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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将如何影响科研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将是研究型大学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近期，加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组织了一场线上研讨会，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中心高级研究助理吉姆·海厄特(Jim Hyatt)根据其在大学管理职位上的丰富经验，强调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影响。2007 至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启示大家，私立大学使用
低利率投资普遍会比公立大学复苏得更快。自此，重大研究项目的成本大幅增长，引发更多国内外联
盟参与其中。这为解决重大研究的高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模式。联盟的财政支持来源较为多样，包括
大学、政府、慈善家，以及其他能够提供财政支持和技术专长的合作伙伴，只需要明确一个核心组织
即可。并且通过现代通信技术，该模式可以在国际范围内运行。
天体物理学家弗朗斯·科尔多瓦(France Córdova)最近结束了担任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第 14 任主任的 6 年任期。她提到美国物理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对
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的重大影响，涉及招聘减少、实验室和实地考察中断、基础设施建设推
后、留学生大大减少，这些都将影响国家的高级劳动力，甚至会加剧社会边缘群体所面临的不利条件。
她还列举了大学以及小型初创企业的财务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兰迪·卡茨(Randy Katz)同
时表示，为应对新冠肺炎，几乎所有学科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学已经成为一些社会变化的缩影，生
命科学和传染病研究已经显著增加。从长远来看，需要确定如何为远程工作提供最佳支持，如何保障
研究人员的工作，以及如何重新平衡新冠肺炎造成的资金扭曲。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副教务长蒂姆·斯特恩斯(Tim Stearns)认为，由于无法和所有相关方
进行沟通，学生对学校管理部门的信任度逐渐缺失。另一方面，人们重新关注到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研究型大学应当能够更好地调动大学卓越的科研能力来为政策提供信息。在全球人口流动性加大以及
传染病不受国界限制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必不可少，科学是地缘政治的先锋。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现有的国际合作依然开展得很好，但新的却可能并未获得
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可能会大受打击。英国在四个方面面临不确定性：新冠肺炎、英国脱欧、即
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以及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领导层变动导致的优先事项不断
变化。虽然英国政府承诺大幅增加研究经费，但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是否还会持续推进有待观察。英
国脱欧也会使英国的合作项目得不到欧盟委员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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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研究的长远影响是什么？卡茨强调灵活性是一个关键问题，既提到了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反应，也提到了世界各地机构都有在一定程度上延期处理的事
实（欧洲委员会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外）
。有发言者表示大量的在家办公很可能会改变工作环境，提倡
职业选择（尤其是学术界以外的职业）的透明化，增加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海厄
特指出了要为未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做好更充足的准备以及确保科研面对冲击时的可持续性。科尔多瓦
表示大学已经对危机做出了创造性的反应，从根本上重组了他们已沿用多年的教学方式。斯特恩斯
(Stearns)强调，科学家的交流方式已经改变，在线会议、讨论会和研讨会已成为常态，尽管存在时差，
但国际交流和讨论明显增加。显然，新冠肺炎已经彻底改变了科学界和学术界，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
将一直保留。
（译/鞠彤洁 校/郭鑫）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9 月 05 日

全球大学排名和创新指数中的“亚洲力量”
尽管如今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亚洲大学的排名上升势头依然迅猛。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QS 世界大学排名(QS)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三大国际排名的排名和指标虽然有所差异，但亚洲（除大洋洲和中东地区以外）大
学在排名中上升了近 30%。探究亚洲的发展模式后发现，中国由于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本、科研支出及
知识传播的经济投资，其高等教育才得以快速崛起。中国大学在 THE 和 QS 排名中占据亚洲大学的五分
之一，在 ARWU 排名中的份额更是超过了亚洲大学的一半。ARWU 排名更加注重顶尖期刊的发表以及
菲尔兹奖的获得等指标，中国大学的优势说明其学术质量的提高。此外，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泰国、越南、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学都在国际排名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仅有相对较发
达的韩国和日本大学在排名中的优势略有下降。比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国家力量对亚洲各国高
等教育的影响可能更大。
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测量了全球 131 个国家在创新领域的投入和产出，进
一步阐述了大学排名的要点内容。虽然创新指数前十的国家仍然主要由欧美主导，但一些亚洲经济体
正在接近前十的国家，甚至已经进入前十。新加坡与去年持平位居第 8 位，韩国上升一位位居第 10，
中国香港上升两位位居第 11，中国大陆连续两年位居第 14，日本下降一位位居第 16。其余亚洲经济体
中，马来西亚（33）、越南（42）、泰国（44）
、印度（48）
、菲律宾（50）跻身前 50 的国家，并且越南、
泰国、印度和菲律宾的创新表现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被视为创新成就国。当前，中国和印度成为了
亚洲国家中全球新兴参与者的代表。中国的优势在于“投入—产出”转化能力、人力资本、市场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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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多样、创意产出等，而弱点涉及的是政策、法规和商业环境。印度的优势在于知识技术产出、信息
与通信技术(ICT)出口服务、工程科学人才、公司研发与贸易等，弱点在于基础设施质量。
新冠肺炎(COVID-19)带来的影响会波及到世界大学排名和创新指数的未来是显而易见的，一些排名
机构已经着手讨论重新构建方法和指标。一方面，应当提倡衡量大学的弹性指标，侧重于财政收入来
源多样化、引领新冠肺炎复苏研究、开展远程教学与活动、有效控制风险等；另一方面，新产业模式
的出现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满足灵活的、适应性强的教育与培训需求。未来，全球合作应当依然是各国
的前进方向。
（译/郭鑫 校/陈庆）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9 月 05 日

