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3版2021年9月1日 环球环球

主编：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bwptx@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动态

据世界大学信息网报道 由于新冠

疫情对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生心理健康

的影响，日本大学新生入学人数和在读

人数两年来持续下降。日本著名教育

机构河合塾在今年 2 月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与去年相比，日本 107 所主要

私立大学的申请人数下降了 12%。

在一家招生咨询组织负责学生咨询

的小久保浩郎表示：“学生辍学的最大原因

是经济困难，以及由于缺乏校园生活而导

致的孤独感。”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3月发

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4月以来，超过

1300名学生从高等教育机构辍学，这一数

据涵盖了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辍学学生给出的首要原因是难以

支付学费，其次是被迫在家进行在线学习

时感到孤独和倦怠。小久保浩郎预测，在

就业机会稀缺以及家庭收入不稳定的影响

下，今年决定从大学辍学的学生数量会继

续增加，大学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

重新审视常规招生的旧体制。

日本大学通常允许面临经济困难

的学生暂时休假，但有专家指出，人们

已经注意到，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辍

学趋势可能对日本高等教育产生长期

影响。日本大学教育政策专家末冨芳

指出：“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经济衰退暴

露了日本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挑战，日

本大学迫切需要对大学系统进行改革，

以提高学术和管理的灵活性。”

