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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长和学区正部署一系

列措施提升教师工作积极性 

据美国《教育周刊》（www.edweek.org）

2020 年 5 月 8 日报道，随着教师数周在家

进行教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严重下降，

校长和学区领导正在部署一系列支持策略，

以帮助教师适应突然转向远程学习的情况，

对抗教师产生的职业倦怠感。 

据《教育周刊》的调查，3 月 25 日 63%

的教师报告说其工作积极性比疫情大流行

前要低， 4 月 8 日这一数字上升到 69%，

4 月 23 日这一数值为 72%，5 月 7 日的最

新数值为 71%。哈佛大学研究教师工作条

件和满意度的教育学教授苏珊•摩尔•约翰

逊（Susan Moore Johnson）表示，许多吸引

教师从事教学的内在奖励——与孩子们密

切合作、在服务意识强的同事社区中工作

等内容，在他们进行线上教学时变得难以

体验。由于知道这一转变对教师来说是艰

难的，管理者们已经争先恐后地提供尽可

能多的支持，如在许多教师不熟悉的技术

平台上建立了培训课程，如 Zoom 和谷歌

教室（Google Classroom），并为虚拟课堂

学习提供教学指导。除此之外，对于教师

的情感支持也非常重要，如纽约州查帕夸

学区（Chappaqua, N.Y., school district）助

理督学托尼·西纳尼斯（Tony Sinanis）利

用社交网络为教师们树立健康的榜样，他

会在外出跑步时发布视频；阿吕•埃贝(Anu 

Ebbe)是麦迪逊市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会在

社工或心理学家的陪同下参加教师的

Zoom课程，为教师提供学术和情感方面的

反馈。 

无论是专业的教学方面还是生活情感

方面，使得教师得到有效的支持都非常重

要。专家们说，在教师不在学校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持，这也为教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薛远康 

 

英国：在线教学或成为主流学

习方式 

据英国 BBC 新闻（BBC News）官方

网站 2020 年 5 月 17 日报道，随着全球范

围内冠状病毒大流行，各国对学校进行封

锁，世界各地的学生逐渐已经习惯了在线

学习的事实。在线学习平台“未来学习”

（FutureLearn）的首席转型官执行官卡斯

因·斯科尔顿（Kathryn Skelton）认为，大

学在短短几个月内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变

成现在的样子，教育机构也在短短几周内

就已经转向数字化教学模式这一事实令人

印象深刻。但是人们认为通过某些线上授

课平台进行“演讲”就足够了，她对此感到

十分担忧。 

疫情期间导致人们对在线课程的需求

增长了三倍以上，除了正常的学校课程学

习，人们对新的业务技能培训也很感兴趣，

诸如外语课程、心理健康意识，甚至旨在

提高人们对冠状病毒知识的课程的兴趣也

在增加。斯克尔顿女士认为，在这场危机

中，会有更多的人尝试在线学习。 

“教育工作者需要退后一步仔细想想，

不要问‘如何复制在课堂上所做的事情？’，

而是要问‘我应该如何重新设计这种学习

体验，以利用可以提供完整学习体验的全

部技术，而不仅仅是信息的简单传递？’”

她提示在线授课教师应当反思以下几点：

制定一个教学计划；考虑不同的信息传递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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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例如视频和文章；社会参与是关键；

进行对话，让学生互相学习。 

在线人民大学（UofPeople）的校长席

恩·雷舍夫（Shai Reshef）表示：“许多大

学已经实施封锁，要求教授在线上讲课，

我认为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大学应该朝这个

方向发展，但他们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做，

要掌握在线学习的整个教学法。”在线人民

大学每天进行的小班授课中，学生之间有

很多互动。教师每周要安排家庭作业和任

务，这些学生是难民或其他无法负担传统

大学教育费用的学生。为期八周的模块化

课程是免学费的，学生只需支付参加课程

结束考试的费用。 

疫情期间，在线人民大学的学生人数

激增，新学期有 7,000 名新学生上线。“由

于流行病，很多人来到我们这里。被隔离

的学生感到，度过时间的最佳方法是回到

学校上课。由于学生停课了，他们来我们

学校继续学习，一直到学校重新开放之时。”

病毒大流行结束后，雷舍夫认为，大学应

考虑将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大

学第一年用于在线学习，第二年用于学校

学习。他说：“目前还不清楚明年是否开放

大学，即使这些大学开放也必须有社会隔

离措施。在线教学也许可以继续运行。” 

