险。”这笔贷款应帮助其确保生

计，“但是目前计划仍需考虑，相关讨论正

在进行中，并且会尽快结束。” 

 

来源：明镜日报（tagesspiegel.de） 

编译者：付惠 

 

 

西班牙：欧盟教育委员会就新

冠肺炎疫情为主题召开会议 

据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

站（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2020 年 4 月 14 日报道，欧盟

教育委员会于今日召开视频会议，讨论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对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

教育大臣亚历杭德罗•蒂亚娜（Aleja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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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a）和大学部副部长路易斯•塞丹（Luis 

Cerdán）代表西班牙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讨论了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对欧洲教育系统的影响，分析了授课

方式从面对面授课转变为远程授课带来的

挑战，谈及了近期数字教育资源的使用问

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通过改变传统的学习、教学、交流及

合作方式，以一种深度且新颖的方式影响

着教育体系，并且对学生、教师、家庭、

社会整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都已经完全或部

分关闭了学校。为保障学生能够继续学习，

大多数国家将工作重点放在了远程教学上，

强调数字化解决方案，例如使用各种平台

组织虚拟课堂及其他数字工具，通过互联

网共享教学资源，通过广播和电视频道播

放教育内容。 

通过此次视频会议，与会国就远程学

习、构建虚拟课堂、完善信息系统、在保

证教育质量的同时保障公平获取资源这四

方面内容进行了思想和实践上的信息交换。

此外，各国代表还交换了有关学年国家计

划、适用的评估体系、资格认证、下学年

学生注册等信息。此外，也有代表提出当

疫情缓解后，有必要消除学习流动受到的

阻碍，使留学生能够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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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学校担心停课

会加剧不平等 

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The 

Brisbane Times）2020 年 4 月 15 日报道，

墨尔本一位校长表示，由于州政府的“中产

阶级视角”，在冠状病毒停课的情况下，弱

势学校面临进一步落后的风险。位于埃平

（Epping）的 Meadowglen 小学的校长洛雷

塔·皮亚扎（Loretta Piazza）表示，尽管政

府指示尽可能让学生呆在家里，但还是有

很多家庭要求送孩子上学。该校 540 名学

生中有 60 名在周三来上学，而在中产阶级

郊区平均只有 10 名，而这是像博文

（Balwyn）甚至普勒斯顿（Preston）这样

的普通中产阶级学校所没有的问题。而自

己和团队已花费了数周的时间为许多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访问。

她表示自己对政府或教育部门并无冒犯之

意，但他们是从非常中产阶级的角度出发

的。 

澳大利亚校长联合会（ Australian 

Principals Federation）主席朱莉·波德伯里

（Julie Podbury）表示，关闭学校“对处境

不利的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要困难得多”，因

为“这实际上取决于父母是否有能力引导

他们度过这个过程。”维多利亚州成千上万

的家庭已经开始应对家庭学习的挑战，周

三正式上课。一些孩子在家中登录，而另

一些孩子则到达空旷的学校。根据州政府

的指导方针，允许弱势儿童或父母是必不

可少的工人的学生上学，但鼓励大多数学

生在家学习。 

第二学期的第一天，全州的学校报告

了一些初期问题。本迪戈高中校长戴尔·皮

尔斯（Dale Pearce）表示事情会变得更加艰

难，然而他们尚且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

裕的父母。其他人会更加挣扎。奥蒙德圣

凯文小学的校长奈杰尔·罗德里格斯

（Nigel Rodrigues）说，学生们极少想在假

期里独自孤立的度过。周三没有学生来这

所小型天主教小学，学生和老师将在上午

9 点和下午 2 点使用 Google Meet 讲话。塔

拉代尔小学校长克里斯·伯吉斯（Chris 

Burgess）表示，互联网运行缓慢，但“没有

灾难”。这所位于墨尔本西北方向约 100 公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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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处的小学校，已分发了作业的纸质本，

并设置了一些开放式的任务，这些任务不

需要在设定的时间内完成，就可以在不完

善的互联网连接上工作。这些任务可能是

基于自然的事物，例如找到五种不同的叶

子或花朵并写上描述；同时也在做些事情

以减轻孤立感，如提交孩子们所做之事的

照片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外，塔拉代

尔还设置了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的活动，这

样在家工作的父母就可以继续工作。 

 

