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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部宣布一项旨在扩

大教育机会的新拨款计划 

据美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ed.gov）

2020 年 6 月 19 日报道，美国教育部部长

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于当日宣布

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拨款计划，旨在为学

生提供发展新技能的机会，为创新者和发

明家提供拓展现有业务或建立新业务的资

源。 

此项“重新构想劳动力准备补助金计

划”（Reimagine Workforce Preparation Grant 

Program）将通过教育稳定基金（Education 

Stabilization Fund）提供资金，该基金由总

统特朗普签署的《关怀法案》（CARES Act）

授权。此项补助金拨款计划面向所有州。

为了获得联邦的拨款，各州必须证明冠状

病毒大流行造成的负担，并构建出一个能

支持当地人生活和工作的项目。各州构建

项目有以下两种渠道：（1）通过短期、职

业途径或部门教育和培训计划扩大教育机

会，如帮助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个人做好

准备，以便在其社区或地区从事高需求的

工作。（2）通过小企业孵化器支持本地创

业者，包括在州内一所或多所高校的校园

内设立小型企业孵化器。 

据悉，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州以

及寻求满足少数族裔服务机构和贫困社区

需求的项目，将被列为最有力的申请者。

一个独立的同行评议小组将对各州的每一

份申请进行评估，以确保其满足国家的需

要。 

 

来源：美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特朗普政府决定在联邦

招聘中优先考虑申请者技能而

非学历 

据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内 参

（www.insidehighered.com）2020 年 6 月 26

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和总统高级顾问伊万

卡•特朗普（Ivanka Trump）领导的美国劳

动力政策咨询委员会（American Workforce 

Policy Advisory Board）计划发布一项行政

命令，决定在雇佣 210 万人的联邦政府招

聘（federal hiring）中，优先考虑申请者的

技能而不是大学学位。 

美国政府于 2018 年成立了由 27 人组

成的美国劳动力政策咨询委员会，其成员

包括高等教育、大公司和行业协会的领导

人，其任务是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

伊万卡表示，即将到来的联邦招聘政策的

变动将有助于促成一支更具包容性的联邦

职工队伍，她还鼓励私营部门效仿：“我们

鼓励各地的雇主审视他们的招聘做法，并

批判性地思考像这样的举措如何有助于实

现劳动力的多样化以及增强其实力。”据悉，

在 2 月下旬新冠疫情对美国未造成实质性

影响之前，由伊万卡领导的委员会一直在

筹备一项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以推广四年

制大学学位以外的高等教育和培训。 

在特朗普政府公布此项计划的当日，

美国教育部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就发表了支持性的声明：“我继续

向商界提出挑战，要求他们重新思考教育，

接纳那些在典型课堂之外获得经验和技能

的潜在员工。我感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

题上的领导，这将有利于学生、终身学习

者和所有美国工人。”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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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薛远康 

 

 

英国：将为中小学生投入十亿

英镑教育基金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2020 年

6 月 19 日报道，英国首相宣布政府将投入

十亿英镑以弥补中小学生因学校在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期间关闭而缺失的教育。下一

学年，政府将通过一项投资 3.5 亿英镑的

教育计划让最弱势的学生群体有导师专门

负责指导学习。此外，政府给中小学拨款

6.5 亿英镑，用于需要一对一辅导的学生和

需要接受团体授课的学生。 

校长们对政府的拨款表示赞成，但认

为在资金的具体使用方面需要更多细节。

英国工党表示政府应尽快召集一个由工会、

科学团体和卫生专家组成的工作组以帮助

所有学生尽快安全返回学校。 

影子教育部长丽贝卡·隆·贝利

（Rebecca Long Bailey）认为该项拨款计划

“不够具体，缺乏细节，对整个教育秩序

的恢复只起了部分帮助作用”，同时她呼吁

制定“更详细的国民教育计划，帮助学生

的教育和健康回归正轨”。教育部部长加

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表示，

这笔资金将推动英国教育改革并保护“这

一代孩子免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但是，

这项教育计划的使用对象不涵盖学前儿童

和 16-19 岁的大学生。英国高中学院协会

首席执行官比尔·沃特金（Bill Watkin）表

示，将六年级学生从该计划中排除是“完

全没有道理的”。英国幼儿联盟首席执行官

尼尔·里奇（Neil Leitch）也对政府将学前

儿童排除在该计划外表示不满。 

自 3 月 20 日全国学校关闭以来，除了

部分工作人员的孩子外，英国大多数孩子

没有上过学，他们要到暑假后才有可能重

新返校。目前，英格兰幼儿园和收容所一

年级和六年级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返校，本

周部分中学十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将返

校。威尔士的中小学将于 6 月底重新开放，

任何时候只允许三分之一的学生上课，而

苏格兰的中小学准备在 8 月 11 日全部重

新开放。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张辛 

 

