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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大学拒绝紧急冠状

病毒财政援助 

据 《 今 日 美 国 》 官 方 网 站

（www.usatoday.com）2020 年 4 月 24 日

报道，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在内的美国精英大

学（elite university）拒绝了数百万美元的

联邦紧急冠状病毒财政援助。 

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 2 万亿美元《冠

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

（CARES Act）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大约 130

亿美元的资助，用于解决在线学习的费用，

以及向学生提供紧急援助等。教育部将根

据在校全日制学生人数和获得佩尔助学金

（Pell Grants）的学生人数，将这笔钱分配

给大学。佩尔助学金是联邦面向低收入家

庭学生的免偿还助学金。获得最多资助的

大学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和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 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等大型公

立高校，他们将分别获得约 6400 万美元和

约 5500 万美元的资助。而哈佛大学有资格

获得 860 万美元，斯坦福大学有资格获得

730 万美元资助。相比于公立高校，这些顶

尖私立大学非常富裕，如哈佛大学 2019 年

的捐赠额大约为 410 亿美元，耶鲁大学约

为 300 亿美元。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

（Betsy DeVos）建议，富裕大学的管理者

应该考虑“把联邦拨付的资金分配给所在

地区内那些可能有重大需求的机构，那些

没有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服务的富裕大

学不需要也不值得纳税人掏钱。” 

哈佛最初曾表示将把联邦的所有援助

都用于资助学生，但上周三哈佛大学改变

了原计划决定拒绝联邦资助。在一份声明

中，哈佛大学提到政治压力是其决定拒绝

联邦援助的原因之一，上述其他高校紧接

着亦采取相应的决定。 

 

来源：今日美国 

编译者：薛远康 

 

英国：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困

境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2020 年

4 月 24 日报道，英格兰考试监督机构表示，

英国目前可能通过使用评估成绩让需要获

得职业资格的学生进修或进入大学深造。

英国国家学位管理机构提出了替换因冠状

病毒爆发而取消的职业考试的计划，但也

同时表示，要求进行实践检验的资格考试

可能不得不推迟。 

英国国家学位管理机构主席萨利·科

利尔（Sally Collier）认为，在可能的情况

下，不应“阻止学生进步”。英国考试监督

机构已经提议新的因疫情被影响的职业资

格证书授予方式，该提议将经过两周咨询

后才能最终予以定夺。鉴于英国目前有 14，

000 个不同的职业资格和 160 个资格认证

机构与组织，英国国家学位管理机构认为

不能用 A 水平考试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 GCSE）“一刀切”的标准

化方式去评估认证其他种类繁多的资格。

但是，用于某些进修学院或高等教育的资

格证书将采用评估的成绩，这与今年对 A

水平考试和 GCSE 进行评估的方式一致。

评估成绩以疫情之前学生在校的作业状况、

单元测试以及课堂表现为依据。 

英国考试机构采用评估成绩将使学生

有时间在秋季申请他们的课程，因为学生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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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学课程的截止日期被推迟到今年 6

月中旬。但是，实用且基于工作的技能资

格考试可能会延迟。英国考试机构表示，

诸如驾照类不能通过在线或评估进行的考

试，只能延期。对于那些既包括理论又包

括实践测试的考试，相关机构应该结合实

际情况合理处理，比如，对需要进行下一

阶段理论学习的学生和需要获得实践技能

的学生要采用不同的测评手段。威尔士、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将由各自的考试监管机

构制定资格证书成绩评估计划。科利尔女

士认为：“由于今年夏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不能阻碍那

些需要获得职业技术资格的学习者的学业

或职业发展。”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张辛 

 

英国：教育部部长威廉姆森表

示学校将分阶段重新开放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2020

年4月29日报道，英国教育部部长加文·威

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近期表示，英

国的学校将以“分阶段的方式”重新开放。

开放日期将基于科学建议进行选择，所有

学校在开放的时候都会“尽可能地注意”

防范风险。并非所有年级学生都将返校，

在最初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将分批次返校。 

威廉姆森在专责委员会网上会议上表

示，他希望学校能够尽快开学，因为学校

的暂时关闭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他对

国会议员说，“每个孩子都将因不上学而饱

受痛苦，我想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学校开学。

当学校开始开学时，学生们将分阶段返校。”