来源：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者：赵珂 

 

 

日本：在各地政府的要求下学

校可采取不同的停课方案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2020年4月

18 日报道，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扩大，紧急事态宣言的对象区域扩大到了

全国。4 月 17 日，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

一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文

部科学省没有提出要求全国共同停课的想

法。”他强调停课要求是出于都道府县的知

事和市町村长的判断。对于 10 多岁感染者

的增加等状况，他表示，“对于这些现实问

题也不得不得停课。” 

成为宣言的对象区域后，都道府县知

事除了要求居民避免外出以外，还可以要

求限制使用学校等。萩生田大臣对于重新

开学的地区也表示，“各地区和生活圈新冠

状病毒的蔓延状况不同，希望在此基础上

各地区进行慎重的判断。” 

到目前为止，文部科学省通过通知全

国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等，要求在临时

停课的情况下也设置上学日，以及在监护

人上班的情况下确保孩子的生活场所。萩

生田谈到，有些地区和学校的教科书还没

有送到孩子那里。他说：“希望不要把学习

的保障托付给家庭，所有的自治体采取最

好的措施。”教师可通过电话、邮件和家庭

访问来了解孩子的生活状况。随着紧急事

态宣言的对象扩大到全国，各县的学校是

否停？各县能否从新学期开始重新开学？

由于不同地区的状况不同，其应对措施也

各不相同。 

全国唯一没有确认感染者的岩手县，

在 17 日的对策本部会议上，表明了不采取

停课措施的方针。达增拓也知事在记者招

待会上说：“由于没有感染者出现就不符合

停课的条件。”盛冈市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

也强调说：“虽然会让出现感染者的学校停

课，但并没有考虑让所有学校同时停课。”

但是日本很多县当下采取的方针是延长停

课时间或扩大停课学校的范围。  

从新学期开始重新开学的新泻市，正

在研究从 23 日到 5 月 10 日停课的方案。

秋田县截止 4月 17日下午有 16名感染者。 

秋田市等几个市町村的小初高在新学期开

始后再次停课。县教委于 17 日决定，将所

有县立高中从 21 日到 5 月 6 日停课。市町

村教委也要求采取同样的措施。负责人说：

“这是根据政府要求的尽可能减少人员流

动的方针做出的判断。从下周二开始停课，

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度过假期的方式，学生

要提交一些课题。“ 

宫城县大部分小初高都决定从年初开

始到 5 月 6 日停课。县教委于 17 日要求，

也要尽量在每周设置一次上学日。负责人

说：“我们预见事态可能会逐渐严重，所以

在年初采取了严厉的应对措施。现在，我

认为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静冈县原计划

将县立学校的停课时间截止到 26 日，4 月

17 日决定将放假时间延长到 5 月 10 日，

静冈市政府也决定将市立小初高的停课时

间延长到 5 月 10 日。 

 

来源：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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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学生在家上课使学

校变得更有创造力 

据纳米比亚人新闻网（Namibian）2020

年 4 月 7 日报道，全国封锁期间，纳米比

亚的一些私立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网上授课、

学生在线提交作业的选择，以避免学生在

家上课导致学业落后。 

以斯瓦科普蒙德私立学校（The Private 

School Swakopmund）为例，该校已经转向

电子学习。据该校校长海因·戴伯（Hein 

Daiber）介绍，该校旨在为学生提供一种新

的学习方式，让他们能够适应在家上课的

新常规。鉴于冠状病毒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海因说，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书籍并安排了

工作表，使他们可以在家里继续接受教育。

海因认为，“学校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也

是一个社会机构”。据悉，当前该校正在制

定会议方案，以便教师继续为学生提供课

程。学校将提供额外的电脑，帮助没有家

用电脑的儿童。该校三年级学生的母亲说，

他们收到了一份 13 天学习任务的包裹，里

面有英语和数学复习练习，学生每天至少

要在家完成一小时。同时学校建议学生每

天坚持读书和锻炼各半小时。 

对于公立学校来说，学生在家上课给

学生和教师带来了一些困扰。罗博思小学

（Rehoboth Primary School）的一位教师南

德梅克·戴维德（Ndilimeke Dawid）认为，

在线学习平台只会让一些学生受益，而其

他学生则会被排除在外，因为有大约一半

的学生和他们电脑盲的祖父母住在一起。

同时，年轻学生将如何应对不上学的后果

是值得担忧的。戴维德自己也是一位家长，

她说她的小女儿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能上学。

另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毛里修斯·希穆迪

特（Maurisius Himudite）同样表示，很难

向年轻孩子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回学校。 

 