据悉，日本政府在 2020 年为 27万

名学生提供了最高金额为 10 万日元

（合 918美元）的一次性奖学金，延长了

学费支付期限，从而有利于降低高辍学

率。但末冨芳认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的背景下，大多数大学缺乏对学生的支

持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问

题，各大学需要优先考虑学生需求，重

点关注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 （杨蕊）

日本：新冠疫情导致学生辍学率上升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报道 德

国科布伦茨-兰道大学日前宣布开

设“全纳与中小学”研究生远程教

育师范专业，学制为 5 个学期，目

的是培养具备全纳教学素养并且

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支持

的中小学教师。

据介绍，科布伦茨-兰道大学远

程与继续教育中心开设“全纳与中小

学”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传统师范

教育和全纳教育实践之间的空白，该

专业的培养内容主要包括 5大板块：

全纳教育的方法与范式，全纳教育的

课程开发与教学，全纳教育的政策法

规，全纳教育的学生学习情况，全纳

学校发展。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应能

独立组织符合全纳教育要求的课程

并且能够参与有关全纳教育的辩

论。该硕士项目申请人应至少获得

有相关职业资格的高校毕业证书，并

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没有经过本科教

育的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入学考试申

请，申请截止日期是 2021 年 9 月 15
日。如果学生最终顺利毕业，将获得

文学硕士学位。

长期以来，德国师范教育课程

体系中不包含全纳教育课程。有

德国教育专家指出，理想的全纳教

育不应是教师对各种辅助技术的

简单应用，也不是对不同学生的简

单分组教学。随着德国社会对落

实联合国《残疾人公约》的呼声渐

高，需要更多具备全纳教学素养、

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并且

能够与其他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协

作的中小学教师。 （张天安）

德国：开设全纳教育研究生专业

据英国政府官方网站报道 英国政

府日前颁布《技能和 16 岁后教育法

案》，旨在改变英国的技能和培训内容，

以建立适合 16岁后的成人教育培训体

系,为人们提供未来赢得高薪工作所需

要的技能培训机会。

该法案包括：（1）建立新的学生资

助制度，以改变目前的学生贷款状况，

使每个成年人终身都有机会获得灵活

的贷款，以便在大学或学院接受更高层

次的教育与培训；（2）雇主将通过“技能

加速器”计划（该计划旨在提升当地技

能培训系统的响应能力，以更好满足学

生的求职需求以及雇主的雇佣需求），

在与教育提供者规划培训方案方面发

挥法定作用，并获得政府资助；（3）教育

大臣将被赋予更多权力，对不能满足当

地需求的大学进行干预，并在必要时指

导其进行结构改革，以确保教育提供者

能够提供高质量教育。

据悉，该法案推动的改革将在经济、

工程、数字、清洁能源和制造业等经济需

求旺盛的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

助更多的人在当地获得高薪工作，进而

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促进社区

的蓬勃发展。英国教育部部长加文·威

廉姆森表示：“英国政府还将投资8300万
英镑，提供更多教室和高质量教学设施，

确保大学能够满足需求，并为所有16-19
岁的年轻人提供培训场所。” （尤陆颖）

英国：技能培训将迎来重大变革
据韩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报道

近日，韩国教育部委托由残疾人组成

的“残疾人生涯顾问团”为残疾学生

开展了一场线上生涯指导活动，顾问

与学生进行线上实时互动，帮助残疾

学生提高生涯规划能力。此次生涯

指导一共邀请了 35 位“残疾人生涯

顾问团”成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身

体残疾情况也各不相同（包括视觉障

碍、听觉障碍、智力障碍、生长障

碍）。因此，作为职场工作者又同为

残疾人的顾问团成员所进行的指导

生动且真实，能够为学生提供贴近现

实的建议。

据介绍，2020年，韩国教育部委

托与残疾学生处境相似的教师、教

授、教育专职人员为教育领域的残

疾学生提供生涯指导。2021 年，韩

国教育部委托的残疾学生生涯指导

覆盖文化、艺术、体育、信息技术和

教育领域，还特别邀请了 14 位具有

生长障碍的残疾人作为生涯顾问团

成员。此外，韩国教育部同时邀请

“残疾人生涯顾问团”成员的同事和

相关机构人士共同参与以提高生涯

指导的效果。

韩国教育部学生支援局局长全

镇硕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残疾

学生能够设计自己的前进道路，成长

为实现梦想和目标的人才，教育部今

后也将加强与雇佣劳动部、保健福利

部等有关部门的协作，系统地支援残

疾学生就业。” （李思洁）

韩国：开展残疾学生生涯指导活动

今年暑假，英国绝大多数符合条

件的中学已经签约开办“暑期学校”，

将学业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帮助学生

赶上学习进度，弥补因新冠疫情关闭

学校给学生造成的学习损失。据 7

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已有 2820

所中学报名参加，占符合条件学校的

3/4，该计划得到了英国教育部超过 2

亿英镑的资金支持，超过 50 万名英

国中学生在暑假期间将受益于高质

量的面授学习。主管学校事务的英

国教育部国务大臣尼克·吉布表示，

“暑期学校”计划是英国全社会从新

冠疫情造成的破坏中逐渐恢复的整

体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施背景
加大对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支持

据英国教育部估计，2020 年秋季

上半学期，三至九年级学生在阅读方

面平均落后 1.6-2 个月，三至七年级

学生在数学方面平均落后 3.2 个月，

符合免费校餐资格的贫困学生占比

较多的学校落后得更多。还有证据

表明，即使在秋季学期学校全面开学

后，英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

因新冠疫情封锁和社交隔离而受到

影响。

英国“暑期学校”计划便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启动，聚焦学业的同时兼顾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确保为儿童和青少年

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弥补他们因

新冠疫情造成的学习损失和社交情感

缺失。

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的一项研

究发现，如果“暑期学校”由训练有

素、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小班辅导，

学生可以获得 2 个月的额外进步(与

没有参加的学生相比)，最多可以获

得 4 个月的额外进步。因此，该基金

会建议政府采取有力行动支持中学

开设“暑期学校”，这样不仅能为家

庭和社区带来更多利好，还能加大

对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支持，改善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减少青少年