在线学习有着复杂的历史。最初推出

的所谓 Moocs（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虽

然具有革命性，但保留率很低。根据麻省

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这些课程在过去五

年中的平均辍学率约为 96％。对于希望在

秋季开始传统大学之旅的学生来说，线上

教学是否能成为主流的学习方式，仍然存

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来源：英国 BBC 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雅晴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建

议高等学校收取学费时允许分

期付款 

据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020

年 5 月 17 日报道，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 （ Министр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部长瓦列里·法尔科

夫（Валерий Фальков）对 2020-2021 学年

的学费价格的制定进行了解释。此前，他

已经表示过大学应将学费保持在 2019 年

的水平。   

法尔科夫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许多大学的财政预算都是考虑到学费收入

而生成的，教师的薪水在很大程度上也取

决于学费收入，尤其是现在许多教师实质

上是与学生一起展开单独工作，在任何情

况下每个人都在积极工作。关于大学的预

算名额存在一个标准成本，所有大学合同

所规定的学费不能低于这个标准成本。今

年，我们为大学提供了机会，大学可以自

己确定学费为多少，但要考虑到标准成本。

现在部门正在确定标准成本的最小额度。

这一标准成本额度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设置，大学无法任意更改。” 

此外，考虑到与疫情有关的所有情况，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建议大学允许学生分期

支付学费。部门现在了解到，大学已经收

到学生关于学费分期付款的大量留言，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也在积极进行对话和沟通，

建议大学尽可能提供最大额度的分期付款，

但最终是否实行分期付款由学校自己决定。 

 

来源：俄罗斯报 

编译者：朱佳悦 

 

 

德国：提供数字设备的良好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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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德 国 教 育 视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05 月 15 日报

道，在 2020 年 4 月 22 日的会议上，基民

盟（CDU）、基社盟（CSU）和德国社会民

主党（SPD）决定了一项 5 亿欧元的计划，

为处境不利的学童提供应急设备。目前，

联邦和州政府已同意实施由联合委员会决

定的 5 亿欧元计划，提供数字终端设备。

有了这笔钱，联邦州将启动移动设备的采

购计划，设备本身应从学校借给相应的学

生。此外，这比款项还将用于创建专业的

在线课程所必需的学校端设备。 

联邦教育部长阿妮娅 ·卡里切尔克

（Anja Karliczek）表示：“疫情危机一定不

能成为教育危机。即使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我们也必须尽可能向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

这个目标使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联邦和

州政府正在朝着同一方向努力。” 

教育部长会议主席及莱茵兰-普法尔

茨教育部长斯蒂芬妮·胡比格（Stefanie 

Hubig）表示：“在逐渐开放的学校（线下

与线下教学交替进行的时候），将继续进行

数字化工作。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学生都拥

有尽可能相同的条件，因为教育的平等还

包括学生的数字设备。” 

 

来源：德国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付惠 

 

 

西班牙：科泰克基金会发布

《新冠病毒肺炎和教育：家庭

学校与不平等》报告 

据欧罗巴新闻社（EUROPA PRESS）

2020 年 5 月 12 日报道，科泰克基金会

（Fundación Cotec）发布的《新冠病毒肺炎

和教育：家庭学校与不平等》报告指出，

至少有 90%的西班牙学生家庭具备电脑、

互联网连接和安静的学习空间。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造成的停课促使学生在家进行学