院校在新冠肺炎期间对教员的支持措施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教职员工及其职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活动都受到了干
扰，并进一步扩大了教职员工间原有的不平等，给不同处境的教职员工带来了显著的挑战。在此背景
下，很多人在思考，无论是近期还是长期，各院校将如何支持教师的多样化。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
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ADVANCE 团队服务于该校教职员的平等、合作与职业发展，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该团队正致力于为教师提供公平的校园支持，
并在高等教育的重大转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促进包容性，其他大学也可以借鉴类似的做法。该校正
在努力制定系统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女性和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在在理工科教师中的参与度和地位。
在新冠肺炎期间，高校教职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公平项目。为此，该校实施如下举措：
结构性变革和共同承诺。为了应对新冠肺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在政策和程序方面进行
了重要的结构性变革。这一结构性变革的关键是校内各单位之间的合作以及对可持续公平的共同承诺。
教务长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教师评估的具体改革。在制定这些改革的过程中，
他咨询了高级管理人员和教员联络员的意见。这种校内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是其他大学在处理新冠肺炎
引发的问题时可参考的最佳实践。我们力争支持各学院和院系采取包容性评价，对新冠肺炎对教师职
业生涯所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有明确认识。
主动延缓终身教职、晋升和审查。考虑到教师不得不承担新的和意料之外的任务，院校应立即放
缓决定终身教职和连任的时间。新冠肺炎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研究效率，导致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减少、
旅行取消、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被中止等问题。终身教职的延缓有助于减轻新冠肺炎对女教师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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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她们已经在评价过程中遇到了性别偏见。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宣布对所有的预备终身
教职的教师自动延期一年，这意味着教师现在必须按期接受审查。
改变教学政策。鉴于线下学习向在线学习的突然转变，各院校应暂停学生评教，并以整体教学评
估代替。新政策将允许教师通过教学中心申请特别评估从而获得反馈。虽然教师会收到评价，但学校
不会保留这些评价并将之用于正式评估。
认识到护理需求的增加。各院校必须认识到，新冠肺炎极大地改变了教师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对
他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教职员工是 “高成就者”，
他们因学校和托儿所关闭而有了新的需求。通过采取措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有效地避免了
那些有照料家庭需求的人（特别是女教师）不如同事优秀的印象。此外，大学还通过教职工工会提供
紧急资金，用于提供护理援助，包括照顾儿童和老人。
允许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进行公开对话。各院校必须创造空间，让教师可以向管理人员表达他们
对新冠肺炎对其职业生涯影响的担忧。管理人员也应鼓励教师向他们提出问题或疑惑。
记录影响以建立院校相关信息。各院校应建立程序，让教师记录新冠肺炎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
这些影响对许多人来说是持久的。2020 年 7 月，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教务长宣布，年度教师
审查可以包括教师描述新冠肺炎对他们的研究、教学、指导和服务产生影响的部分，从而为他们的正
式人事记录提供信息。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在校内各单位之间进行合作以支持教师，同时保持公平的做法有其合
理之处，其他大学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此外，该校为教师提供一个集中的渠道、让教师表达担忧，
再加上跨组织层面的顺畅沟通，可以形成行政部门的结构性回应。虽然新冠肺炎在多个不同层面上对
大学提出了挑战，但仍有可能在保持对公平关注的同时，应对其对教师的影响。
（译/陈庆 校/鞠彤洁）
来源：美国《高校情报》
，2020 年 09 月 04 日

疫情将持续削弱澳大利亚的就业市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将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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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称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之一”
，它将使全球失业率保持居高不下的状态。
于澳大利亚而言，疫情蔓延将重创毕业生就业市场。2020 年毕业生调查报告(2020 Graduate Outcomes
Survey)显示：2007 年至 2020 年毕业生找工作的时间明显增加，毕业生花费四个月以上找到全职工作
的人数从 9%增长至 17.1%。报告指出，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存在较大差距，计算机
和医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比艺术、人文类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时间更短，说明拥有 “软技能”的毕业生在
找到全职工作方面相比于拥有“硬技能”的毕业生存在一定劣势。对此教育部部长丹·特汉(Dan Tehan)
指出：
“我们要鼓励学生打破传统学科的桎梏，通过跨学科学习就业市场所需的技能。
” 此外，数据表
明研究生学历仍是获得工作和加薪的关键途径。约 94.1%的研究生在 6 个月内找到了全职工作，2017
年这一比例为 86.2%；研究生的平均工资也从 83300 美元增加到了 98000 美元。（译/张国洋 校/李婉
婷）

来源：澳大利亚《信息时代》
，2020 年 09 月 01 日

通过更好的职业建议重建后疫情经济
自 2019 年 9 月英国恢复毕业后工作签证以来，高等教育部门招生工作蓬勃发展。大学和学院招生
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 UCAS)的数据表明，尽管新冠肺炎(COVID-19)对招
生有影响，但直到开学第一周结束时，国际本科生仍增长了 2%。而与此同时，很少有人讨论英国脱欧
后可能面临的学生就业问题。
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最乐观的预测显示，今年失业率将达到 9.7%。英国
和全球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幅下降和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低迷对本土学生和国
际学生就业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国际学生。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相关行动重点支持国际学生就
业，例如：在就业能力的评判上平等对待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积极收集国际毕业生成果和在海外学
习英国项目的跨国教育学生的准确代表性数据；进一步了解国际学生就业能力，以帮助其在英国或来
源国就业；为其招聘团队，从而提供具体就业能力数据，并为潜在学生提供国际毕业生成果和学位投
资潜在回报的准确数据等。
另外，我们正处于“亚洲世纪”的早期阶段，亚洲经济体极有可能比西方经济体复苏更快，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这可能是英国大学与亚洲相关国家接触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时刻，大学应该开始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鼓励本国学生去海外就业。
（译/徐伟琴 校/吴辰钦）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9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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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2017-2018 年度研究生毕业去向调查》
2020 年 6 月 18 日，英国高等教育协会(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ESA)发布了一份关于研
究生毕业去向调查的简报。调查对象涵盖了在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期间完成学业的研
究生，数据收集大致是在这些毕业生完成课业后的第 15 个月左右。最终反馈数据的人数占目标群体的
47%，超过 36 万人，但尚不清楚所有回复的人员是否在不同学历层次中均匀分布。
从就业分布情况上看，博士毕业生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69％）比授课型硕士毕业生高 5%，比本
科毕业生高 13%；从就业水平上看，博士毕业生和授课型硕士毕业生的整体就业水平分别高出本科毕
业生 11%、6%；从失业率上看，博士和授课型硕士毕业生的失业率在 8%左右，包括退休人员在内；从
就业类型上看，博士毕业生获得固定期限雇佣的稳定工作比例达到 40%，普遍高于其他类型的毕业生。
从薪资水平上看，年薪超过 3 万英镑的本科、授课型硕士与博士毕业生分别占同类毕业生的 23％、
43％与 87％（见图 1）
。