当前，英国所有学生一同返校是不可能也

是不切实际的事情。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疫情期间的

社会安全，有必要限制在校学生的人数，

这可能意味着某些年级的学生将同时在家

和学校学习。全国教育联盟联合领导人玛

丽·鲍斯特（Mary Bousted）指出，重新安

全的开放学校，将会给各学校在人员配置

方面带来挑战。 

威廉姆森告诉国会议员，英国学校开

学的时间安排是跨政府计划的一部分，英

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当前正在考虑如

何重新开放学校。威廉姆斯谈到了该计划

的更多细节，包括向在家里学习同时家境

贫困的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英国政府将

提供 200，000 台笔记本电脑。其中第一台

电脑有望在 5 月底交付，大部分将在 6 月

到货，这将有效解决在获取电脑方面的“数

字鸿沟”。威廉姆斯表示，他一直在与英国

广播公司讨论将学校课程在电视上播放，

这可以帮助那些没有互联网连接或无法负

担手机数据话费的学生进行学习。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张辛 

 

德国：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将

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必修课程主

题 

 据德国教育试点网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4 月 30 日报

道，联邦教育部长安雅·卡里采克（Anja 

Karliczek）表示，应对新冠危机及其影响

主导着联邦政府目前的所有行动，在职业

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然而，决不能因此忽

视后疫情时期的教育发展方向。数字化和

环境保护越来越需要引起职业教育的重

视。企业未来将需要更多具备相应素质的

员工来应对数字化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挑

战。 

联邦政府即将把数字化、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应用于所有双元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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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修课程。在整个教育培训阶段，将由

专业人员分享相关知识与经验，使学员更

好地适应未来职业的需要。以面包师学徒

为例，他将学到如何在烘焙过程中使用环

境友好型原料和包装。在培训结束时，这

些素养将与其专业技术知识一同接受考

查。              

德国各个工会及州政府将共同为职业

教育培训制定新的标准，使得每个培训专

业都注重培养学员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为了使新的培训标准更好地贯彻落

实，所有负责职业教育培训的专业人员都

将是各个工会、联合会的成员。这样，新

的培训标准将在职业学校和企业的所有培

训领域得到真正的宣传。 

 

来源：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戴婧 

 

西班牙：教育部重申其对于有

特殊需求的学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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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报道，西班

牙教育部重申其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的

支持，无论他们是在普通学校还是特殊学

校上学的学生。正如一年前教育部致若干

残疾人代表组织的信中提及的那样，教育

部坚决否认关于“将要关闭特殊教育学校”

的谣言。 

目前，正处于众议院修正阶段的《教

育法草案》指出，“政府将与地方教育管理

部门合作，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 Convención de los Derecho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de Naciones 

Unidas）第 24 条第 2 款第 5 项（按照有教

无类的包容性目标，在最有利于发展学习

和社交能力的环境中，提供适合个人情况

的有效资助措施）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目标（Objetivo de Desarrollo Sostenible de 

la Agenda 2030）第 4 点（确保包容、公平

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制定一项发展计划，以便在十年内使普通

学校能够具备必要的资源，从而为残疾学

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草案》中还提到，“教育管理部门将

继续为特殊教育学校提供必要的支持，除

了使特殊教育学校能够为有特殊需要的学

生提供教育之外，还将为普通学校提供相

关的指导和支持。西班牙教育部将努力使

普通学校中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得到最好的

照顾。否则，这意味着剥夺他们在《国际

残疾人公约》规定下的权利，并且对他们

本人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构成严重的歧视。 

 

来源：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灵铃 

 

 

韩国：教育部 5 月起实施网络

暴力预防教育 

据韩国 Heraldcorp 新闻网（Heraldcorp）

2020 年 4 月 27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于 4

月 27 日表示，将在中小学全面“线上开学”

的 5 月开展网络暴力预防教育。据教育界

人士分析，这是为了防止“线上开学”导

致网络校园暴力进一步扩散而采取的措施。 

韩国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最近网

络校园暴力事件的增多与学生过早使用智

能手机有很大的关系。线上开学后，孩子

们将会更频繁的接触智能产品，为了能在

教育一线更好地开展预防网络校园暴力的

教育，韩国教育部研发了相应的学习资料，

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下月初开始普

及。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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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育部研发的学习资料中列出了

网络暴力预防教育的具体目标，即在“线

上开学”到来之际，培养学生防范网络暴

力的能力，使学生在面对网络暴力时能够

保护自己和同学。网络暴力预防教育的课

程以视频和 PPT 的形式为主，不仅适合当

下在线教学的形式，而且在线下开学以后

也能更有助于学生接受和理解。 

韩国教育部将网络暴力预防教育的项

目分为基础课程和深化课程，并同其他各

类课程标准挂钩，以便教师灵活利用课堂

时间开展教育。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将在国

语或道德课上学习“网络共情”，包括表情

包和写评论等课程内容。因为小学低年级

的学生在各类电子产品和网络环境中对于

网络语言像母语者一样熟悉并熟练应用，

所以被称为“数码母语者”（Digital Native）。

但熟悉各类电子产品不代表同时能很好地

运用，所以韩国教育部将对这类学生开展

和市民类似的“网民”教育。网络暴力预

防教育针对初中和高中学生的特点，也设

置了相应的课程。例如初中设置“网络暴

力类型及相应的解决方案”课程、高中设

置了“揭开信息化社会的阴影”课程。 

韩国教育部强调，网络暴力问题的解

决需要从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并进，不仅

需要个人正确的伦理判断，还需相关部门

确立规范，更需要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相

应的制度。 

 

