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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调查称疫情对有色人种

和低收入学生的高校入学机会

影响更大 

据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内 参

（www.insidehighered.com）2020 年 7 月 20

日报道，根据 MassINC 民意调查小组

（MassINC Polling Group）最新的针对新

冠疫情影响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调查

显示，大多数学生的高校入学计划没有改

变，但是入学计划在不同种族和收入水平

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项针对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的民意调查共调查了 1502名 10-12年级学

生的家长。它由波士顿基金会（Boston 

Foundation）和巴尔基金会（Barr Foundation）

赞助，并得到了教育信托基金会（Education 

Trust）的支持。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流感大流行，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推迟

上大学，17%的人说他们孩子的计划已经

改变。在种族差异方面，22%的黑人和 26%

的拉丁裔受访者更倾向于说他们孩子的入

学计划发生了变化。家中是否有网络设备

也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29%没有网络设

备以支持在线学习的家长表示他们孩子的

大学计划已经改变，相比之下，有足够设

备支持的人只有 16%。在语言能力方面也

存在差异，对于在家说西班牙语的家长，

36%的人说他们的孩子更容易推迟入学，

相比之下，在家说英语的家长占比不到四

分之一。 

MassINC 是一个独立的政策智库，为

公共、私营和社会服务部门提供全方位的

民意调查工具和服务。MassINC 民意调查

小组主席史蒂夫·科泽拉（Steve Koczela）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同家庭面对新冠

疫情大流行的经历截然不同：“对于大多数

白人和高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对孩子未来

的高等教育入学计划基本上保持不变。但

是对于有色人种的父母和低收入家庭来说，

他们的孩子和高等教育之间的障碍增加

了。”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薛远康 

 

 

英国：英格兰公布重返校园安

全计划 

据英国 BBC 新闻（BBC News）官方

网站 2020 年 7 月 20 日报道，新型冠状病

毒防疫工作中的关键人员说，由于暑假期

间学校关闭，他们正在努力为孩子寻找托

儿服务。目前，只有四个委员会表示，他

们将继续为防疫中心地区的学龄儿童提供

照料。由于许多假日俱乐部被取消，爷爷

奶奶也经常因为禁闭限制而被排除在外，

家长们说这是一场“战争”。 

威尔士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提供了

260 万英镑的经费资助弱势儿童入学。但

政府表示，如果家长愿意，议会也可以用

这笔钱为关键工人的子女提供住宿。威尔

士皇家护理学院（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in Wales）敦促其他当局重新为关键员工提

供儿童保育服务。加拿大皇家医院护理政

策专业实践副主任黛安·鲍尔斯（Diane 

Powles）表示，这一变化对护士和其他关

键员工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她说：

“我们收到了会员们的反馈，他们一直在

挣扎。他们想在一线为病人提供服务，但

同样，他们也有义务确保自己要照顾好孩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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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鲍尔斯女士补充道：“我们真的很想鼓

励威尔士各地都有这样的公平规定，这样

关键员工就有同样的机会来照顾孩子”，

“护士要感到自己受到重视，不仅要看薪

水，还要看待遇。”威尔士政府正通过冠状

病毒儿童保育援助计划（ Coronavirus 

Childcare Assistance Scheme）为 5 岁以下

儿童提供资助，这项资助将延续至 8 月 31

日。 

新港市议会（Newport council）主席

简·穆德（Jane Mudd）说，当地政府决定

在夏季为重症监护工作人员提供为期四周

的托儿服务。她说：“我们觉得在这段时间

里，尽我们所能支持家庭和支持关键工人

是非常重要的。”自 6 月 22 日以来，威尔

士各地的儿童保育和游戏场所都在增加运

营。“我们正与地方当局和托儿部门合作，

确保所有机构都能尽快开放，并已公布指

导意见，支持托儿机构重新开放。” 

 

来源：英国 BBC 新闻 

编译者：杨雅晴 

 

 

 

德国：北威州发布新的数字设

备支持计划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7 月 23 日报

道，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学校和教育部

表示，州政府支持学校向学生提供数字设

备，以便在家里进行数字化学习，为此将

对因经济状况而无法使用数字终端设备的

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资源配备和资助。 

联邦和地方政府共将提供 1.78亿欧元，

州政府支持计划现已生效并公布。教育部

长伊冯娜·格鲍尔（Yvonne Gebauer）认为，

联邦政府的应急设备计划将有效促进教育

公平，也将是北威州学校数字化投资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让所有的学生都能

接受最好的教育，并为迎接数字化世界的

挑战做好准备，同时也是对新冠危机的有

效应对。 

资助的申请程序将尽可能简化，离校

生可直接向当地政府申请资助。所有公立

学校、护理学校等均符合申请资格，最后

的设备仍由学校所有并借给学生使用，其

目的是确保今后尽可能使所有学生都能参

加远程教育。 

该计划支持购买移动设备，即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等，每台设备的最高金额

为 500 欧元。联邦政府出资 1.05 亿欧元，

北威州政府出资 5500 万欧元。这意味着，

学校自关闭以来为了向学生提供数字设备

而进行的所有购置行动都可以通过该计划

进行抵消。设备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结束暂时使用并完成回收，这些设备仍然

可以永久用于学校教育。 

 

