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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学区或大幅削减暑期

学习计划 

据 美 国 《 教 育 周 刊 》 官 网

(www.edweek.org)2020 年 6 月 5 日报道，

随着今年学年的结束，只有四分之一的学

区领导表示，他们已经完全制定了提供暑

期学校的计划。 

在 5 月 20-28 日由《教育周刊》研究

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学区领导人代表

性调查中，24%的人说他们已经确定了暑

期学习的计划，38%的人认为他们的计划

正在制定中，11%的人说他们还没有开始

计划暑期学习，此外 27%的受访者表示，

要么他们从未开设过暑期班，要么今年决

定不开设。各区在努力应对秋季重新开学

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包括可能的预算削

减和裁员)的同时，也面临着建设高质量暑

期项目的挑战，由于不断变化的预算削减、

病毒传播和项目后勤状况，使得制定一个

稳定的暑期学习计划变得困难。例如，德

克萨斯州阿盖尔独立学区 (Texas’Argyle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负责人特莱娜•

赖特(Telena Wright)表示，该学区通常会为

5 年级和 8 年级学生举办暑期班，这些学

生的州考成绩显示他们需要支持。但今年，

她和她的员工一致认为，最好把资源集中

在秋季。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决定所有

的暑期学校课程都应该远程进行，而夏威

夷(Hawaii)则允许各学区在他们愿意的情

况下举办线下课程。 

据悉，暑期特别适合关注有特殊需求

的学生群体。对《教育周刊》的调查做出

回应的很多学区领导人都将目标锁定在学

业困难的学生身上，48%的学区表示，他们

的暑期学习计划针对落后学生的需求，但

机会面向所有学生。 

 

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薛远康 

 

 

英国：鲍里斯·约翰逊敦促为英

国的学校制定恢复计划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20 年

6 月 9 日报道，部长们警告说，如果 9 月

份没有制定出相应的策略，英国可能会面

临“教育贫困”。 

工会和跨党派议员表示，鲍里斯·约

翰逊需要一项紧急的全国计划，让英格兰

的所有学生从 9 月开始重返校园，并配备

一支支持人员队伍，征用公共建筑，为贫

困学生提供额外帮助。政府承认，大多数

英国小学生在夏天之前都不会回到教室，

因此部长们被敦促制定一个全面的策略，

否则就会有“教育贫困流行病”的风险。 

英国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曾希望该国所有小学在暑假前

四周都能重新开学，但周二被迫承认，由

于将孩子们隔离开来并让他们在 15 个孩

子的泡泡中玩耍的困难，这一希望将无法

实现。政府消息人士称，科学家们不愿建

议在流感大流行的这一时刻弱化物理距离

规定。 

周二，英国又报告了 286 例冠状病毒

死亡，自封锁以来额外死亡人数达到

63000 人，这一数字被认为是除美国以外

的世界上最高的。威廉姆森在下议院宣布

这一 180 度大转弯时表示，他希望所有学

校都能在 9 月份前恢复教学，但不能保证

这一目标能够实现。 

教师工会警告说，对所有学生来说，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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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开始上课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并呼吁制定一项全国教育复苏计划。工会

还建议征用当地的公共空间，包括图书馆

和社区中心，以减少对学校空间的压力。

全国教育联盟建议政府开发一种将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的“混合学习”的

全国方法，同时增加对贫困儿童的支持，

包括免费上网。自禁闭以来，人们对学生

在线学习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越来越担

忧。 

包括前教育部长罗伯特·哈尔丰

(Robert Halfon)和蒂姆·劳顿(Tim Loughton)

在内的一系列保守党议员呼吁政府考虑采

取激进的措施来帮助那些在长达 6 个月的

教育后落后的学生。教育特别委员会主席

哈尔丰警告说，如果不对那些最有可能落

后的人提供更多的援助，就会出现“教育

贫困的流行病”。 

劳顿建议在夏季利用“国家公民服务

的青年工作者……或者动员许多现在推迟

上大学或找工作的学生”的补救计划和指

导。工党还呼吁部长们就重开的新时间表

与工会、校长和家长们进行磋商，称政府

“需要正视这对儿童造成的巨大损害，并

加大应对力度”。苏格兰民族党建议英格

兰效仿苏格兰，制定混合学习计划，使用

图书馆和议会办公室，以减轻教室空间的

压力。苏格兰还建议退休教师可以考虑重

返课堂。 

威廉姆森承认，帮助孩子赶上进度可

能需要“整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但他

反对开设暑期学校。他表示，无法开学的

学校将被给予“基本的最低课程要求，我

们希望它们为所有孩子提供”。如果学校

有足够的空间，将被允许向更多年龄段的

学生开放，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有将孩子

们隔开两米的设施，尤其是那些住在较小

城市建筑里的学校。 

工党和工会表示，尽管推迟是正确的，

但这一决定在一些地区引起了恐慌。英国

儿童事务专员安妮·朗菲尔德 (Anne 

Longfield)警告称，在主题公园、酒吧和商

店获准重新开业之际，儿童的教育正被遗

忘。她呼吁政府拿出一项连贯的计划，弥

补儿童失去的教育机会。为了让更多的孩

子安全上学，学校可能不得不建造额外的

可移动建筑，或者在体育馆或空办公室里

找临时住处。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邱武霞 

 