从就业满意度上看，博士毕业生和授课型硕士毕业生更加认同他们当前工作的意义，认为自己有
效利用了在科研过程中学习到的知识，符合他们对未来的期待（见图 2）
。

6

2020 年 10 月，总第 107 期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调查结果总体显示，相较于本科生，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总体就业率高 9%，失业率低 3%，
年薪高于 3 万英镑的比例高出 42%，同意工作中能学以致用的比例高出 6%。与此同时，40%的博士生更
可能获得固定期限雇佣的稳定工作，在授课型硕士生中这一比例为 18%，在本科生中这一比例为 19%。
（译/郭鑫 校/陈庆）
来源：英国高等教育协会

《博士毕业生对非学术就业市场的认识及就业声誉问题》
博士毕业生一般就职于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的工作也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随着博士毕业生
数量的不断增加，学术就业市场供过于求，部分博士毕业生进入了私营企业、政府等非学术就业市场
就业。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声誉理论的构建、形成和管理，针对某一职业或学位的群体研究较少。为了
弥补这一研究缺陷，本研究在前序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以芬兰的医学、自然科学、农业、社会科学等
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为例，对 828 份问卷中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文本进行了质性分析，旨在探索博士毕业
生在非学术就业市场就业的声誉问题。其中，声誉具有比较性，是不同人观点和印象的组合，也是一
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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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博士毕业生普遍认为自己在非学术就业市场的声誉较差。研究得出关于声誉目前主要
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供过于求问题，即学术界不能容纳所有的博士毕业生；二是过度教育问题，即
博士生接受的教育过于理论化且受教育过多；三是声誉一致性问题，即博士生群体并没有形成集体声
誉；四是沟通问题，即外界普遍认为博士生是缺乏沟通交流技能的。因此，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可以
调整基于绩效的资助模式，给予在非就业市场的博士提供更强的激励；在实践层面上，高校、工业界
和基金会可以协同合作，促进校企合作，让博士生成果从理论向实践转化；博士群体也应该明确职业
规划并在不同领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展现自己的沟通技能。
（译/李宜可 校/张国洋）
来源：
《高等教育及管理》
，2020 年 09 月 02 日
Suomi, K., Kuoppakangas, P., Kivistö, J., Stenvall, J., & Pekkola, E. (2020). Exploring doctorate holders’
perceptions of the non-academic labour market and reputational problems they relate to their employment.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doi: 10.1007/s11233-020-09061-1

《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硕士学位对工资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以韩国为例》
尽管许多国家大规模地扩张了研究生教育，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拥有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与其在劳动
力市场的就业结果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使用 2011 至 2013 年毕业生职业流动性调查的追踪调查数
据，分析在韩国经历了研究生规模扩张之后，硕士学位对韩国研究生工资水平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拥有硕士学位与工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然而，
这些影响因学科而不同，硬科学硕士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显著较高，而软科学硕士毕业生的工资水平
显著较低。研究根据韩国高等教育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解释了以上结果。
基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资格框架、课程、就业能力以及职业发展支持机构等方
面对国家和高校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译/林婕 校/李宜可）
来源：
《高等教育政策》
，2020 年 06 月 22 日
Lee, S.J., Kim, S., & Jung, J. (2020). The Effects of a Master ’ s Degree on Wage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Mas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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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就业：各研究领域的博士毕业生在加拿大获得永久性和临时性学术工作的程度如何？》
虽然大多数博士生都渴望成为一名全职教授，但许多拥有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只能被聘为大学教师
或研究人员的临时职位。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加拿大为例，评估不同研究领域的博士毕业生早期就业
经历的差异程度。基于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2013 年的全国毕业生调查，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大多数领域的博士毕业生，尤其是理科、艺术以及人文学科领域博士毕业生，在毕业 3 至 4 年后，更
有可能从事临时性学术工作，而不是担任全职教授。这些发现凸显了博士毕业生在加拿大学术劳动力
市场中面临的就业现实。这些结果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人员也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在这
些国家，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就业市场上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译/李宜可 校/林婕）
来源：
《高等教育政策》
，2020 年 02 月 11 日
Walters, D., Zarifa, D. & Etmanski, B. (2020). Employment in Academia: To What Extent Are Recent
Doctoral Graduates of Various Fields of Study Obtaining Permanent Versus Temporary Academic Jobs in
Canada?. High Education Policy. doi: 10.1057/s41307-020-00179-w

《流动的博士：让你的心理学职业生涯突破学术界》
由于在心理学领域经过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读者已经具备了能够在公
共政策、教育、医疗保健和商业等领域胜任的技能。但要成功地过渡到非学
术性职业，正确的心态至关重要。在本指南中，读者将学习到学术界常见的
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态度，并将它们运用到不同的工作文化中。此外，当读者
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兴趣的职业道路时，也将学会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
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提供了一些技巧和关键术语，为读者在各种各样的工
作中提供导航，同时本书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行动步骤，让读者在求职中更善于向招聘经理展现才能。
进行研究、统计与分析数据、完成科学写作的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技能，正如读者从心理学研究中获
得的对人性的洞察力、创新思维和在各种情况下协同合作的能力一样。本指南将告诉读者如何推销自
己的技能，树立起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所需之处的信心。
（译/马安奕 校/赵一玮）
作者：Ashleigh H Gallagher , M. Patrick Gallagher
出版日期：2020 年 02 月 25 日
出版商：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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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amazon.com/Portable-PhD-Taking-Psychology-Academia/dp/1433831252/ref=sr_1_21?
dchild=1&keywords=phd+job+career&qid=1599660518&s=books&sr=1-21

