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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州通过美国第一

个由全民公投批准的性教育授

权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2020 年

11 月 4 日报道，华盛顿州选民在 2020 年

大选期间批准了一项性教育法案授权，这

是该州在本届大选中唯一一次全州范围内

的全民投票，也是美国第一个在大选中进

行的性教育问题全民公投。 

此次授权意味着华盛顿州在今年三月

份通过的一项参议院法案将在 30 天后正

式生效。该法案要求华盛顿州的 295 个公

立学区选择或创建符合新的广泛的性教育

标准的课程，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实际

情况开展不同层次的性教育，如学龄前儿

童应学会如何认识人类的各种情感以及如

何交朋友，而高年级学生则需要了解

MeToo 运动、同性恋问题等新概念，这使

得该法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

性教育法案之一。 

实际上，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华盛顿

州大多数学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性

教育，最常见的是在中学阶段通过动画等

方式向学生科普性知识，但该法案的通过

仍掀起了州内民众的巨大争论，从而诞生

了一封针对性教育问题的历史性请愿书，

最终促成了此次全民公投。 

在此前的争论中，支持该性教育法案

的人认为，目前华盛顿州的性教育相关内

容中存在敏感、扭曲和错误的信息，而解

决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标准，

以制止或避免年轻男孩和女孩实施或遭受

性虐待。该州计划生育附属政治团体的负

责人考特尼·诺曼德（Courtney Normand）

就曾表示，华盛顿州选民的此次授权表明

人们深深地支持确保年轻人有准确和包容

性的性教育。另一边，反对该性教育法案

的人则强调，该法案中对于全州性教育内

容的要求过于严厉，且冒犯了该州天主教

保守派有关婚前性行为的宗教信仰。 

 

信息来源（中文）：美联社 

Sally Ho. Washington Passes 1st Voter-

Approved Sex Ed Mandate in US[EB/OL]. 

[2020-11-04].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

states/washington/articles/2020-11-

03/washington-state-voters-to-decide-1st-

sex-ed-referendum 

编译者：周添琪 

 

 

英国：高校因新冠肺炎疫情面

临资金短缺问题 

据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2020 年 11 月 3 日报道，由于

新冠病毒大流行，英格兰的高校面临“大

量的资金短缺和更大的不确定性”。英国财

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IFS）

认为，海外学生人数减少，辍学人数可能

增加以及养老金成本高昂等问题，共同导

致了高校的财务风险。 

今年继续教育学院和第六学级的学生

人数可能会异常增加，尽管这些学校将获

得政府额外的 4 亿英镑支持，但每名学生

的实际经费在减少。此外，受到第二次封

锁的影响，财务问题也波及到了儿童的保

育服务。本·沃尔特曼（Ben Waltmann）表

示：“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风险似乎主要来

自大学养老金计划的巨额赤字。根据最新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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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估计，赤字已从 2018 年 3 月的 36

亿英镑增加到 2020年 8月的 215亿英镑。” 

学校和学院领袖协会（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的负责人杰

夫·巴顿（Geoff Barton）表示，大学经常

“在政府的资助下被视为灰姑娘服务”。第

六学级学院协会（Sixth Form College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比尔·沃特金（Bill 

Watkin）表示，资金的减少导致“全国各地

16-18 岁的年轻人的课程被削减，支持服务

减少以及课外活动被取消”。 

 

信息来源（中文）：英国广播公司 

BB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ace 

Covid funding shortfalls [EB/OL]. [2020-11-

03]. 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

54780790 

编译者：尤陆颖 

 

 

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认为

学校必须保持开放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10 月 28 日报

道，在新冠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就新冠疫情和学校应采

取的措施展开了讨论，认为目前防疫政策

中的控制措施和卫生措施仍然具有重要意

义，它们为降低感染风险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ich 

Institute）的数据和现实情况，儿童和青少

年受新冠病毒的影响较小，并不是疫情蔓

延的诱因。目前，学校感染人数在全国范

围内的感染人数中仅占千分之几，处于较

低水平。各州教育部长们同意继续认真监

测感染情况的进展，并定期收集和核对来

自各州的相关数据。 

教育部长们承诺，联邦各州会非常精

确地分析其感染情况，并结合国家政策法

规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建议，针对学

校实际情况采取相关措施，在这一过程中

将始终考虑使儿童利益最大化。 

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主席施特凡妮·胡

比克博士（Dr. Stefanie Hubig）表示，所有

人都必须作出努力，以确保学生尽可能多

地在学校享受受教育权。同时，所有人都

必须在自己的个人生活方面多加注意，不

参与不必要的庆祝活动，减少与朋友见面，

以便孩子和青少年能够获得更安全的教育

环境。 

 

信息来源（中文）：德国教育视点网 

KMK: Schulen müssen offen bleiben. 

