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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获 2018 年度 “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 

日前， 2018 年度  “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 ”（ Anneliese 

Maier-Forschungspreis）”（以下简称“迈尔奖”）名单揭晓，清华大学

的汪晖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学者。 

这个以哲学家、历史学家安内莉泽·迈尔命名的奖项由德国联邦

教研部和洪堡基金会于 2012 年联合设立，旨在支持和吸引全球优秀

人文和社会学者到德国开展研究合作，进而促进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

国际化。获奖者既可以是业内翘楚，也可以是在国际上初露锋芒，但

有发展潜力的学者。针对后者，该奖通过支持其与德国同行长期合作，

开展具有德国特色的可持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该奖每年获奖者不超

过 8 人，每人奖金额 25 万欧元。获奖者可自主选择在德国的一所大

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五年。 

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 111 名提名候选人参加 2018 年奖角逐，最终

8 名学者获奖，其中 3 名为女性。8 名奖获者（姓名、研究课题和专

业领域、目前居留国家、在德期间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分别为： 

 汪晖（Wang Hui）: 现代中国的全球交织，历史/文学研究，中国，

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 

 道格拉斯·凯恩斯（Douglas Cairns）：跟随情感的脚步，古典文

献学，英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古典文献学院； 

 何塞·毛里乔·多明格斯（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大洲间的

纽带桥梁，社会学理论，巴西，汉堡社会学理论研究所（同时获

得柏林自由大学拉美研究所支持）；  

 帕斯卡•马斯马斯（Pascal Mamassian）：认知的痕迹，认知心理学，

法国，吉森大学心理学系； 

 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 大自然如何写历史，中东历史，

美国，班贝格大学国家历史下的现代史教席； 

 英格利特·皮勒（Ingrid Piller）: 多语言的机会，社会语言学，澳

大利亚，汉堡大学综合、跨文化和国际比较教育系； 

 安内莉泽·拉尔斯（Annelise Riles）: 法理与人类学之间的边界分

歧，人类学/法律社会学，美国，哈勒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hui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hui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cairns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cairns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domingues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domingues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domingues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mikhail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mikhail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piller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piller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riles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r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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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西尔维亚·沃尔比（Sylvia Walby）: 社会不平等与性别，社会学，

英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埃森大学性别研究学

院。（冯一平）  

参考资料： 

Die Anneliese Maier-Forschungspreisträger 2018 sind ausgewählt, Pressemitteilung der AvH, Nr. 

04/2018, 29.01.2018 

 

德国颁布《中小学职业咨询与引导建议》 

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做出决议，颁布《中

小学职业咨询与引导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旨在进一步

提高德国职业咨询与引导工作质量，为德国中小学职业咨询与辅导工

作明确了全德国统一的指导框架。 

职业咨询与引导是德国中小学教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德国

各州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重要内容。《建议》提出，职业咨

询与辅导是从中小学开始实施并延伸到学生进入职业教育、高校学习

及职业岗位的过程，对于学生实现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或高等学校

学习及职业生活的成功过渡发挥着关键作用。职业咨询与辅导的目标

是，使学生从教育的早期阶段开始通过接受以实践为导向的个性化职

业咨询与引导，了解自身兴趣、能力和潜力，了解相关职业的具体信

息及其为个人人生发展提供的前景，并获得对相关职业劳动的具体经

验和体验，从而获得独立自主、深思熟虑地着眼长远对其未来教育路

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为职业生涯做出规划设计和选择的能力。 

《建议》明确了职业咨询与辅导的原则。一是贯穿全程。职业咨

询与辅导是学校教育使命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

有机组成部分，贯穿中小学阶段各级各类学校直到学生进入职业教育、

高校学习或劳动就业。二是学生为本。突出学生个体差异，针对学生

兴趣、能力和潜力等个体差异，提供咨询与引导。三是实践导向。突

出学生亲身经验体验，将企业实践等实践活动纳入作为职业咨询与辅

导的重要内容，贯穿各阶段职业咨询与辅导工作。四是多方参与。强

调学校、学生家长，劳动服务组织、企业等多方参与，共同开展职业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walby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walby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wt_show.text_page?p_text_id=54692901#wa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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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与辅导。 

