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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大数据告诉你大数据告诉你——

美国美国K-K-1212阶段教育发展的五大趋势阶段教育发展的五大趋势
美国全国教育统计数据中心作为

美国教育部下属的一个最主要教育数

据统计机构，在美国国会的授权之下，

履行着对美国全国教育发展状况的相

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的

重要职责，该中心发布的教育统计报告

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者掌握和了解美

国教育发展状况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信

息来源。2019年5月，美国全国教育统

计数据中心发布了《2019年美国教育概

况》，其中对K-12阶段的教育发展状况

进行了多维分析，概述出美国中等和初

等教育的主要成就和发展趋势。

学生总量稳步增长
辍学比率逐年降低

在学生总量方面，2016 年秋季学

期，美国K-12阶段在校生总数为5060

万人，其中70%的学生属于初等教育阶

段（K-8年级），另外30%属于高中阶段

（9-12 年级）。从 2000 年秋季学期到

2016年秋季学期，美国K-12阶段学生

总数增长了 7%，其中学前教育到八年

级的初等教育阶段学生增长了 5%，到

2016 年秋季学期达到 3550 万人。从

2000 年秋季学期到 2016 年秋季学期，

9-12 年级学生数增长了 12%，到 2016

年秋季学期达到1510万人。学校规模

方面，2015-2016 学年，公立小学的校

均规模为482人，比2005-2006学年的

473 人略有增加。2015-2016 学年，公

立中学的校均规模为 698人，比 2005-

2006学年的709人略有减少。

从整体上说，尽管公立中小学入

学率这一时期有所增长，但有些种族

的学生数量却在下降，印第安人和阿

拉斯加本土的学生总量下降了10%，白

人学生总量下降了 5%，黑人学生下降

了 2%。这一期间，西班牙裔学生总量

快速增长，增长了14%。就美国不同州

的中小学生总量变化情况而言，2010-

2015 年间，有 34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的学生总量出现了增长，另外 16 个州

的学生总量出现了负增长。这其中，

哥伦比亚特区的学生数量增长最快，

增幅达到 18%，其次是北达科他州，增

幅在 13%，第三位是犹他州，增幅在

11%。公立中小学人数减少最快的州

是佛蒙特州，总人数减少了 9%。负增

长在 4%的州是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

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

在学生辍学率方面，根据美国统

计署公布的数据，2007-2017 年间，25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口完成中等教育

的比例从86%上升到90%。2018-2019

学年，预计有 364.3 万名中学生完成 4

年中学阶段教育（9-12 年级），其中公

立中学毕业生为 328.5万人，私立中学

毕业生为 35.8 万人。在 2015-2016 学

年，大约有84%的公立中学学生完成了

9-12年级课程学习，获得毕业文凭，到

2016- 2017 学 年 ，这 一 比 例 上 升 到

85%。中学生的辍学率在这一时期也

在不断下降，从 2006 年的 9.7%下降到

2017年的5.4%。

另外，根据美国全国教育数据统计

中心预测，美国公立学校学生人数将继

续增长，从 2016年秋季学期到 2028年

秋季学期，公立学校学生总量将增长

2%，达到5140万人。具体而言，学前教

育至小学8年级阶段的学生，从2016年

秋季学期到 2022 年秋季学期先减少

1%，达到3520万人，之后再增长3%，到

2028 年秋季学期达到 3610 万人；就读

于9-12年级的学生，预计从2016年秋

季学期到2023年秋季学期先增长5%，

达到 1590 万人，之后下降 3%，到 2028

年秋季学期达到1530万人。

教师总量快速增加
教师性别比例失衡

2015-2016学年，美国中小学教师

总量约为380万人，其中初等教育阶段

教师总量为190万人，中等教育阶段教

师总量也为 190万人，2015-2016 学年

教师总数比 1999-2000 学年增长了

27%。具体而言，在 1999-2000 学年，

小 学 阶 段 教 师 总 量 为 160 万 人 ，到

2015-2016 学年，增长到 190 万人，总

量增长了 18.75%。同期相比，公立中

学教师在1999-2000学年为140万人，

到2015-2016学年增长到190万人，增

长了35.7%。

在生师比方面，1970-1985 年间，

生师比从 1970 年的 22.3 下降到 1985

年 的 17.9，到 2008 年 生 师 比 降 到

15.3。2008年后，在学生总量有所增长

的前提下，生师比略微有所提升，到

2015 年达到 16。相较而言，私立学校

的生师比更低，2015 年私立中小学生

师比为 11.9。2011-2012学年，美国公

立小学班额平均数为 21.2 人，公立中

学班额平均数为26.8人。

教师性别比例方面，女性教师占

比逐年上升，从1999-2000学年的75%

上升到 2015-2016 学年的 77%。就不

同阶段的教师性别而言，2015-2016学

年，男教师在初等教育阶段占比仅为

11%，在中等教育阶段占比为36%。教

师的种族来源方面，从1999-2000学年

至 2015-2016 学年，白人教师占比从

84%下降到80%，黑人教师占比从8%下

降到7%，而西班牙裔教师占比却从6%

上升到9%。

教师整体收入水平不高
群体间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美国全国教育协会2019年发