来源：德国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戴婧 

 

 

俄罗斯：国家杜马教育科学委

员会正在起草法案保障教师权

益 

据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2020

年 7 月 21 日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

们正在起草几项法案，旨在提高教师的地

位，并在立法中纳入苏联时期教师所享有

的某些福利，其中包括为教师延长休假，

在立法中规定其在学校工作 25 年后享有

提前退休的权利，并确定教师的平均工资

不应低于该地区和国家的平均薪资水平等。 

俄罗斯国家杜马教育科学委员会

（КомитетГДпообразованиюинауке）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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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邦教育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进行更改，

其工作人员表示在苏联时期，所有教学工

作者均享有 56 个日历日或 48 个工作日的

长假，建议通过立法回到老师曾经拥有的

状态，允许有暑假。他们认为假期有利于

提高教师的工作质量。 

议员们计划在新法案的帮助下解决的

另一个问题是减轻教师的负担，他们希望

纠正教师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和各种津贴

的比率。教师的基本工资，即 18 个教学小

时的工资，必须至少为该地区平均工资的

70％，在此种前提下，教师将真正能够获

得不少于地区平均水平的薪资。如果在法

律中明确规定了此条款，它将具有约束力。

关于养老金法修正案的另一草案将引入拥

有 25 年工作经历的教学人员有权提前退

休的规定。提前退休的权利是在苏联时期

被规定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常年的工作导

致他们迅速地职业倦怠。预计将于 2020 年

9 月向国家杜马提交此项法案。 

 

来源：俄罗斯报 

编译者：朱佳悦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学校董事

会的返校计划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e News）

官方网站 2020 年 7 月 19 日报道，加拿大

各地的学校董事会正在制定计划，准备在

9 月份让学生重返课堂。教育部已要求安

大略省（Ontario）所有 72 个学校董事会为

三种可能的情况制定计划：全日面授学习、

全民在线课程，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混

合模式。董事会必须在 8 月初之前提交所

有方案的计划，这些计划在实施之前必须

得到政府的批准。教育部长斯蒂芬·莱切

（Stephen Lecce）最初说混合式教学是政

府的首选，但后来又表示希望看到所有学

生都回到全日制课堂上。 

多伦多（Toronto）董事会发言人瑞

安·伯德（Ryan Bird）在一次采访中说，

政府官员已经为政府要求的三种情况中的

每一种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模型。他说，其

中最复杂的是在考虑让幼儿园到八年级的

学生全部回到课堂学习。 

方案 1：定期上课，每班不超过 15 名

学生。伯德说，这个方案的成本最高，董

事会需要花费 2.49 亿美元额外雇用 2500

名教师。伯德形容这种方法“在财务上不

可行”。方案 2：同样的班级规模，但是学

校的一天缩短了 48 分钟，让老师在一天结

束时有一些准备时间。伯德说，这种模式

将降低成本至 9800 万美元。方案 3：全日

上课模式，分成两种不同规模的班级——

幼儿园至三年级的学生最多 15 人，四年级

及以上的班级最多 20 人。伯德估计，如果

这项计划得以实施，董事会将需要雇用

1900 名教师，成本为 1.9 亿美元。方案 4：

同样的混合班级规模，但是学校每天缩短

了 48 分钟。伯德指出，雇用 200 名教师支

持这种方法的成本约为 2000 万美元。方案

5：恢复肺炎大流行前班级规模，但要附加

未定的健康和安全协议。伯德表示，这种

方式是董事会目前青睐的方式。他说：“我

们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回来上课，如果能

按照正常的班级规模来上课，我们认为从

心理健康、幸福感和学习方面来看，这是

非常理想的。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学生和

教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是第一要务，所以

我们必须确保无论实施什么方案，都必须

是安全的。” 

 

来源：加拿大《环球新闻》 

编译者：闫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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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外籍儿童