来源：纳米比亚人新闻网 

编译者：曹玲玲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冠状病毒

大流行时代的女性领导力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20 年

04 月 06 日报道，短短三个月，全球发生

了巨大变化，新冠肺炎现笼罩了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同样，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妇

女和女孩的生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病毒

使妇女每天向社会及其家庭提供无偿护理

工作。在全球卫生健康系统的人力资源中

女性占比达 70％。但是，在全球卫生健康

系统的领导中女性仅占比 25％，在新冠肺

炎全球卫生决策和领导机构中任职人数不

足。 

在某些地区，需要更多的女教师和学

校领导中的女性作为榜样，以便更多的女

孩进入并留在学校。早婚、生子、童工都

会对女孩重返学校产生影响，但教育不仅

可以极大地改善个人的生活前景，而且可

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教育是女性领导者的催化剂，领导全

球教育机构的许多女性领导者就是例证。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泽德（Sahle 

Work Zewde）就是例证，她是非洲第一位

女总统，也是国际未来教育委员会主席。

在全球新冠肺炎大规模爆发之前对埃塞俄

比亚的访问中，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和

教育委员会未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爱

丽丝·奥尔布赖特（Alice Albright）会见了

总统，讨论了女性的领导能力、缩小性别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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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扩大女孩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等话

题。 

我们应为在这场疾病斗争中担当重任

的妇女以及承认并支持两性平等的男性而

喝彩，并努力使每个女孩都有平等的机会

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经济和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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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联盟

启动专门网站以支持父母和监

护人帮助学生进行家庭学习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04 月 14 日

报道，英国国家教育联盟已经建立了一个

网站，专门处理学生家长和监护人可能遇

到的与新冠肺炎大流行有关的问题。4 月 6

日，国家教育联盟启动了其冠状病毒微型

网站，为家长提供建议和资源，以支持家

庭学习。该网站还回答了不同家庭提出的

许多紧迫问题，并就考试与评估、校外学

习、儿童身体与心理健康、为有特殊教育

需求的学生提供支持以及与学校的沟通等

事项提供了建议。 

国家教育联盟联席秘书长凯文·考特

尼（Kevin Courtney）强调：“在这些困难时

期，许多父母和监护人都在努力理解家庭

学习是什么。国家教育联盟的新微型站点

旨在使家庭清楚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可以做

什么，并减轻一些担忧。”考特尼说：“这

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教育，但校长和老师与

政府一道，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儿童及其

家人免于不必要的压力或焦虑。”随着收到

政府和考试机构的新信息，该站点将定期

更新。国家教育联盟报告称，新会员的数

量大大增加，现有会员的咨询请求以及网

站和社交媒体流量的激增。工会日以继夜

地工作，动员区域和地方机构在危机期间

提供咨询和支持。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World Education News May.2020 No.105 

7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5月 第 9期 专家声音 

 

新冠疫情期间，大学是否应该

减免学费？ 

Tuition Policy in a Pandemic 

在这个因新冠疫情而不得不保持社交

距离的特殊时期，在线教学取代了面授，

因此，关于大学生及其家人呼吁降低学费

的报道越来越多。一些院校也开始做出了

回应。 

南部新罕布什尔大学（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明年将向传统意义

上的新生（高中毕业后未进入过其他大学

就读的新生）提供学费免费。其他院校也

在商议减免 10%到 15%的学费。 

从表面上看，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

说，这一举动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迪

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负责招生

的名誉副校长罗伯特•J•马萨（Robert J. 