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尽管在过去十年

间 K-12 阶段教师工资增长了 11.5%，

但如果考虑到这十年间通货膨胀率的

话，教师实际工资减少了4.5%。此外，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最新的一项

统计数据，美国公立中小学教师工资

水平与接受到同等教育程度和具有同

等工作年限、但工作于其他领域的人

士相比低了21%。

在教师的学历构成方面，1999-

2000 学年到 2015-2016 学年，公立学

校教师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人数的占

比从 47%增长到 57%。在教师工作年

限方面，2015-2016 学年，大约有 10%

的公立学校教师工作年限在3年以下，

28%的教师工作年限在 3-9 年之间，

39%的教师工作年限在10-20年之间，

20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总量约占 22%。

相比1999-2000学年，在2015-2016学

年超过20年教龄教师的占比从32%下

降到22%，而10-20年教龄的教师占比

从29%上升到39%。

教师的学历水平虽然在不断提

高，但教师的收入却在下降，整体收入

水平不高。在教师收入方面，2015-

2016 学年，美国公立学校全职教师年

平均工资约为5.5万美元，工作年限一

年以下的教师年工资收入约为 4.1 万

美元，教龄在 30 年及以上时间的教师

年工资收入约为 6.6 万美元。同在

2015-2016学年，初等教育阶段教师年

工资约为5.4万美元，中等教育阶段教

师年工资约为5.6万美元，女性教师年

工资约为5.4万美元，男性教师年工资

约为5.7万美元。与此同时，高学历意

味着更高收入，以 2015-2016 学年为

例，公立中小学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年工资约为6.5万美元，具有硕士学位

的教师年工资收入约为6万美元，而具

有学士学位的教师年工资仅为 4.7 万

美元，博士学位教师年工资比学士学

位教师年工资高了38%。

公立中小学校长与普通教师的教

龄和学历程度相比方面，公立学校校

长与教师比起来学历更高、工作年限

更长、待遇也更好。2015-2016 学年，

只有19%的公立学校校长年龄在40岁

以下，同时98%的校长拥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相较而言，公立学校只有43%的

教师年龄在 40 岁以下，同时只有 57%

的教师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而且女

性校长的占比也比普通教师中女性教

师的占比低。公立学校中，只有54%的

校长是女性，而普通教师队伍中有77%

的教师是女性。

在2015-2016学年，美国公立中小

学校长总量为9万人，其中69%的校长

任职于初等教育阶段，22%的校长任职

于中等教育阶段，另外还有 9%的校长

工作于中小学一贯制学校。在校长的

种族来源方面，78%的校长是白人，

11%的校长是黑人，8%的校长是西班

牙裔。在校长的收入方面，2015-2016

学年，公立学校校长的年平均工资为

9.9万美元，比教师的年平均工资高了

44.7%。对于工作在不同学校和不同

地区的校长而言，收入也有一定差异，

2015-2016学年，中等教育阶段校长的

年平均工资为 10.5 万美元，初等教育

阶段校长的年平均工资为9.9万美元，

郊区学校校长的年工资约为 11 万美

元，城区学校校长的年工资为 10.4 万

美元，镇区学校校长的年工资约为9万

美元，农村地区校长的年工资最低，仅

为8.6万美元。

教育选择机会趋向多元
公立特许学校发展迅猛

过去 20 年里，美国孩子选择中小

学教育的机会不断拓宽。相较于公立

教育而言，私立学校一直以来都是美

国家庭的一个重要选择，如今越来越

多的家庭开始将公立特许学校作为一

个重要的教育选择，或者在中小学阶

段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对孩子进行教

育。特许学校是指由政府立法通过，

特别允许教师、教育专业组织或者其

他非营利机构等私人团体负责管理与

经营的学校，这类学校的经费由政府

承担，学校管理权交给私人，政府和学

校经营人员在达成一定的发展目标

后，政府就可以免除这类学校原应例

行的教育行政法规的约束，成为例外

特别许可的学校，所以称为“特许学

校”。特许学校虽属于私人团体运营，

但与真正的私立学校相比，具有收费

低、管理效率高的优点，成为越来越多

美国家庭的一个重要选择。

自1991年明尼苏达州成为第一个

以立法形式建立公立特许学校以来，

到 2016年秋季学期，美国已有 43个州

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特许学校立

法，准许建立特许学校。2016-2017学

年，美国共有 7010 所公立特许学校。

而在2000-2001学年，公立特许学校只

有 1990 所 。 从 2000- 2001 学 年 到