提供就学支援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2020年7月

27 日报道，文部科学省整理了关于居住在

日本的外籍学生的就学支援方针，并通知

了都道府县的知事和教育长。学龄簿上记

录了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的名字和住所等

基本信息以及高中入学的进路指导和考试

要求等内容。 

6 月 23 日，政府围绕去年 6 月成立的

日语教育推进法，通过了推进外国儿童与

留学生、从业者的日语教育相关基本方针。

这次，地方自治体依据基本方针总结了实

施措施。在方针中明确提出外籍儿童作为

共生社会的一员，是建设日本未来的力量。

因此，有必要推进为外籍儿童提供上学机

会的措施。在此基础上，要求自治体在学

龄簿上登载外籍学生。对没有回应公立中

小学就学介绍的家庭，需要与监护人取得

联系，从而建议孩子上学。文部科学省去

年对在日外国人的孩子实施了首次全国调

查。相当于中小学生年龄的孩子约有 12 万

4 千人，其中约有 2 万人可能没有上学。

2011 年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外国人约有 13

万人，但随着留学生和技能实习生增加，

2018 年度达到约 26 万人。去年 4 月，实

施了增加接纳外国劳动者的出入境管理法，

预计外籍子女今后也会增加。 

需要进行日语指导的小中高的学生数

在 2018 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51，126

人（外籍 40，755 人，日本国籍 10，371

人）。其中，2 成以上没有接受日语补习等

特别指导。关于登载外籍子女的“学龄簿”，

去年也有 2 成以上的自治体尚未制作。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王文静 

 

 

泰国：以世纪泰国教育体系的

发展推动泰国教育标准走向 21

世纪 

据泰国国家教育标准与质量评估办公

室官方网站（www.onesqa.or.th）2020 年 7

月 24 日报道，国家教育标准与质量评估办

公室计划通过企业或机构搭建外部教育质

量评估机构，拟通过开发技术评估系统将

泰国教育系统推向 21 世纪，并寻求与机构

协调，共同制定外部评估指南。针对各级

各类教育机构，提出教师要通过新型的教

学设计来补充知识，重点是为学生提升学

习效率，同时学生也需要具备各种技能，

包括在学习中应用技术。 

国家教育标准与质量评估办公室代理

主任南塔（Nantha Hongwanad）副教授说，

在运营 20 年的过程中教育标准与质量评

估工作一直由国家教育标准与质量评估办

公室负责。如今,除了在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中建立更加良好的信誉外，国家教育委员

会办公室还计划将组织升级为以 21 世纪

泰国教育体系的发展推动泰国教育标准完

善的组织，包括：1）在教育质量评估过程

中使用信息技术开发质量评估系统，能够

使用所述数据库制定评估指南并向教育机

构提供正确发展方向的建议；2）与公认的

拥有良好教育体系的其他国家研究评估系

统并签订协议，研究外国教育质量评估的

标准和系统，如中国、日本、新加坡、新

西兰、美国和英国；3）与基础教育委员会

办公室、职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等同级别

的机构进行协调一起制定学校的标准和评

估标准。 

南塔副教授补充说，除了需要适应 21

世纪教育发展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外，学

校和教师还可以帮助将教育标准有效地推

向 21 世纪。因为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

师，都必须最大程度地通过设计满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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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课程、创建有利于学习技能发展的

课堂环境、使学生参与各种活动和项目中、

建立系统和创造性的思维过程、训练学生

与他人合作等方式途径，关注学习者的效

率，调整教学风格。 

 

来源：泰国国家教育标准与质量评估办公室

官方网站 

编译者：宋瑞洁 

 

 

 

 

坦桑尼亚：如何弥补教育和就

业之间的差距 

据非洲公民新闻网（Citizen）2020 年

7 月 21 日报道，坎帕拉市中川市（Nakawa，

Kampala）管理培训咨询中心的学生主任

提出一个疑问：什么年龄的孩子已经可以

开始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呢？他认为，10

岁的孩子已经成熟，可以产生生产力。 

世界银行指出，坦桑尼亚的平均生产

年龄为 18 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之

一。然而，坦桑尼亚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按

照 7-4-2-3 年的发展模式建立起来的四级

结构，即七年的小学教育，四年的中学教

育，两年的高中教育，三至五年的高等教

育。因此，这一模型表明，坦桑尼亚学生

在毕业前平均在教育系统学习 16 年。同

时，随着幼儿教育计划的实施，学生在校

时间可能会更长。 

尽管学生在学校花费了很多学习时间，

雇主对每年大量涌现的毕业生的质量却并

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们缺乏在就业市场

上生存的关键实践和情感技能，企业正在

将招聘模式从要求学术论文转向测试创造

力等关键技能。一位银行高管表示：“我们

需要培养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掌握与课

堂无关的技能。” 

阿卜杜勒·卡索子（Abdul B.K Kasozi）

教授于 2019 年 12 月在加纳开普海岸大学

举行的第 15 届 RUFORUM 年度股东大会

上发表了题为“非洲大学从主要教学机构

向培训和知识生产机构过渡”的论文。卡

索子教授指出，就业市场中的行业只关心

为有利可图的教学领域提供资金，而不是

研究领域。因此，坦桑尼亚大多数大学都

是以“技能型人才的生产”为主要内容的

教学机构，而对科研、知识生产和创新的

重视程度却很低。 

《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说明了非

洲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落后程度。报告指出，

尽管非洲大陆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13%，但

其对全球研究产出的贡献仅为 1%。自

2002 年以来，非洲尽管在生命科学和食品

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有所增加，但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研究产出每年下