[EB/OL]. [2020-10-29]. 

https://bildungsklick.de/schule/detail/kmk-

schulen-muessen-offen-bleiben 

编译者：戴婧 

 

 

俄罗斯：为新冠病毒痊愈人群

提供职业教育培训 

据俄罗斯“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020 年 10 月 28 日报道，俄罗斯

西北联邦管区为新冠病毒痊愈人群制定了

详细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旨在提高该群

体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和求职竞争力。 

所有有意愿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

新冠病毒痊愈者需前往当地就业服务部门

登记报名，该培训项目的开展时间与授课

学科均存在地区差异。就时间而言，圣彼

得堡地区报名截止时间最早，普斯科夫州

次之，摩尔曼斯克州截止时间最晚，各州

时间差异不超过一个月。就培训科目而言，

圣彼得堡地区提供包含 IT 行业、建筑、电

信、服务业、创意设计、物流运输在内的

近 50 种培训选择；普斯科夫地区主要提供

景观设计、学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护

理等领域的专业培训；摩尔曼斯克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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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港口建设相关的专业培训，如焊工、

木匠、电工等；卡累利阿共和国的培训项

目则着重培养广告业与企业家精神。 

 据悉，职业教育项目的培训课程将采

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教育形式，依托俄罗

斯当前的教育现代化国家纲要、世界技能

大赛的国际职业标准培养目标人才。 

 

信息来源（中文）：俄罗斯报 

Мария Голубкова. Самое время 

учиться: Дл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от пандемии 

запущены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профобразования [EB/OL]. [2020.10.28]. 

https://rg.ru/2020/10/28/reg-szfo/v-szfo-

zapustili-programmy-pereobucheniia-dlia-

postradavshih-ot-pandemii.html 

编译者：沈欣 

 

 

西班牙：教育和职业培训部与

国际发展合作署续签促进普及

教育的合作协议 

 据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11 月 3 日报

道，教育国务秘书亚历杭德罗·蒂亚娜

（Alejandro Tiana）和代表西班牙国际发展

合作署的国际合作国务秘书安赫莱斯·莫

雷诺·鲍（Ángeles Moreno Bau）共同签署

了教育和职业培训部与西班牙国际发展合

作署之间的《总行动议定书》（Protocolo 

General de Actuación），以促进在《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4 的框架内实现教

育的普及化。 

该文件确定了上述两机构在有共同意

向的项目中的合作准则，有效期为三年，

强调必须在本国领土上促进教育和全球公

民意识的发展，以继续提高西班牙社会对

合作促进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性的

认识。 

莫雷诺·鲍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危机

有可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激起孤立主义倾向，

我们希望在国际发展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有必要的时候，促进西班牙公民之间

的团结。我们必须共同摆脱这场危机及其

后果”。 

“我们将继续以更大的决心开展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为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做出

贡献，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社会凝聚力。”

亚历杭德罗·蒂亚娜表示，“我相信，根据

本议定书所建立的合作网络将成倍增加，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共同制定许多项目和方

案”。 

该协议充分考虑了冠状病毒危机导致

的不良后果——贫困环境中的儿童和青少

年受教育机会受挫的情况。因此，文件强

调必须确保通过数字手段保障教育的开展，

以减少不平等问题，并使教育系统做好有

效应对流行病和当今社会挑战的各项准备。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上述两机构都

认为必须确保性别平等和包容残疾儿童，

以便不遗漏任何弱势群体。 

 

信息来源（中文）：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

部门官方网站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El MEFP y la AECID renuevan 

su acuerdo de colaboración para promocionar 

el acceso universal a la educación. 

[EB/OL].[2020-11-

04].https://www.educacionyfp.gob.es/prensa

/actualidad/2020/11/20201103-

firmaaecid.html 

编译者：范丽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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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育部将追加发放校外

儿童特别照顾补助 

据韩国《Newsis 新闻》（Newsis）2020

年 11 月 1 日报道，为进一步减轻因疫情增

加的家庭养育负担，韩国教育部将于本月

3~13日为没有领取补助的 2万名接受非传

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的“校外儿童”

追加发放 15~20 万韩元特别照顾补助和线

上学习补助。 

该补助的支援对象为拥有韩国国籍，

处于小学或初中学龄，并且未就读于国内

公立、私立及特殊学校的儿童。据悉，共

有 5 万名儿童符合申请条件，但截至上个

月 16 日，韩国教育部只接收了 3 万名儿童

的申请。为了最大程度地支援更多的家庭

和儿童，教育部决定于本月追加接收补助

申请。本次追加申请的补助金额、申请程

序以及书面材料与之前相同。处于小学学

龄的 8~13 岁儿童每人可获得 20 万韩元，

处于初中学龄的 14~16 岁青少年每人可获

得 15 万韩元的特别照顾补助和线上学习

补助。 

韩国政府于今年 9 月在国会通过了追

加更正预算，为小学及以下的儿童发放中

秋假期照顾补助 20 万韩元，为中学生发放

线上学习补助 15 万韩元。针对外国国籍儿

童的教育支援由各地方教育厅根据实际情

况自行发放。 

 