Massa）却反对为临时性的在线教学减免

学费。对于许多家庭因新冠疫情而面临经

济挑战的情况，马萨表示理解，同时他也

指出，这些面临经济问题的家庭也包括因

大学收入远远低于运营成本而被裁员或被

解雇的教职员工，降低或减免学生学费会

加剧这一情况。 

从之前的经验来看，无力负担大学学

费的家庭都会获得基于其需求的经济援

助，以弥补大部分差额。马萨主张的不是

“一切照旧，不给予经济上的减免”，而

是更公平的做法——在学生的教育成本没

有下降的情况下，高校与其均等减免所有

人的学费，不如做好准备，帮助在疫情期

间遭受经济损失的个别学生及其家庭。 

从另一个角度看，根据几年前降低学

费的学校的经验，学费下降时，每个家庭

获得的经济援助通常会对应地减少。换句

话说学费降低意味着经济援助的需求减

少，援助也就会减少，从而导致降低学费

后每个家庭支付的净价格与降低学费之前

相同。因此，从减免学费中受益最大的不

是经济困难的家庭，而是那些在疫情期间

没有受到重大经济损失的家庭，他们仍能

负担得起原来的学费，却也同样享受到了

学费减少的优惠。 

因此，马萨认为，减少在线教学期间

的学费并不可取，主要有以下五项原因。 

1. 固定成本。学校有与教学相关的

固定费用，包括用于教职员工和其他行政

人员的薪资及其他学术支持费用，这些费

用并不会因为教学活动转移到网上就消

失。大学的这些实际成本是由学费来支付

的，教学转移到网上，成本不会下降。因

此，学费也不能降低。 

2. 技术成本。随着课程转移到网

上，线上教学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在线教

学不只是通过 Zoom 就可以实现，有效地

开展教学还需要投资具有其他功能的课程

管理软件，如允许教师分配作业、提供自

动反馈、追踪学生学习进度、允许学生在

讨论板上分享意见等。这类软件往往都是

付费的，并且需要教学技术人员来确保每

门课程的正常运行。当授课过程中出现故

障时，技术人员需要随时提供帮助，这些

都是校内教学不会带来的额外教学成本。 

3.实施得当的话，在线教学的质量并

不差。在线教学可以有录播课、线上讨论

室等功能，如果实施得当，在线教学能收

到比面授更好的成效。教师进行线上教学

的工作量甚至比面授更多：他们需要提前

在网上平台上建立课程，让学生可以按照

自己的进度进行学习，每周进行评分和反

馈，确保学生跟上作业并掌握教材，并通

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回答问题……所有这些

都需要教师预先规划、持续跟进。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能得到与其学费相对应的学

习收获。 

4.学费一般不包括课外体验。大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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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学费中，一般不包括学生的活动费

用、运动费用、住宿费用和膳食计划费用

等非教学相关的费用。学生报刊、广播站

和俱乐部的费用由学生活动费支付；宿舍

内的活动费用由学生住宿支付；食堂里的

主题夜等活动通常是通过食宿费来支

付……这些都与学费支付的直接教学和学

术支持费用没有关系。所以，当学生和他

们的家人抱怨说，他们不应该在没有这些

活动的时候支付一定的学费时，校方应当

明确，学费中本来就不包含这一类活动费

用。 

5.学生有奖学金和财政援助。全国性

的数据显示，四年制公立和非营利性私立

高校的本科生中，85%的本科生获得了经

济援助或奖学金。因此，当学生及家长断

言他们不应该为在线教学支付全额学费

时，也应该注意到，很少有家庭一开始就

为面授教学支付全额学费。他们已经得到

了价格上的优惠。 

最后，马萨表示，疫情导致很多人失

去生命、失去工作，给大多数美国人乃至

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和困难，

大学和学生也不例外。学生们需要明白，

随着这场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变得越来越

明显，学校的处境可能会受到威胁。同

时，大学必须尽其所能帮助学生们度过困

难时期，使他们能够完成学业，获得学

位。归根结底，这正是学生和家庭所希望

的，也是他们所付的学费所给予的。 

 

延伸阅读： 

罗伯特•J•马萨（Robert J. Massa）是迪金森

学院（Dickinson College）负责招生的名誉副校

长，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和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ies）的首