《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博士的职业发展前景》
对于考虑转换职业生涯的研究人员来说，开放的就业市场常令人感到遥
远而陌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需要其与自身价值观相符，并能够提供归
属感、目标感与安全感。如何才能以最小的压力，尽可能顺利地找到满意的
工作，是每位寻求学界外工作的研究人员期望解决的问题。
本书的目的是让应聘的研究人员在完成博士学位后全面把握自己的能力，
并为其提供职业发展方向的建议。本书不仅探讨了博士们通常擅长的高层次
就业范围，还大致描述了这些博士在就业市场中形成的群体及其典型行为，
读者可以对照本书了解自己适合什么类型的工作。是成为企业员工，为既定的目标努力，还是成为创
业者，为自定的目标奋斗？本书包含开放性问题和自我发现练习，以助读者了解自身真实的工作倾向。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能会获取非常有益的信息及其对未来之路的启示。
（译/张宗炜 校/徐一情）
作者：Natalia Bielczyk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20 日
出版商：Welcome Solutions
来源：
https://www.amazon.com/There-Landscape-Post-PhD-Career-Tracks-ebook/dp/B08DD7GMH4/ref=s
r_1_3?dchild=1&keywords=phd+career&qid=1599702515&s=books&sr=1-3

《探索学术生涯：博士生、博士后和新教师的简明指南》
本书旨在提供实用的建议来揭开学术职业道路的神秘面纱。由于获得博
士学位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学术职位的供应，那些处于职业早期阶段的
人必须进行战略性思考，以获得竞争力和职业成功。本书是一本简明易懂的
对话式手册，可以指导读者开启他们的学术之旅，满足第一份学术岗位的需
求，并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蓬勃发展。本书的亮点包括：从第一视角看待成
功学者的特征；指导面试、谈判、品牌塑造和其他基本的软技能；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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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撰写高影响力论文的技巧；培养领导力和指导他人的能力。
（译/林萍 校/肖港）
作者：Jeffrey J. McDonnell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24 日
出版商：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来源：
https:/www.wiley.com/en-us/Navigating+an+Academic+Career%3A+A+Brief+Guide+for+PhD+Stu
dents%2C+Postdocs%2C+and+New+Faculty-p-9781119642176

《指导高学历研究学生群体：为产业与创新提供催化剂》
高学历研究型学生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众所周知，然而，需要认识到这类学生人数的增加和导师
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个别化指导模式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而对学生群体进行指导的模式已经获得了
成效。本研究从指导的角度运用“阈限跨越”(threshold crossing)的概念对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2 年开始的行动研究项目中的高学历研究(higher degree research, HDR)指导
案例进行了反思，该培养项目中，学生们在设计导向创新(design-led innovation, DLI)的研究项目中调查
公司问题、创新和变革组织机构。行动研究模型平衡了结构化和灵活性，有既定的任务和嵌入的自我
反思，模型的响应性确保了项目的及时完成和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发展。平衡导师、学生、团体和行业
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确保学生在学术环境和行业环境中实现社会化，培养并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
在学术和行业两个领域都取得成功。
研究通过对学生和合作伙伴的访谈分析发现，群体指导模型使得高学历研究更有价值，并培养了
研究型学生。在教学方法方面，高学历研究指导中的三个趋势互为补充、协调一致：首先，搭建产业
和学术之间的桥梁，通过工学结合项目为学生提供一个获取行业知识、培养软技能和融入工作的环境
的机会来改善就业前景；其次，促进文化适应和解放思想，一个关键的教学焦点是用解放思想来试着
调和产业和学术，产业和学术的平衡将允许学生保持适当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并能够跨越学术阈限，
生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完成学位；最后，形成学习和实践的社区，共同学习、研究和实践对学生认
识和克服跨越阈限的困难十分重要。
（译/李婉婷 校/黄亚鑫）
来源：
《高等教育》
，2020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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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ley, C., Wolifson, P., & Matthews, J. (2020). Supervising cohorts of higher degree research students:
design catalysts for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1-20. doi: 10.1007/s10734-020-00605-3

《适应力的保护因素模型：影响博士学位获得的因素》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影响博士学位获得者适应能力的因素包含哪些？其中有哪些保护性
因素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博士项目的学习？研究者采用叙事研究方法，通过访谈和对话收集了 11 位英国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质性数据，然后从适应性理论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数据。
研究发现，对于博士生来说，他们能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并不仅仅依靠他们的个人努力，也不仅
仅得益于导师的帮助，尤其是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支持。与之相比，更重要的因素是学生所处的家庭、
社交圈、校园环境、学校提供的服务以及利用相关支持的充分程度。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搭建博士毕业生适应力保护模型的过程中，探究了博士毕业生的个人反
应、所处环境、社会联系和高校机构各层面帮助学生强化适应能力的举措等，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
系。模型从四个维度确认了博士生可以利用的保护性要素：个人维度、环境维度、导师维度以及大学
机构维度。四个维度都有可能对学生最后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
的。博士生往往会从自身背景出发，结合自己的家庭、所处的团体、导师和学校的支持等因素来保护
自己顺利拿到学位。通过学习何时以及如何综合利用个体、环境、导师和学校这四类要素，博士毕业
生既能够完成博士学习生涯中里程碑式的研究任务，也能够顺利应对在情感、学术和生活当中遇到的
种种挑战。
（译/黄亚鑫 校/黄宗坤）
来源：
《高等教育》
，2020 年 02 月 05 日
McCray, J., & Joseph-Richard, P. (2020). Towards a model of resilience protec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doctoral completion. Higher Education (2020). doi: 10.1007/s10734-020-00507-4