 

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宣布为

百万学生提供“学习夏令营” 

据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2020 年

6 月 7 日的报道，法国国民教育部于 6 月

6 日宣布将提供 2 亿欧元资助“学习夏令

营”项目(colonie de vacances apprenantes)，

这将使 100 万学生得以在夏季弥补上自本

学期开始以来累积的落后进度。 

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

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在接受《法兰西

西部报》(L’Ouest-France)采访时表示，该项

目允许所有孩子享受假期，达到“在娱乐

的同时弥补本学年无法完成的一些事情”

的目的，因疫情流行而导致的学校封闭是

实施该项目的主要原因。让·米歇尔·布

朗盖还补充说：“我们将在 4 项行动中投

入 2 亿欧元，使 100 万儿童和年轻人度过

充实而又受教育的假期。对那些经济情况

较差的家庭中的孩子，将完全免费且优先

参与”。 

国民教育部公告中指出，该项目旨在

消除落后和辍学风险，也旨在为家庭提供

支持，而通常，三分之一的孩子并不会在

假期外出。在法国青年部下属的国务秘书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在同一

次采访中表示，法国政府特别希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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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夏令营”中的“25 万次出行”，其

中包括为教育优先地区的年轻人保留的

20 万个名额。这些夏令营的目标对象是 3-

17 岁的儿童，还将使在应对健康危机中至

关重要的人员或由于缺乏互联网设备而退

出远程教育的人员的子女受益。 

法国青年部下属的国务秘书加布里埃

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在一次采访中表

示，针对辍学学生的“教育游戏”计划

(Jeu pédagogique) 和 复 学 计 划

(Remobilisation scolaire)也将纳入“学习夏

令营”项目之中，包含 30 万名学生。 

国民教育部的公告中还指出，政府承

诺向地方当局提供 3000 万欧元的一次性

单笔额外援助，以促进休闲中心的开放，

增强接待中心的能力并强化教育内容。

让·米歇尔·布朗盖还邀请 5 万名 17 岁

以下的年轻人加入今年夏天开设的开放式

户外学校，在农村或沿海地区发现自然之

美和地方遗产。国民教育部部长还希望于

夏季开放城市和农村地区从小学到高中的

2500 所学校，为 40 万学生提供教育支持

活动。他表示，以前暑期学校的开放范围

仅限于城市优先地区，而这个暑期将需要

25000 名教师，是当前的五倍。 

5 月初，在学校完全封闭的情况下，法

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呼吁为无法外出休假的年轻人重

塑一个不同的夏天，尤其是那些具有移民

背景的学生，他们所在的家庭可能由于新

冠疫情而无法在夏季返回家园。 

 

来源：法国《费加罗报》 

编译者：周政 

 

 

西班牙：卫生部与教育部共同

发布 2020-2021 年学校文件 

据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2020 年 6 月 10 日报道，西班

牙卫生部与教育部共同撰写了一份文件，

作为 2020-2021 学年学校开展教学活动的

基础。 

文件将于本周四递交教育部门会议

(Conferencia Sectorial de Educación)，旨在

为各自治区提供统一的规范框架。自治区

采纳之后，学校可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调整。根据国家流行病学监控网络

(Red Nacional de Vigilancia Epidemiológica)

的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1.37%

的病例年龄在 0-19 岁的范围内。 

拟定该文件的目的是提出一项相关部

门一致同意的策略方案，为学校师生提供

安全健康的教学环境，以恢复 2020-2021

学年正常的教学活动。该文件还指明应如

何对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进行早期检测及

正确管理。文件中采取措施的原则为控制

接触、个人预防、病例管理以及清洁和通

风。此外，文件建议采取横向措施，例如

学校重组、协调与参与、促进健康和公平

的沟通及教育。文件要求每所学校制定《学

年开课计划》(Plan de Inicio de Curso)和《应

急计划》(Planes de Contingencia)作为对基

础文件的补充，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建立

应急协调机制。 

为学校恢复正常教学活动提供统一的

规范标准。文件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控制接触和预防措施：首先，在

幼儿园以及小学的一至四年级，班级理想

人数为 15 人，最多不超过 20 人，学生可

以在不严格保持人际距离的情况下进行社

交。五、六年级，中学以及高中的教室需

进行空间重组，学生保持 1.5 米的安全距

离。同时，要优先利用室外空间进行教学

及娱乐活动。其次，个人预防措施尤其重

要，包括洗手，避免触摸鼻子、眼睛和嘴

巴或使用一次性纸巾。佩戴口罩根据年级

划分有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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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洁和通风：学校需制定符合自