席招生官，目前担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兼职教授和哈德逊全球联

盟（Hudson Global Alliance）的执行董事。 

Robert J. Massa . Tuition Policy in a Pandemic 

[EB/OL]. [2020-05-1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5/19/

why-colleges-shouldnt-cut-tuition-online-

instruction-during-recent-mont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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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八大调查发现 

Teachers Work an Hour Less Per Day During COVID-19: 8 Key EdWeek Survey 

Findings 

自 3 月 13 日美国联邦政府宣布进入抗击疫情紧急状态，全美 48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随之强制或建议关闭中小学，开展在线教育。在进入在线教育新常态 2 个月后，调查发现教

师开始出现疲惫、学生的学习参与也大大下降。 

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于 5 月 6 日至 7 日对全美 908 名中小学教师和学区领导人开展

了问卷调查，以全面呈现新冠疫情之下美国公共 K-12 教育的样貌。如下即是此次调查的八

大主要发现。 

第一，教师的工作量低于疫情之前。就整体而言，教师报告在疫情期间平均每天工作 7

个小时，低于学校关闭之前每日 9 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第二，教师在教授新知识上所投入的时间减少，尤其是贫困程度高的学校的教师。69%

的教师表示，同学校关闭之前的教学相比，向学生展示新教学内容的时间减少。相比之下，

教师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复习和排除技术障碍上。 

第三，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急剧下降。教师们报告说，学生现在每天平均花 3 个小时学习，

远低于学校关闭前每天 6 小时的学习时间。42%的教师表示学生的学习参与度要比学校关闭

之前低得多，甚至有越来越低的趋势。 

第四，教师倾向于认同视频会议工具对于教授数学和英语的有效性。尽管还存在一些隐

私、安全和公平等问题隐患，但自疫情以来，诸如 Zoom 等实时视频会议工具已经在 K-12

学校中得到普及。63%的教师认为这类工具对英语教学非常有效，57%的教师认为它们对数

学教学非常有效。 

第五，旷课率很高。教师们报告他们的学生中有 23%的人“实质旷课”。高贫困学区的

学生旷课率（28%）要比低贫困学区的学生旷课率（11%）高；高中生的旷课率（27%）也

比小学生的旷课率（19%）更高。 

第六，在线教育装备差距仍然是一个大问题。随着学校关闭，全美各地学区纷纷争相向

学生提供在线教育装备以便其在家中使用。但是，这种努力似乎并没有消除全美范围内学生

获取在线教育装备的机会差距。 

第七，教师给予自己积极评价。全美最大的教师工会——国家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4 月份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54％的家长强烈认可他们孩子的教师

在处理冠状病毒危机上所做的工作。而在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这项新调查中，教师们给予

自己更为积极的评价。 

第八，关于 2020-21 学年的教学计划，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70%的学区领导人表示，

他们目前制定的 2020-21 学年教学计划包含针对多种情况的准备工作，例如继续关闭学校、

全面复学复课、在遵循社交疏离和其他公共卫生准则的新条件下重新开放学校等。 

 

Benjamin Herold,Holly Yettick Kurtz. Teachers Work an Hour Less Per Day During COVID-19: 8 Key 

EdWeek Survey Findings [EB/OL]. [2020-05-11].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5/11/teachers-work-

an-hour-less-per-d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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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大学生对春季学期在线学习的看法 

How College Students Viewed This Spring's Remote Learning 

今年春季，受疫情影响，大部分高校实行线上教学。如果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疫情仍未

得到有效控制，线上教学有可能会继续进行。为更好地衡量线上教学的优缺点及其对学生的

影响，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Whitewater)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埃里

克•D•洛普(Eric D. Loepp)在课程刚开始和课程结束后对参与线上学习的 100 多名学生进行了

深入调查，为大学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提供了参考。 

首先，以下是课程刚开始时的调查数据： 

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在实体教室上课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在五分制的评分体系中，学

生给出的平均分是 4 分。 

约 80%的人以前在网上学习过——平均每人学习了 2.5 门课程——因此，线上学习“对

他们来说并不新鲜，但也不常见。 

学生的焦虑水平和对线上学习感兴趣程度有密切相关性，越焦虑，越不喜欢在线学习。

（具体见图 1） 

 