《关注企业意识形态：英国高等教育中教研联结的内涵问题》
高等教育中的“教研联结”虽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却一向作为学术理想而存在。有人认为
将前沿研究引入课堂，让学生了解到他们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益处颇多，但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时
代，教研联结的强度因其相关性或价值而受到质疑。
当前英国大学中的学术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应对系统性的评估以达到科研、教学以
及最近的 “知识” 的卓越标准。在系统和制度层面上的教学和研究相剥离给那些试图在日常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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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研究和教学联系的个体带来了巨大压力。由此带来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当下的情境中，英国
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存在教研联结。
现有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研究多为规范性研究与非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暗含一个假
设——教学与科研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本研究从教育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这一概念进行批判
性审视，对这种“联结”的理念提出了质疑，从而对教学和研究方式的变迁展开理论分析。通过对英
格兰与威尔士 10 所高校（这些高校被认为在教学、科研或两方面都有优势）中 207 名人文社科的学术
人员进行调查，对相关高校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院
校层面，将教学与科研分开的系统性力量的作用较为明显，这种力量同时也影响了教研联结。此外，
尽管从理论上说这种联结是存在的，但在现实情境下，教学与科研总是会由于院校优先事项的不同而
被拉向不同的发展方向。此外，在那些将企业意识形态纳入院校管理的高校中，一种新的科研与创新
的关系正在涌现。
在企业意识形态下，学科经费可能会越来越紧密地与一些能够推动市场企业特征而非社会重建的
指标联系在一起，从而构建了院校的优先事项，颠覆其现有的价值等级体系。此外，由于企业意识形
态寻求利用科研的经济潜力，教学与科研之间联系的价值是模糊的，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这些理
念以及当前的发展状况。
（译/陈庆 校/李婉婷）
来源：
《高等教育》
，2020 年 08 月 03 日
McKinley, J., McIntosh, S., Milligan, L., & Mikołajewska, A. (2020). Eyes on the enterprise: problematising
the concept of a teaching-research nexu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 1-19.doi:
10.1007/s10734-020-00595-2

全球：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结果公布
中国大学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中取得了历
史性的成就。今年，清华大学上升了 3 名，位列第 20，使中国成为自 2011 年现行排名方法实行后，首
个拥有排名前 20 的大学的亚洲国家。此外，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进入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数量翻了
一番，从 3 所增至 6 所。自 2018 年版本以来，中国大学还不断缩小与美国在引文影响力上的差距。同
时，今年中国的研究收入中位数也首次超过美国。
20 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积极发展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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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西方顶级学府培养学者，提升国家科研实力。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教育学讲师张玮（音
译，Wei Zhang）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高等教育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影响，但可能也会成为中国弥
合与美国大学之间鸿沟的新机遇。他指出，中国的 42 所双一流大学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财政并未受
到太大影响。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马利克·范·德·韦德教授(Marijk van der Wende)
提出，从长远来看，中国大学的崛起可能会对美国在排名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但最终结果还是取
决于美国大学如何做出战略决策，以及排名未来将被如何塑造。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珍
妮·李(Jenny Lee)教授认为，将中国的进步视为美国在世界研究领域主导地位的威胁过于草率，因为中
国既支持全球科学发展，也支持美国的科学进步。但她也提出，他们的研究表明，从科学出版总量来
看，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更强，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科学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中国对美国的依
赖性也会下降。
（译/黄优 校/蔡心兰）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 年 09 月 02 日

全球：学校与大学封锁的影响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统计，目前有 106 个国家正在实施全国范围内
的学校关闭行动，55 个国家正在实施地方性关闭行动。新冠肺炎下，教育机构的封锁使 18 亿左右的学
生受到影响。
在澳大利亚，
43 所大学的 100 多万名学生和 10 万名教职工都在家等待国家紧急状态解除。
在澳洲的留学生超过 50 万，现在很多人都在为负担不起日常开销和房租而苦恼。尽管国际教育部门对
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超过 300 亿澳元（214 亿美元），但留学生没有得到政府的经济帮助，政府也没有
对学生的需求做出回应。
全球教育工作者警告，学校关闭不仅影响学生、教师和家庭的生活，而且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和社
会后果，弱势儿童及其家庭会不可避免地遭受更为严重的影响，学校关闭会导致学习中断、营养不足、
儿童保育问题，并加剧因疫情找不到工作的家庭的经济损失。针对全球学校关闭情况，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建议学校和教师使用远程教育方案以及开放的教育应用程序和平台，以避免教育的中断。
（译/林婕 校/金雨琦）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8 月 13 日

美国：聚会和疫情爆发使美国大学复课受到威胁
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和学院试图以面授方式复课，但是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学生聚集以及教
师和学生的抵制正威胁着这一计划。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有 1,000 多所高校报告了共 5.1 万多个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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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病例，其中一些学生因违反学校防疫规定而面临严重后果。马萨诸塞州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n Massachusetts)上周开除了 11 名违规学生，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
学(Ohio State University)以及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等都有学生因违反学校防疫规定而被勒令停学。
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表示，由于发现劳动节假期校内有多起聚会，学校决定在 9 月
25 日前将摩根城(Morgantown)校区的所有本科课程全部改为网络授课，该校还要求所有在劳动节假期
回家的学生暂时不要返校。出于对学校疫情防控和安全措施的担忧，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等高校教职工和学生团体计划近期举行“罢工”
，要求学校实行远程办
公和教学。
（译/杨馨缘 校/张兴）
来源：美国《纽约时报》
，2020 年 09 月 07 日

美国：高校罢工和停课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全体师生指责学校管理部门在关于重新开放学校的决策上缺乏
透明度，认为学校必须解决有关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的检测与追踪以及在家工作的问题，为国际学
生提供相应支持。因此，研究生工会决定罢工四天以表示反抗。
鉴于全国范围内疫情的爆发，大学纷纷重新制定秋季学期的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以及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等学校都将秋季学期课程全部远程化，仅有护理、
临床、艺术等少量课程以面授方式进行。约翰卡罗尔大学(John Carroll University)还采取推迟入学及远程
学习的方式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高校还对学生聚集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处罚。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开除了 11 名一年级
学生，原因是其进行聚集。这些学生被要求在 24 小时内离开酒店，并接受学校检测。圣文德大学(St.
Bonaventure University)的 28 名学生则因参加一场大型聚会而被勒令停学。纽约州立大学科布尔斯基尔
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bleskill)上周勒令 12 名学生停学，原因是他们举办的派对不符合纽
约州的规定。
部分高校建议学生留在学校。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Tuscaloosa)已
有 1,200 多名学生感染新冠肺炎。尽管如此，大学还是认为其采取的检测方法和应对措施没有任何问题，
并发布声明，认为学生留在学校更安全，因为学校可以提供测试和防护设备等资源。
（译/蔡心兰 校/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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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高校情报》
，2020 年 09 月 08 日