身特点的清洁及消毒方案。要求每天必须

清洁至少一次，并根据使用强度加强部分

清洁。例如，卫生间至少一天清洁三次。

要保证建筑物的通风。在每日学校开放前、

关闭后以及课间至少保证 5 分钟的通风，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长时间地打开

窗户通风。 

三、疑似病例的管理：当学校出现符

合新冠肺炎症状的疑似病例时，应将其带

至独立的空间，要求病人以及负责人戴上

医用外科口罩，随后联系学生家人。针对

学校职工出现疑似病例的情况，应联系相

关部门，并按照其指示进行操作。如果出

现严重症状或呼吸窘迫现象，需致电 112。 

 

来源：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灵铃 

 

 

德国：德国救助儿童会提倡进

一步发展数字学习概念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6 月 10 日报道，

近日在关于恢复学校正常运营的主题辩论

中，德国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首

席执行官苏珊娜·克鲁格(Susanna Krüger)

提出，虽然现在应该首要关注学校卫生安

全问题，但是扩大数字学习规模也是当务

之急，这样才能使得师生在学校关闭时不

再浪费宝贵的时间。 

苏珊娜表示，没有人能预测学校运营

能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完全符合卫生要求，

也难以预测所有儿童是否都可以在暑假之

后返校学习。在以在家上学为主要方式的

情况下，学校迫切地需要数字教室，以实

现学生、老师和父母之间的交互学习。发

展相互学习的数字概念已经成为了目前的

首要工作，因为孩子无法在没有指导的情

况下独自完成学习任务。 

在新冠危机中，德国儿童之间的教育

不平等现象加剧了，父母的教育水平和家

庭数字设备数量对儿童是否能够进行良好

的在家学习产生了重大影响。联邦政府正

在加快向各联邦州的贫困学生出租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 

同时增强学生和老师的数字技能仍然

是一个重要问题。救助儿童会通过提供数

字教学的在线咨询和指导，为柏林部分学

校的老师提供支持，主题包括教师使用学

校软件程序和数字终端设备的方法、有关

数字媒体使用的建议以及使课程适应数字

教育的方式等。 

 

来源：德国教育试点网 

编译者：戴婧 

 

 

日本：在线学习为不返校学生

带来希望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2020年6月

7 日报道，受新冠病毒的影响，长期停课的

学校正在尝试使用在线教育。在线教育的

普及还仅限于一部分学校，但不受时间和

场所限制的新学习方法，也给不习惯在学

校上课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 

3 日上午，在东京都台东区的都立白

鸥高中·附属中学初中 3 年级的教室里，

面对稀稀落落地坐着的 20 人和电脑屏幕

上出现的 19 名学生，教师说：“我来讲解

上一次的测试。线上的同学也能看见

吗？”6 月 1 日学校开学后，该学校实施

分散上学的措施，将班级学生分成两部分，

一半在教室里进行面对面授课，另一半利

用网络会议系统同时授课。从 4 月初学校

就开始发送数字教材和视频，实施双向授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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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等在线学习。连休结束后学校重视学生

心理健康，通过在线的课外活动和个人面

谈努力把握每个人的状况。  

通过网络授课，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虽然学校不上学的学生不多，但是

不登校的学生参加了在线授课，在重新开

学后也开始上课。因担心感染而不上学的

学生，因低烧回家的学生也可以从在家中

学习并参与网络测试等。善本久子校长说：

“教师和学生都在调整新的学习方法。最

大的目的是不让学生感染，以及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降低学生的学习速度。” 

5 月末，在宫城县致力于为不上学的

孩子创造住所的团体主办了一次在线活动。

某参与者讲述了因听觉过敏而不能在教室

里呆着，一直在别的房间上学的儿子的故

事。在这次停课期间，接受了教师的在线

个别指导，结果孩子不擅长的算术能力提

高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的学习能力

发生变化真让人吃惊。我认为有必要向行

政部门呼吁为孩子提供最适合的学习环

境。”另一名参加者表示：希望孩子上学

的公立中学也能尽快进行在线授课。对于

担心学生聚集引发感染而不想上学的孩子

可以根选择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在公立学校的实施明显落后。

根据文部科学省 4 月 16 日的调查，已经停

课或预计停课的 1213 个自治体中，数字教

材的使用占 29%，双向型在线指导仅占 5%。

有的家庭 ICT 环境不完备，想实施在线学

习也无法实现。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

中邑贤龙说：“在在线学习中，经常听到

不上学和发展障碍的孩子们发生了很大变

化的事例。问题是只有有限的学校的孩子

才能得到这样的学习。 如果能摆脱在同一

时间，在同一空间大家一起学习的习惯，

从多种学习方法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么就有很多孩子都能对学习更感兴趣

了。”学生表示，在线授课更容易发表意见。

希望在重新开始后的学校生活中，教师能

够活用在线教学的经验。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文静 

 

 