信息来源（中文）：Newsis 新闻网 

 [EB/OL]. [2020-11-01]. 

https://newsis.com/view/?id=NISX2020103

0_0001217204&cid=10205 

编译者：李思洁 

 

 

日本：应对出国限制的大学生

“线上留学” 

据《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2020 年 10 月 31 日报道，受新

冠疫情下出国限制的影响，“线上留学”的

形式渐渐被推广并采用。早稻田大学、明

治大学以预备出国留学的学生为对象，推

行了海外大学线上课程修读的学分认定方

案。 

除了奖学金的发放，与欧美国家的时

差、学习动力的长久维持等问题也都开始

变得日渐突出。“日夜颠倒虽然很辛苦，但

无论如何得坚持。”庆应大学的大三学生增

野里沙从 2019 年 9 月开始就在美国西海

岸的一所大学留学，2020 年 3 月因疫情不

得不紧急回国，从那之后便开始每天在家

上网课，最后总算是修完了预计的全部课

程。 

文部科学省自三月底便开始呼吁中止

或延期海外留学，不仅仅是针对已身在海

外的学生，还有预备出国的学生，留学派

遣也被终止。芝浦工业大学在疫情前就已

经将欧美和亚洲为期 2~3 周的英语研修改

为线上模式。八月份约有 130 人接受了越

南和关岛合作院校的教学课程。早稻田大

学和明治大学针对交换留学被迫延期或中

止的学生，提出了交换留学学校网课学分

认定转换的方案。 

在经济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举

措。政府和民间共同举办的留学促进方案

“起飞吧！留学日本”中提出，如果学生

在紧急回国后仍愿意继续线上学习，将会

继续其奖学金的发放。目前受助对象已增

加至 100 人。然而，线上教学所特有的问

题也愈发明显。看视频网课时难以保持应

有的紧张感、为了应付时差问题生活作息

被打乱等。很多学生表示：“在这种情形下

没办法向教授提问，因此非常焦虑。”“没

办法和同学们接触，感到非常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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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养大学的熊谷嘉隆副校长说：

“在异国与持不同价值观和文化的学生的

交往过程中所获得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强调了赴海外留学的重要性和意义。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在网上也能充分实现

知识的学习。”并解释说，当前的语言学习

及对专业领域的钻研将会对准备未来的留

学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信息来源（中文）：日本经济新闻 

平岡尚樹.大学?学生「オンライン留学」に活

路  渡 航 制 限 に 対 応 [EB/OL].[2020-10-31]. 

https://r.nikkei.com/article/DGXMZO65715130R31

C20A0NNE000?s=6 

编译者：胡博阳 

 

 

 

 

南非：教育部门考虑在学校使

用身体屏幕的新方法 

据凤凰太阳网（PHOENIX SUN）官方

网站 2020 年 10 月 26 日报道，南非基础教

育部长宣布，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现状，他们将会在学

校采用身体屏幕（body screen）的新方法。 

当前，南非建立的教育系统需要学生

们交替进行上课，这种方式极大地减慢了

课程的进程和速度。 因此为了改变这种交

替上课的现状，基础教育部已决定尝试使

用大多数南非大型学校的方法。在过去的

实践中证明，这些方法不需要学生轮流出

席也能保障新冠疫情下学生的安全。目前，

许多大型学校都在使用身体屏幕，这种方

式在学校中反响很好。因为，这种方式能

够有效的减少课堂中教材、教具和练习册

的交换。 

但是，这种方式也不能保证降低学生

之间的身体接触，尤其是较低年级的学生。

因此，目前学校仍然需要坚决保持社交距

离，并且不断尝试让学生适应的新方法。 

 

信息来源（中文）：凤凰太阳网 

Education department considers new 

social-distancing methods at schools. 

[EB/OL].[2020-10-

29].https://phoenixsun.co.za/93907/educatio

n-department-considers-new-social-

distancing-methods-at-schools/ 

编译者：马夕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信息

和通信技术促进教育研讨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 年 10 月 28 日报道，教科文组

织新德里办事处和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合作举办第二届 2020 年南亚地区信息和

通信技术促进教育研讨会，主题是“疫情

背景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教育促进”，会

上 20 多名政策制定者、专家和从业人员分

享了关于最佳做法的知识、面临的挑战，

并讨论作为潜在解决方案的新兴技术。 

研讨会首先讨论了教育系统的基础概

念。代表们一致认为将心理健康和新的数

字教学结合起来，有可能提高教育质量，

并为未来的技术学校做好准备。来自孟加

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的代表分

享了本国政府面临的一些共同挑战，即培

养教师能力，确保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传播数字基础设施，以包容的方式惠及每

一名儿童，并监测实际学习成果，基于此

展开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讨论。 

此后，与会代表还深入讨论了创新的

信息和传播技术工具，用于培训教师和培

训人员，促进边缘化群体的融入，并弥合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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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 

 