暴力行为。

目标人群
重点向七年级新生倾斜

“暑期学校”是英国针对中学开

展的短期计划，学校可以自行决定

安排哪个年级的学生参加“暑期学

校”，以使受益最大化。众所周知，

小学到中学的过渡和转变对一些学

生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而新冠疫

情的影响加剧了这一挑战。可以预

计，大多数人会希望“暑期学校”主

要面向七年级学生。

英国今年小学毕业的学生错过了

相当一部分关键时期的面对面教学，

也因此错过了小升初的宝贵准备期。

他们需要额外的英语和数学方面的支

持，以便在中学起始阶段更快更好地

进入学习状态。“暑期学校”将为他们

提供这个机会，通过面对面的小班辅

导，帮助他们为即将开始的中学学习

做好准备。

“暑期学校”也提供了一个重要机

会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学

生的幸福感，在学习之余必须安排丰

富多彩的团队游戏、音乐、戏剧或体

育活动，缓解因新冠疫情封锁带来的

社交隔离和自我封闭，充分享受文

化、体育活动带来的精神滋养。在新

冠疫情封锁期间，英国一些学生甚至

无法进入花园或其他安全的室外空

间，而“暑期学校”将为他们提供外出

机会。

英 国 中 学 为 七 年 级 新 生 开 设

“暑期学校”，使他们有机会提前与

同学建立社交联系，熟悉新教师和

学校环境。有“暑期学校”教学经验

的教师表示，为七年级新生开设“暑

期学校”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招生录

取率。而参加过“暑期学校”的学生

则表示，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会更

强，家长也乐于参与其中，并给予了

积极的反馈。

资金保障
按照学生规模确定资助额度

对于“暑期学校”，英国学校可以

自由选择开办一周或两周，并且可以

根据学生的需要安排活动，让不同需

求的学生都能参与，以便更多的学生

受益。

实际上，英国政府鼓励中学在暑

假前安排一些有利于小升初新生的活

动，学校可以利用现有的经费、人员和

其他资源安排这些活动。这些小升初

衔接活动将有助于中学确定“暑期学

校”人选，即哪些学生在暑期需要更集

中的支持和帮助。

今年暑假，英国政府向开设“暑

期学校”的公立和私立中学、公立和

私立特殊学校以及学生收容所（接

收问题青少年的特殊教育机构）等

提供了专项资助。英国政府建议所

有学校在夏季学期过半前告知家长

录取结果。到 6 月底，学校需要确认

开设“暑期学校”的具体事项，比如

打算提供多少名额、有哪些家长同

意、开多少天等。此外，英国学校还

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安排学习、文化

和体育活动，明确“暑期学校”的安

排及所需资助数额。

对于普通学校，英国政府将根据

学校现有的七年级学生规模确定资助

额度，具体拨款数额按照七年级学生

人数的 50%计算。而对于一些不设七

年级或七年级学生人数很少的特殊学

校，英国政府将会按照更高年级（比如

十一年级）的学生规模确定资助额

度。七年级学生人数很少的学校如果

选择参加“暑期学校”计划，将会获得

不少于1000英镑的资助。如果这些学

校单独开设“暑期学校”不切实际的

话，英国政府允许他们利用这笔资金

与当地其他学校合作。

据介绍，“暑期学校”是英国新冠

疫情下投资和恢复教育总体计划的一

部分。英国政府将向每一所符合申请

条件的学校提供资助，最多资助50%的

七年级(或其他年级)学生获得为期两

周的课程，或 100%的学生获得为期一

周的课程。这笔专项资助的力度很

大，普通学校为期两周的一个“暑期学

校”名额资助597英镑，而特殊学校、学

生收容所等每个“暑期学校”名额资助

1791英镑。学校还可以根据总体录取

情况，要求政府拨款支付额外招收学

生的“暑期学校”费用。当然，学校也

可以自由补充和利用额外的资金来源

支持“暑期学校”课程。

同时，英国政府的“暑期学校”专

项资助有三点原则需要遵守：一是在

确认任何额外资金之前，学校应该在

公布的最大拨款范围内提供服务；二

是为七年级新生开设“暑期学校”的中

学，应与新生原来就读的小学密切合

作，从而确认最需要支持的学生；三是

学校必须考虑在提供学业帮助的同时

安排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到今年9月的时候，学校需要填写

一份资助申领最终确认表，主要确认三

项内容：“暑期学校”正常开设，预计提供

的名额和天数，实际参加的学生和天

数。英国政府将按照此表完成资金分配

和发放。具有独立地位的学校在10月

或11月将直接获得英国教育部拨款，而

公立学校的拨款将通过地方政府发放。

如果学校因新冠疫情以外的任何

原因取消“暑期学校”或未能完成最

终确认表，英国政府将不会发放资

助。如果“暑期学校”因为地方或国

家的直接指令而被迫取消，学校有资

格对已经发生、不可恢复的费用要求

合理补偿。

生活保障
提供交通饮食服务

英国“暑期学校”的开设主要是为

了帮助小学毕业生顺利过渡到七年

级，因此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他们

将前往一个新学校度过一周或两周的

时光。而这所新学校就是他们即将就

读的中学，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提前熟

悉新环境和新教师，因此绝大多数中

学十分乐意在自己的学校开设“暑期

学校”。

但是，有些学校可能因条件有限

无法利用自己的校舍开设“暑期学

校”，英国政府鼓励这些学校与其他学

校或机构合作，解决方案包括：与邻近

的中学、小学或继续教育学院合作，汇

集多方资源或资金；租用校外的其他

场所；与当地政府合作，利用一些公共

场所。

因此，学生往返“暑期学校”的交

通问题也在英国政府考虑范围之内，

“暑期学校”的专项资助允许学校使

用一部分资金为学生提供往返交通

服务。同时，开设“暑期学校”必须为

学生提供膳食，并为有资格获得免费

校餐的学生提供免费用餐福利，学校

可以使用一定比例的专项资助确保

这项福利。其他学生的家长可能需

要支付伙食费，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是

否利用这些伙食费为家境不好的学

生提供免费膳食。学校应与自己的

餐饮团队或供应商讨论如何为学生

提供最佳膳食安排，或者利用一部分

专项资金在当地采购食材，现场制作

盒装午餐。最重要的是，饭菜必须符

合学校食品标准，注重营养搭配和健

康饮食。

学校必须随时向学生免费提供饮

用水。如果出于公共健康的原因，学

生不能使用直饮水嘴的话，学校应采

取恰当的方式解决用水问题。按照环

保的要求，学校还要采取措施限制使

用一次性塑料水瓶。同时，在新冠疫

情传播期间，学校必须遵循卫生保健

部门提出的一切室内外防护措施，确

保学生的人身安全。

此外，学校必须对参加“暑期学

校”的学生进行每日出勤记录，还必

须保留“暑期学校”相关费用收据记

录。这些记录必须随时可用，以便相

关部门抽查或作为审计的一部分。

今年 10 月底之前，学校还要完成在

线报告，在网站上公布“暑期学校”运

营的详细情况，包括所收到的拨款总

额以及如何使用的明细。英国政府

相关部门会选择一些学校的网站资

料进行审查，以确保符合“暑期学校”

拨款条件和要求。今年的“暑期学

校”计划结束后，英国教育部将委托

专业团队进行评估，研究如何弥补在

教育上失去的时间，并评估不同方法

的成效。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蔓延，英国教育遭受重创，儿童和

青少年的学习和心理健康等因封锁和社交隔离

而受到影响，本期特别聚焦英国如何通过“暑期

学校”弥补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损失和社交

情感缺失。

英国：
为什么实施
“暑期学校”计划

□李震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