 

德国：《2020 年德国教育进展

报告》发布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6 月 24 日报

道，联邦教育与科研部与德国文教部长联

席会议于 6 月 24 日提交了《2020 年德国

教育进展报告》。该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

第八份报告描述了德国教育体系的整体发

展情况，其中报告的重点是“数字化世界

中的教育”。 

《2020 年德国教育进展报告》记录了

两年来教育的积极发展态势，例如，教育

的参与度提升、教育人员的扩充、教育支

出不断增加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该报

告证明，教育系统的渗透性正在不断增强，

并且在教育决策方面更具灵活性。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数字化

世界中的教育”的主题报告部分显得尤为

重要。疫情前师生主要在课余时间使用数

字媒体进行非正式学习，而像目前这样在

教育系统内部大规模使用的情况很少发生，

并且教育系统内部以及地区之间存在极大

差异。 

《2020 年德国教育进展报告》着重指

出了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例如，与 2013

年的低点相比，有更多年轻人没有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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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证书就离开了学校；在所有教育领

域中，都有识字能力低下的人；社会背景

对教育的影响仍然很大；区域差异和移民

教育仍然是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同时，

也在不断对教育人员提出更高的教学要求，

例如，加强培训和细化考核标准等。 

 

来源：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戴婧 

 

 

西班牙：政府启动“数字教

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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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6 日报道，部长

理事会（Consejo de Ministros）已批准教育

部与经济事务与数字化转型部（Ministerio 

de Asuntos Económicos y Transformación 

Digital）及其下属的“网络”部门（Red.es）

签署的合作协议，启动“数字教育”（Educa 

en Digital）计划，以促进西班牙教育的数

字化转型。 

该计划由“Red.es”部门和通过行政间

协议（Convenios Interadministrativos）加入

此计划的自治区政府共同出资，共计划拨

款 2.6 亿欧元。1.9 亿欧元由“Red.es”部

门提供，其中的 1.84 亿欧元则来自欧洲区

域发展基金（Fondo Europeo de Desarrollo 

Regional）。另外的 7000 万欧元则由自治

区政府提供，向公立学校提供设备及网络

连接。学校可以通过借用的方式向弱势群

体学生提供电子设备，便于其在校或者在

家接受数字化教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一项紧急措

施将在 2020-2021 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开始

实行，计划分发 50 万组设备。此外，该计

划将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面向教师、学

生及地方教育部门建立辅助平台，以更好

地促进个性化教育。这项措施将为学生制

定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更有效地追踪其进

步，并帮助教师对其发展进行个性化分析。 

 

来源：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灵铃 

 

 

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大学缩

小出题范围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20 年 6

月 19 日报道，文部科学省向全国大学与

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本年度大学入学考

试日程和内容的实施重点。考虑到因新冠

病毒影响而学习落后的学生，文部科学省

要求进行个别考试的大学比往年缩小出题

范围。明年 1 月的大学入学共同考试除了

两个日程外，还新设了特例补考，决定采

取“三阶段准备”。 

根据文部科学省 19 日公布的《大学

入学者选拔实施要项》，各大学进行的个

别考试，按照预定计划设定为明年 2 月 1

日。但是，为了防备考生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要求所有大学提前设计补考或变更考

试时间的替补方案。在新冠病毒影响下，

由于长期停课导致学习落后的考生，需考

虑其情况调整好出题范围。例如，在高三

学习较多的数学 III、物理、日本史 B、

政治、经济等各科目中，为了避免无法完

全学习而设置选做题。另外，出题不能超

过学习指导要领的“发展性学习内容”的

范围。 

文部科学省将在主页上公布各大学的

考试日程和出题范围。入学考试的整体日

程也考虑到了学习落后的学生。共同测试

除了按预定计划于明年 1 月 16 日、17 日

进行以外，还设立了第二考试时间 1 月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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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31 日。考试成绩提供给大学的时