习，而由此带来的诸多不平等现象扩大了

现已存在的教育鸿沟，例如家庭、学校和

教师的设备及数字化能力的不平等。 

部分结论显示，较家庭所在的自治区

因素相比，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教育不

平等的影响更大。此外，与私立学校和公

私合营制学校相比，公立学校在线上教学

方面显示出较大的弱势。 

这项报告以 2018 年 PISA 测试的部分

结果为基础，分析了教育领域中的三种数

字鸿沟：准入鸿沟（brecha de acceso，指在

家中具备电脑、互联网连接及适合学习的

空间）；使用鸿沟（brecha de uso，指不同

设备的使用时长）；学校鸿沟（ brecha 

escolar，指学校和教师的数字设备及数字

素养）。 

从准入鸿沟来看，至少有 90%的西班

牙学生家庭具备电脑、互联网连接和安静

的学习空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的平均水平持平，且地区性差异并不大。

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那利群岛、穆尔

西亚自治区、休达和梅利亚等地，也只有

将近 10%的学生家庭没有电脑。 

从使用鸿沟上来看，西班牙学生的互

联网使用时间以及连接到互联网的电子设

备（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数量与 OECD 国家平均水

平相近。具体而言，46%的西班牙学生每天

的互联网使用时间约为 1 小时 15 分钟，且

地区间差异不显著。但是，根据科泰克基

金会的说法，在弱势学生群体中存在互联

网使用过度的现象：在处于社会经济背景

最低水平的 20%学生中，有 51%的学生每

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达到或超过 4 个小时；

而对处于最高水平的 20%学生而言，这个

比例为 33%。 

从学校鸿沟上来看，西班牙 52%的学

校具备有效的数字化平台，以支持其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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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线上教育。这一数据仍与 OECD 国

家的平均水平相近。尽管如此，西班牙与

其他国家的差距仍较明显，例如芬兰

（80%）、美国（77%）以及英国（66％）。

此外，53%的学校负责人认为他们的教师

群体具备利用数字化设备进行教学的必要

的教学及技术能力，还有 55%的负责人认

为学校具备有效的专业资源以帮助教师学

习使用数字化设备。而 OECD 国家在这两

方面的平均水平都达到了 65%。 

 

来源：欧罗巴新闻社 

编译者：张灵铃 

 

 

新西兰：第三产业免费为失业

者提供职业培训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20 年 5 月

15 日报道，南岛（South Island）最大的职

业教育机构表示，由于周四预算案

（Thursday's Budget）承诺提供 16 亿美元

用于贸易和学徒培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

生人数可能会增加。作为国家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复苏计划的一部分，7 月 1 日起，

国家开始提供建筑业、农业、制造业和护

理等行业的教育培训资金。教育部长克里

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在未

来两年内，国家将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提供

免费的职业培训。该计划将对失业人员进

行再培训，并为基本行业的新员工提供入

职培训。希普金斯说：“随着这场健康危机

的结束，我们意识到在培训和教育上投资

非常重要，能够帮助失业的人再就业。” 

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补充以

及雇主对学徒的培训，部分用于支持贸易

发展。坎特伯雷阿拉研究所（Ara Institute 

of Canterbury）首席执行官托尼·格雷（Tony 

Gray）对此表示支持，但他同时表示对于

资金的具体分配尚不明确。“我们将确保与

企业展开合作，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此

同时，还要与其他大专院校合作，确保将

资金有效地用于培训，满足劳动力发展需

求。”新成立的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

（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NZIST）理事会主席穆雷·斯

特朗（Murray Strong）也对该项投资计划

表示欢迎。他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

响，新西兰很多民众面临失业等巨大的困

难。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将全力保障该

项职业培训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实施。

多所院校采取相关措施支持职业培训计划

的开展，帮助受疫情影响而失业的民众。 

 

来源：新西兰《Stuff》新闻网 

编译者：张宁 

 

 

日本：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在线

课堂与在线社团活动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2020年5月

10 日报道，东京都内私立中学 3 年级的男

生（14 岁）因为平时从早上到晚上，持续

地面对者电脑生活，每天学习都很忙碌。

在 4 月初在线举行学校开学典礼后，平时

从早上 8 点多坐地在电脑前在线学习。既

有指定时间进行授课实况转播的老师，也

有发送授课视频的老师。也有在网上解答

了老师提出的课题后，在网上提交、与老

师进行交流的课程形式。 

除了课程以外，从下午 2 点开始，学

生还要每周三次使用电视会议系统 Zoom

和 LINE 参与 2-3 小时的社团活动“数学研

究会”。由前辈提出了难题，大家抽出时间

开始解答。解答完成的部员发送答案由前

辈检查，直到回答正确为止。解答超时后，

由社团前辈进行解说。从下午 5 点多开始，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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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有 2 次英语和数学补习班的课程各 3

个小时。其他英语补习班每周也有一次。

这些都是双向在线授课，与补习班的讲师

进行在线交流。学生表示：“由于长时间看

画面，所以眼睛十分疲劳。但是如果一直

呆在家里，就没有机会和人聊天，只能网

上聊天。” 