来源：Heraldcorp 新闻网 

编译者：朴仙子 

 

泰国：教育部拨款 500 亿泰铢

以支持改善 8000 所乡村学校的

质量 

据泰国曼谷邮报（Bangkok Post）2020

年 4 月 29 日报道，泰国教育部拨款 500 亿

泰铢以支持在 2020 至 2022 年改善 8,000

所乡村学校的质量。 

根据教育部长纳塔蓬（ Nataphol 

Teepsuwan）的说法，大部分预算将用于提

高这些学校学生的外语技能，因为他们通

常落后于城市学校和大型学校中的同龄人。

他说：“我们希望缩小这一差距，以达到教

育平等。”根据该计划，政府将在每个乡镇

街道中选择一所学校，并为其提供资金以

提高其教学质量。 

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纳塔蓬先

生表示，教育部计划雇用大量的英语母语

教师和使用其他语言的教师，例如汉语教

师。纳塔蓬呼吁各国大使馆帮助其招聘母

语为英语的人向泰国学生教授外语。他说，

泰国学校目前只有 7,000 名外国教师，还

需要增加 10,000 名。纳塔蓬先生还表示，

除了提高学生的外语技能外，预算还将用

于改善学生的数字技能以及学校的环境、

设施和管理。他说：“提高教育质量首先需

要对教师进行投资。这是值得的，因为我

们现在正在谈论让学生掌握在 21 世纪和

数字时代中所需要的技能。” 

教育专家颂蓬（Sompong Jitradub）表

示，他原则上同意教育部的意见，即预算

可以缩小城乡学校之间的平等差距，因为

偏远地区的大多数学校都缺乏聘请外国老

师或购买高科技教育工具的资源。但他说，

教育部还应该考虑其三年计划以外的内容，

因为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需要时间。 

 

来源：曼谷邮报 

编译者：宋瑞洁 

 

 

 

南非：各部门为学校复课做出

一系列准备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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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非 洲 新 闻 24 小 时 在 线 网

（News24Wire.com）2020 年 4 月 28 日报

道，受冠状病毒的影响，南非所有学校从

3 月 18 日起实行关闭措施。为尽可能保证

本学年的学校学习计划，教育部门已制定

了一些“挽救”措施，包括可能取消学年

剩余的放假时间。基础教育部部长安吉·莫

特谢加（Angie Motshekga）将于周一向媒

体通报学校何时重新开学，以及将采取哪

些措施防止冠状病毒在学习者中传播。 

南非教育工会表示，卫生部将致力于

解决一些学校缺乏基础设施的问题，并提

供一个交错返校的程序，以便学校能够顺

利重新开学。南非民主教师工会（SA 

Democratic Teachers' Union，简称 Sadtu）

本周发表声明表示，工会一直对教师、教

职员工和学习者的安全表示关注。Sadtu 的

秘书长穆格韦纳·马利克（Mugwena 

Maluleke）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省级

部门在提供健康和安全必需品方面的准备

情况表示关切，这些准备必须至少能够满

足学校两周的教育教学活动需求。” 

从 5 月 1 日起，随着疫情状况逐步好

转，南非的疫情等级由五级放宽到四级，

预计学校将按年级分阶段复课。南非学校

管理机构联合会（Federation of Governing 

Bodies of SA Schools）首席执行官保罗·科

尔迪茨（Paul Colditz）说：“分阶段上课是

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他认为，这将使

学校能够准备和实施标准的操作程序，这

些程序将在学校开学前由教育部门共享。

科尔迪茨说：“如果学校能够在未来两到三

周内开学，学校计划因疫情带来的损失就

可以及时得到控制，课程任务可以按时完

成”。 

一旦学校复课，教室里学生之间保持

距离可能是学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班

级可能采用小组的形式进行教学。马利克

建议，学生书桌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1.2米，

并需配有书桌屏风。同时，在学生休息时

间和进食期间，教师必须观察和监控学生

间的社交距离。全国教师工会副主席艾

伦·汤普森（Allen Thompson）建议学校通

过拆分班级、建立移动教室和雇佣更多的

教师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汤普森同时

强调学校应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下大功夫，

保障学校供水和厕所的基础设施升级，提

供充足的洗手液和口罩，雇用工作人员对

校舍进行深度清洁和保障学生交通安全等

等。马利克补充道：“在学校开学之前，教

育部将需要确保学校已经彻底消毒，并且

需要有适当的卫生设施，如运水车和冲水

马桶等。” 