加拿大：疫情影响下加拿大增强学习和工作签证灵活性
当地时间 8 月 26 日，加拿大移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IRCC)针对疫情导
致的国际留学生不得不在加拿大境外学习的情况，对毕业工签(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政策进行了
更新，实施更灵活和便利的工签申请政策，以帮助这些留学生毕业后在加拿大寻求工作和移民机会。
若干情况下毕业工签资格不受影响，该政策适用于：一年以上专业学生、8-12 个月专业学生及多专业
学生。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前提交学生签证申请，且最终必须获得签证。
加拿大移民部的新措施得到了国际教育领域许多工作人员的肯定，其中包括加拿大留学申请平台
Apply Board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营销官梅蒂·巴西里(Meti Basiri)，他解释说，这些额外的措施表明了
加拿大对在加拿大留学的国际学生的安全和支持的持续承诺。 然而，对于一些国际留学生来说，对于
追求纯在线教育的价值仍然存在疑问。
（译/张兴 校/杨馨缘）
来源：英国《国际教育专才新闻》
，2020 年 08 月 27 日

英国：英国研究与创新基金会向国际学生提供研究生资助
自 2021-22 学年起，国际学生可以向英国主要的研究资助机构——英国研究与创新基金会（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以下简称基金会）申请研究生资助。基金会表示，每年通过博士培训计
划的国际学生比例将设置在 30%，所有受资助的博士生都有资格获得生活津贴（按英国研究机构的标
准）
，虽然资助不包含学费，但会为学生提供从其它渠道获得学费津贴的便利。基金会认为国际博士生
在英国的研究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举将确保“作为研究和创新领域的世界领先者的英国，能
够吸引来自全球的人才”
。科学部部长阿曼达·索洛维(Amanda Solloway)对此十分认可，她表示，国际
博士生提供的精力、想法和创造力对于支持英国在一系列学科领域的世界领先研究是非常宝贵的，所
以英国政府希望全球顶尖的科学研究创新人才更易于来到英国，以巩固英国作为科学超级大国的地位，
而基金会这一新举措就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译/金雨琦 校/王倩）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 年 08 月 24 日

日本：地方大学准备解除招生限制
日本政府组建起专门小组，讨论提高国立大学在区域范围的入学限制问题，以期通过年轻人的流
动来减缓东京市区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地方大学振兴专家小组于周三举行首次会议，指出调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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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设想也是为了培养反映当地特色、具有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讨论结果将会于 12 月份纳
入大学改革方案，这将反映在政府对区域振兴综合战略的修订中。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地方大学的吸引
力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移民到当地。约 30%就读于东京及周边三县大学的学生来自于大东京地区
以外。
（译/李晶 校/武岳）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9 月 05 日

俄罗斯：俄罗斯私立大学学生人数大幅下降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消极经济影响，俄罗斯当地公民生活质量下降，导致今年在俄私立大学和公
立大学盈利性院系就读的学生人数可能会大幅缩减。
据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Russian State Social
University)的负责人纳塔利娅·波钦诺克(Natalia Pochinok)表示，今年该校的自费学生数将减少约 30％。
尽管一些大学在疫情期间降低了学费，但这笔费用对许多俄罗斯家庭来说仍然是巨大的负担。俄罗斯
艺术领域领先的大学克拉斯诺达尔国立文化学院(Krasnodar State Institute of Culture)院长谢尔盖·曾金
(Sergei Zengin)同样表示，预计今年自费就读大学的国内外学生人数都将大大减少。据俄罗斯主要的亲
政府商业报纸《消息报》(Izvestia)的专家预测，俄罗斯大量省份（包括西伯利亚、远东和俄罗斯南部）
国内顶尖大学的申请者人数将会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就读于大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今年申请者放
弃入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国内排名前 50 的大学）的国家资助入学
名额的竞争显著加剧。此外，国内大学教师的人数也面临着减少的严重威胁。
然而，尽管俄罗斯大学界的代表们对目前的形势感到担忧，政府总体上仍然保持乐观。据俄罗斯
教育与科学部(Russ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的消息，私立大学学生数的下降可能与俄罗斯最
近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有关，体系的优化导致了一些低效率私立大学的关闭和部分一流公立大学资助
名额的增加。
（译/王倩 校/李天田）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德国：新冠肺炎肆虐下德国独特的半工半读制摇摇欲坠
德国有让学生在企业和大学实习的传统，但新冠肺炎(COVID-19)引发的裁员却暴露出政府对学生生
活成本缺乏支持。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德国企业就开始提供“工读生”的职位，学生们在学习的
同时也在公司长期工作。这一制度受到法律保护，德国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CHE)
主任弗兰克•齐格勒(Frank Ziegele)解释说，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双赢局面，学生既能谋生，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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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一些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事情。
然而，该传统还是存在一些对社会公平的担忧。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与科学中心(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cience Studies)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在大学中，获得这类工作的学生更多来自
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但是，真正使德国学生就业制度的弱点暴露在人们视野之中的，是新冠肺炎。
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Deutsches Studentenwerk)发言人斯蒂芬·格罗布(Stefan Grob)提到，一项调查
显示，因新冠肺炎而失去工作的学生可能高达 40%。为此，在 6 月份，政府向那些账户上只有几百欧
元的学生提供了紧急资助，在 6-7 月，申请这一过渡性资助的人数已高达 15 万。格罗布认为，这些紧
急措施还远远不够，新冠肺炎的肆虐暴露了国家给予学生足够资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并且目前
仍没有“关于德国学生资助的远景战略”
。
（译/武岳 校/刘亚楠）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 年 08 月 23 日

德国-非洲：德国为非洲学生启动新学术交流方案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发起了一项名为“非洲领导力”的赠
款倡议，重点关注难民人数众多的非洲国家，将为有才华的非洲青年提供攻读硕士学位课程的机会。
德国联邦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每年为该方案提供约 250 万欧元（300 万美元）的支持。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主席乔伊布拉多·穆克吉(Joybrato Mukherjee)表示：
“新的非洲领导力计划为遭
遇困难的年轻人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为符合条件的难民提供高质量和全面的教育选择。
”同时，这
一硕士项目拥有坚实的后援力量，将使获得助学金的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家发展中承担起责任。除被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和苏丹政府正式承认为学士学位持有者的难民外，该方案也对这四个国家
的学士学位持有者开放。
除了硕士课程之外，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还为非洲学生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宪法和可持续经济
和社会发展概念的课程。此外，助学金计划还包括德语课程、保险和差旅费，以及必要的家庭津贴。
（译
/李天田 校/王泉）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9 月 05 日