神奈川县公立小学 6 年级的男生（11

岁）也为了中学考试而在线努力学习。紧

急事态宣言发表几天后，正在上学的补习

班导入了聊天应用软件 Slack。孩子们在观

看 Youtube 上传的授课视频后，再完成课

题。老师将复习考试的答案用手机拍摄后

发送给学生，并进行在线解疑。也有按不

同学科，设立匿名提问的栏目。男孩说：

“在家中学习很寂寞，但是通过在线视频上

课很有趣，老师们也经常在线鼓励并支持

我们。” 

 

来源：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文静 

 

 

 

 

纳米比亚：农村学校在接受新

教学方式方面存在挑战 

据非洲纳米比亚人新闻网（Namibian）

2020 年 5 月 12 日报道，农村学校数量众

多的地区发现电子学习模式（e-learning 

mode）具有挑战性，这些地区包括 Hardap、

Omaheke 和 Erongo。来自这些地区的教育

主管说，他们所在地区的学校仍然面临着

网络连通性的挑战，使得学生很难或不可

能进行电子学习。 

昨日，Covid-19 通讯中心（Covid-19 

Communication Centre）负责人表示，目前

采用的学习模式是线下学习，即通过印刷

学习材料、广播公告和 WhatsApp 群组向

学生传达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

些学校由于缺乏互联网设施导致的学生学

习进度落后的状况。 

Omaheke 地区教育主管佩卡·森巴

（Pecka Semba）说，该地区有 47 所学校，

虽然数量上比其他地区少，但他们面临的

挑战比其他地区更严重。据森巴介绍，在

47 所学校中，有 10所无法接受线下学习，

因为这些学校位于偏远地区，没有技术连

接支持。森巴说：“这 10 所学校没有应用

最新的技术手段。我们地区的边缘化部落

数量最多，学生缺少联系外界的手段，他

们的父母也没有文化水平来帮助他们。”除

了连通性，Omaheke 地区土地地域广阔，

这导致人口分散，很难轻松地和每个人取

得联系。“我们带着学习手册去各个村庄拜

访学生的父母，但是他们不能教孩子，因

为他们是文盲。”森巴补充道。同时，学习

手册的制作成本较高，该地区也在尝试解

决这个问题。 

 

来源：纳米比亚人新闻网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印度

女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教育的网络研讨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20

年 5 月 13 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德

里办事处（UNESCO New Delhi）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组织了一次关于印度女孩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简称 STEM）

教育的网络研讨会。讨论重点关注女孩参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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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TEM 相关领域的障碍，吸引了来自不

同学术和专业背景的 85 多位参与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德里办事处教育

总监麻美·欧玛·迪普（Mame Omar Diop）

在会议开始为听众和小组成员介绍了女孩

参与 STEM 相关领域的背景。拉姆·博济

（Ram Boojh）博士阐述了一些有希望解决

STEM 领域中女性代表不足问题的做法。

他还分享说，发展积极的 STEM 身份并建

立与榜样的联系是驱动女孩从事 STEM 事

业的重要因素。全体妇女小组成员强调必

须创造一个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教育环境，

以消除女孩从事科学职业时的误解，并通

过指导来培养女孩的领导才能。 

女孩在 STEM 领域中的参与仍然是印

度乃至全世界的一项挑战，为确保女孩有

平等的机会追求 STEM 学习领域的职业目

标，对女孩和妇女赋权至关重要。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

COVID-19 下的残疾儿童父母

指南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20

年 5 月 5 日报道，为了缓解和帮助残疾儿

童父母应对 COVID-19 期间的育儿挑战，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新 德 里 办 事 处

（UNESCO New Delhi）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残疾社区管理主席推出了《COVID-19

时代的生活：残疾儿童父母指南》。  

残疾儿童可能患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从而增加了因 COVID-19 引起严重并发症

的风险。此外，随着学校和企业的正常运

营停顿，无法获得对这些儿童的治疗和支

持可能会产生长期而显着的影响。因此，

照顾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也同样重要。

该指南说明了父母在照顾残疾儿童时必须

考虑的不同方面，还解决了在这些不寻常

的时期维持父母的心理健康以及他们各种

职责的责任。 

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促进和确保所有人

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新德里办事处主任埃里克·法特（Eric Falt）

作出针对性评论：“该指南面向行动，将为

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服务，以应对

COVID-19 的极端危机。”并对相关机构通

过社区残疾管理和康复计划（Community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简称 CDMRP）提升认识的不

断努力表示赞赏。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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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采取何种措施预防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 