泰国：非正规教育线上应用正

式发布 

据 教 育 部 官 方 网 站

(www.moe.go.th)2020 年 6 月 16 日报道，

非正规教育在线应用正式发布，这一“在

线非正规教育”是对 COVID-19 时期的教

育管理的回应。 

教育部副部长卡莫洛德 ·赫莱

(Kamolod Khlai)说，由于 COVID-19 病毒

的传播，每个人都必须适应日常生活。对

于新常态教育，非正规教育的管理必须通

过“非正规在线教育”应用程序改变教学

方式。这一应用程序可以适应当前的生活

方式，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在线学习

课程、在线进行非正规的职业和生活质量

教育、非正规教育的在线市场。 

教育部常务副秘书长表示，数字技术

的发展可以满足当今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

在线服务，包括在线技术教育，人们能够

随时随地终身学习。因此，非正规教育办

公室试图通过在线或在线管理教育，能够

很好地满足这个时代人们的教育需求。 

非正规教育部秘书长迪斯坤·卡森赛

瓦特(Diskun Kasemsawat)先生说，非正规

教育办公室已经对教育部的政策做出了回

应。通过指定远程教育学院为主要单位，

进行在线计划和管理研究。通过使用非正

规教育在线应用程序来实现“便捷、快速、

经济、安全和全面”的教育理念，确保感

兴趣的团体和非正规教育学生可以方便、

快捷地节省教育时间。这是一个在线而非

现场的教学过程涵盖的主题既有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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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职业和在线营销，并能够支持

所有设备，这将使这种在线教育能够有效

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国家可持续发展。 

 

来源：泰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宋瑞洁 

 

 

 

 

津巴布韦：学校分阶段复课的

时间已确定 

据非洲先驱报(The Herald)2020年6月

10 日报道，考虑到只有 800 个考试中心，

虽然津巴布韦学校考试委员会(Zimbabwe 

School Examinations Council, Zimsec)决定

6 月份的考试仍将在 6 月 29 日至 7 月 22

日进行，但分阶段重新开放中小学的开始

时间定在 7 月 28 日。这意味着只有四级

(Form Fours)、六级(Form Sixes)和七年级

(Grade Sevens)的学生将在 7 月底复课。而

其他年级的学生将在三周后复课，这些学

生将分为三个阶段重返学校。 

新闻、宣传和广播事务部长莫妮

卡·穆茨万格瓦(Monica Mutsvangwa)在昨

天的内阁会议后给出了具体的复课日期，

并表示学校有足够的时间来落实建议的卫

生措施，对公立学校教师和辅助人员的预

防感染培训已经开始。穆茨万格瓦部长说：

“内阁决定将学校重新开放的提议从

2020 年 6 月 29 日推迟到 2020 年 7 月 28

日，以便让中小学教育部与财政部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或合作伙伴动员起来，提供足

够的资源。”据悉，在此前数周的辩论中，

教师工会、议会、信托学校和家长向政府

提交了意见，大多数团体反对学校早日重

新开学。穆茨瓦加瓦部长补充道：“决定

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重新开学，并不影响

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2 日举

行的 6 月考试。” 

中小学教育常务秘书图米桑·塔贝拉

(Thumisang Thabela)女士在解释学校重新

开学的阶段顺序时说，考试班将是第一批

返校的学生。据塔贝拉女士介绍，第一阶

段返校的年级是毕业考试年级，包括四年

级、六年级和七年级。之后复课学校将逐

步推广。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年级复课后

三周后开始，复课对象为需要学习下学年

写作课的年级。塔贝拉女士说：“现在所

有的课程都将分成两节。”第三阶段是其

他高中生上学的时候，小学三年级，四年

级和五年级将返回学校。第四阶段复课对

象为小学低年级，预计将在 9 月底复课。

塔贝拉女士表示：“当进入第四阶段时，

由于学生保持足够社会距离采取分班的措

施，教室将被用光。在这一阶段，一年级

和二年级的学生将重返课堂。”最后一阶

段复课的将是托特幼儿发展班。 

 

来源：非洲先驱报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会议

关注学习者心理健康并提供心

理支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20

年 6 月 10 日报道，在韩国国际合作署

(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简

称 KOICA)支持的“菲律宾失学女童更好

生活，以抗击贫困和不公正现象”项目下，

教科文组织雅加达办事处于 2020 年 6 月 4

日至 5 日组织了一次在线会议，名为“感

觉良好：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为替代

学习系统(Alternative Learning System，简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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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ALS)学习者提供的心理健康和心理支

持”。该会议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雅加

达办事处对 COVID-19 回应的一部分，并

为菲律宾教育部的连续性学习计划提供支

持。 

在线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旨在鼓

励替代学习系统学习者在 COVID-19 紧急

危机期间更好地应对并保持日常工作效率，

包括使情况正常化、保持健康和管理压力

等关键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雅加达办

事处主任兼代表沙赫巴兹·可汗(Shahbaz 

Khan)博士在开幕词中强调了对年轻人及

其家庭和社区而言，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

支持的重要性，还对菲律宾教育部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教育应对创新和

韩国国际合作署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许多挑战破

坏了常规活动的开展，并增加了学习者的

压力和焦虑，因此应调整学习系统和方法，

以继续学习过程。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应对

COVID-19 危机，教科文组织召集了世界

各地的教育部长，并提出确保所有学习者

继续接受教育的呼吁，关注学习者心理健

康并提供心理支持。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在新冠肺

炎疫情后的非洲教育将迥然不

同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06 月 16 日报道，1976 年 6 月 16 日，