降 0.2%。卡索子教授认为，非洲未能产生

知识的主要原因是它没有摒弃新自由主义

思想，即认为市场可以有效地资助高等教

育，但市场模式将教育视为可供出售的商

品，而教育机构则是向称为学生的客户销

售教育产品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

缺乏国家对研发的投资，因此导致大学无

法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 

 

来源：非洲公民新闻网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阿尔

巴尼亚和萨拉热窝在中小学试

点媒体信息素养内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 年 7 月 27 日报道，在欧盟资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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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在东南欧和土耳其建立媒体信任项

目——第二阶段”（Building Trust in Media 

in South East Europe and Turkey–Phase 2）

的框架内，教科文组织及其当地的主要项

目合作伙伴阿尔巴尼亚媒体研究所和萨拉

热窝大学政治学院已迈出了在正规教育中

试点媒体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 MIL）的第一步，该项目旨

在通过将媒体信息素养引入该地区的正规

教育系统来提高青年相应技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地区科学和文

化局萨拉热窝项目办公室主任西尼·西姆

（SinišaŠešum）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这

一危机突显出加强该地区公民的批判性思

维，以应对与病毒相关的错误信息和虚假

信息快速传播的迫切性。将媒体信息素养

纳入该地区中小学的学校课程是应对这一

挑战的有效方式。”对此，阿尔巴尼亚媒体

研究所所长雷姆齐·拉尼（Remzi Lani）表

示，通过与教育、体育和青年部、大学前

教育质量保障局、议会中的教育和媒体委

员会、视听媒体管理局以及主要媒体组织

的接触，绘制阿尔巴尼亚教育领域所有利

益攸关方和关键行为者的地图，以更新国

家媒体信息素养战略和立场文件。 

在实践层面，萨拉热窝在正规教育中

的媒体信息素养，不仅作为课外主题，而

且作为波黑（Bosnia and Herzegovina）中

小学的核心科目。同时，阿尔巴尼亚中小

学媒体信息素养试点课程的起草工作进展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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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成果报告显示伙伴关系如何取

得进展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7 月 20 日报道，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在向

世界上最边缘化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的使

命中不断取得进展。《2020 年结果报告》显

示，在伙伴国家，越来越多的女孩和男孩

接受教育。 

报告结果还显示：如今，在伙伴国家

有更多的孩子在上学和完成学业。自 2002

年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发起以来，有 1.6 亿

儿童在校上学，其中 8200 万是女童；现在，

四分之三的孩子完成了初等教育，一半的

孩子完成了初中教育；有数据的伙伴国家

中有 70％的学生学习成果得到了改善。 

当然，伙伴关系的相关工作必须继续

进行，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以加

快进度并使四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触手可及：

第一，性别平等必须始终位列所有全球教

育合作组织合作伙伴的议程上，并纳入部

门战略、实施计划和监督工作中，以便所

有儿童，特别是女童，都能获得良好教育。

第二，必须提供数据，作为推动满足已确

定需求的改革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第三，

教师必须继续作为有效教育系统中的关键

角色而受到重视，他们必须拥有确保儿童

学习所需的支持和资源。第四，外部计划

必须与国家系统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

避免重复的工作。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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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短暂的体育活动可提高

高年级学生的注意力 

Short Exercise Breaks During 

Class Improve Concentration 

for Senior Students 

澳大利亚小学教师经常给学生提供短

暂的体育活动时间，以使孩子们精力充沛，

并降低课堂干扰。《教育心理学评论》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杂志上

的研究发现，我们也应该为高年级学生这

样做，短暂的活动时间可提高学生对手头

任务的专注度，并使其更有活力。 

当孩子们小学毕业时，体力活动水平

已经开始下降。到中学结束时，只有 10%

的澳大利亚高中生（11 年级和 12 年级）

达到了澳大利亚的指导方针，即每天至少

进行 60 分钟中等到剧烈程度的体育活动。

参加体育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心理健康，还

可以缓解压力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幸的是，

许多高中生时间紧迫，并感受到来自自身、

父母和老师要求他们专注学习的压力。这

导致他们减少甚至放弃娱乐活动，包括有

组织的体育活动。这些错失的体育活动机

会可能会对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业表现产生

负面影响。事实上，有实验证据表明，活

跃的学生在标准化的学术测试和认知功能

测试中表现更好。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

和地区，学校将为幼儿园到 10 年级的学生

提供每周至少 120 分钟有计划的体育活动。

虽然一些州“鼓励”学校为高中生提供体

育活动机会，但并没有强制的体育活动要

求。 

体育锻炼时间的缺乏已被确定为在学

校提供体育活动机会的主要障碍，这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在高中阶段体育锻炼不是强