 

来源：新闻 24 小时在线网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全球

学习平台以帮助解决 COVID-

19 教育危机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官

方网站 2020 年 4 月 20 日报道，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微软公司（Microsoft）宣布扩

大全球学习平台，以帮助受 COVID-19 影

响的儿童和青少年继续在家中接受教育。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微软与剑桥大

学及其出版社和评估公司共同推出的“学

习护照”，旨在通过数字远程学习平台为流

离失所和难民儿童提供教育。现在，它已

迅速扩展，以促进因 COVID-19 而被迫关

闭学校的儿童和青年的国家级课程，该平

台还将为教师和教育者提供关键资源。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利埃塔·福尔

（Henrietta Fore）表示：“从停课、孤立、

再到持续的恐惧和焦虑感，这种流行病正

在影响全世界的儿童。我们需要走到一起，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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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各种途径，以使孩子们继续学习并帮

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与微软等长

期合作伙伴一起，我们能够为儿童和青少

年面临的问题迅速部署可扩展的解决方

案。”  

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一直处于开发中

的“学习护照”，将于今年开始试点。当全

球大流行袭来，各地的学校关闭时，该计

划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现在，所有拥有

能够在线授课的课程的国家，都将能够借

助家里的设备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在线学

习的便利。学习护照记录了每个学生学习

的课程主题的记录，并在不需要额外支持

的情况下指导学习者。东帝汶、乌克兰和

科索沃过去几周关闭了学校大门，以阻止

COVID-19 病毒的传播，它们率先通过“学

习护照”推出了在线课程，为学生提供在

线书籍、视频，并为学习障碍儿童的父母

提供其他支持。 

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

表示：“就像 COVID-19 的影响无国界一样，

它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没有国界，因为它需

要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以确保每

个学生都能保持参与并继续学习。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的学习护照在可扩展的学习解

决方案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弥合数字

学习差距，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大流行期

间将教室带回家。”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通过

开放教育资源支持学习和知识

共享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官方网站 2020 年 4 月 28 日报道，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 191 个国家的 15.7 亿

学习者造成的教育大范围破坏，教科文组

织发出通过全球开放教育资源支持学习和

知识共享的呼吁。 

开放教育资源是指允许公共领域中的

任何格式和介质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材

料，或根据开放许可发行的版权受版权保

护的内容的免费获取、重复使用、重新设

计、改编和重新分发。2019 年 11 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开放教

育资源的建议书，致力于促进将其用于公

开分享知识和学习。教科文组织通讯和信

息助理总干事摩尔在·查周克（Moez 

Chakchouk）和斯坦凡尼亚·佳妮尼

（Stefania Giannini）在共同签署的呼吁中

写道，“COVID-19 危机导致世界各地所

有年龄的学习者如何获得学习资源的方式

发生了转变。 因此，国际社会现在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要通过开放教育

资源促进对信息和知识的普遍获取。我们

的联合行动旨在帮助学习者应对当前和未

来的大流行危机带来的挑战，为 COVID-

19 后未来的学习增加知识共享。”  

该呼吁鼓励实施开放教育资源建议

书，并确定了五个主要领域的行动：能力

建设和开放教育资源使用；制定支持政

策；有效、包容且公平地获得优质的开放

教育资源；鼓励为开放教育资源创建可持

续性模型；促进国际合作。开放教育资源

的呼吁还强调了最近成立的 COVID-19 全

球教育联盟和动态开放教育资源联盟的重

要作用。该联盟作为致力于共享专业知

识，促进和支持联合行动的多利益相关方

团体，将在推进开放教育资源的实践中发

挥重要作用。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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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将对图书馆产

生什么影响？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新冠疫情流行以来，高校图书馆纷纷

闭馆，改为在线服务。目前，随着关于重

新开放校园的讨论，图书馆也面临着模式

转变：与其说回归正常，不如说是进入一

个“新常态”——面对面服务和互动可能不

会被优先考虑，甚至无法实现；实体馆藏

信息的获取受到阻碍；线下的合作研究尽

可能被规避。针对这一情况，美国克莱姆

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图书馆馆长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预