非洲：大陆各机构携手推进科学授权委员会发展
非洲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AAU)宣布，其正在与非洲科学院(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AAS)合作，在科学授权委员会计划(Science Granting Councils Initiative, SGCI)的指导下，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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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非洲大陆的科学授权委员会发展。协会表示科学授权委员会是提升非洲大陆科研成果以响应大陆
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战略合作伙伴。
项目由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英国国际发展
部(the United Kingdom’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Canad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South Africa’s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和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多方资助，第一阶段于 2015 年至 2020
年实施，第二阶段于 2018 年开始，将于 2023 年结束。据最新报道，该项目将通过培训、技术支持和
同侪学习等途径来加强非洲科学授权委员会的能力，从而有效且高效地发挥其在研究、知识生产及创
新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促进非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项目在第一阶段的实施中有所进展，尽管如此，大学协会的通讯和出版官费利西娅·库格贝兹
(Felicia Kuagbedzi)表示，公共政策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在面对发展挑战中的作用，但非洲目
前的研究能力还不足以应对。同时，尽管非洲各国政府致力于增加对科学的资助，资助的总体水平仍
然很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她也认为，在未来几年中，随着中国和日本支持力度的增
加，以及气候变化、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等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译/刘亚楠 校/杨媛）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 年 08 月 25 日

中东：中东和北非地区新教育平台 Modarby——“在线教学的爱彼迎”
总部位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教育机构 Yes Atlas 已开发出新的平台 Modarby，将该地区的学生与教
师联系起来，以期成为“在线教学的爱彼迎(Airbnb)”。该平台还为失业或希望通过在线教学增加收入
的教师提供就业机会。
Modarby 平台在过去两个月中，招募了 150 多个学科领域的 2,000 余名教师，
其中已认证的有 1,200
多名，到 2020 年底，目标是达到 10,000 名。若学生对教师首堂课不满意可以要求退款，教师将不会
获得报酬。此外，学生还将为教师排名，只有高级指导教师才能继续与公司合作，以此确保课程的高
质量。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海坦·吉亚特(Haitam Giat)称，疫情使他们考虑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如何为无法
正常流动的学生提供支持。凭借 Yes Atlas 和 Findcourse.com（语言学校、大学、教师资源搜索引擎）过
去几年的财务成功，不仅能使得公司现有业务渡过艰难时期，还使得公司能够花费大量资金开发新产
品。Yes Atlas 于 2019 年进军拉丁美洲市场，新平台有望成为该公司又一项引以为豪的业务。他们已经
为出国留学机构的现有学生和新生提供了 Modarby 服务，将课程与在线语言课程打包在一起。个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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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英语、商务拓展、数学、音乐、体育、社交媒体和国际烹饪等课程预计需求量较大。
（译/王泉 校
/黄优）

来源：英国《国际教育专才新闻》
，2020 年 08 月 26 日

工作动态：美国研究生委员会为支持 STEM 职业发展开启第四阶段任务
美国研究生委员会（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CGS，以下简称委员会）是由美国和加拿大约
500 所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组织，其使命在于改善和推进研究生教育，专门从事研究生教育、科研以及
为获得高级学位的候选人做准备。近日，为了努力理解和支持多样化的博士职业道路，委员会开启新
一阶段的任务。这些新的项目建立在委员会的三个早期研究之上：可行性研究、调查设计阶段、调查
实施阶段。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为其工作提供拨款，允许委员会调查可能
影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职业的保留率和
完成率的因素，特别是对于代表性不足的学生(underrepresented students)。委员会通过竞争性奖励机制
构建了一个由 75 个美国博士培育机构组成的网络，从 STEM 博士生和校友那里收集关于他们的职业抱
负、职业道路和职业准备的数据。委员会认为该项目将更好地协助大学和科研机构部署投资和策略，
以更有效地支持 STEM 职业发展轨迹。
（译/吴辰钦）
来源：美国研究生委员会官网

工作动态：关于欧洲工程教育学会和全球工程学院院长理事会全球虚拟实习计划的邀请函
西林·特基奈教授(Prof. Sirin Tekinay)宣布欧洲工程教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SEFI)和全球工程学院院长理事会(Global Engineering Deans Council, GEDC)合作支持全球虚拟
实习计划。这两个组织成员机构的工程专业学生可以从企业和大学成员提供的宝贵实习机会中受益。
到目前为止，已根据用户的反馈添加了新功能：可删除实习，或标记实习为已录用；可以为学士、硕
士和博士生发布实习。为了给来自全球成员大学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学会和理事会鼓励所有
成员在平台上注册，并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发布实习机会。
（译/肖港）
来源：欧洲工程教育学会官网

会议回顾：欧洲工程教育学会年会于线上举行
2020 年 9 月 20 至 24 日，通过 ZOOM 会议软件，由特文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wente)牵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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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洲工程教育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SEFI)年会顺利召开。学会年会聚焦于
工程教育，为教授、学生、企业、专业组织提供同行交流的机会，并建立起欧洲交流合作网络。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此次会议由线下转为线上，因此取消了部分需要现场会议的研讨会，其他研讨会与主
旨演讲照常展开。会议主题包括：1. 收获教学：全球为改革学术职业发展道路和提升大学教学职业认
同所做出的努力；2. 学生的职业发展：如何帮助学生获得更强的工程专业认同以及了解更多职业选择；
3.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带来怎样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启示，及如何将其融入教育；4. 虚拟和增强的
学习环境对于教育的附加意义，在于其与现实的不同而非相同。
（译/徐一情）
来源：欧洲工程教育学会官网