制性的。一项研究将 10 所高中 11 年级的

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一些学生进行了量

身定制的高强度间歇训练，而其他人只是

照常上课，没有运动休息。结果发现，参

加锻炼可以使学生的任务行为提高约 20%，

学生们也报告他们的活力水平显著提高，

意味着他们在课程结束后感觉更好，更加

专注。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这些

影响是否会延伸到学业成绩提高上，但已

有足够证据表明教育部门可以要求在高中

阶段强制学生进行体育活动。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大卫·鲁班斯（David Lubans）是纽

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育学院的

教授，也是体育活动和营养优先研究中心的校本

研究主题负责人，同时也是现任国家卫生与医学

研究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HMRC）高级研究员。作者迈尔托·马

维利迪是纽卡斯尔大学体育活动与营养优先研究

中心的研究员，研究领域集中在体育锻炼对儿童

和青少年的心理和教育成果的作用上。 

 

David Lubans，Myrto Mavilidi. Short exercise 

breaks during class improve concentration for senior 

students [EB/OL].[2020-08-2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hort-exercise-breaks-

during-class-improve-concentration-for-senior-

students-140545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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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关闭后，学前班儿童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 

Preschoolers Fare Worse Than Kindergarteners in School Closures 

美国国家早期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对 1001 位 3 到 6 岁孩子的父母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内容为 54 名幼儿园儿童（kindergartener）和 427 名学前班儿童（preschooler）的学习

情况及其参与家庭学习活动的频率。研究发现，学校关闭后，幼儿园儿童的家庭学习状况显

著优于学前班儿童。 

在针对幼儿园儿童的相关调查中，39%的父母表示，他们的孩子每天都会听故事；56%

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每天都通过应用软件或游戏进行学习；也有近一半的家长表示自己

的孩子每天都完成练习题、进行体育运动等，具体数据见图 1。 

 

图 1. 幼儿园关闭后幼儿园儿童的学习活动频率统计 

比较而言，在针对学前班儿童的调查中，这些数据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听故

事、读书，还是进行其他文艺或体育活动，大部分学前班儿童的活动频率均小于每周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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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前班关闭后学前班儿童的学习活动频率统计 

研究还发现，学前班停课似乎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公立学前班项目为最弱势的儿童提

供了最大限度的帮助，但学校关闭后，家庭学习环境的不同使得教育的不平等更为突出。

残疾幼儿在此次疫情中的损失更大，他们中的四分之一在教室关闭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

持和帮助。 

美国国家早期教育研究所高级主任、本研究的作者斯蒂夫·巴奈特（Steve Barnett）表

示，学前教育机构应考虑进行重新开放，或者准备更有力的应对措施来为幼儿的学习和发

展提供远程支持。 

 

延伸阅读： 

美国教育体系中，学前班（preschool）一般接受 3-5 岁的儿童；幼儿园（kindergarten）一般招收 5-6

岁的儿童，包括在正式的小学教育之中，属于美国基础教育体系，是免费的，主要目的是为孩子正式进入

一年级做准备。 

Dian Schaffhauser. Preschoolers Fare Worse Than Kindergarteners in School Closures [EB/OL]. [2020-08-

31].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20/08/31/Preschoolers-Fare-Worse-Than-Kindergarteners-in-School-

Closures.aspx?Page=1.  

信息来源：美国日报网 

编译者：王晨雨 

 

 

非洲：科学界对女性存在一定的社会偏见 

Confronting the Societal Bias Against Women in Science 

非洲科学院（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进行的一项名为《促进或抑制非洲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的因素》（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or Inhibit 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in Africa）的最新研究表明，对传统文化信仰和社会

期望的遵从性极大地加剧了非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 STEM（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math）领域的性别差距。该研究强调了社会环境、性别歧视和女性较低的自我

评估是如何成为非洲女性在 STEM 职业中障碍的。 

截至目前，女性研究人员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研究人员总数的 31.3％。根据国际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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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疫苗行动组织（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最新数据，非洲并没有达到赋予女性

和女童应有权力的全球性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女性研究专业人员比例最

低的国家都是非洲国家，例如乍得（4.8％）、几内亚（9.8％）、刚果民主共和国（10％）、刚

果共和国（12.8％）和埃塞俄比亚（13％）。这项研究指出，父权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是阻碍

女性在非洲大陆从事 STEM 职业的主要障碍。根据这项研究，75%的受访者，包括顶尖的女

性研究人员、中层女性 STEM 人员和大学生认为，女性不如男性的传统负面观念是导致女

性对高等教育 STEM 学习缺乏强烈热情的原因之一。 

首先，在父权观念方面，研究发现，男性在非洲的主导地位影响了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信