测了图书馆在馆藏、服务、空间利用和运

营几个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 

1. 馆藏方面 

（1）纸质馆藏的价值越来越低。疫

情以来，大多数图书馆取消了线下访问。

然而，用户对纸质馆藏的请求却很少。新

冠肺炎疫情之后，图书馆行业从业人员应

考虑如何使纸质图书更容易获取、更有价

值。 

（2）大规模推进数字化，使用户易

于获取，而非仅仅存档。多年来，研究型

图书馆一直在进行纸质馆藏数字化工作，

但其目的多为“以防万一”式的存档。考克

斯指出，虽然需要先解决版权问题，但应

该进行更大规模的数字化工作，使图书馆

的纸质馆藏更容易被获取。 

（3）大额交易减少。由于疫情以及

其他因素造成的财务问题，北卡罗来纳大

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和纽约

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图书馆近日宣布，他们将取消与爱思唯尔

（Elsevier）公司的大额采购合同，转而

采用逐篇购买的方式以节省大量资金。这

一举措有可能被更多图书馆效仿：取消大

额交易，转而依靠资源共享协议和文献传

递服务。 

2. 服务方面 

（1）自助服务模式和虚拟替代品兴

起。一直以来，图书馆都在为读者提供面

对面的服务，但在疫情期间，工作人员应

考虑重新调整服务模式。例如，疫情有可

能导致服务台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自助

服务和非接触式互动，如自助结账、懒人

提货、文档扫描和传递等。 

（2）科研信息及教学资源的进一步

公开。对新冠病毒治疗方法的探索表明了

即时获取科学信息和数据的重要性。多年

来，图书馆一直在为科研信息及数据的公

开而努力。新冠疫情的发生可能将加快科

研信息及教学资源公开的进程。 

（3）通过技术手段对线上的教学与

科研活动提供支持。图书馆可通过开发在

线环境与研究人员和教职员工远程合作。

例如在语音识别和数据可视化的基础上开

发虚拟实验室环境，帮助研究人员进行科

研实验等。 

（4）个性化服务和人工智能的发

展。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搜索结果，也能有效保持社交距

离，将图书馆资源整合到个性化助手之

中。 

3. 空间利用方面 

（1）图书馆的空间设计可能发生变

化。一直以来，图书馆的设计都有意强调

开放的内部格局和协作式的学习空间。疫

情之后，学生可能更倾向于（或被迫）选

择个性化的学习空间。为了保持社交距

离，部分桌椅也将被移除。 

（2）公用设备消失。图书馆历来拥

有大量的公共计算机供读者使用。但是，

新冠疫情的流行有可能导致公共计算机成

为历史。图书馆将鼓励学生自己携带设

备，并为之提供所需的工作设备——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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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共享屏幕等。同时，图书馆需要制

定新的清洗程序，以确保公用设备的卫生

问题。 

4. 运营方面 

（1）图书馆员工的安全问题需要得

到保障。采购个人防护设备将是一线员工

与读者安全互动的必要条件。但是员工的

防护也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蒙面员工的接受

度，以及员工轮流工作所导致的沟通不便

等问题。 

（2）员工培训。在家办公要求每个

人要快速学习新的协作技术，如 Zoom、

WebEx、Microsoft Teams、Box 和 Google 

Docs 等。图书馆应该为员工提供新常态

下相关的基本技能培训。 

（3）经费削减，工作量增多。新冠

疫情必将对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高校正

逐步缩减开支，图书馆也将面临预算削

减、招聘中止以及其他支出限制。图书馆

需要考虑如何在保证采购预算、提供更多

在线访问内容的同时，用更少的员工完成

更多的工作。考克斯认为，图书馆需要简

化工作流程，并对现有员工进行再培训，

以担负更多职责。 

 

延伸阅读： 

1.本文作者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是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的

图书馆馆长。考克斯是《大学与研究图书馆》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的编辑委员会成

员，现任爱荷华州图书馆委员会（Iowa 

Commission of Libraries）主席。 

2.爱思唯尔（Elsevier）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及

医学出版公司，目前，爱思唯尔共出版包括《柳

叶刀》《四面体》《细胞》等在内的 2500 余种期

刊。 

Christopher Cox.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EB/OL]. [2020-06-05].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6/05/

academic-libraries-will-change-significant-ways-

result-pandem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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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学学费折扣不断攀升 

College tuition discounts climb as revenue uncertainty looms 

美国高等院校商业管理官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NACUBO）的最新年度数据显示，全美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学费折扣预计将在本学

年（2019-2020 学年）创下新纪录。 

如下图所示，NACUBO 对全美 366 所私立大学的学费折扣调查显示，自 2010-2011 学

年以来，本科院校的学费折扣一直领先其他同时提供研究生教育的院校。在 2019-2020 学年，

所有本科生的平均学费折扣高达 47.6%，大一学生在本学年的平均学费折扣更是高达 52.6%。 

 

 

 

 

 

 

 

 

 

 

 

 

 

图 1 美国各类私立大学的学费折扣数据（2010-11 至 2019-20 学年） 

这些数据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收集的，显示出美国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净收入正在不断下