《建议》明确了职业咨询与引导的目标任务，主要包括：推进学

校制定、实施和不断发展完善针对学生个体的有针对性的职业咨询与

引导方案，推进中小学校与家长、高校、劳动服务机构以及行业组织、

企业间合作开展职业咨询与引导，加强职业咨询与引导工作网络建设，

不断提高各州职业咨询引导质量；尽早发现并促进发展学生潜力，提

高学生对职业教育及职业的认识，使青少年获得综合性的职业选择能

力并对其接续教育及职业发展做出理性选择，促进学生实现从普通学

校进入职业教育、高校学习以及就业劳动顺利过渡。 

《建议》提出了推进中小学职业咨询与引导的重要举措，强调各

州要制定相应工作标准规范和框架条件，主要包括：一是推进普通教

育学校与职业教育类学校间合作；二是开展学生实践，并将实践阶段

（如企业参观考试、企业实践）一体化融入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工作；

三是将职业咨询引导主题纳入教师培养、进修及继续教育；四是吸收

家长、联邦劳动署、高等学校及校外伙伴（如企业、行业组织及社会

伙伴组织）共同参与；开发应用能力识别诊断工具；加强学校职业咨

询与引导的质量管理。 

《建议》还对学校具体实施职业咨询与引导提出具体建议，强调

学校在具体工作中应突出如下几点：一是使学生清晰认识自身兴趣、

能力和潜力和愿望，努力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反思，同时在个人决策过

程中充分考虑；二是支持帮助学生收集有关职业领域及专业领域、职

业道路、生涯发展及报酬可能性等方面信息，并纳入自身筹划思考；

三是使学生通过企业实践及高校实践深化自身认识，并与自身期待和

愿望相对照；四是使学生了解相关咨询和支持措施以及社会教育辅导

措施，根据自身需求加以利用；五是帮助学生了解和运用职业选择和

决策策略，制定并实施实现自身理想的战略。《建议》还就建设从学

校到职业的过渡中跟踪辅导体系提出建议。 

此前，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于 2017 年 2 月与德国职业教育

与继续教育联盟伙伴共同出台了《重视质量：推动学术企业实践继续

发展》，为普通中学与企业开展学生企业实践提供指导。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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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与德国联邦劳动署就共同促进学校与联邦劳动署系统的职业

咨询指导机构之间合作签署了框架协议。（刘立新） 

参考资料：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Empfehlung zur Beruflichen Orientierung an Schulen（Beschluss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vom 07.12.2017, www.kmk.org, 05.02.2018 

 

德国重组高校学位课程认证体系，建立新的统一标准 

2017 年 12 月中旬，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颁布了《高校课程

认证条例范本》。2018 年 1 月 1 日起，德国各州州长于 2107 年 6 月

共同签署的《德国高等学校教学与学习质量保障共同认证体系组织结

构国家协议》（简称《高校课程认证国家协议》）生效。至此，德国高

校课程认证体系重组工作基本完成，德国将基于新的统一标准及程序

开展高校课程认证工作。 

德国此次重组高校课程认证体系基于联邦宪法法院 2016 年 2 月

对原认证体系进行宪法审查后所做出的决议。联邦宪法法院强调，高

校教学质量须通过认证这一强制性外部质量保障措施予以保障。认证

不仅要根据学科及专业性标准进行评价，还应对课程组织结构、学习

要求以及学习成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宪法法院同时指出，德国高校学

位课程认证在法律实施层面上的不足，强调认证相关的根本性决定应

由高校立法主体自行做出，认证工作本身在涉及内容、程序及组织结

构方面相关要求应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相关行为主体应更加突出学

科科学性要求等。宪法法院要求德国与 2018 年 1 月 1 日前修正德国

高校课程认证体系和相应工作程序。 

为落实联邦宪法法院决议，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于 2016 年

12 月上旬提出了《关于德国高校教学与学习质量保障共同认证体系

组织结构的国家协议（草案）》。2017 年 3 月 16 日，德国各州州长联

席会共同审议通过该国家协议草案，当年 6 月，各州州长正式签署该

国家协议。 

《高校课程认证国家协议》共 18 条，主要包括德国各州及高校

自身在质量保障方面的职责、高校课程形式及专业内容标准主要内容、

http://www.km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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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作为质量保障措施的基本程序、课程认证具体规范的授权及要求、

认证机构等内容。国家协议强调高校自身对教学质量保障和管理的关

键作用的同时，明确各州应共同建立尽可能统一的质量保障与认证体

系，确保各校间相应的学习与考试成绩、毕业文凭的同等价值以及高

校间转学可能性。该协议规定，由各州颁布相应条例，对高校课程认

证的形式以及专业内容方面的标准做出具体规定。 

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 2017 年 12 月颁布的《高校课程认证条例范

本》（简称《条例》）是落实国家协议要求，建立统一质量保障与认证

体系的关键措施，为今后各州在必要情况下出台高校课程认证法规提

供了参考框架。《条例》共 7 章 37 条，主要内容包括德国高校教学与

学习认证的形式、高校课程的形式及专业内容具体标准要求、认证程

序及流程规定包括认证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与表决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总的来看，德国此次重组高校课程认证体系，保持了与此前工作