间比当初预定的 2 月上旬晚 1 周左右，预

计本月内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将在共同测试

实施要项中提出。综合型选拔的报名时间

从 9 月 1 日推迟到 15 日，学校推荐型选

拔将按预定计划于 11 月 1 日进行。另

外，文部科学省还提出了在考场上防止感

染的对策，如座位间隔 1 米、及时换气和

采取安全的入场方法等。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王文静 

 

 

泰国：疫情下教育部为迎接新

学期开学将采取特别防范措施 

据泰国曼谷邮报（Bangkok Post）2020

年 6 月 23 日报道，教育部长顾问瓦拉维

奇·坎普·纳·阿尤特拉利夫（Warawich 

Kampoo na Ayutthaya）称，新学期将于 7 月

1 日开始，需要保证学生“安全地重返健康

校园”，届时约 4,500 所学校将为学生安排

非传统的教学形式。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小学 2020 年

第一学期的开放时间推迟到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14 日，第二学期的开放

时间推迟到 2020 年 12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10 日。尽管只有 180 天的在校学习时

间，但学校可以自主选择通过各种方式获

得 200 天的学习补充，例如，星期六上课，

星期天上课，晚上上课，在线上课等。 

在开学防范措施方面，最重要的是要

严格遵守公共卫生部与教育部联合发布的

教育机构指南。在校教学过程中，必须进

行健康检查和消毒措施，所有师生必须一

直戴口罩，班级必须采取卫生和清洁措施，

并保持安全距离。除了监督支持学校，教

育部还负责学生的上学交通问题。至于父

母担心最多的问题则是各级考试情况，教

育部将根据本学年可以教学的标准调整指

标和考试时间。在已经开学的情况下，如

果发现学生或教师有疑似感染症状的情况，

学校必须对患者进行分类并立即通知医务

人员。 

“教育部必须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与合作，确保老师、教育人员、教育利益

相关者，如父母等，积极配合工作并密切

参与各项重要的会议，”教育部长的顾问总

结说。 

 

来源：曼谷邮报 

编译者：宋瑞洁 

 

 

 

 

尼日利亚：特殊教育工作者呼

吁为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更多的

帮助 

据非洲今日新闻网（This Day）2020 年

6 月 24 日报道，在全世界应对 COVID-19

疫情的严峻现实之际，一些特殊教育工作

者呼吁各国政府、教师和照料者增加对有

特殊需要儿童的帮助，以减轻教育不平等。 

在由拉各斯前线的非政府特殊教育组

织“全纳教育和 IEP 中心（the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IEP Centre，简称 IEIEPC）”

主办的关于疫情期间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儿

童与人群的网络研讨会上，伊巴丹大学

（University of Ibadan）特殊教育系前系主

任、特殊教育学家奥卢菲米·法科莱德

（Olufemi Fakolade）教授呼吁：“在像

COVID-19 这样的健康危机中，残疾人往

往得不到多少帮助，但帮助减少残疾学生

的教育不平等是政府、教师和照料者的集

体责任。”他认为特殊教育工作者缺乏信息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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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信技术（ICT）的技能和知识，阻碍了

他们帮助特殊需要儿童工作的有效性，并

指出：“由于缺乏设备、互联网接入、专门

设计的材料和训练有素的人力支持等资源，

特殊需要的儿童受到教室关闭的负面影响。

同时，他们无法与朋友建立联系和社交，

这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同样重要。” 

伊巴丹大学特殊教育系的约翰·奥云

多因（John Oyundoyin）博士责成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紧急调查阻碍特殊需要者获得高

质量教育的所有因素，包括政策立法、资

金、人力资源和数据。奥云多因博士还呼

吁政府承认照顾者（caregivers）是特殊需

要儿童的基本服务提供者。他说：“应该招

募护理人员和残疾组织的工作人员加入

COVID-19 工作组，因为他们对此类人群

有更好的了解。各级（包括地方、州和联

邦）政府应当让家庭、机构和组织中的照

料者参与，作为提高此类人群生活质量的

系统性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来源：非洲今日新闻网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全球

教育监测报告呼吁关注

COVID-19 下的教育包容问题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 年 6 月 23 日报道，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融