降。显然，新冠疫情会加剧这一危机。具体而言，在疫情之下，美国大学已经损失了大学附

属服务（auxiliary services）收入，例如向学生退还食宿费；甚至也损失了学费收入，例如被

迫偿还部分学费。在秋季学期无法重新或者选择不重新开放校园的大学还可能会失去额外的

收入。 

NACUBO 资深研究与政策分析主管肯·雷德（Ken Redd）预计，在新冠疫情对学生及

其家庭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下，私立大学学费折扣将继续增加，而这一趋势将会给私立大学的

财务带来巨大麻烦。事实上，已经有部分大学承诺免除学费以吸引学生入学，或者允许学生

延迟支付学费。 

 

延伸阅读：美国高等院校商业管理官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NACUBO）是代表着 1900 多所院校的会员组织。该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致力于支持商业管理官

员，发挥其在校园中的扩展角色。 

Hallie Busta. College tuition discounts climb as revenue uncertainty looms [EB/OL]. [2020-05-20].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college-tuition-discounts-climb-as-revenue-uncertainty-looms/578353/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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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调查揭示新冠疫情中大学教师的在线教育观 

How has the pandemic affected college instructors’ view of online learning? 

根据美国教育潜水网站（Education Dive）的一项小型调查，只有 22%的人表示他们的

在线教学经验使他们“非常或极其”认同在线教学是疫情消退后大学可以继续使用的一种教

育工具，另有 40％的人“不那么”或“根本不”认同这一看法。 

这项对来自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的 73 名大学教师的邮件调查显示，在新冠疫情迫使大学

开展在线教育之前，60%的大学教师曾教授过远程或者混合课程。尽管如此，观察家指出，

很少有大学拥有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在短短几周内创建完善的在线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在

疫情中许多大学教师只是通过视频会议网络重新创建和再现了他们的面对面课堂。  

该调查中将近一半的大学教师表示，他们大部分课程内容都是通过实时视频提供的，而

仅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教师说，他们为学生提供了视频链接和下载服务。数字教学专家指出，

这种同步教学可能为居住在另一个时区中的学生、没有稳定 Wi-Fi 设备或者在家中没有安静

空间的学生造成障碍。如果大学在秋季学期继续进行在线教育，则可能需要更多地采用异步

教学方法。  

接受调查的大学教师表示，他们将需要在在线教学方面得到更多帮助。事实上，只有一

半的大学教师表示，他们对到目前为止从大学获得的在线教学支持感到满意。为了最大程度

地提高在线课程的效率，受访者表示他们尤其需要在考试、技术支持和吸引学生等方面的帮

助。  

尽管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教师在为过渡到在线教学做着艰苦努力，鉴于生源流失等多重考

虑，许多大学管理者渴望尽快恢复面对面的指导。但是，超过一半的接受调查的大学教师

（55％）表示，他们希望在整个夏季学期中，大多数课程都是完全在线的。  

 

Natalie Schwartz.How has the pandemic affected college instructors’ view of online learning? 

[EB/OL].[2020-05-15].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how-has-the-pandemic-affected-college-instructors-

view-of-online-learning/578071/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新冠疫情对女性毕业生的打击最大 

New Analysis Says Pandemic Hits Women Graduates Hardest 
2020 年 5 月 20 日，倡导性别平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AAUW）发布了一项名为《新冠疫情期间女大学生需承担

更多的贷款》（Deeper In Debt，Women and Student Loans in the Time of COVID）的分析报告。

报告发现，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贷款债务为女性持有，尤其是黑人女性或家里第一个上

大学的女性。报告还指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头几周，女性失业人数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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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人数的 59%。 

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呼吁政策制定者向大学生提供更多紧急援助，取消高达 1 万美元的

贷款债务，并缩小性别薪酬差距。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一呼吁是对当今女大学生因新冠疫

情大流行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不确定性的回应。 

AAUW 首席执行官可米·丘奇斯（Kim Churches）表示，“2020 年大学毕业生面临的财

务困难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毕业后将面临失业率增加、债务危机和性别之间薪酬的差距。即

使在经济强劲的时候，学生贷款也会损害女性买房、成家或为退休储蓄的能力，除非我们采

取果断行动，否则我们正在摧毁一代女性的未来”。 

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向最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紧急援助，包括对童年

抵美学生的延期援助。童年抵美学生占美国大学生的 2%，但由于他们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

而常被排除在大学助学金的申请资格之外。 

报告最后提到:“年轻人发现自己背负的学生贷款越来越多，而偿还债务的方式却越来

越少。为了确保疫情及其经济全面平稳恢复，我们必须在未来几个月应对这些挑战。” 

 

延伸阅读：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AUW）正式成立于 1881 年，是一个通过宣传、教育与研究促进妇