图 1 学生的焦虑水平和对线上学习感兴趣程度的关系 

有关线上学习，学生最担心的问题是期末成绩、学习带来的收获等问题，而非因线上教

学而带来的技术问题以及与老师、同学的沟通问题。（具体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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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在线上教学中最关心的问题统计 

学期结束后，洛普对学生进行了新的调查，调查聚焦于学生线上学习后的体验，以下是

调查数据： 

在评估一系列因素对远程学习体验的影响时，学生们把教师的表现放在首位，良好的学

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次之。（具体见图 3） 

 

图 3 各因素对远程学习体验的影响 

学生们认为，在线上教学中，教师最应具备的三个品质是：及时交流、灵活性、严谨性。

及时交流指教师能够与学生保持联系，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灵活性指教师能够理解学生

对新学习方式的适应情况以及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灵活安排；严谨性指教

师能够明确每周学习规划，及时提醒学生完成当下的任务。 

 

Doug Lederman. How College Students Viewed This Spring's Remote Learning [EB/OL]. [2020-05-20].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digital-learning/article/2020/05/20/student-view-springs-shift-remote-learning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疫情期间，研究生学位比其他学位具备更强的就业前景 

Graduate Degrees Boost Job Prospects During Pandemic More Than Others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文凭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情况可能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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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公布的失业人口数据，疫情爆发

后已有 3300 多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全国失业率已攀升至 14.7%。斯特拉达教育网络

（Strada Education Network）周三发布的一项名为“公众的观点：新冠疫情期间工作与教育

调查（Public Viewpoint:COVID-19 Work and Education Survey）”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

国人因新型冠状病毒失去了工作机会或收入。在这些人口中，与拥有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

职业学位、高中文凭及以下的人相比，拥有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的人在过去一个月内更有可能

拥有新工作（见图 1）。 

 

 

图 1 拥有研究生与专业学位人士更有可能找到工作 

斯特拉达消费者洞察中心（Strada Center for Consumer Insights）的主任妮可·托皮·索

伯（Nichole Torpey-Saboe）指出:“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接受任何一种高等教育都会增加人

们的就业机会。然而调查发现，对于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研究生人群，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

没有看到拥有学士学位或副学士学位的人出现同样的情况”。 

斯特拉达教育网络的调查已经进行了 8 周，目前已经有 7000 多名受访者接受了调查，

调查内容围绕失业、工时、收入下降、未来教育计划以及对疫情的担忧等方面展开。调查还

显示，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在过去一个月里比白人更有可能开始一份新工作，这在所有教育

水平层面都显示如此。其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中这种差异最为明显，在过去的

一个月中，有 18％的具有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白人获得了新工作，而具有高中及以下文

凭的非裔美国人（43％）与拉丁裔美国人（38％）获得新工作的比例更高。（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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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有可能找到新工作 

托皮·索伯（Torpey-Saboe）表示，斯特拉达的研究无法解释这一差异背后的原因，但

她指出，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是失业率、工时和收入降幅最大的人群。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

人面临失业，公众的焦虑越来越严重，这一指标显得尤为重要。 

 

Emma Whitford. Graduate Degrees Boost Job Prospects During Pandemic More Than Others [EB/OL]. 

[2020-05-1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14/graduate-degree-holders-starting-new-jobs-

higher-rates-all-other-americans-survey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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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区领导和校长正努力

提高疫情期间落后的教师士气 

How Principals and District Leaders 

Are Trying to Boost Lagging Teacher 

Morale During COVID-19 

 