在南非的索韦托大约一万名有色人种的学

生聚集举行和平示威抗议他们的教育质量

差。在为期两周的抗议中，有一百多人丧

生，一千多人受伤。为了庆祝他们的勇气

并缅怀遇难者，1991 年，非洲统一组织(现

为非洲联盟)设立了非洲儿童日。今年的主

题中要求保障非洲儿童享受优质教育的普

遍权利。 

非洲是唯一具有特定地区儿童权利文

书的大陆，《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在

30 年前通过，并于 1999 年生效。《宪章》

是促进儿童权利的重要工具。但目前，仍

有太多非洲儿童无法接受教育。根据教科

文组织的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全

球失学率最高的国家。世界银行表示，该

地区 87％的儿童处于“学习贫困”状态，

缺乏 21 世纪和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基本技

能。女童面临的挑战则更大，根据教科文

组织的数据，在整个地区，将有 900 万 6

至 11 岁的女童被剥夺上学的机会。 

如今，由于新冠肺炎，非洲有超过 2.5

亿名中小学生失学，教育部门受到严重影

响。非洲各国政府和主要教育相关者已制

定措施，促进在家中的继续教育。继续教

育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贫困儿

童缺乏学习设备，挑战仍然存在。如果不

能立即解决这些挑战，它们将严重影响学

生的学习，长远来看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和

经济影响。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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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抵消贷款方案可帮助解决

大学教育危机 

Service in Exchange for Tuition 

 

疫情原因，美国的大学教育面临极大

困境：学生因学费债务而承受巨大的压力，

国家如果免收学费则将导致大量经济紧张

的私立大学陷入困境。 

一些政客主张干脆取消未偿还的学生

债务，另一些人则呼吁公立学院和大学免

学费。然而这一举措需要通过增加税收的

方式才能实现，这将提高纳税人的成本。 

针对这一困境，贝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和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的

前校长、 “帮助自己赢 ”基金会（Help 

Yourself Win Foundation）总裁罗杰•赫尔

（Roger Hull）提出，可以参考之前的相关

方案：联邦政府在 75 年前首次成功采用方

案——《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为因战争中断深造机会的美国公

民提供资助，使其有机会继续接受适当的

教育，此方案成功帮助了无数军人进入大

学；联邦政府还曾为那些同意在医疗条件

差的地区工作的医生或教师提供免除学费

的机会，而学生们要以过去或未来的服务

作为交换。 

赫尔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曾使用过

类似的政策，并实施了一个基于需求和服

务的可取消贷款计划：如果一个毕业生进

入公共服务系统——广义上包括在政府或

军队服役、在非营利性组织或教学部门担

任教学工作——则其每服务一年，大学的

学费贷款就减少 20%，即五年之后，债务

完全消除。 

赫尔认为，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重新

审视这一方案的好时机。联邦政府甚至可

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往届毕业生积累的

债务：组织一个项目，让他们通过志愿工

作来偿还债务。总的来说，以需求为基础

的可取消贷款计划与服务挂钩将是对所有

人都有利的——学生可以免费上大学，私

立大学面对的危机将减小，各州用于安置

转学学生的支出也将减少。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罗杰•赫尔（Roger Hull）曾任贝洛伊

特学院（Beloit College）和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

的校长。他目前担任“帮助自己赢”基金会（Help 

Yourself Win Foundation）的总裁，也是免费教育

咨询公司雅芳公司(Avon Associates)的合伙人。 

Roger Hull. Service in Exchange for Tuition 

[EB/OL]. [2020-06-18].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20/06/18/f

ederal-program-provides-colleges-loans-service-

might-help-heal-our-national-divid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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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调发现，如果被允许，大多数大学生愿意返回校园 

Most college students would return to campus if allowed, poll finds 

 

近日，由美国民意调查组织爱可信（Axios）和大学回应（College Reaction）开展的一项

针对全美 800 名大学生的秋季学习返校意愿调查显示，四分之三大学生表示，如果允许的

话，他们愿意在一个多月后的秋季学期回到校园，而且他们也愿意放弃返校后的校园生活中

的某些元素，例如参加聚会（79％）或体育赛事（71％）。 

尽管日前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给美国大学施压，要求其恢复正常运作，但就总体而言，全

美大学目前都仍在考虑是否在今年秋天重新提供面授课程。此前在《高等教育纪事》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所追踪的约 1200 家高校中，超过一半的高校正在计划开展

面授教学，但由于新冠疫情减缓的迹象并不明显，这一数据在过去的几周里正慢慢缩水。一

些诸如哈佛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等知名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等资源丰富的大学系统，

都已明确选择在下一学年继续保持大部分课程在线教学的状态。 

爱可信和大学回应为此对大学生们的意愿进行调查并发现，如果有选择的话，三分之二

的大学生选择参加面授课程。但是，同等比例的大学生也表示，如果发生严重的新冠状病毒

疫情爆发，他们将离开校园。为了避免造成这一后果，一半以上的大学生表示会自愿采取一

些当前大学在为重新开放校园而实施的安全举措，如下载一个 APP 来帮助进行接触者追踪。

此外，绝大多数（95％）大学生也表示，当他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他们会主动佩戴口罩。 