信息来源（中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

网站 

Are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way 

forward for Education? [EB/OL].[2020-10-

28].https://en.unesco.org/news/are-

emerging-technologies-way-forward-

education 

编译者：徐如霖 

 

 

国际教育组织：执行局通过关

于教育在激发批判性思维和自

由讨论中作用的决议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10 月 28 日

报 道 ， 教 育 国 际 执 行 局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s Executive Board）第 56 次会

议于 10 月 27 日召开并通过了一项决议，

即支持关于言论自由、自由讨论和批判性

思维的教学，所有这些决议都使学生成为

活跃的公民。该决议是在 10 月 16 日法国

历史和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

因行使这一重要教育责任而残暴地被谋杀

之后通过的。 

在重申“教师必须享有专业自主权、

学术自由以及选择他们使用的教学方法和

材料的权利，从而通过民主程序确定其工

作质量的标准”之后，决议决定：全力支

持法国各附属机构以及世界各地遭受针对

教育的暴力行为及其作为民主解放引擎作

用的所有教育工作者。 

呼吁全世界教育部长采取具体措施，

保护和支助教育工作人员，包括改进初始

和持续培训、建立机制、促进教育界之间

的团结、查明各级教育系统的威胁和暴力

并迅速做出反应；呼吁各国促进和谐共处，

采取有力措施，减少社会不平等、失业和

贫困，这些不平等导致绝望，并为暴力和

狂热的发展提供沃土；呼吁成员组织更有

力地融入其国家和区域活动，并要求教师

的教学自由问题，例如，将批判性思维教

学作为学校课程的基本目标。 

 

信息来源（中文）：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Executive Board adopts resolution 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timula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EB/OL]. [2020-10-

30]. https://www.ei-

ie.org/en/detail/17006/executive-board-

adopts-resolution-on-the-role-of-education-

in-stimulating-critical-thinking-and-

freedom-of-expression-and-promoting-

democracy 

编译者：张欣琪 

 

https://en.unesco.org/news/are-emerging-technologies-way-forward-education
https://en.unesco.org/news/are-emerging-technologies-way-forward-education
https://en.unesco.org/news/are-emerging-technologies-way-forwar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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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教学

的反思与启示 

The pandemic is a chance to rethink 

education, not settle for online 

lectures 

从 2020 年 3 月起，为应对新冠病毒的

传播，世界各地大学几乎完全转向了在线

教学，只有小班授课仍在进行线下教学。

目前，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持续了 8 个月，

但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经济学教

授内贾特·安巴奇（Nejat Anbarci）和安琪

埃尔南多·维西亚纳（Angel Hernando-

Veciana）指出，随着 2021 年的到来，我们

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结合了在线教学

和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是后疫情时代

大学的未来吗？疫情发生后，大多数大学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预先录制课程进行教学。

但这种方法对许多教师来说颇具挑战性，

也让一些学生感到失望。它并没有充分建

立在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大学教育实践

的基础上。 

首先，任何非互动式学习都会放大一

个现有的问题：当学生坐在大教室里时，

他们通常听不进去或不参与课堂。在我们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不断地听到学

生们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段令人失望的

经历。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许多人甚至根

本不去听课。东卡罗来纳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在新冠疫

情之前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线课程的

辍学率是同等水平的线下课程的六到七倍。

这是因为非互动式教学取代了大学里大多

数真正的对话和互动。这种缺失使得在线

课程的体验更接近于阅读一本书。如果学

习的内容是学生不熟悉的话题，这种方式

就行不通了。 

其次，线上教学中的同伴互动大幅减

少。同伴互动往往能为学习的积极性以及

长久的人际关系提供巨大的积极影响。同

伴互动在同学们同处教室、在讲台前排队

或课后一起喝咖啡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发生，

但在网上授课时，则不会发生。墨尔本高

等教育研究中心(Melbour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在新冠疫情之前

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35%的学生表示自

己从未参加过在线课程的小组讨论，而只

有 19%的学生表示自己从未参加过线下学

习的小组讨论。当下仍然流行的学术术语

“座谈会”（symposium）一词，其实在古

希腊语中最初也是指一起喝酒的意思，可

见同伴互动对于学习的重要影响。 

第三，在线上教学中，教师被迫成为

兼职制作人和技术人员，但他们没有接受

过这样的培训，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如

果我们继续期望教师在自己的舒适区之外

工作，其教学质量和科研效率将不可避免

地受到影响。然而，许多大学计划保留目

前的混合教学方法，在后疫情时代，继续

让教职员工在家里进行所有大型课程的在

线教学。这曾被誉为一个不错的尝试，但

线上教学并不是进行教学和学习的最有效

的方法。教师们需要回到属于他们的地方

——教室。 

当然，目前新冠疫情对同一教室内学

生人数的限制使得这线下教学暂时难以实

现。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

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安全互动的机会。如

果不能线下见面，也必须为学生提供直播

课程，通过在线聊天室等技术支持，最大

限度地为其提供现场提问和课堂结束后的

闲聊机会，录制的课程只应作为备份使用。 

安巴奇和维西亚纳教授指出，理想的

教学模式是拥有几百个座位的大教室逐渐

被更灵活的教育系统所取代，这种系统能

够充分利用在线学习的优势，但更注重根

据学生个人需要进行互动，而不仅仅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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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前录制的课程。目前的在线教育经验