合与教育——一切皆有之义》，旨在监测

209 个国家在实现联合国会员国《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通过的教育目标方面

取得的进展。报告表明，教育系统中的排

斥现象和对学习者特殊需求缺乏考虑的问

题严重。 

报告深入分析了导致世界各地教育系

统中的学习者遭到排斥的关键因素，包括

背景、身份和能力（例如性别、年龄、地

理位置、贫困、残疾、种族、土著、语言、

宗教、移民或流离失所、性取向或性别认

同表达、监禁、信仰和态度），并确定了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教育排斥的加剧，

大约 40％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在暂

时关闭学校期间无法为处境不利的学生提

供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

祖莱（Audrey Azoulay）对此表示：“要应

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就必须迈向更具包容

性的教育。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对

教育的未来进行重新思考变得尤为重要，

大流行引起了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关注，

不采取行动将阻碍社会的进步。” 

报告还指出，有 2.58 亿儿童和青年被

完全排除在教育之外，贫困是获得教育的

主要障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所

有家庭中最富有的 20％的青少年完成初

中的几率是最贫穷家庭的三倍。在完成初

中教育的学生中，最富有家庭的学生具有

基本阅读和数学技能的可能性是最贫穷家

庭学生的两倍。尽管宣布了到 2030 年普及

高中教育的目标，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几乎没有贫穷的农村年轻妇女能够完

成中学教育。同样根据该报告，中高收入

国家的 10 岁学生使用母语以外的其他语

言授课，在阅读测试中通常比母语使用者

低 34％。在十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

残疾儿童的阅读能力比非残疾儿童低

19％。 

“COVID-19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

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系统的机会”，全球教

育监测报告主任马诺斯·安东尼斯（Manos 

Antoninis）说，“走向一个重视并欢迎多样

性的世界并非一朝一夕。但是，COVID-19

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全神贯注地去做，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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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一个好的并包容所有学生的教育环

境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译者：徐如霖 

 

 

国际教育组织：公民教育是加

强民主的关键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6 月 30 日

报道，新冠肺炎危机以及持续的社会动荡，

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教育

组织在德国的科学与教育联盟所发布的最

新声明强调在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中进行

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

当前在德国出现贫富分化加剧、种族主义

情绪增加、团结精神匮乏等社会危机。该

联盟认为，仅通过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中

的特定学科教育无法解决这些挑战。诸如

和平、自由、人权、参与、共同决定、社

会正义和多样性之类的价值观正在受到越

来越多的质疑，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必须通过公民教育来传达这些价值观。

联盟表示现在是时候将公民教育纳入所有

教育机构的日常教育体系中了。 

为了完成职业学校的整体教育使命，

该联盟强调现在需要：第一，在相关学习

领域和学习环境中，将公民教育以及相应

的教学工作系统地结合起来；第二，将职

业学校视为培训优质人才的所在地；第三，

将大学教师培训内容扩大到职业学校的公

民教育，以大大减少不熟悉公民教育的教

师的比例；第四，职业学校应招募具有相

关公民教育资格的教师；第五，建立研究

用于职业培训部门公民教育的资助计划。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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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下 K-12 教育

数据的清晰度比以往更加重要 

Data Clarity in K-12 Education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在当前新冠疫情下，全美各地都十分

好奇学校关闭、快速转向在线学习带给学

生的影响。譬如，有多少学生参加了在线

课程？他们通过在线学习真正学到了多少？

他们可能会在 9 月秋季学期落后多少？这

些问题的解答均需要完善的数据收集与分

析。而随着全美各地学校重新开放计划的

制定和完善，这些数据也能够帮助学区领

导者、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进行正确

决策，找到前进的方向。 

然而，新冠疫情引发的不稳定性也为

K-12 教育数据收集带来新的困难，尤其表

现在：需要收集的最为重要的数据是什么，

如何准确收集它们？费城学区（School 

District of Philadelphia, SDP）从过去几年同

威 廉 · 佩 恩 基 金 会 （ William Penn 

Foundation）等组织的伙伴合作与数据沟通

和共享中总结出以下三点有效经验，这些

也是费城学区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的工

作思路。 

第一，定义教育问题概念该如何被测

量。许多人认为诸如“毕业率”、“阅读达

到年级水平的学生比例”这样的教育问题

术语具有单一、稳定的定义，但事实上各

学区通常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定义，

这也导致其后续做出不同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决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教育利益