尽管如此，另一项由美国 EAB 咨询公司组织开展的民调显示，与此同时，美国大学也

担忧大学生们能否遵循校园重新开放的安全准则并坚持下去。此外，社会上还有一种担忧：

即使美国大学重新开放了校园，秋季和冬季新冠状病毒病例的持续增长也可能迫使他们再次

迅速关闭大学校园。 

 

Jeremy Bauer-Wolf. Most college students would return to campus if allowed, poll finds [EB/OL]. [2020-07-

16].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most-college-students-would-return-to-campus-if-allowed-poll-

finds/581747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网络欺凌、心理健康等学校安全问题是中小学秋季学期的焦

点 

Cyberbullying, Mental Health, and Other School-Safety Takeaways for School 

Reopening 

 

据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许多中小学在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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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后的秋季学期不会如往常一样提供完整时段、完全面授的教学。但是，新的联邦数据显

示，学生安全和健康问题仍然是校园重新开放之下中小学和学区管理者们所担忧的。 

近日，一项由美国联邦教育部和联邦司法部联合发布的 2019 年度学校犯罪和安全报告

《学校犯罪和安全指数：2019》（Indicators of School Crime and Safety: 2019）指出，虽然自

1992 年以来全美范围内犯罪受害者中的 12 至 18 岁学生比例持续下降，但学生在校园里成

为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比在校园外成为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增涨了两倍。考虑到秋季到来的

新一学年中，许多中小学将不会提供全日制的面授教学，这一数据肯定会有所下降。然而，

远程学习也会带来一些特殊的安全问题，如网络欺凌、社区紧张与暴力、社会情感等心理健

康问题。 

中小学和学区管理者们也表示，他们对在远程学习环境下识别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向

他们提供支持存在困难感到担忧。尤其是《学校犯罪和安全指数：2019》报告中的数据表明，

学校通常是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获得心理健康问题诊断与支持的重要路径，仅有 11.8%的学生

和 9.7%的学生是完全从校外获得心理健康诊断和干预服务。 

今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ation statistics）和美国司法统计

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联合发布了年度学校犯罪与安全研究报告，重点关注了学生

所在社区的紧张与暴力问题如何影响学生学习。例如，研究发现，在当前全美各地社区连接

发生的种族平等抗议活动背景下，学生所在社区的种族紧张局势对学生造成的学业损害可能

同校园犯罪一样严重。 

 

Sarah D. Sparks. Cyberbullying, Mental Health, and Other School-Safety Takeaways for School Reopening 

[EB/OL]. [2020-07-22].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20/07/cyberbullying_mental_health_safety_issue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2020 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情况调查数据 

Report: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Remote Learning? Finding a Quiet Place 

to Work 

随着秋季学期临近，比起开放校园，大部分学校更倾向于继续开展线上教学。春季在线

教学经验喜忧参半，为学区领导如何更好地准备秋季学期的线上教学工作提供经验。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副教授、宾大学习分析中心（Penn Center 

of Learning Analytics）主任瑞安·贝克（Ryan Baker）表示，他特别希望学校领导能为学生

和家庭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贝克在谈到有关春季学期线上学习体验时表示，“我是家庭的

IT 协调员，没有怎么依靠学区提供的技术支持”。虽然修复 Wi-Fi 和排除其他问题肯定会有

一些麻烦，但贝克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幸运的——并非所有的父母都能奢侈地在家工作，许多

家庭缺乏足够的技术来支持孩子的在线学习。 

教育数据公司 BrightBytes 于 4 月 15 日到 6 月 15 日进行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该

调查共统计了近 5 万名学生、11889 名教师、33182 名家长和 580 名校长对于线上教学的意

见，调查数据由宾大学习分析中心进行分析。统计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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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学生的设备持有情况不等。约五分之一的学生表示自己很少或从不能使用相

关设备完成线上学习作业。贝克重申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即不同社区和

社会经济背景下对技术获取不平等。疫情影响下，制造商和供应链深受影响，且设备的需求

也超过了供应，这一问题在今年春季变得更加严重。 

 

图 1 学生使用设备完成线上学习作业的情况 

（2）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成为问题。家庭环境、空间限制、设备数量、带宽以及同时

进行视频通话的人数等因素都会影响人的注意力。调查发现，学生表示比教师更难拥有持续

安静的工作场所。此外，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有安静环境的概率远高于学生自己的看法。贝

克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家长往往忙于自己的工作，而不一定总是关注孩子的学习环

境。贝克指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和老师应该考虑在时间安排上做出调整，使家中

的兄弟姐妹不必同时参加视频通话。“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协调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同时开

会的次数。”但他承认，学校方面很难将每个家庭的时间安排都照顾周全。 

 