Promot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 in 

Difficult Days 

新冠疫情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

大的压力，这可能会加剧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问题：许多学生不得不在学校停课后匆

忙回家或另外寻找住处，同时还要迅速适

应线上学习节奏，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艰

难的转变过程。对此，杰德基金会（Jed 

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菲

（John MacPhee）指出，这段时间，大学可

以采取如下措施保护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降低青少年自杀的风险。 

（1）支持学生生活技能的发展。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学生需要适应新的

生活环境，学生可能面临着包括经济和职

业生涯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学校可以在人

际交往、问题解决、决策制定等方面为学

生提供支持，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技能、

时间管理以及如何处理线上学习和交流模

式导致的焦虑等方面的指导。教师可以为

学生创造免费的线上交流机会，探讨有关

课程、学习、学术及其它各方面的问题。 

（2）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保持

身体距离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交。学校应鼓

励学生培养友谊、与同学保持联系，如采

取在线学习小组、在线合作伙伴等可以加

强学生之间的沟通的措施。保证学生可以

在网上参加课外俱乐部和社团活动，也可

以参加学校组织的网上社交活动。同时，

教师也可以在线上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3）识别有精神问题或自杀倾向的学

生，及时干预。当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短信或社交平台与学生交流时，教师和管

理人员可采用积极倾听的原则，如果学生

表达了担忧，教师和管理人员可以试着通

过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判断：学生所说的内

容、学生的情绪及与这种想法和情绪相关

的行为。一旦教师或学生发现了有潜在精

神问题或自杀倾向的学生，应当有具体明

确的反映渠道。此外，学校还可以为学生

的家庭提供关于如何辨别学生是否存在心

理问题的相关知识。 

（4）增加求助渠道。新冠疫情大环境

下，获取医疗服务变得困难。学校心理咨

询中心可开设线上讨论小组，为学生提供

交流生活经历及感受的渠道，使学生能够

互相帮助，解决问题。相关专业人员还可

以在告知学生的前提下，对学生在社交媒

体上的发言进行监控和及时回复。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约翰 •麦克菲（ John 

MacPhee）是杰德基金会（Jed Foundation）的执行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杰德基金会成立于 2000 年，

是一个致力于保护青少年情感健康、预防青少年

自杀的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与多所高中和大学

合作，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防止

学生滥用药物，并帮助学校建立预防学生自杀的

程序和系统。目前杰德基金会已因其强大的影响

力受到第三方组织的广泛认可。 

 

John MacPhee . Promot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 in Difficult Days [EB/OL]. [2020-05-2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5/29/

advice-promoting-student-mental-health-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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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大学捐赠？ 

How is the pandemic impacting college endow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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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rs, NACUBO）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美国大学所获总体捐赠数额将会下降。此外，美

国各大学所获捐赠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投资收益出现下降，从大学所获捐赠中支出的数额

也会在下一财年发生变化。 

在新冠疫情之前，接受调查的 333 家高校中有五分之二的高校表示他们不确定能否达到

2020 财年的筹款目标。而在近期的这项调查中，40%的高校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捐赠收入数

额将下降 10%甚至更多，而且尤其担忧大笔捐赠的流失，因为这会对大学产生重大影响。 

该调查特别关注了大学所获捐赠的投资收益。数据显示，高校所获捐赠的投资收益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平均下降了 13.4%，其中小笔捐赠的投资收益所受到的打击要大于大笔捐

赠。 

近几个月，“高校应从所获捐赠中支出更多资金以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这一呼声在

社会上引起了较大争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认为，哈佛大学在 2019 财

年所获的捐赠达到近 400 亿美元，这是哈佛大学不应该接受国会分配给美国高校的用于应

对新冠疫情经费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一想法遭到大学官员的普遍反对，反对的理由是

捐助者会对资金用途提出限制条件：事实上大学的捐赠资金有将近一半都是被用于对大学生

的经济援助。在 NACUBO 的这项调查中，将近四分之三的受访高校希望在 2021 财年从捐

赠基金中支出与往年相同的数额用于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同时，有 12％的受访高校表

示目前还不确定下一年的支出方案，仅有 8％的受访高校计划增加支出数额，而哈佛大学计

划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从捐赠基金中减少支出。 

 