悠关者会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审视他们教育

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尝试制定专门的改进

计划，此时一定要确保所使用概念和测量

标准的定义是一致的。 

第二，为教育问题制定全面的研究议

程。不管教育专业人士或家长在新冠疫情

下将最终做出什么决策，单个研究或数据

点可能不能满足他们的决策准备需求。为

此，我们需要设计全面的研究议程而不是

单项研究，以满足我们从新冠疫情危机中

恢复、建立更加坚固和公平的教育支持系

统的需求。 

第三，研究结果应该清晰实用。只有

以受众理解的方式进行交流，才能对教育

问题研究和数据结果进行周到的决策。在

过去的几年中，SDP 致力于用便于家庭和

社区领导者使用的方式来交流学校和地区

数据。 

在即将到来的秋季新学期，学区和家

庭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选择，即如何在健康

和安全预防措施与学习和经济需求之间取

得平衡。我们希望他们利用最佳教育数据

和信息来做出这些决定。而只有注意到上

述三点，这才是有可能的，即定义概念、

制定研究议程并明确分享。这些步骤缺少

任何一个，都不太可能促使更有效、公平

的教育体系的建立。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艾略特·温鲍姆（Elliot Weinbaum）

是威廉·佩恩基金会杰出学习（Great Learning）

项目的主任。乔伊·莱斯尼克（Joy Lesnick）是费

城学区研究、评估和学术伙伴关系事务的副主管。 

Elliot Weinbaum & Joy Lesnick. Data Clarity 

in K-12 Education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EB/OL]. [2020-08-18].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data-clarity-

in-k-12-education-more-important-than-

ever/583665/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

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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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可能需要在秋季学期每两天进行一次检测 

Colleges may need to test every 2 days to contain coronavirus outbreaks, study 

finds 

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发布的一

项最新研究，在秋季学期重新开放校园的大学可能需要每两天对学生进行一次新型冠状病毒

检测，同时还要让学生保持社交距离，从而遏制校园疫情的爆发。 

病毒检测对于大学秋季学期的重新开放计划至关重要，但是在整个检测行业中，获得检

测机会以及快速得出检测结果的能力差异很大。小型学院正在与私人实验室合作，而大型研

究型大学则计划使用自己的设施，但检测成本都很高。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如下情景

进行了模拟与建模，即每 5000 名学生中有 10 人感染了病毒但没有表征出任何症状，并测验

了一种较低成本的、成功率为 70%的检测方式。虽然测验并不十分准确，但反复检测将使大

学能够以这种成本较低的方式遏制病毒传播。 

然而，就目前全美大学的秋季学期校园重新开放计划来看，许多大学选择仅允许检测结

果为阴性的学生重返校园；一些大学不打算定期对学生进行病毒检测，而是监察他们的症状

并在生病后对其进行检测或隔离。对此，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耶鲁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大

卫·帕尔蒂尔（A. David Paltiel）表示，团队模型考虑了“成千上万种情况”，但没有找到一

种足以遏制疫情的方法。这种频繁的检测为大学设置了“难以置信的高标准”，然而，“那些

无法达到这一最低标准、并且毫不妥协地保持良好预防的大学，实际上需要反问自己是否有

重新开放校园的必要”。总之，大学疫情的爆发可能会迫使学生陷入隔离或校园完全关闭。 

 

Hallie Busta. Colleges may need to test every 2 days to contain coronavirus outbreaks, study finds [EB/OL]. 

[2020-08-04].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colleges-may-need-to-test-every-2-days-to-contain-

coronavirus-outbreaks-st/582900/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下放学后项目生存状态 

COVID-19 Has Left Thousands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Jeopardy 

近日，美国放学后联盟（Afterschool Alliance）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新冠疫情所导

致的停学停课，当前美国国内 90%的放学后项目存在长期资金匮乏问题；60%的放学后项目

正担忧他们将会永久关闭。 

这项调查是放学后联盟所开展的系列调查中的第一项，对全美境内 914 家放学后项目组

织（总共在全美 47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设有 6000 余个放学后项目点）展开有关当前现状与