图 2 学生、老师及家长对于工作/学习环境的评价 

（3）教师得到的技术支持多于学生。近 1/3 的学生表示，他们很少或从未获得学校有

关于设备方面的技术帮助。然而，近 90%的教师表示，他们总是或者经常得到技术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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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老师及家长受到技术支持的情况 

（4）部分家长没有收到学校的日程表及学习目标。近 25％的父母表示，孩子的学校很

少或从不提供关于线上学习的时间表；近 30%的父母表示没有收到学校发来的明确的学习

目标。贝克认为，缺乏进度表和具体目标很可能是学校准备不足的反映。实际上，更多的学

校和地区是在紧急条件下制定并调整的教学计划，没有太多时间做准备。他希望学校可以留

用暑假时间做准备，“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改善与父母的沟通”。 

（5）绝大多数老师会使用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但很少

使用其他教育技术软件。超过 70％的教师表示，他们经常使用学校提供的学习管理系统进

行教学，远远超过其他教学手段。 

最后，贝克指出，解决进行线上学习所需的设备问题是学校的首要任务，如果没有进行

线上学习设备，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 

 

Tony Wan. Report: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Remote Learning? Finding a Quiet Place to Work. [EB/OL]. 

[2020-07-22].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07-22-report-one-of-the-biggest-obstacles-to-remote-learning-

finding-a-quiet-place-to-work. 

信息来源：教育浪潮网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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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减少新冠病毒传播，

高校租赁酒店供学生住宿 

Colleges Lease Hotel Rooms for 

Students 

 

为减少校园内的住宿密度、阻止新型

冠状病毒传播，美国部分大学从今年秋天

开始租用公寓和酒店给学生住宿。在大学

预算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安排对大

学来说是一项额外的支出，但学校并不因

此对学生额外收费。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将

在威斯丁科普利广场酒店（Westin Copley 

Place）、城中酒店（Midtown Hotel）和附近

几栋公寓楼租赁房间提供给学生居住。此

外，东北大学还租用了威斯丁科普利广场

酒店的一些会议室，用作下午和晚上研讨

会的教室，也会在酒店安装洗衣设施及提

供邮寄服务。 

东北大学副校长兼校园规划与发展主

管凯西·斯皮格尔曼（Kathy Spiegelman）

认为，降低住宿密度有助于保证每个人的

安全和健康，帮助大家顺利度过这个学年。” 

马里兰州（Maryland）的洛约拉大学

（Loyola University）也租用了附近两座公

寓楼供学生在秋季学期住宿，这两栋大楼

的一部分将被用来安置约 400 名学生。该

大学副校长特里·索耶（Terry Sawyer）表

示，学校的出发点是希望创建一个既符合

良好的公共卫生要求，又能让学生感受正

常校园生活的校园基础设施。 

做 出同样举措的还 有布朗大学

（ Brown University ） 和 萨 福 克 大 学

（Suffolk University）。布朗大学已经签署

了附近四栋公寓楼的租约；萨福克大学也

在学校附近的四所酒店租用了 473 间客房

供学生住宿。 

斯皮格尔曼指出，“单独来看，减少住

宿密度、推广核酸检测计划、口罩的广泛

佩戴以及对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等

措施都不足以对抗疫情，但所有措施结合

起来之后，我们非常乐观地认为，学生们

可以度过美好的一年。” 

 

Emma Whitford. Colleges Lease Hotel Rooms 

for Students [EB/OL]. [2020-07-31].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7/31/c

olleges-lease-hotels-and-apartments-reduce-

housing-density-fall.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团队分享

其解决数字公平问题的经验 

Closing the Digital Divide 

 

疫情期间的线上学习使得数字公平从

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现实层面。如果家里没

有电脑设备或无法连接互联网，学生将无

法获得与其他同学相同的教育。 

研究发现，农村学生和低收入地区的

学生面临的困难更大。在最近的 CoSN 虚

拟大会上，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富莱迪教

育革新中心（Friday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研究员艾琳•哈金斯(Erin Huggins)分享了

其团队解决北卡罗来纳州网络问题的经验。 

该团队调研发现，北卡罗来纳州大约

有 10%的受访者因资金缺乏而无法上网。

于是，该中心开始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家

庭数字差距补助金”（"homework gap grant"）

项目。该项目的主要思路是与当地图书馆

合作，为农村家庭提供热点技术以增加其

互联网接入、解决数字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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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生后，民众产生了更多的