随着疫情之下持续的在线教育，美国

中小学教师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并不断

下降。目前美国中小学学区负责人和校长

正在采取一系列支持策略，帮助教师提升

工作劲头。 

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Ed Week 

Research Center）调查显示，中小学教师士

气在疫情期间持续下降。在 3 月 25 日的调

查中，报告其工作士气比疫情前要低的教

师占 63％；到 4 月 8 日，这一数据上升到

69％；而到 4 月 23 日，这一数据达 72％。 

学区和学校管理人员也清楚地知道，

在线教育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而言是艰难

的，会严重打击教师的工作士气，为此他

们争先恐后地为教师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

其中受到教师们赞许的包括以下举措： 

第一，增强工作日程安排的灵活性。

例如，许多学区开始在周五不安排教师进

行教学，而是开展教师合作与备课；也有

一些学区开始缩减一节课的时长并减少课

时。 

第二，鼓励教师设定工作时间界限。

就像越来越多的学校一样，马萨诸塞州的

教堂山高中（Chapel Hill-Chauncy Hall 

School）敦促教师建立“办公时间”（office 

hours），这样他们就不必“随时随地都是可

以被找到的”。 

第三，做到管理透明。在这个探索和

使用新工作工具与方式的特殊时刻，告知

教师他们是能够提出个人疑问的，例如秋

季学期他们能否被继续聘用的问题。 

第四，成为疑难问题解答者。热心帮

助教师解决他们所遭遇的棘手难题，例如

为班级学生发放电脑、进行家访、制定个

性化的教学计划。 

第五，意识到情感支持与教学支持同

等重要。一些学校的管理人员表示，他们

已经多次提醒教师可以利用其医疗保健计

划来获得远程治疗的福利。有些学校专门

安排一些在线会议进行非工作相关的友好

聊天。还有些学校组织教师接受正念练习，

帮助教师调整情绪，建立自我保健策略。 

 

Catherine Gewertz. How Principals and 

District Leaders Are Trying to Boost Lagging 

Teacher Morale During COVID-19[EB/OL]. [2020-

05-08].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5/08/ho

w-principals-and-district-leaders-are-struggling.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俄亥俄社区学院为受疫情影响

的学生提供免学费服务 

Ohio Community College Offers 

Free Tuition to Affected Students 

2020 年 5 月 12 日，俄亥俄州凯霍加

社区学院（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

发布声明，将为因新冠疫情爆发而面临经

济困难的学生提供长达一年的全额学费援

助，该项全额学费援助计划将在申请助学

金后落实，用于支付包括本学年在内最多

连续三学期课程的费用或因进行劳动力培

训而产生的费用。该项全额学费援助计划

也被称作“最后一美元”（last dollar）计划，

旨在确定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和其他

经济援助的资格后，帮助学生支付自付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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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填写联邦学生资助计划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

FAFSA）的免费申请书以及一份单独的资

格表格才能获得资助。有资格申请该项资

助的学生包括：（1）因新冠疫情而失去工

作或收入且正在寻求短期文凭、高级培训

或学位以提高其就业能力的失业人员；（2）

因经济困难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就读四年

制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3）已经被四

年制大学录取，无法承担返学费用，但仍

想继续学业的学生。 

此项援助计划中的基金主要来自凯霍

加 社 区 学 院 基 金 会 （ The 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 Foundation）。凯霍加社

区学院是俄亥俄州第一所社区学院，建校

于 1963 年，至今仍是俄亥俄州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公共社区学院，自始建以来一

直是俄亥俄州收费最低的社区学院，其宗

旨在于为俄亥俄州凯霍加社区的成员提供

高质量、可获得和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和

服务。 

俄亥俄州凯霍加社区学院院长亚历克

斯·约翰逊（Alex Johnson）在新闻报告中表

示，现在仍然处于不确定时期，但人们不

必搁置自己的未来。由于 Tri-C 基金会捐

赠者的慷慨资助，该项目将允许人们在高

需求领域获得学位或证书，用于支持家庭

生计，且不需要支付任何学费。” 

 

Madeline St. Amour . Ohio Community 

College Offers Free Tuition to Affected Students. 

[EB/OL]. [2020-05-12].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18/c

oronavirus-live-updates-archive-may-10-may-17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杨蕊 

 

 

美国：高等教育陷入困境使学

生开始选择社区学院 

With Higher Ed in Limbo, Students 

are Switching to Community 

Colleges 

根 据 美 国 教 育 委 员 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美国大学注册与招

生 人 员 协 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联合发起一项名为“新冠疫情影

响大学生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计划的调查”

（COVID-19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 

Spring Completion and Fall Enrollment 

Plans）显示，17%的大学生不打算或还不

确定是否会在秋季返校。辛普森斯卡伯勒

（Simpson Scarborough）咨询公司进行的

一项调查发现，4%的在校生表示，如果学

校只提供在线教学，他们会去其他收费更

低的社区学院入学。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也有一小部分

大学生在夏季转入当地社区学院，以花费

更低的方式来满足普通教育的要求，这种

策略被称为：夏季漩涡（summer swirl）。

参与的学生表示，他们更愿意付一半的费

用参加社区学院的在线课程学习。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在夏季申请或考虑申请

社区学院，而且可能会在秋季申请。 

佛罗里达农业与机械大学（Florida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University）的