女和女童平等的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在美国有超过 170,000 名成员与支持者、1000 多个地方分支机构、

800 余所高校合作伙伴。 

 

Greta Anderson. New Analysis Says Pandemic Hits Women Graduates Hardest [EB/OL]. [2020-05-21.]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20/05/21/new-analysis-says-pandemic-hits-women-graduates-

hardest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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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告警告 K-12 教育中

的 AI 应用需要考虑四项问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K-12 

Educatio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Lurk, Report Warns 

美国校园网络联盟（Consor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 CoSN）最近发布的一

份报告总结说，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具有在课堂内外广泛重塑

教育的潜力，但是学区官员在采用由 AI 驱

动的技术工具前需要考虑四个关键问题，

以避免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一，AI 已经在教室中，无论你是否

认识到它。无论是内置在在线平台中用以

跟踪学生数据，还是更明显地以虚拟助手、

或将摄像头与面部（或物体）识别相结合

的安全系统的形式存在，AI 显然已经以多

种方式被应用于 K-12 学校中。  

第二，AI 工具在被设计时并未考虑到

学生的隐私。该报告指出，迄今为止，大

多数 AI 工具都是为商业目的而非教育环

境设计的。这意味着市场上的大多数 AI 工

具不支持联邦和州数据隐私法律，包括部

分州的学生数据隐私法律。 

第三，AI 工具算法所使用的数据存在

缺陷和偏见。CoSN 报告说：“鉴于社会中

普遍存在的种族、宗教和性别偏见，采集

书籍、媒体甚至新闻报道等数据的 AI 算法

可能会延续这些偏见。”“例如，AI 工具中

的偏见会体现在平台如何教授特定技能、

纠正不同答案、代表不同个人、甚至尝试

解释学生的情绪上。”所以，学区负责人应

该询问 AI 工具数据集的形成方式，并要意

识到这些数据可能会存在偏见或歧视的风

险。 

第四，教育者需要确定使用 AI 的最终

教育目标。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考虑将

AI 应用到课堂中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

么？“AI 可以创造或促进什么样的学习机

会？教育的目标是什么，AI 将如何帮助实

现这一目标？”“或者更为直接的是，如果

AI 是解决方案，那么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是

什么？” 

除此之外，CoSN 报告还重点介绍了

K-12 领域人工智能中最有前途的应用，即

提供自适应和个性化的教学，这可以使教

师有机会创造更具建设性的一对一学习机

会。“AI 可以通过解决行政问题、自动化

某些任务等来为教师提供时间来构建更有

意义的一对一学习机会，并通过实施自适

应评估、智能辅导系统和支持自适应学习

的平台，来实践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愿景。”  

 

David Rau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K-12 

Educatio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Lurk, Report 

Warns [EB/OL]. [2020-05-28].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DigitalEducation/2

020/05/ai_report_blog.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

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下新教师培训

做出调整 

Facing an uncertain summer, Teach 

for America and other prep 

programs will train teachers online 

美国“为美国而教”组织（Teach for 

America, TFA）以其对新教师的夏季速成

培训而远近闻名。然而因新冠疫情的影响，

近日，“为美国而教”组织宣布今年夏季的

新教师培训将以线上形式进行。 

今天夏天，“为美国而教”组织需要为

3000 名新教师开展为期 4.5 周的速成培训。

在新的线上培训形式下，考虑到新教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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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整天持续集中精力在屏幕上，所以安

排新教师每天需要接受 4 个小时的视频直

播培训，然后再花费 4 个小时自学。全部

培训课程学完之后，新教师才能扎根到他

们将要工作的社区。 

除了培训形式发生变化外，培训内容

也将会发生变化。培训不仅需要帮助新教

师做好在传统教室里教学的准备，还要帮

助其做好线上教学的准备，以便预防新一

轮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关闭而带来的严重影

响。例如，帮助新教师学习使用工具进行

视频聊天、录制视频演示和发布任务与作

业，学习如何在线上课堂里同学生互动，

学习如何在社交和情感上支持学生。 

除此之外，“为美国而教”组织也正在

寻找方法，希望通过虚拟咖啡时间和便餐

等活动，来帮助新教师成员之间彼此联系

与帮助。 

负责监测这一暑期培训的TFA资深副

总裁桑德斯（LaNiesha Cobb Sanders）表示：

“这些调整是对当前我们所处环境的回应。

美国其他教师培训项目现在也都在做同样

的事情”。 

 

延伸阅读： 

“为美国而教”组织，成立于 1990 年，它以消

弭美国教育不均等为使命，招募来自优秀大学的

毕业生进入都市及乡村地区的公立学校，担任为

期两年的教师，来为师资短缺的低收入学区引进

高品质的教育人才。  

Kalyn Belsha. Facing an uncertain summer, 

Teach for America and other prep programs will 

train teachers online [EB/OL]. [2020-05-20]. 