Hallie Busta. How is the pandemic impacting college endowments? [EB/OL]. [2020-06-12].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how-is-the-pandemic-impacting-college-endowments/579760/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调查发现，贫困与种族均会对学生的网络接入造成影响 

Poverty, Race Linked to Lack of Internet for Students 

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贫穷和种族都会影响年轻人的互联网接入情况。

报告指出，当几乎所有 K-12 学校都转向在线教学时，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这项研究基于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数据，该调查上一次于

2018 年完成。这项由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对约 300 万户家庭进行的调查

调查了 1-12 年级学生的互联网接入水平（宽带、拨号上网、手机上网或卫星上网），以及这

些家庭是否领取了食品券，还收集了学生的年龄、种族、残疾状况和住房类型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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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项目定量计算了低收入和非白人儿童青少年与同龄人上网的差距。正如研究人员

所写的那样，“实证研究突出表明，在疫情期间因保持社交距离而导致学校停课的情况下，

互联网接入的差距会加剧现有的教育不平等。”研究人员发现，超过四分之三（77%）的学生

可以使用高速互联网。除了宽带之外，主要的互联网接入方式是通过手机连接，但这种方式

给依赖于高带宽操作（如视频会议）的活动带来“不太满意”的体验。另外，仍有 5.5%的学

生完全没有互联网接入。 

研究人员认为，贫困问题和种族都会影响人们的上网情况：约五分之一（21%）的学生

生活在领取食品券的家庭，他们接入高速互联网的比例比总体水平低 16%，完全没有互联网

接入的比例比总体水平高 10%；没有厨房设施的家庭接入高速互联网的比例比总体水平低

30%。；非裔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接入高速互联网的比例比总体水平低 8%，完全没有互联网接

入的比例比总体水平高 4%。 

 

Dian Schaffhauser. Poverty, Race Linked to Lack of Internet for Students [EB/OL]. [2020-05-

14].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20/05/14/poverty-race-linked-to-lack-of-internet-for-students.aspx.  

信息来源：美国日报网 

编译者：王晨雨 

 

 

新型冠状病毒严重打击澳大利亚的研究能力 

More than 10,000 job losses, billions in lost revenue: coronavirus will hit 

Australia’s research capacity harder than the GFC 

新型冠状病毒已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研究部门历史上最重大的威胁之一，目前已造成澳大

利亚超过 10000 人失业，带来了数十亿澳元的收入损失。《新冠病毒研究人员报告》（COVID-

19 Research Workforce Report）显示，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将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严重影

响，这种影响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高等教育部门估计，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其 2020 年的收入将至少下降 30 亿澳元，降幅

可能高达 46 亿澳元。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这种下降带来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在过去几

年中，澳大利亚在研究上的收支一直持平，但总体上有所下降。2019 年至 2020 年，澳大利

亚研究支出的预算总额为 96 亿澳元，其中 21 亿澳元投入到工业领域；21 亿澳元用于政府

研究活动（包括澳大利亚医学科学研究所、澳大利亚核科学技术组织和国防等）；36 亿澳元

用于高等教育；18 亿澳元用于医学研究机构以及农业和能源等其他部门。以全球金融危机

期间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支出下降 3.1%为参照，预计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这一支出将再

次急剧下降。 

在澳大利亚的 16.4 万名研究人员中，几乎有一半是学术人员和研究生。大学预计在未

来 6 个月内将失去多达 2.1 万名全职员工，其中包括 7000 名研究人员。占大学劳动力 57%

的研究生在获得更高学位的同时从事研究工作，而由于冠状病毒影响，可能会有 6000 人失

去工作。在医学研究机构，预计将裁员约 3000 人。人们普遍担心，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多样

性将随着这些工作岗位的消失而消失。 

另外，大学依靠全额付费的国际学生的收入来补充政府的研究资金，这笔收入约占大学

总收入的 26%。许多国际研究生延长在校时间以降低研究中断所带来的影响，但有些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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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其原籍国。加上未来可能的旅行限制，预计 2020 年有超过 9000 名国际研究生无法恢复

其在澳大利亚的研究项目。由于海外学生在学生总数中占比较高，澳大利亚的大学研究能力

相比其它国家而言受到更严重的打击。研究能力的整体丧失不仅影响新知识的创造，也将显

著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Frank Larkins，Kylie Walker. More than 10,000 job losses, billions in lost revenue: coronavirus will hit 

Australia’s research capacity harder than the GFC [EB/OL]. [2020-05-1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e-than-