处境的调查，旨在评估该行业的健康状况。总体而言，该调查揭露了一半以上的放学后项目

组织表示它们并不确定“最糟糕的处境是已经结束了还是尚未到来”；超过 75%的放学后项

目组织表示它们进行了裁员、休假或缩短工作时间。具体来看，相较于那些依赖联邦或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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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经费以及社会慈善经费的放学后项目，那些依赖家长付费的放学后项目在新冠疫情中受创

最为严重，它们完全停止运行的概率是其他项目的两倍、提供线上虚拟服务的可能性比其他

项目低 3 倍。 

该调查于 5、6 月份开展，是在 7 月份美国许多学区宣布他们计划秋季学期不重新开放

校园、仍然开展在线教育之前，故该调查被认为仅揭露了放学后项目暗淡前景的冰山一角。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美放学后项目行业为大约 1000 万名儿童提供放学后项目服务，然

而，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该行业仅能提供此前服务量的一小部分。具体而言，一部分放

学后项目还会因秋季学期学校的关闭而处于停摆状态；还有一部分放学后项目会做出整改以

适应新的学校教育模式，但其中那些将在秋季学期提供现场服务的放学后项目会需要更多的

资金，以用于支付场地和设备清洁、人员防护设备、以及扩大场地空间以达到社交疏离要求

的费用。 

 

延伸阅读： 

美国放学后联盟（Afterschool Alliance）：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公私合作建立的无党派、非营利组

织，总部位于华盛顿，其使命是“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可负担的优质课余课程”。该联盟既是美国国内

各 K-12 放学后项目的主要倡导者，也是它们的主要资金来源。 

 

Corey Mitchell. COVID-19 Has Left Thousands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Jeopardy [EB/OL]. [2020-07-

27].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7/27/covid-19-has-left-thousands-of-after-school-program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考虑全面削减预算和裁员 

More colleges consider across-the-board cuts, survey finds 

近日，美国高等院校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AC＆U）

发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同新冠状病毒疫情刚刚爆发时相比，越来越多的大学领导者开始考

虑全面削减预算和裁员。  

该协会分别于今年 3 月、6 月至 7 月对 100 多位大学校长进行了两次调查，以收集大学

如何应对疫情下招生人数下降和收入损失的资料与数据。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大学领

导人表示，他们预计 2020-2021 学年的入学人数将下降至少 5%。十分之一的大学领导人表

示他们预计大学的收入损失将超过 30%，尽管这一数据在 7 月的调查中下降到 15%，而且

同疫情爆发之际相比，更少的大学领导人考虑削减学术项目和教师职位，但更多的大学领导

人正在考虑裁员和削减工作福利。 

而此前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调查也显示，至

少有 224 所大学在疫情爆发后解雇员工或停止续签用工合同，超过 50,000 名大学雇员受到

影响。譬如今年 5月，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知名女子文理学院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

解散了大约 330 名行政和工会员工。同样，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在 7 月份解雇了 69 名教员，以帮助弥补近 3600 万美元的收入损失。

最近，阿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董事会投票决定削减 178 个职位，其中包括 96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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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教职人员职位。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家俄亥俄州公立机构还批准了要求减薪的合同。而越

多越多大学为应对新冠疫情所考虑的全面削减预算和裁员策略，也遭遇到了许多大学教师的

批评与抗议。美国各地大学教师普遍表示，新冠疫情削弱了大学传统的共享治理结构以及他

们与管理人员的沟通渠道。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教授们的公开信引爆了这一批判运动，在这份公开信中，30 名终身任职的大学

教职人员公开劝阻他们所在大学即将在秋季学期所采取的做法。 

 

延伸阅读： 

美国高等院校协会（AAC＆U），成立于 1915 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是一个旨在推进本科教育和通

识教育的全国性组织，现已有 1350 所不同规模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及学院加盟其中。 

Natalie Schwartz. More colleges consider across-the-board cuts, survey finds [EB/OL]. [2020-08-03].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more-colleges-consider-across-the-board-cuts-survey-finds/582819/ 

Jeremy Bauer-Wolf. College faculty’s criticism grows over cuts, reopening [EB/OL]. [2020-08-04].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college-facultys-criticism-grows-over-cuts-reopening/582865/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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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0-2021 新学年学业