无疑会为大学未来的课程设置提供参考，

但我们必须注意，大学课程的重点必须放

在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增强人际互动和现

场交流上。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内贾特•安巴奇（Nejat Anbarci）教

授于 1988 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任教，2018 年 8 月加入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任教。他主要研究微观经济理论，特

别是博弈论。内贾特曾在《经济学季刊》《管理

科学》《经济理论》《国际经济评论》《公共经

济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经济动力学与控

制》《经济理论》《欧洲经济评论》《经济行为

与组织》《实验经济学》等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并分别于 2013年和 2016年获得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商业与法律学院最佳高级研究员奖。 

本文作者安琪埃尔南多•维西亚纳（Angel 

Hernando-Veciana）教授于 2001 年获得伦敦大学

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经济学博士学

位，曾担任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经济学副教授，

在 2018 年加入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商

学院任教。他的专业领域是微观经济学理论，特

别是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和拍卖理论。他曾在

其研究领域的顶级出版物如《经济理论杂志》《理

论经济学》《博弈与经济行为》和《经济学快报》

等上发表数篇科学论文。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官网 

    Nejat Anbarci, Angel Hernando-Veciana. The 

pandemic is a chance to rethink education, not settle 

for online lectures [EB/OL]. [2020-12-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dec/1

8/the-pandemic-is-a-chance-to-rethink-education-

not-settle-for-online-lectures 

编译者：邱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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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疫情反弹期间新斯科舍省再拨 1,430 万加元作教育经费 

COVID-19 case numbers grow as Nova Scotia announces $14.3 million for 

education 

由于疫情持续爆发，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和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均

出现较多新增感染病例（据 12 月 2 号统计分别增加了 17 例和 6 例）。新斯科舍省卫生官员

表示，目前全省统计感染病例总数为 127 例，在近期已确诊的 17 例新增病例中，有 16 例在

哈利法克斯，另一例在北部。新不伦瑞克省卫生官员表示，全省目前共有 119 起感染病例，

近期新增的 6 起主要分布在蒙克顿、圣约翰、弗雷德里克顿、埃德蒙斯顿地区和巴瑟斯特地

区。 

在 12月2日的一次在线新闻发布会上，新斯科舍省教育部长扎克·丘吉尔（Zach Churchill）

表示，已经发生了 1 起感染病例的圣玛格丽特海湾小学因开展相关清洁消毒工作而暂时关

闭，待完成相关调查后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重新开放的通知。针对上周科尔港出现感染情

况而暂时关闭的两所学校，学生可能将在周一重返课堂。 

与此同时，该部长还宣布在疫情反弹期间再提供 1,430 万加元的资金以帮助学校开展相

关防疫工作，这一项经费来源主要是 8 月份联邦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当被问及对目前学校系

统中已经出现 5 起感染案例的有关看法时，他首先赞扬了省公共卫生部门有效的防疫指导

措施，之后也高度认可老师、校长、辅助人员、清洁工以及学生在防疫工作中的努力和付出。

但是针对是否延长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假期，他表示相关人员正在进行讨论且尚无定论。 

针对资金用途，丘吉尔表示此项经费将用于确保学校安全的一系列计划项目和倡议。其

中，划拨 380 万加元用于购买 950 个非接触式加水站以增加学校供水；划拨 270 万加元用于

确保学校通风系统的维护和检查；划拨 150 万加元用于为学生和教职员工购买个人防护设

备，例如口罩和洗手液，410 万加元将用于新的在线数学和读写项目；此外，这项资金还将

用于学校食品计划，其中包括划拨 50 万加元用于满足对现有学校健康饮食计划改善的需求，

再划拨 100 万加元用于支持紧急食物基金。如果需要在家学习，可以使用该基金以支持学生

居家学习。在此次公布追加教育经费之前，新斯科舍省教育部已经通过联邦所拨的 2150 万

加元为学生购买了 32,000 台新计算机并更新升级了学校的服务器和 Wifi 系统。 

 

信息来源：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网站 

Halifax. COVID-19 case numbers grow as Nova Scotia announces $14.3 million for education [EB/OL]. [2020-

12-02].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canada/article-nova-scotia-announces-143-million-in-funding-to-help-

support-schools/ 

编译者：宋瑞洁 

 

 

英国：大学对违反新冠疫情防控规定的学生从严处理 

UK universities fine students £170,000 for Covid rule br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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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新学年的前几周，大学对违反新冠疫情防控规定的学