10-000-job-losses-billions-in-lost-revenue-coronavirus-will-hit-australias-research-capacity-harder-than-the-gfc-

138210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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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下佐治亚州取

消教师资格考试 

Georgia Eliminate the edTPA 

Requirement for Teacher Candidates 

 

美国佐治亚州近日宣布将不再要求教

师候选人必须通过基于严格标准的资格考

试（简称 edTPA，是 performance-based 

licensing test 和 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 

for teacher-candidates 的联合翻译），并称其

为教师职业准入障碍。  

EdTPA是美国第一个针对教师候选人

的评估考试，于 2009 年被斯坦福大学评估、

学习与公平中心（ Stanford Center for 

Assessment, Learning, and Equity）研发，旨

在确保新手教师在入职第一天就是高效能

的。目前，全美至少有 20 个州将 edTPA 作

为教师教育项目完成和教师资格认证的要

求，而且绝大多数州都至少有一个教师教

育项目要求教师候选人参加 edTPA 考试。

支持者表示，它提高了教师职业的门槛，

但批评者长期以来的担心是，它迫使教育

学院对这一教师资格考试进行应试化教学，

并将那些有从教抱负的人，特别是边缘化

背景的人（如有色人种）赶出教师职业。 

佐治亚州于 2015 年将 edTPA 纳入到

教师教育项目完成和教师资格认证的要求。

监督该州教师教育项目的佐治亚州专业标

准委员会（Georgia Professional Standards 

Commission）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一致投

票通过，取消州层面上对这一考试的要求，

同时也允许个别教师教育项目依旧要求教

师候选人参加 edTPA 考试。该决定将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该组织执行秘书马特·亚瑟（Matt 

Arthur）声明，“我们意识到尽管我们从

edTPA 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作为一个机

构，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回应学校在人员配

备和能力方面的明确需求”。佐治亚州督学

理查德·伍兹（Richard Woods）称赞这一

“常识性决定”将有助于加强该州的教师

队伍。他说：“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应该消除教师职业的准入障碍。”

“COVID-19 危机使我们很多人清楚地知

道了仅通过一场高风险的评估测试远不够

充分衡量教师候选人的职业准备程度和技

能” 

 

Madeline Will. Georgia Eliminate the edTPA 

Requirement for Teacher Candidates [EB/OL]. 

[2020-06-12].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2

0/06/georgia_eliminates_the_edtpa_requirement_for

_teacher_candidates.html#:~:text=In%20Georgia%2

C%20edTPA%20became%20a,candidates%20to%2

0take%20the%20edTPA.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小班制并非总是最优的教学模

式 

Much Ado About Class Size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质疑小班制和成

功的教学之间的联系。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一项关于不同班级规模和十几

个其他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新研究进

一步支持了“班型小并不是教学的全部”

这一观点。这项研究涉及到天普大学的

8000 门核心本科课程，横跨 14 个学期。

研究人员使用了交叉分类、多层次模型，

并引入了 14 个变量——其中 6 个变量与

学生有关，8 个变量与教师和课程有关。 

发表在《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杂志上的这项新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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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生种族和性别而言，针对弱势群体

的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前的研究认为，小班教学与学业成绩的

提高密切相关。而此项研究表明非裔、西

班牙裔和印第安裔男性在小班制社会科学

课程上的表现实际上不如同龄人，白人、

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女性表现最好。”这可

能是因为“班级规模对教学的影响远比之

前讨论的结果更为微妙。” 

社会团体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该

现象。论文指出，除去教师的影响，同伴

的互相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教师通

常喜欢小班授课，因为这可以让他们与学

生密切合作，促进师生关系的发展，然而，

这种推理并没有考虑到影响学习的因素可

能存在于学生之间，甚至课堂之外。” 

该项研究的核心成员伊森·克-利特

尔(Ethan Ake-Little)是宾夕法尼亚州美国

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for Pennsylvania)现任执行主任。

利特尔指出，“考虑到班级规模因学生种

族、性别和学术纪律的不同而会在教学中

产生不同的作用，在课程中实行‘一刀

切’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说，小班授课能够提高教学

和课程质量，但研究表明，更有价值的政

策干预是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途径，以

帮助他们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例如，因为第一代少数族裔学生在发展学

习和时间管理能力方面相对较弱，所以发

展为其提供帮助的团体、扩大关键学术资

源的使用可能有助于提高这些学生的学术

表现。” 