学生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他不得不在家上在线课程，

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经历。老实说，这学

期我没有真正学到任何知识”。因此，他决

定在整个暑假期间就读于附近的布劳沃德

学院（Broward College），以更低的成本在

线学习数学和科学课程。史密斯表示：“这

是我今年夏天的计划，但如果弗罗里达农

业与机械大学不重新开放校园，这也是我

今年秋天的计划。” 

华盛顿州斯波坎社区学院（Spo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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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llege）院长凯文·布罗克班

克（Kewin Brockbank）表示：“学生们真的

在认真考虑他们在秋季会如何参与高等教

育。我认为社区学院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

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位于加州与内华达州

交界处的太浩湖社区学院（Lake Tahoe 

Community College）院长杰夫·德弗朗哥

（Jeff DeFranco）表示，今年春季到该校就

读的学生人数增加了 4%。华盛顿埃弗雷特

社区学院（Everett Community College）负

责招生和学生金融服务的主任劳里·富兰

克林（Laurie Franklin）称，该校不仅收到

了当地高中生和家庭的咨询，而且收到了

来自其他州学生的咨询。 

更多学生开始选择社区学院的原因一

方面是由于学生认为高等教育学校开展的

线上课程学习具有不稳定性，学习内容也

有所限制；另一方面是新冠疫情加重了家

庭的经济负担，社区学院的学费比公立大

学和私立大学低得多。美国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指出，社区学院的平均学

费约为公立大学学费的三分之一，私立大

学学费的十分之一，且部分州通过“承诺”

计划（“promise”programs）向首次就读的

全日制学生提供完全免费的社区学院就读

机会。 

但这一现象的出现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暑期毕业后选择社区学院的学生可能

很难将学分转回四年制大学。已经被四年

制大学录取为新生的高中毕业生如果决定

进入社区学院，可能需要重新申请高等教

育学校；更严重的是，在一些州，他们可

能根本无法转入社区学院学习。同一州的

公共机构之间的学分转移通常是直接的，

但在州之间、公立和私立机构之间，或者

在课程顺序精确的专业学生之间，可能会

变得复杂。另外，社区学院也要调整课程

设置，以真正帮助学生找到工作或获得他

们想要的证书。 

 

Charlotte West. With higher ed in limbo, 

students are switching to community colleges 

[EB/OL]. [2020-05-20]. 

https://hechingerreport.org/with-higher-ed-in-limbo-

students-are-switching-to-community-colleges/ 

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赫金杰报告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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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9-31】2021 年第八

届教育与心理科学国际会议 

2021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ICEPS 2021) 

 

会议时间：2021 年 1 月 29-31 日 

会议地点：福冈，日本 

参会人员：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 

会议主办方：西日本工业大学 

会议内容： 

2021 年第八届教育与心理科学国际

会议(ICEPS 2021)将于 2021 年 1 月 29 至

31 日在日本福冈举办。会议旨在为来自世

界各地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从不

同角度探讨“教育与心理科学”主题的机

会，为其提供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教

育学与心理学（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青少年成长与发展（Adolesc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成人与继续教

育（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评定

与评价（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社区

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远程学

习（ Distance Learning ）、教育与技术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有效教学实践

（Effective Teaching Practices）、指导与咨

询 心 理 学 （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相关领

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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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同行评审后被接受的优秀会议论

文将发表在以下期刊上：1. 《国际社会科

学与人文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IJSSH）

（ISSN: 2010-3646），由 Google Scholar，

DOAJ，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Crossref， Index Copernicus 和

ProQuest 等索引；2. 《国际信息与教育技

术 杂 志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

IJIET）（ISSN: 2010-3689）由 EI (INSPEC, 

IET), Cabell's Directories, DOAJ, 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 Google Scholar, Crossref，

ProQuest 等索引。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9

月 3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ps.org [2020-06-01]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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