评估筹划 

The value of assessment in an 

uncertain school year 

尽管学业评估目前在全美饱受争议，

各州也在逐渐取消评估，但美国联邦教育

部在 7 月份明确表示，各州不应在 2020-

2021 新学年抱有这样的念头。随即，美国

国家评估管理委员会（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NAGB）也于 7 月下旬宣

布，将继续筹备“国家教育进展评估”

（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一项监测 4 年级和 8 年

级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和写作上学业

进展的全国代表性学业评估。 

当前，美国许多教育组织和机构表示

应该在 2020-2021 学年继续进行学业评估。

尽早评估学生的学业情况，将会为学校领

导者和教师提供所需数据，以便更加针对

性地帮助学生弥补在疫情期间落下的学业，

并继续开发新课程材料。NAGB 主席哈

利·巴勃（Haley Barbour）表示，“大规模

学业评估数据也能为教育政策、研究和资

源分配提供宝贵信息”。但是，也有许多教

育工作者质疑是否应该在今年进行这项大

规模评估，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风险低、对

课程规划有帮助的诊断性评估。 

那么，2020-2021 这一特殊学年的学业

评估应该包含什么内容？NAGB 评估中心

执行主任斯科特·马里恩（Scott Marion）

建议对新学年的学业评估应“同课程靠拢”，

或者与学生在秋季学期将要学习的前几个

单元内容保持紧密联系。也有课程专家，

如 美 国 西 北 评 估 协 会 （ Northwest 

Evaluation Association, NWEA）的学校与

学生进步中心主任内特·詹森（Nate Jensen）

建议学校开展有针对性的诊断性学业评估，

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进而采取

有效的学业进步干预支持。此外，他们也

希望新学年的学业评估同教师和学校的评

估区分开来，减少学业评估的负担。 

新学年的学业评估具体应该在什么时

间进行？随着全美各学区目前专注于重建

关系、提供在线学习机会等事务，新学年

的第一轮学业评估被预计会在秋季学期开

学后的几周内进行。有课程专家强烈敦促

至少在开学两周后再进行学业评估，詹森

还指出，秋季学期的第一轮学业评估应专

注于确定学生因疫情所遭受的学业影响与

学业需求，而冬季和春季的后续评估应关

注为学生提供的学业进步干预支持是否有

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业成长。 

最后，课程计划将如何受到学业评估

的影响？课程专家普遍认同，在学业评估

之后，一方面要填补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

业空白；另一方面还要加快学习进度，“我

们需要让学生接触他们所在年级水平的课

程与教学内容，推进学业前进”。 

 

Naaz Modan. The value of assessment in an 

uncertain school year [EB/OL]. [2020-08-12].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accelerate-

dont-remediate-the-value-of-assessment-in-an-

uncertain-school/583230/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

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高校为学生提供额外免

学费学习时间 

Extra Tuition-Free Time on Campus 

距离秋季学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各高校陆续宣布学费优惠和折扣政

策，以确保学生继续学习，鼓励其完成学

位，减少延期毕业。 

近期，圣诺伯特学院（St. Norbert 

College ）和太平洋路德大学（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宣布了免费为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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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额外的免学费学习时间项目，旨在保证

学生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弥补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学生校园学习生活的缺失。 

圣 诺 伯 特 学 院 是 威 斯 康 星 州

（Wisconsin）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该学

院于 8 月 3 日推出了“免费的第九学期”

（Ninth-Semester-Free Promise）计划，为符

合条件的学生支付其完成学业所需额外一

个学期的学费。该校校长布莱恩•布鲁斯

(Brian Bruess)表示，该项目旨在鼓励学生

在即将到来的学年继续接受教育。学院还

希望该项目能让参与项目的学生在九个学

期内顺利毕业。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吸引

那些希望有更多不受干扰的校园时间的学

生。他还认为，这可以帮助那些因健康、

经济以及其他原因无法在 2020-2021 学年

完成全部课程的学生减缓压力。 

太平洋路德大学也于 8 月 3 日推出

“PLUS Year”计划，为学生提供额外一年的

免学费学习时间。所有重返校园和即将入

学的学生，无论年级，都有资格在预计毕

业日期之后的第五个学年享受免学费学习

的政策。太平洋路德大学校长艾伦•贝尔顿

（Allan Belton）表示，该项目的目标是确

保所有学生获得四年的优质校园体验。 

贝尔顿评价该项目称，“来自家长和学

生的反应是正面的。我们知道，今年的学

年不同以往，所以要给学生时间，让他们

停下来思考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这

才是我们真正希望做的。” 