生罚款总额已经超过 17 万英镑。 

目前，共有 28 所大学对违反国家、地区和学校新冠疫情防控规定（如进行不同家庭间

室内聚会、未佩戴口罩和未保持社交距离等）的学生处以罚款。其中，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学生罚款总金额最高，超过各大学罚款总额的三分之一——截至 11 月 12

日，共有 91 名学生被罚款，罚款总额为 58865 英镑，超过了警方对学生的罚款金额。校方

表示，针对个人的罚款最高可达 1500 英镑。 

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的罚款金额处于第二位——截至 11 月 24 日，其总

罚款金额为 32250 英镑。该校没有透露这一数字是对多少名学生的处罚，但表示，截至 10

月 15 日，该校已对 140 名学生处以共计 17750 英镑的罚款。针对大多数学生的罚款为 125

英镑，少数“惯犯”则被告知需要支付 250 英镑的罚款。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共开出 326 人次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罚款，数目

在所有学校中最高，罚款总额为 18950 英镑。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共开出了 343

张罚单，但该校表示无法确定有多少罚单与新冠疫情相关，也没有披露这些罚单的罚款总额。

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共对 193 名学生处以总计 13240 英镑的罚款。 

学生们对此表示非常愤怒，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主席拉里萨•

肯尼迪（Larissa Kennedy）说：“大学认为罚款和其他严厉的惩罚很有必要，但这是我们绝对

不可接受的。” 

部分大学关注到了学生的诉求，也采取了对应的措施。为弥补疫情对学生社交带来的不

利影响，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为学生提供求助热线、全天候心理咨询服务

以及结对交友服务。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发言人则认为，声称违反防疫规定是为了交朋友，这

是非常虚假且虚伪的。（尽管校方对部分学生进行罚款）我们关注的核心内容仍然是为学生

提供支持和帮助。” 

英国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UK）发言人表示，大学通过协议或宣誓来鼓励学生采取负

责任的行为。但他补充道，“各大学十分重视新冠疫情防控规定和政府的指导措施，学生也

会被告知违反这些规定的后果。”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官网 

David Batty, UK universities fine students £170,000 for Covid rule breaches [EB/OL]. [2020-11-2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nov/29/uk-students-fined-more-than-170000-over-covid-rule-

breaches 

编译者：邱武霞 

 

 

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对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影响远高于男性 

No One Escaped COVID’s Impacts, But Big Fall in Tertiary Enrolments was 

80% Women. Why?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对世界影响深远，已威胁到近年来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在封锁期间，

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劳动，包括照料家人和家务劳动等。不仅如此，数据还表明，在高等

教育入学率方面，新冠疫情对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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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最新数据，与一年前相比，2020

年 5 月，即第一波入学高峰期，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减少了 11.2 万人。这是 15 年来入学人数

降幅最大的一次。与其它方面一样，这一影响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入学率的下降幅度更为

明显——与 2019 年 5 月相比，2020 年 5 月入学的女性减少了约 8.6 万人，相比之下，男性

只减少了 2.1 万余人。 

这些数据说明，新冠疫情不仅严重破坏了女性职场和家庭生活，也严重破坏了她们教育

领域的生活。高等教育入学人数降幅最大的是 25 岁以上的女性：2020 年 5 月入学的 25 岁

以上的女性人数比 2019 年减少了 6 万人。25 岁以上女性入学人数的急剧下降很可能是因为

女性肩负着照顾家庭的责任。许多人不得不在家庭和学习之间做出选择。 

对于许多成年（21 岁以上）学生，特别是那些兼顾学习与工作的学生而言，学习成为了

一项巨大的挑战。疫情之前，许多女性倾向于选择灵活性或在线方式进行学习，但新冠疫情

几乎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托儿服务的取消使女性在家庭无偿劳动中花费更多时间——在疫

情之前，这些时间往往可以用来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 5 月入学的 25 岁以上的男性人数反而增加了

约 2.6 万人。这一增长表明，男性或是因为缺乏机会而被迫“接受”高等教育，或是为了提

升技能，以便在经济复苏后能够在求职时更具竞争力。 

 

 

 

图 1.澳大利亚不同年龄、性别的本科学历人口分布情况 

这些数据都将对未来，特别是女性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在此之前，澳大利亚获得本科

学历的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如图 1），许多女性接受教育、获取资格证书只是为了在劳动力

市场上与男性平等，而疫情对大学入学率产生的影响则拉大了就业市场中的性别差距。从长

远来看，这可能会让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Brendan Churchill. No one escaped COVID’s impacts, but big fall in tertiary enrolments was 80% women. 