会议回顾：2020 第 64 届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学会年会——超越人类视角的教育
2020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26 日，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学会(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在线上举行了第 64 届年会。此次会议主题为“超越人类的教育”
，围绕自然资源枯竭、水
污染、空气污染、人口过剩、物种灭绝等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对教育的影响
展开，邀请比较教育学界及相关领域学者、艺术家、决策者、教育实践者等人士共同探讨教育作为共
生系统及其与环境挑战、人类未来关系等方面的相关内容。会议原定于迈阿密召开，因其被认为是全
球受海平面上升威胁最大的主要城市之一。这样的环境背景提醒着各界，人类是否能在千疮百孔的地
球上继续生存，将取决于利用各种方法、理论、证据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实践的参与和学习能力，
也引起各界对全球教育的重新审视。
（译/杨媛）
来源：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学会官网

会议预告：2020 国际排名专家组北京会议
格林尼治时间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00，国际排名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
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协会(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将于线上召开 2020 年国际排
名专家组北京会议(IREG 2020 Beijing Conference)。国际排名专家组学术排名与卓越协会是由世界主流排
名机构、大学和其他对学术排名感兴趣的组织所组成的非营利机构。协会旨在加强大学排名的规范化，
提高公众对于大学排名和学术卓越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本次会议将以“不确定时期的大学排名”
为主题，邀请直接参与排名建设的学者和杰出的国际专家，审视新冠肺炎(COVID-19)影响下的高等教育
学术排名的变化。
（译/章滢滢）
来源：国际排名专家组学术排名与卓越协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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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2020 第 30 届美国大学教务和招生人员协会策略性招生管理年会
美 国 大 学 教 务 和 招 生 人 员 协 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策略性招生管理(Strategic Enrollment Management, SEM)年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线上召开。会议主题为“危机推动转型：2020 年高等教育与招生受到的影响”
，会议内
容反映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疫情的影响，以及全球对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呼吁。该会
议 30 年来致力于为学生成就和高校运行效率的提高提供研究、指导、培训和解决方案。
（译/陈乐依）
来源：美国大学教务和招生人员协会官网

会议预告：美国卫生保健工程学会 2020 年会暨技术展览会
美国卫生保健工程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Health Care Engineering, ASHE)取消了原定于 10 月 4 日
至 7 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年度会议暨技术展览，决定举办线上会议。此前，学会曾希望以线上与线下结
合的形式来举办此次活动，但在伊利诺伊州提出分阶段重新开放计划后，疾控中心和当地指南通过监
测确定该地在 2020 年仍无法举行线下活动。2020 美国卫生保健工程学会线上会议将于 10 月 5 日至 7
日举办，会议将进行具有影响力的主题演讲和全员讨论，为与会人员提供可靠的资讯和便捷的交流，
以便其及时了解当前医疗保健机构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译/刘军男）
来源：美国卫生保健工程学会官网

《高等教育中的学生事务和服务：
全球性原理、问题和最佳实践（第三版）》
本书是由来自 125 个国家的 250 名作者、顾问和编辑共同完成的全球性
著作，旨在阐述由全球高等教育中学生事务和服务所提供的具有多样化、重
要性和全面性的理论、框架、实践、模式和服务，同时为全球与高等教育中
学生事务领域相关的学者、研究人员以及从业人员提供参考。本书内涵丰富，
包括了原则、价值观、理论与框架、专业化、研究与学术、社会公正、平等
与性别问题、参与度、国际化、保留率和毕业生能力、治理与学生参与、领导力与移民等 42 个功能领
域和近 100 份国家报告。本书作者以高水平、多样性以及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详细说明学生事务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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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巨大影响。
（译/李宜可 校/李琬祺）
作者：Lucia Brajkovic
出版日期：2020 年 06 月
出版商：Deutsches Studentenwerk-DSW
来源: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522033_Student_Affairs_and_Services_in_Higher_Educ
ation_Global_Foundations_Issues_and_Best_Practices_-_Third_Edition

《高等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和教学的劳特里奇国际手册》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中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SCLT)转变的运动愈演愈烈。然而，尽
管学生中心教学在文献和政策文件中被广泛使用，但其仍然存在些定义不清、
研究不足、经常被误解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高等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习和教学的劳特里奇国际手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71 位相关学者对学生
中心教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政策和实践中的讨论和应用等方面最为原始、全
面和最新的概述。本书在教学专业知识如何在学校课堂学习与教学中运用中
提供了良好的指引和指导；批判地讨论了当前在教学方法、课程与学习计划
的设计、课堂实践以及评估和机构政策等方面存在的挑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本书为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教育从业人员和学生提供了提供了关于高等
教育中围绕学生中心教学的根源、最新思想和实践应用的新见解。
（译/马斯塔力 校/赵一玮）
作者：Sabine Hoidn, Manja Klemenčič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29 日
出版商：Routledge
来源：
https://www.routledge.com/The-Routledge-International-Handbook-of-Student-Centered-Learning-a
nd-Teaching/Hoidn-Klemencic/p/book/9780367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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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育的结构性与制度性转型——社会、政治和学生的期望》
本书分析了博士教育经历的结构性与制度性转型，以及这些转型在多大
程度上符合社会、政治和博士生的期望。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多样化、新
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公共经费的减少、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等因素
的共同推动下，高等教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高等教育被赋予了新的
且更外部取向的任务，这随之影响了博士教育。编者及撰稿人在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考察了这些转型和变化，包括更广泛、更多的制度化转型和博士
生关于学位本身的经历。本书将吸引研究博士生教育和大学转型的广大学者，
并提供参考借鉴。（译/徐嘉睿 校/鞠彤洁）
作者：Sónia Cardoso，Orlanda Tavares，Cristina Sin，Teresa Carvalho
出版日期：2020 年 03 月 31 日
出版商：Palgrave Macmillan
来源：https://www.springer.com/cn/book/9783030380458#abou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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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关心，您的关注是我们始终努力向前的
最大动力。为不断改进刊物质量，如各位有任何建议，比如您比较希望关注的内容或者国家等，都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络：
编辑：朱佳斌 李琬祺
编辑助理：鞠彤洁
邮箱：cehd@sjtu.edu.cn
电话：021-3420-5941 转 28

本刊登载的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读者可将本刊内容用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以及其他非
商业性或非营利性用途，但同时应遵守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不得侵犯本刊及相关权利人的
合法权利。如欲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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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每月及时选载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织
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全面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本刊致
力于帮助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研究生教师等相
关人士，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果，
加强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国际视野
下更切合实际、更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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