仰，最终使人们产生了 STEM 领域是由男性来攻克的“偏理”的学科的观念。约 80%的受

访者认为，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促使女性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或研究诸如生物

学和地理学等被认为是“偏文”的学科。61%的受访女性认为，她们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与男

性一样有能力。在研究与招聘和晋升相关问题时，虽然 90%的女性同意她们由于才华得以被

录取，但只有 56%的女性表示，她们获得了与其学历和专业资格相匹配的奖励。 

第二，价值观方面的研究认为，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对 STEM 职业的父权观念无处不

在，根植于社会和父母的期望中。报告称：“在一些文化中，女童已经处于不利地位，因为

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改善女性在非洲大陆从事 STEM 职业的机会，

非洲科学院提出了一系列战略。首先是让人们意识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不再将女性仅仅视

为家庭主妇。下一步是在学校，特别是在中学教育期间，提高学生的平等意识，让更多的女

性参与到 STEM 课程中。 

最后，在女性自我信念方面，女生在中学和大学本科中的物理和数学成绩优于男生，但

常常为了符合社会期望而低估自身。非洲科学院鼓励女性更加自信，以摒弃普遍存在的性别

偏见。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in Kenya）高级研究员玛丽·金燕翠（Mary Kinyanjui）博士表示，非洲的女性应该

拒绝文化和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为了消除大量女性学生的自我怀疑，该研究所呼吁采取强有

力的公共政策方法，为父母提供信息和社会支持，以帮助他们的孩子。父母和家庭的责任不

仅仅是送孩子上学和支付费用，还包括支持年轻的家庭成员作出教育和职业选择，如在

STEM 领域取得成功。目前，已有超过 95%的参与者呼吁非洲大学为 STEM 领域的女性设

立平权行动方案和奖学金。 

 

Wachira Kigotho. Confronting the societal bias against women in science [EB/OL].[2020-09-03].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903061520685 

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蕊 

 

 

亚洲在高等教育和创新方面排名上升 

The Onward March of Asia in HE and innovation Rankings 

 

尽管在方法和纳入标准上有所差异，《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

QS 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这三大大学排名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90306152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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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三年时间里，亚洲高校在高等教育和创新方面正在崛起。 

尽管亚洲高校的表现越来越好，但仍有一些关键表现值得观察。首先是中国高等教育的

崛起主要建立在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以及不断增长的研究支出基础上。在 THE 和 QS 排

名中，中国在亚洲排名中的份额已超过五分之一，在 ARWU 的排名中则超过了一半。总体

而言，特别是在 AWRU 中，中国院校的绩效质量有所提高。但由于经济的调整，亚洲经济

体中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较发达国家中的上榜院校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印度的前景则好

坏参半，过去三年 THE 排名上升，但其他两个排名略有下降，马来西亚的院校则在上升。 

但是，有一些事项需要引起注意。首先，在 THE 今年的排名中，参与排名的机构数量

明显增加，从而扩大了排名范围。第二，在排行榜前 200 名中，亚洲以中国、中国台湾、中

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为代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没有跻身前 200 名，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第三，亚洲内部的暂时性调整不应被夸大。 

近日发布的《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是一种覆盖 131 个

国家的综合方法，涵盖了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领域，进一步阐明了包括大学排名和表现方面的

观点。根据该指数，尽管排名前 10 名的国家主要以美国和欧洲为主，但一些亚洲经济体要

么已在前 10 名并正在保持，要么正在缓慢接近前 10 名。在迈向前十名方面，中国连续第二

年排名第 14 位，中国香港排名第 11 位(高于去年的第 13 位)，日本排名第 16 位(比去年的第

15 位略有下降)。韩国从去年的第 11 位上升到现在的第 10 位，而新加坡保持着第 8 位。马

来西亚(第 33 位)、菲律宾(第 50 位)、印度(第 48 位)、泰国(第 44 位)和越南(第 42 位)跻身亚

洲前 50 名经济体之列。 

展望未来，新冠肺炎对其中一些排名和指数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目前已经有一些关于

在未来几年为全球大学排名重新设定方法和指标的讨论。如为大学开发弹性指标作为单独的

排名或纳入现有排名，该指标可侧重于大学在财务上的反弹能力、收入来源多样化、领导新

冠肺炎复苏的相关研究、与学生远程接触、开展社区和行业推广并管理风险等，开发此类指

标的难度不容小觑。 

 

Anand Kulkarni. The onward march of Asia in HE and innovation rankings [EB/OL].[2020-09-05].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904144130390 

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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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疫情后的新学期，慈善