Why? [EB/OL]. [2020-11-2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o-one-escaped-covids-impacts-but-big-fall-in-tertiary-

enrolments-was-80-women-why-149994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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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生圣诞节后错峰返

校计划 

Staggered return planned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ngland after 

Christmas 

根据英国新的指导方针，大学生被要

求在圣诞节后继续呆在家里，新年伊始继

续在网上学习，这是错峰返回学校的一部

分，目的是尽量减少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政府希望学生们在 2021 年 1 月 4 日

开始的五个星期内错开行程返回校园，每

个人都将在 2 月 7 日之前回到大学，所有

返校的学生都将进行冠状病毒检测。医学

院学生和那些需要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实践

性课程的学生将被优先考虑尽早返校，其

他课程应从学期开始在网上开放，直到学

生能够安全返回。指导意见称，学生应尽

可能乘坐私人交通工具返回学校，避免汽

车合用。同时还建议学生返回校园后，每

隔三天进行两次核酸检测，测试结果在一

个小时内完成，如果结果是阳性，会被要

求在大学宿舍里进行自我隔离。指导还建

议大学优先考虑那些可能因为无法获得住

所或学习空间，或因心理健康原因而需要

提前返校的学生。政府宣布了一项高达

2000 万英镑的一次性基金，以帮助那些特

别需要帮助的学生。 

在宣布这些计划时，大学部长米歇

尔·多尼兰（Michelle Donelan）说：“学

生、教职员工和当地社区的健康和福祉始

终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这项计划将使所

有学生能够更安全地返校，但我们必须以

一种将传播风险最小化的方式来做到这一

点。”  

该指导方针发布之际正值英国大学从

12 月 3 号开始的为期 6 天的假期，假期期

间学校允许学生离开大学回家过圣诞节，

126 所大学正在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以

防止病毒传播。许多学生对自己这学期的

大学经历表示失望，因为大部分学习都是

在网上进行的，社交活动由于疫情的限制、

长时间的自我隔离以及对违规行为的严厉

惩罚而减少。 

代表大学教职员工的大学和学院联盟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简称

UCU）在新年伊始表示欢迎转向在线学习。

UCU 秘书长乔·格雷迪（Jo Grady）说:“这

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下学期的返校计划

仍然会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安全构成威胁。

大学必须与政府合作，支持那些认为在疫

情期间校园生活不适合自己的学生，包括

解除他们的住宿合同。” 

代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

尔兰地区 140 所大学的英国大学联合会

(Universities UK)呼吁政府进一步明确将

如何支持学校在新的一年开展核酸检测。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官网 

Sally Weale. Staggered return planned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ngland after Christmas 

[EB/OL]. [2020-12-03]. https://www.theguardian.c

om/education/2020/dec/02/staggered-return-planned

-for-university-students-in-england-after-christmas  

编译者：邱武霞 

 

 

加拿大：卑诗省教育部长希望

教师们相信本省的确诊患者追

踪系统 

B.C. Education Minister asks 

teachers to trust province’s COVID-

19 response 

据《环球报》上周报道，11 月新冠肺

炎感染病例数量急剧上升后，卑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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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Columbia，B.C.）省温哥华南部和

东部对于确诊患者追踪系统的效率令人失

望。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期望的是调

查人员能够迅速确定每一个确诊病例的行

踪，然后联系任何可能接触确诊患者的人

员，以确保新冠病毒不会感染更多的人。

然而教师们却表示，当地卫生部门对确诊

病例行踪的追踪通常要花两周时间，在这

两周内，接触确诊病例的人可能在毫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传染甚至传播病毒，他们已

经开始失去对这一追踪系统的信任了。 

在此背景下，卑诗省新任教育部长詹

妮弗·怀特赛德（Jennifer Whiteside）向教

师们保证，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加大疫情追

踪管理工作力度，以尽快弥补校内新冠病

毒确诊患者接触情况追踪工作上出现的重

大延误。同时她表示，当下对确诊患者追

踪系统保持信任至关重要。 

怀特赛德部长补充说，由于病毒在学

校的传播速度与周围社区情况一致，因此

近期省级部门增加了 1200 个追踪定位工

作人员，其中 900 人已经开始工作。当发

现确诊病例后，公共卫生官员会进行严格

的调查与追踪工作，且更为重要的是让该

系统维持运作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此外，她特别关注在人口密集的弗雷泽卫

生区工作的教师所面临的焦虑并表示充分

理解，因为当地社区的感染案例之多使得

居民的处境非常艰难。尽管防疫工作举步

维艰，但怀特赛德依旧没有同意卑诗省教

师联合会（BC Teachers’ Federation, BCTF）

的核心诉求——强制要求所有 10 岁以上

的学生在上课时戴口罩，她表示，这属于

省级卫生官员的职责。 

BCTF 主席泰瑞•莫宁（Teri 

Mooring）认为，如同前任教育部长强制

要求学生和教职员工在走廊和公共汽车等

公共区域戴口罩一样，怀特塞德也可以要

求所有年龄较大的学生在课堂上戴口罩，

显然教育部门已经越过省级卫生官员建议

的预防措施并提前采取行动。莫宁表示，

BCTF 已经向家长们发出信件以告知其孩

子所在学校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但

她不清楚卑诗省近 1600 所公立学校共有

多少老师正在进行确诊新冠肺炎后的居家

隔离。政府部门有具体数据，但不会公布

出来。事实上，真实的数据会给人们带来

安全感。 

目前，BCTF 正试图通过劳动关系委

员会（Labour Relations Board）新推出的

问题处理方案来解决学校存在的消毒方

案、口罩佩戴和保持安全距离等方面问

题。 

 