https://www.chalkbeat.org/2020/5/20/21265581/teac

h-for-america-summer-teacher-training-online-

coronavirus 

信息来源：美国粉笔跳动（Chalkbeat）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校

园诉求 

Students Demand Campuses Cut 

Ties With Police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的

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被一名白人警察杀害后，参与抗议活动的

学生要求其大学重新审视与校园警察以及

非校园警察的关系。截至六月五日，已有

数十所大学的学生组织、工会和活动参与

者称治安机构对黑人实施暴力，维护白人

至上主义，呼吁学校行政部门切断与当地

警方的联系或者解散校园警察部门。大学

管理层大多没有同意这些呼吁，而是承诺

做出改变，减少学校对校园警察的需求。 

自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同意终止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

局（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的一些

合作关系以来，提出类似要求的团体不断

增 加 。包 括西 北大 学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 和 纽 约 大 学 （ New York 

University）在内的一些大学的学生采取了

使用团体签名的公开信形式进行抗议。 

西北大学黑人学生联盟“For Members 

Only”发布了一份由 150 多个学生团体和

4900 名个人签署的声明，要求该校终止与

埃 文 斯 顿 警 察 局 （ Evanston Police 

Department）和芝加哥警察局（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的诸多联系。要求包括

不允许当地警察参与西北大学的抗议活动，

以及停止联合巡查。该声明还要求西北大

学解散校警，并对黑人学生进行拨款。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非裔

及拉美裔学生社团（Black and Latinx 

Student Caucus）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学

校与纽约警察局结束合同、改变课程设置

以及增加黑人教师人数等。 



 

 

World Education News May.2020 No.106 

14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5月 第 10期 实践探索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学生们再次呼吁停止该校建

立校园警察队伍，而私募警察队伍的计划

已于 2019 年 4 月得到马里兰州参议院

（Maryland State Senate）的批准。一年前，

反对校园警察的学生抗议活动曾一度发展

到占领学校的行政大楼的地步，后来以巴

尔的摩警方逮捕了七名抗议者而告终。在

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该校表示，将继续推

进建立校园警察队伍的计划。 

路 易 斯 维 尔 大 学 （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黑人学生团体主席马利娅·霍

默（Maliya Homer ）在给该校校长和校警

负责人的信中要求大学警察局迅速解除与

路易斯维尔城市警察局的联系。 

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和天普大

学（Temple University）也发生了类似的请

愿事件。 

一些大学对活动参与者的呼吁做出回

应称，很难切断与当地警察部门的联系。

例如，纽约大学作出回应：纽约市包括警

察局在内的紧急服务部门，需要对紧急情

况或犯罪行为做出反应，此外，校园位于

市中心，学校在控制纽约警察进出方面无

能为力。 

 

Emma Whitford, Lilah Burke. Students 

Demand Campuses Cut Ties With Police [EB/OL]. 

[2020-06-05].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6/05/s

tudents-demand-universities-break-ties-local-police-

few-hav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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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6-8】2021 年第二届

教育与信息技术进步国际会议 

202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EIT 

2021) 

 

会议时间：2021 年 1 月 6-8 日 

会议地点：千叶，日本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教育相关领域的

科学家、研究者、工程师与从业人员 

会议主办方：千叶大学 

会议内容： 

2021 年第二届教育与信息技术进步

国际会议将于 1 月 6 日至 8 日在日本千叶

大学举办。会议旨在为世界各地教育相关

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者、工程师与从业人

员提供一个介绍和讨论最新的技术进步以

及教育技术的未来方向和趋势的平台。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教育中的技术问题（Technological Issues in 

Education），包括电子学习（e-Learning）、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教育应用程

序（Apps for education）、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 ）、 在 线 / 虚 拟 实 验 室

（Online/Virtual Laboratories）、管理性学习

系 统 （ MLE ）（ Managed Learning 

Environments）等；2.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工

作 （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包括协作虚拟环境（Collaborative 

Virtual Environments，CVE）、虚拟学习环

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VLE）、

Web 2.0 与社交网络（Web 2.0 and Social 

Networking）、教育中的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in Education）等；3. 教育软件与严

肃游戏（Educational Software and Serious 

Games），包括教育软件经验（Educational 

Software experiences）、3D 应用程序与虚拟

现实（3D Applications and Virtual Reality）、

学习视频（Videos for Learning）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地教育相

关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者、工程师与从业

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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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

审后被接受的优秀会议论文将发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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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pus ， 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Google Scholar，Crossref

等索引。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8

月 2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 http://www.aeit.net [2020-06-16]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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