机构“学校大厨”为伦敦 1.1

万名学生提供新鲜、营养且富

有创意的食物 

In a new term after the challenges of 

lockdown, the charity Chefs in 

Schools is providing 11,000 London 

students with fresh, nutritious and 

creative food 

 

     新学期开始，位于伦敦南部兰伯斯

（ Lambeth ） 的 伍 德 曼 斯 特 恩 学 校

（Woodmansterne School）开始实施慈善组

织“学校大厨”(chefs in Schools)的项目。

该组织致力于证明在专业厨师指导下，学

校可以以与合同商差不多甚至更低的价格

为学生提供新鲜、营养、有创意的饭菜。

目前，他们为大伦敦地区 35 所学校的 1.1

万多名学生提供服务。 

    伍德曼斯特恩学校是实施“学校大厨”

项目规模较大的学校之一。虽然项目刚开

始时团队精心准备的食物使学生不适应，

但通过在餐厅里与孩子们谈论他们喜欢和

不喜欢的食品增强学生的兴趣，以及通过

整合厨房员工背景试图让现有员工参与菜

单规划，到目前为止，项目进展顺利。学

生认为食品标准提高了，更有异国情调和

多样性，也更有味道。在伍德曼斯特恩学

校工作了近 6 年的娜奥米•奥乌苏(Naomi 

Owusu)表示厨房现在更加安静，有了更多

新鲜的烹饪。她认为应该有更多学校采用

这种制度，毕竟对一部分孩子而言，这是

他们一天中的一顿大餐。校长萨曼莎·佩

林(Samantha Palin)表示，该项目实施的好

处不仅仅是食物更有营养，也会有更少的

浪费。现在，老师们更喜欢和学生们坐在

食堂一起吃饭。 

     “学校大厨”也在较小的地方开展工

作。在达利奇(Dulwich)的私人托儿所“小

丛林”(Little Jungle)，项目成员埃琳娜·科

茨(Elena Coates)今年早些时候接手了厨房，

她获得了利斯学院(Leith’s)的文凭和哥伦

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营养学学位。她表示 2 到 5 岁

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学校注重让孩子

们以独立的方式学习，让孩子们体会自己

与食物的关系。她试着限制学生盐和糖的

摄入，确保大多数甜点都是水果为主，但

也引入各种食物，不会限制得太严格，每

个孩子的饮食也有所不同。 

     这个计划能否进行大规模复制，其中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太多以成本价提供多种

原料的供应商。但是“学校主厨”创始人

皮萨尼（Pisani）相信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

因为可以在全国各地建立供应商网络，而

这完全取决于人际关系。  

 

Ed Cumming. The restaurant chefs transfor

ming school meals [EB/OL]. [2020-09-20]. http

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sep/20/th

e-restaurant-chefs-transforming-school-meals-lockd

own-coronavirus-challenges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官网 

编译者：邱武霞 

 

 

加拿大：学校实行的最严防疫

规定增加了家庭负担 

School Rules That Send Children 

Home with Any Symptoms, However 

Minor, Leave Canadian Parents 

Scrambling or on Stan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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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校重新开放以来，加拿大实行了

严格的校园防疫措施，其中规定出现流鼻

涕等轻微症状的学生需要停课并居家隔离。

但由于各省和地方政策有差别，因此居家

隔离的时间尚未出现统一标准。艾伯塔省

最新实行的规定指出，如果学生出现咳嗽、

发烧、呼吸急促、流鼻涕或喉咙痛等疑似

新冠肺炎感染的轻症，学校将严格禁止该

生继续上课并告知家长将学生接回家隔离

至少 10 天。艾伯塔省卫生局发言人汤

姆·麦克米兰（Tom McMillan）表示：“现

行规定要求学生或教职工隔离至少 10 天，

或直到症状消失为止（以较长的时间为准）。

当前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尽可能地保障教

职员工和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少家长表

示这一严格的规定增加了家庭负担。如果

学生每次感冒都要被停课、隔离，那么本

来只需要给孩子服用药物之后就将其送回

学校的家长们，现在将不得不抽空照顾孩

子或抢购托儿服务。 

然而，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尽管新规

定看似极端，但家庭必须尽其所能防止新

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加拿大研究衰老和免

疫的首席科学家、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教授道恩·鲍迪什

（Dawn Bowdish）指出：“所有父母都需要

做好心理准备，今年可能会比以往出现更

多缺勤情况。我们必须对那些将带有疑似

感染症状的孩子送回学校的行为保持零容

忍。”同时鲍迪什也表示，尤其是父母需要

保持警惕，因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儿童

通常没有症状或症状非常轻微。如果这些

无症状的感染者同时感冒并且父母掉以轻

心、一直送其上学，那他们则可能感染同

学和老师。因此，选择在流感季这一时间

段安排学生返校是有问题的。值得一提的

是，尽管许多家庭带着孩子进行了核酸检

测，但专家也警告说检测结果可能并不可

靠。 

此外，由于全国各地的防疫指导方针

和政策各不相同，不同地区的居家隔离政

策可能差异较大甚至产生冲突。例如，多

伦多公共卫生局（Toronto Public Health）

要求最近才开始流鼻涕或病情加重的儿童

留在家中，而曼尼托巴省的防疫指南则显

示，仅在有人流鼻涕且伴有其他症状时才

会被要求隔离。 

 