用网需求。该项目组为想要帮助解决数字

公平问题的人员也提供了部分建议： 

1.深入了解所服务的地区和人群，了

解这些人群面临的障碍以及他们对项目的

期待。 

2.确定社区资源和合作伙伴。这有利

于项目的持续开展，也将增加参与者对工

作人员的认可。 

3.预先确定可能的服务提供商及其覆

盖范围。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观察覆盖率

地图等方式了解网络覆盖率存在差距的地

区。 

4.以最能覆盖目标观众的方式为项目

做广告，如参加返校之夜、健康博览会，

在医生办公室、幼儿园和当地企业张贴海

报，通过传单、短信和电子邮件向学生发

送信息等。 

5.坚持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哈金斯

团队发现，如果费用低于每月 35 美元，77%

的家庭会在家中安装宽带。 

6.带着可持续发展的心态进行工作。

确保有其他选择（如新的资金来源或新的

合作伙伴等），以确保项目的连续性。 

“数字鸿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

公平问题之一”，哈金斯断言，“互联网不

再是家庭的奢侈品。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

人们许多日常活动都需要它：各个家庭需

要通过网络获得保健信息、保健服务、社

区服务以及其他信息；求职者需要在网上

寻找工作；人们需要通过网络与家人和朋

友联系……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有

活动不需要访问互联网。所以那些不能访

问高速互联网的人自然处于劣势。”在新冠

疫情的影响下，民众对于网络与上网设备

的需求激增，解决数字公平问题显得更加

重要。 

 

Dian Schaffhauser. Closing the Digital Divide 

[EB/OL]. [2020-07-08].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20/07/08/Closing-

the-Digital-Divide.aspx?Page=1. 

信息来源：日报网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新的国际学生被告知留

在本国学习 

Ne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ld to 

Stay Home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南加

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已建议新的国际学生今年秋季不要到校，

新生无法在美国参加远程教学。7 月初，哈

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提起诉讼，要求阻

止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一项指令，

该指令要求国际学生至少亲自参加部分课

程才能留在美国。但是，尽管 ICE 针对哈

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诉讼撤销了这一指令，

但最终并没有解决新的国际学生的问题。

此外，ICE 在 7 月 15 日重新发布的常见问

题解答中表示，尚未在美国的新国际学生

应该留在本国。 

美国教育委员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其他 40 多个高等

教育团体致函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查

德·沃尔夫（Chad Wolf），要求进一步澄清

针对新国际学生的规定，并要求所有参加

全日制课程的新国际学生，无论是以在线、

混合或面授的形式上课，都可以进入美国。

但随着秋季学期的临近，该机构澄清新国

际学生规则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丹诺夫哈佛学院院长（the Danoff Dean 

of Harvard College）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在给一年级国际学生的一封信中

写道，他们将“无法以 F-1 类签证身份（针

对国际学生的签证类别）进入美国”。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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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声称，哈佛大学正在与马萨诸塞州国会

议员合作以改变这一政策，但他补充说，

“不幸的是，我们预计该政策不会在秋季

学期前做出及时改变”。库拉纳写道：“部

分人询问是否有可能亲自授课或通过混合

模式提供课程，以使一年级的国际学生能

够获得 F-1 签证，并加入我们的校园。我

们探讨了这一选择，考虑到当前政府政策

的不可预测性和新冠肺炎危机的不确定性，

这条道路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国际学生未来

进入或离开美国的能力，以及我们社区的

健康。我们必须保护一年级学生，以免他

们来到美国，却被要求返回祖国。”库拉纳

表示，一年级的国际学生可以从本国远程

开始学习，也可以推迟入学。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也建议新的国际学生不要到校。

该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出于“高度谨慎”

的考虑，建议国际学生留在家里，在网上

完成秋季课程，但它强烈反对这一政策，

并正在与其他 19 所大学共同提起诉讼，试

图阻止现已被撤销的 ICE 指令。计划在今

年秋季来美国的国际学生已经面临签证方

面的挑战，但许多大学管理人员仍对部分

新的国际学生能够进入校园抱有希望。 

 

Elizabeth Redden. Ne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ld to Stay Home [EB/OL]. [2020-07-2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7/23/h

arvard-usc-tell-new-international-students-not-come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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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4-16】2021 年第七

届教育与学习国际会议 

The 2021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ICLT 2021)  

 

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4-16 日 

会议地点：澳门，中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学者、

研究人员、教师、工程师等 

会议内容： 

在 21 世纪，与个人兴趣、需求、期望

相关的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个人特质与学

习环境的匹配、学习环境管理等重要性也

日益增长。在此种背景下，2021 年第七届

教育与学习国际会议（ICLT 2021）将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16 日在中国澳门举

办。会议旨在讨论大学与高中在多元文化

环境中的学与教的独特挑战，以及基于务

实知识的创新与新兴实践。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教

育行政（Ad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成

人教育（Adult Education）、情感学习

（Affective Learning）、艺术教学（Arts 

Teaching ）、 异 步 学 习 （ Asynchronous 

Learning）、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

课堂评估（Classroom Assessment）、课堂管

理（Classroom Management）、课堂教师教

育（Classroom Teacher Education）、语言学

与教（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语 言 教 师 教 育 （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学习者中心策略（Learner 

Centered Strategies）、学习心理学（Learning 

Psychology）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地相关领

域的学者、研究人员、教师、工程师等参

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受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影响，本次会议可以接受在线或视频

演示；现场参会者需佩戴口罩并接受体温

检测。提交的论文应为未经发表的原创性

成果，由大会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双盲

审查。被接受的优秀论文将被推荐给与论

文相关主题的国际期刊，具体期刊名称将

在论文通过学术审查程序后更新。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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