信息来源：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网站 

Mike Hager. B.C. Education Minister asks 

teachers to trust province’s COVID-19 response 

[EB/OL]. [20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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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bia/article-bc-education-minister-asks-

teachers-to-trust-provinces-covid-1/ 

编译者：宋瑞洁 

 

 

德国：为困难学生提供“过渡

援助计划” 

Bridging Aid Scheme for Students 

Facing Hardship ‘Revamped’ 

随着 11 月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在德

国大幅增加，德国政府重启了针对因新冠

病毒大流行而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资助计

划。支持分为两个部分，即赠款计划和贷

款计划。教育部长安娅·卡利切克（Anja 

Karliczek）在柏林宣布新措施时表示，“我

们不会让学生在疫情中感到失望，我们将

再次向因疫情而陷入财务困境的学生提供

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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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切克指出，因之前提供财务困境

证明的申请过于繁琐，夏季提供的过渡援

助已经暂停。目前该计划已进行了修改，

简化了程序，以便“每个人，包括一年级

学生，现在都可以证明其因新冠病毒陷入

困境，而无需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该援助

计划将持续整个冬季学期，补助金额最高

为每月 500 欧元（595 美元），视需要而定

并按月批准。德国国家学生事务协会

（Deutsches Studentenwerk）负责处理在线

提交的所有申请。 

卡利切克进一步解释说，为陷入大流

行时期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的第二级过渡

性援助，即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的

高达 650 欧元的贷款也已经修改，这些贷

款在 2021 年皆为无息贷款。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最初于 2006 年推出面向学生的贷款，

并且通常只有在一年内全部偿还才可免息。

今年夏天该计划首次提出时，遭到德国学

生自由联合会（Freier zusammenschluss von 

Student*innenschaften）的强烈反对。学生

自由联合会代表表示，“教育部长以贷款的

形式提供紧急支持，意味着要求学生要么

放弃学业，要么负债累累。” 

德国世界大学服务（World University 

Service）主席坎比兹·加瓦米（Kambiz 

Ghawami）指出，“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对

国际学生来说是一场债务陷阱，将免息期

限延长几个月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因此，

世界大学服务组织紧急警告国际学生不要

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申请助学贷款。”加瓦

米强调，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来自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际学生的情况在过去

几个月里进一步恶化。加瓦米在谈到对助

学金计划的修改时指出，教育部长宣布的

两项申请程序的改变并不会减轻学生服务

协会和学生不必要的程序。并且，他认为

500 欧元的最高限额是不切实际的，并敦

促政府将其提高到最高 861 欧元，即德国

联邦学生资助法（Bundesausbildungs för 

derungsgesetzor federal student finance act）

的最高资助额度。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Michael Gardner. Bridging aid scheme for 

students facing hardship ‘revamped’[EB/OL]. [2020-

11-25].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

ry=2020112507455381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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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15-17】第十一届教

育、研究与创新国际会议 

2021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CERI 2021) 

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16-17 日 

会议地点：釜山，韩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学生 

会议内容： 

教育与创新问题是社会发展进步不竭

的推动力。2021 年第十一届教育、研究与

创新国际会议（2021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CERI 2021）将于 2021 年 9 月

16-17 日在韩国釜山举行。ICERI 是一个年

度会议，旨在为业内专家学者分享教育和

创新研究的经验，聚焦相关领域的前沿研

究提供一个良好交流的平台。过去 10 年，

ICERI 先后在埃及开罗、柬埔寨、马来西

亚斯里巴加湾、泰国曼谷(2 次)、巴西里约

热内卢、中国北京、台湾台北、日本都留

文科大学(2 次)成功举办。此次会议主题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网络学习平台（e-

Learning platforms ）、 跨 文 化 （ Cross-

cultural）、网络学习的社会效益（Social 

Benefits of e-Learning）、协作式在线学习

（ e-Learning ）、语言教育（ Language 

Education）、学习内容管理系统（Learning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信息与计算机教育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ducation）等。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会议设置线

上会议室，参会者可以通过在线会议或录

制视频的形式进行报告。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各界相关学术领

域的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参会，

ICERI 2021 中的部分优秀论文将被推荐在

《国际信息与教育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IJIET)特刊《实证研究创新教

育 》 (Innovating Education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ISSN: 2010-3689，可

在 Scopus、EI、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

Google Scholar、Crossref中进行检索)或《国

际创新、管理和技术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ISSN: 2010-0248，可在 Google 

Scholar, Ulrich ’ s Periodicals Directory,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 

Crossref and ProQuest, 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 中检索）进行发表。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ri.org/ [2020-12-25]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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