Jill Mahoney. Colleges, School rules that send 

children home with any symptoms, however minor, 

leave Canadian parents scrambling or on standby 

[EB/OL]. [2020-09-11].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canada/article-

school-rules-that-send-children-home-with-any-

symptoms-however-minor/jnda 

信息来源：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网站 

编译者：宋瑞洁 

 

 

日本：疫苗研究深化产学研合

作 

Vaccine research deepens universit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日本官方医学研究资助机构日本医学

研究与发展局（Japan Agency for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MED）报告

称，自 3 月以来，公共财政对大学与产业

界合作研究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和

治疗的支持激增。针对新冠肺炎疫苗日益

深入的研究将疫苗研究这一事项推上了日

本大学、制药公司和日本政府之间合作医

疗和研发项目工作的首位。 

日本医学研究与发展局公共关系主管

大岛俊子（Atsuko Oshima）表示，“新冠病

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生命危害性，投资

治疗药物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大岛解释

说，日本政府将新冠肺炎视为新的全球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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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并有意加强流行病研究资金。例如，

政府正在资助一个由大学领导的工作组建

立的新冠肺炎联合研究项目，由东京大学

（University of Tokyo）、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东京工业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北里大 学 （ Kitasato 

University）和大阪大学（Kitasato University）

等日本知名大学组成，工作组的成员来自

不同领域，包括传染病、病毒学、分子遗

传学、基因组医学和计算科学等。 

学者认为新冠肺炎危机是深化产学研

合作研究的里程碑事件。东京工业大学生

物分子研究专家上野隆文（Takafumi Ueno）

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全球数百万

人，科学家和医学界面临着开发潜在解决

方案的巨大压力。”这所以技术开发而闻名

的大学正在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大学进行合

作研究。上野表示对投入冠状病毒相关研

究的大量公共资金作出回应有很大压力，

“有了纳税人的资金，研究人员就要强烈

意识到，研究结果必须为改善社会提供帮

助。” 

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合研究并

不是新事物，但在资金不断增加和要求快

速取得成果的压力背景下，新冠肺炎对此

起到了推动作用。大阪大学副校长、DNA

治疗专家金田安史（Yasufumi Kaneda）领

导该大学的产学界合作组织，负责监督研

发预防新冠肺炎的 DNA 疫苗的合作项目。

该项目由大阪大学与日本生物技术公司宝

生物工程株式会社（Takara Bio Inc）合作

的医疗创业公司安格斯（AnGes Inc）拥有。

金田表示，“合资企业在学术研究和与药品

制造商最终的产品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其作用在于在大规

模生产供公众使用之前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该合资企业减轻了定义最终产品时面临的

风险。在日本，大公司回避投资没有明确

结果的项目是很普遍的做法，大学-产业风

险投资体系则可以降低一定的风险。” 

 

延伸阅读： 

安格斯（AnGes Inc）是日本一家生物制药公

司，于 1999 年 12 月基于大阪大学研究人员的一

项创新发现而成立。其使命是为患有目前尚无有

效疗法的疾病患者提供创新药物，专注于开发下

一代生物制药基因药物，致力于成为“基因医学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Suvendrini Kakuchi. Vaccine 

research deepen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EB/OL]. [2020-09-15]. 、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

p?story=20200915101722192 

 

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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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2-24】2021 年中国

西安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ologyof Education (ICSE 2021 in 

Xi’an China)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22-24 日 

会议地点：西安，中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从事相关研究的

学者、教育工作者 

会议内容： 

2021 年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旨在

聚焦教育社会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为业

内专家学者分享技术进步和业务经验提供

交流平台。会议将集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科

研人员、学者及业界专家，展示他们的最

新研究成果及应用。该会议将于 2021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西安古都文化大酒店

（Xi’an Grand Dynasty Culture Hotel）举办。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教育社

会 学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sociology ）、结构功能主义

（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 社 会 化

（Socialization）、社会角色分工（Filling 

roles in society）、种族和民族不平等（Ra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y ）、 教 育 差 距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 健 康 差 距

（Inequalities in health）、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 ）、教师责任与职业倦怠

（Teacher accountability and burnout）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学者参

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所有被会议录用

的英文稿件将会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开放获

取期刊上，并收录入中国知网（CNKI）和

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1年 4

月 16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sepconf.org/conference/ICSE2021

/ [2020-09-21]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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