2016-2017学年，传统公立学校数量的

总占比从98%减少到93%，而公立特许

学校的总占比却从 2%上升到 7%。就

公立特许学校的学生数量而言，就读

于特许学校的学生总数从1999年的30

万人上升到 2015 年的 280 万人，总量

增长了 250 万人，总人数增长了约 8.3

倍，公立特许学校学生总量占比也从

1999 年 的 0.7% 上 升 到 2015 年 的

5.7%。到 2016 年秋季学期，就读于公

立特许学校的学生总数继续增加，达

到300万人，占所有学生总量的6%。

目前，美国未通过特许学校法令的

州只有 7 个，分别为肯塔基州、蒙塔纳

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

他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仅在

2016 年秋季学期，就有 44 个地方学区

通过立法支持建立特许学校，这其中尤

其以加利福尼亚州支持的力度最大，该

州目前就读于特许学校的学生人数是

美国最多的一个州，特许学校学生数量

达到60.3万人，占该州公立学校学生总

量的 10%。而哥伦比亚特区是美国特

许学校学生总量占公立学校学生总量

比例最高的一个地区，达到了 44%，特

许学校学生数为3.7万人。

在选择家庭教育方面，2016 年 5-

17 岁的孩子中有 170 万人选择了家庭

教育，而这一教育形式在 1999 年时只

有90万人，5-17岁的孩子中选择家庭

教育的占比也从1999年的1.7%上升到

2016年的3.3%。

在选择私立教育方面，1999年秋季

学期到 2015 年秋季学期，美国私立中

小学学生总数从600万人下降到580万

人，总人数下降了4%左右。同期，就读

于私立学校的学生总量占比也从1999

年的11.4%下降到2015年的10.2%。具

体而言，2015年秋季学期，私立中小学

学生中，有50%的学生属于初等教育阶

段，有 13%的学生属于中等教育阶段，

还有 36%的学生来源于中等和初等教

育一贯制学校。这些学生中，有35%就

读于天主教学校，有39%就读于其他各

种教派下属学校，还有24%就读于无任

何宗教派别的私立学校。

教育投入稳步增长
校园安全逐步改善

美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教育投

入，并努力确保教育经费逐年增长。

2016-2017学年，美国教育总投入约为

1.3 万亿美元，约占当年 GDP 总额的

7.2%。其中，投入到初等和中等教育

的经费总额约为 7590 亿美元，约占当

年教育总投入的 58.4%。在生均教育

经费方面，2015-16 学年，公立学校的

生均教育经费约为1.2万美元，比21世

纪初期 2000-2001 学年的 1 万美元增

长了 20 左右%，比 2012-2013 学年的

1.1万美元增长了6.7%左右。

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学区各自

承担的教育经费占比方面，2015-2016

学年，联邦政府承担的中小学教育经

费 占 比 为 8%（2004- 2005 学 年 为

9.2%），州政府承担的教育经费占比为

47%（2004-2005 学年为 46.6%），地方

学 区 承 担 的 教 育 经 费 占 比 为 45%

（2004-2005 学年为 44%）。同在这一

学年，公立学校教育经费来源于联邦

政府占比最高的几个州是密西西比州

（15%）、南达科他州（14%）、新墨西哥

州（14%），最低的两个州是康涅狄格州

和新泽西州，均为4%；公立学校教育经

费来源于州政府拨款占比最高的两个

州是夏威夷和佛蒙特州，都达到了

89%，最低的两个州是南达科他州和伊

利诺伊州，分别为 30%和 24%；公立学

校教育经费来源于地方学区拨款占比

最高的两个州是伊利诺伊州和新罕布

什尔州，分别为 67%和 61%，最低的两

个州是佛蒙特州和夏威夷州，分别为

4%和 2%。对于哥伦比亚特区而言，

90%的教育经费来源于特区政府，剩下

10%的教育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

在校园安全方面，2015-2016学年

有 69%公立中小学报告学校至少发生

过一起及以上暴力事件，有15%的学校

报告发生过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严

重暴力事件的发生率比 1999-2000 学

年的 20%略有降低。总体来说，2015-

2016 学年，公立中小学每千名学生中

发 生 暴 力 事 件 的 数 量 为 18 起 ，比

1999-2000 学年每千名学生中发生 31

起暴力事件的总量有一定减少。

在校园犯罪方面，2015 年有 3%的

中小学生报告在学校受到人身伤害，

这一比例在2017年下降到2%，2015年

有21%的学生报告在学校受到欺凌，到

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0%。具体而

言，2005-2017 年间，中小学男学生报

告受到校园欺凌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27%下降到2017年的17%，女学生报告