 

Emma Whitford . Much Ado About Class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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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6/18/s

tudy-some-things-matter-more-class-size-when-it-

comes-student-succes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推动公平的评估 

A Push for Equitable Assessment 

新冠肺炎和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反种族

主义抗议活动加剧了关于高等教育不公平

的讨论。一些研究希望利用这一时机推广

更具包容性的学习方式。几年前，美国国

家学习成果评估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注意到，

高等教育中的一些讨论正在发生变化。 

该研究所的沟通协调员兼研究分析师、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博士生埃里

克·蒙特内格罗（Erick Montenegro）表示，

随着学生需求的变化，在谈论招生和教学

实践时，高等教育开始更加关注公平，但

是在评估领域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该研

究所在 2017 年发布了第一份名为《公平与

评估》（Equity and Assessment）的报告，该

报告将评估视为确定学生学习水平和可能

需要改进的教学方法的途径。例如，大学

不应在大多数学生不及格的地方推广困难

的测试，而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检验其

是否达到了特定的学习目标。因此，该研

究所正在进行一系列关于大学正在使用的

评估策略的案例研究，以使他们的评估更

加公平。 

该研究所已经发布了来自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波特兰州立大学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和卡佩拉大学

（Capella University）的三个案例研究，预

计总共将发布七个案例。该研究所执行董

事、伊利诺伊州研究副教授纳塔莎·扬科

夫斯基（Natasha Jankowski）表示，“我们

的目标是突出不同的案例，这样大学就不

会把这项工作进行简单勾选处理。我们也

希望确保大学不再以缺乏案例为借口忽视

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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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案例研究表明

它是如何将公平评估实践纳入其大学学习

计划的。大学研究部评估主任罗安娜·卡

彭特（Rowanna Carpenter）说，该系从一

开始就采用了让学生创建档案袋的方法，

现在使用电子档案以证明学生们达到了该

系的学习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学

习不仅仅可以根据高分测试来评判，还可

以通过其精心策划的课外活动来评判。 

扬科夫斯基说，许多大学通过让学生

撰写研究论文来评估他们的写作能力，而

写作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学习的目标是

确保学生有写作或交流想法的能力，让他

们以最适合自己的形式展示这一点会更公

平。虽然一些专业技能（如护士所需技能）

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学习，但她表示，大学

旨在向所有学生传授的众多基础技能（如

批判性思维或沟通）可以用多种形式表达。

扬科夫斯基对这项工作持乐观态度，因为

许多大学近几个月来重新考虑了标准化考

试要求，教师们也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下

调整了作业和对于学生的期望。 

 

Madeline St. Amour. A Push for Equitable 

Assessment [EB/OL]. [2020-06-25]. 

https://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6/25/assess

ment-group-releases-case-study-series-equitable-

ways-judging-learning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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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3-25】第三届人文

教育与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会议 

2020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23-25 日 

会议地点：成都，中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研究

与开发人员、工程师、学生与从业人员 

会议内容： 

第三届人文教育与社会科学国际学术

会议(ICHESS 2020)将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在中国成都举办。会议旨在促进

人文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活

动，为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人

员、工程师、学生与从业人员提供分享人

文教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观点与经验的信

息交流平台，以及建立业务或研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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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 Education ）， 包 括 教 育 创 新

（ Educational Innovation ）、 教 学实 践

（Teaching practice）、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

教育经济（Education Economy）、信息技术

教育（IT education）、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心理咨询（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2. 管理（Management）；3. 社

会科学（Social Sciences）；4. 文化（Culture）；

5. 体育（Culture）；6. 法律、政治、心理

学 、 交 流 （ Law, politics, psychology, 

communication）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地相关领

域的研究与开发人员、工程师、学生与从

业人员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提交会

议的论文由 2-3 位组委会专家审稿，最终

所有录用的论文将由 Atlantis Press 出版社

旗下《社会科学、教育与人文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ISSN: 2352-5398)出

版，见刊后将被 CPCI 和 CNKI 检索。此

外还额外征集优秀论文，按 SCI 期刊论文

要求审稿，直接推荐至包括但不限于《可

持续城市与社会》(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ISSN: 2210-6707，IF=4.624, 专刊）

等 SCI 期刊发表。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9

月 7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ichess2020.org [2020-06-29]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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