 

Emma Whitford. Extra Tuition-Free Time on 

Campus [EB/OL]. [2020-08-05].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8/05/t

wo-colleges-announce-tuition-free-additional-time-

campus-returning-and-new-students信息来源：美国

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学区通过统一指导应对

线上教学软件过多乱象 

For Some Districts, Tech Was Messy 

This Spring. Now They’re More 

Prepared 

太少的技术支持无法使线上教学顺利

展开，而太多的技术支持则会为教学带来

麻烦。这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春季学期经

历的双重困境：计算机、热点以及其他设

备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各个学校和学区

使用的软件数量似乎成倍增加。 

德克萨斯州卡罗顿—法默斯科独立学

区（Carrollton-Farmers Branch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的数字学习专家哈迪贾•戈

迪（Khadijah Gordy）回忆，在春季学期，

该学区的教师们曾使用“非常杂乱”的学习

管理系统——Canvas、Google Classroom、

Google Sites、Seesaw、Schoology 以及其他

各种软件，春季学期的实践也证明，这给

家长亦带来了不少困扰。 

对越来越多的学区而言，“重返校园”

意味着回归线上教学。而对于那些以帮助

教师有效使用学习管理系统为工作职责的

技术人员来说，在开学前的最后几个星期，

需要吸取春季学期的经验教训以指导秋季

学期的线上教学。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更好

地掌握全区使用的所有应用程序和软件。 

戈迪说，“秋季学期之前，我们的首要

任务是制定一个学习管理系统”。卡罗顿—

法默斯科独立学区已经决定使用 Canvas

作为其统一的学习管理软件。此外，学区

还公布了一份已获批准使用的软件清单。

戈迪透露，为了让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更

轻松，学区的课程和内容专家已经利用暑

期来制定远程教学计划，以指导老师们全

年的教学。 

其他州也纷纷效仿，各区花费更多时

间进行教师培训。内华达州公共教育督学

乔恩·埃伯特（Jhone Ebert）表示，大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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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学期使用不同工具为教师提供支持，

“如果我们将其整合到一个更具凝聚力的

系统中，就可以利用它为教师提供更好的

专业发展”。 

 

Tony Wan. For Some Districts, Tech Was Messy 

This Spring. Now They’re More Prepared [EB/OL]. 

[2020-08-07].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

08-07-for-some-districts-tech-was-messy-this-

spring-now-they-re-more-prepared.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浪潮网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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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21-24】2021 年第六

届远程教育与学习国际会议 

2021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CDEL 2021) 

 

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21-24 日 

会议地点：上海，中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从事相关技术研

究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会议内容： 

在信息通信技术和学习科学发展的影

响下，远程教育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良好。

随着技术和文化的变化，远程教育有进一

步发展与传播的趋势。2021 年第六届远程

教育与学习国际会议（ICDEL 2021）将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4 日在中国上海举

办，旨在促进远程教育与学习等领域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 

会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一般

方 法与问题（ General Approaches and 

Issues），例如基于 Web 的混合学习（Web-

based and Blended Learning）、开放式教育

（Open Education）、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2. 实施问题（ Implementation 

Issues），包括学习内容的设计和开发

（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ontents）、初等与中等教育（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与职业培

训 （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家庭教育（Home Schooling）等；

3. 方法与教学问题（  Implementation 

Issues），包括教学与学习策略（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actics）、协作

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等；4. 工具、

系统与技术问题（ Tools, Systems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包括在线学习基础

设施与建筑（Online Learning Infrastrucures 

and Architectures）、开源学习环境（Open 

Source Learning Environments）等；5. 道德

与社会问题（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包

括霸权主义（Bullism）、剽窃（Plagiarism）、

公平问题（Equity Issues）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地从事相

关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受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除常规的现场演讲

形式外，也可接受在线演示。提交的会议

论文将由 2-3 名审稿人进行双盲审查，被

接受的论文将发表在 ICDEL 2021 年会议

论文集并提交给 ACM 数字图书馆，由 Ei 

Compendex 和 Scopus 等检索。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1年 1

月 1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del.org/ [2020-08-16]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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