受到欺凌的比例从2005年的30%下降

到 2017 年的 24%，公立学校学生报告

受到欺凌事件的比例从2005年的29%

下降到 2017 年的 21%，私立学校学生

报告受到欺凌事件的比例从2005年的

23%下降到 2017 年的 16%。2017 年，

12-18岁的学生中，女学生报告受到校

园欺凌的比例高于男学生，女学生比

例为24%，男学生比例为17%。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英国：教师学科专业培训
课程指南发布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报道 为

了提高非专业教师和留学归国教师的

学科知识能力、增加相应学科的授课

时间，英国教育部提供教师学科专业

培训课程并发布了相关指南。

此次教师学科专业培训将在 2019
至 2020 学年开展，内容包括：中学数

学、核心数学、物理、现代外语。培训

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只有尚未参加

初步教师培训的非专业教师才具备申

请资格。具体包括：第一，未来有可能

将数学、物理、现代外语作为主要或者

次要教授课程的非专业教师；第二，目

前正在教授数学、物理或现代外语课

程的非专业教师；第三，希望重返讲台

的教师。

除了非专业教师和希望返校的

教师外，教师学科专业培训中的现代

外语培训课程还适用于以下教师：一

是曾经的专业现代外语教师，目前并

未从事现代外语教学，并且需要通过

进修培训从而重新回到现代外语教

学的教师；二是除了本身的语言专业

外，还有能力教授第二语言的专业现

代外语教师；三是居住在英国并有资

格在英国工作的海外培训教师；四是

新认证教师。另外，初步教师培训受

训人员、高级助教、一般助教和其他

辅助人员均无资格接受此次教师学

科专业培训。 （石佩）

美国：教师教育项目入学
人数和完成率大幅下降

据美国教育周刊报道 美国近两

年频繁发生的教师罢工与游行示威活

动将教师专业问题推向了一个新高

峰。在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对

这一话题日益关注的背景下，左倾智

囊团美国进步中心开展了对全美范围

内教师教育项目的调查研究，并于近

日发布名为《教师培养项目人数下降

的原因及对策》的调查结果。报告指

出，从 2010 年至 2018 年间，美国教师

教育项目注册人数下降了 1/3，项目完

成率下降了 28%。

首先，从教师教育项目注册人数来

看，不仅全美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大幅

下降，几乎各个州也都在经历同样的困

境。在此期间，9个州的教师教育项目注

册人数甚至缩减了 50%以上，俄克拉荷

马州最为严重，注册人数下降了 80%。

其次，从教师教育项目的完成率来看，在

此期间，全美教师教育项目中的小学教

育项目完成率下降了 29%，STEM教育

项目完成率下降了 22%，而特殊教育项

目完成率则下降了14%。

美国教师教育项目这一发展困境

的根源何在？抛开教师群体对自己的工

资待遇、工作条件等的抱怨，该项调查的

作者、美国进步中心K-12战略举措主

任丽赛特·帕特洛指出，“教师教育项目

的招生与毕业并不是在真空背景下运作

的，这同我们国家经济放缓的发展境况

有很大关联。如果经济发展持续低迷，

那么我们教师教育项目招生和毕业还可

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 （时晨晨）

澳大利亚：地区学校将成
为教师现金奖励重点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澳大利

亚教育部长詹姆斯·梅尔利诺近日表

示，如果州政府提供 5万美元奖励吸引

优秀教师到具有挑战性的学校任教，

地区和农村学校将受到青睐。但有专

家表示，仅靠现金并不能留住优秀教

师，研究生教师需要更好的职业道路

和密切指导。

州政府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为那些

困难学校工作 3 年的教师每年支付

9000 美元，这些教师的职位被证明很

难填补，比如数学和科学。该政策得

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丹·特汉

的赞赏，他称赞这项计划“正朝着正确

的方向发展”。但类似的计划并没有

说服高质量教师留在澳大利亚具有挑

战性的学校，一些教师表示想要吸引

和留住高素质教师，工资只是一方面。

澳大利亚农村教育专家菲尔·布朗

对州政府的现金奖励表示欢迎，但他认

为还应该提供额外培训，呼吁各大学与

偏远学校合作，为城市教师搬到农村做

准备。澳大利亚智库机构格拉顿学院

教育专家朱莉·索尼曼认为政府应该从

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上来改善教学现状，

如薪水、培训、职业道路等。 （吴桐）

2019 年 5月，美国全国教育统计数据

中心发布《2019 年美国教育概况》，对 K-
12阶段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多维分析，

本期对该报告进行详细解读，以期更加全

面了解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最新成就和发

展趋势，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开拓

出新理念和新视野。

□ 杜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