的连续性。同时也聚焦问题，对原有体系进行了根本性改革。表现出

如下特点： 

体现继承性，保持认证工作的连续性。继承和坚持了将认证作为

强制性外部保障措施的理念，强调外部保障的重要作用。保留了德国

原有工作体系，原有的系统认证和项目认证两种形式，继续将德国认

证委员会基金会作为全德共同的对高校和高校课程以及认证评估中

介组织的进行认证的机构，同时继续将原有的认证评估中介组织作为

具体认证评估机构，从而保持了认证工作实践的连续性。 

增强合法性，提高认证结果的权威性。各州共同签署国家协议确

认认证委员会基金会作为全德统一认证构，授权基金会代表各州行驶

对认证做出决定的职责，同时授权北威州根据相关原则修订关于该基

金会的法律，进一步夯实和完善认证工作及认证委员会基金会的法律

基础。与此同时，明确认证的形式、标准、程序以及实施机构等基本

问题，增强认证委员会的合法性，提高了认证委员会对认证结果的决

定的权威性。 

突出专业性，提高认证工作的科学性。明确了各认证评估中介

组织评估委员会成员的资格要求，突出专业同行间评估评价，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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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专业性。细化认证委员会成员结构，提高学科界代表在认证委

员会中表决权重，规定涉及专业内容方面的问题，认证委员会中科学

界代表的表决加倍计算，从而使科学界代表在涉及专业内容问题的表

决中具有多数票。这些措施进一步提高了评估及认证工作相关环节的

专业性和科学性。 

强调规范性，增强认证工作的操作性。将认证工作分为形式审

核以及专业内容评估两个方面，明确高校学士及硕士学位课程包括国

内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及专业内容标准要求，同时细化认证程序流程以

及提交材料的具体要求，认证工作更加规范，增强了认证工作的操作

性。 

强调开放性，扩大了灵活性。国家协议及条例范本明确了系统

性认证及项目认证之外，可采取其他形式认证，扩大了认证工作的灵

活性性。与此同时，对于认证以欧洲质量保障机构注册系统注册替代

对认证评估中介的认证，简化了认证评估中介机构的准入。（刘立新） 

参考资料： 

1. Weiterentwicklung: KMK beschließt neues und einheitliches Fundament für die 

Akkreditierung von Studiengängen. KMK-Pressemitteilung, www.kmk.org, 11.12.2017. 

2. Akkreditierungsstaatsvertrag der KMK sichert größtmögliche Qualität von Studiengängen 

und Mobilität für Studierende, KMK-Pressemitteilung, www.kmk.org, 09.12.2017 

3. Staatsvertrag über die Organisation eines gemeinsamen Akkreditierrungssystems zur 

Qualitätssicherung in Studium und Lehr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Studienakkreditierungsstaatsvertrag), www.kmk.org, 25.12.2017  

4. KMK, Musterrechtsverordnung gemäß Artikel 4 Absätze 1 – 4 Studienakkreditierungsstaats- 

vertrag (Beschluss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vom 7. 12. 2017) , www.kmk.org, 25.12.2017 

 

德国大学校长热议“欧洲大学”倡议 

1 月 22 日至 23 日，由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和巴符州

文教部联合主办的高校校长欧盟战略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期间，主办

方邀请来自政界和学界的专家共同研讨，讨论热点之一是日前欧盟政

府首脑提议的“欧洲大学”设想。 

德国大学的校长们总体对欧盟政府首脑和欧盟委员会以“欧洲大

学”概念创建强大的大学网络这个想法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大学、

学者和学生都将从欧洲大学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中受益。 

http://www.kmk.org/
http://www.kmk.org/
http://www.kmk.org/
http://www.km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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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K 主席霍斯特·赫普勒（Horst Hippler）认为，“欧洲大学”

的方案应不仅限于教育，而是涉及教育、研究和创新三个方面的综合

体。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的合作必不可少，

才能使这种“自下而上”高校合作战略联盟成功推进。 Hippler 同时

表示，这个进程需要时间。大学将尽其所能，但政界在方案推进和讨

论时也应让学校多参与。 

HRK 率先行动。HRK 与其波兰合作方 KRASP 共同起草了一份

在欧盟成员国推行大学卓越计划的建议书。建议书的重点包括：各成

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参与欧盟卓越大学倡议，并主要通过从国家基金和

欧盟结构基金申请经费解决参与合作的经费；质量评价和资助建议可

以由独立的欧洲相关资质组织负责，欧盟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内设立

欧洲精英专项，承担该组织工作成本。那些创新体系相对较弱的国家

可以借此客观评估它们的优势和劣势，进而有针对性地确立发展目标，

并在国际竞争迎头赶上。 

 “欧洲大学”源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提议。“欧洲大学”其实是

大学的联盟，成员高校将是创新和科研的精英，目标是到 2024 年建

立由 20 所精英大学共同组成的大学联盟”。（冯一平） 

参考资料： 

HRK in Brüssel: Europäische Exzellenzinitiative – Europäische Universitäten, Pressemitteilung 

der HRK , Nr. 1/2018, 24.01.2018 

 

 

黑森州支持小众专业发展显成效 

由于研究人员数量少，就读学生少，小众专业（kleine Fächer）

常常因投入产出的不平衡而面临生存危机。为了保障这些小众专业的

发展前途，黑森州政府自十年前即开始投入专门经费，在马尔堡大学、

吉森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文科中心。当初这个方案颇受争议，

有些专业也需要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所学校。十年后，这项举措广受

赞誉。 

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是成立于 2007 年的马尔堡大学“近中东研

究中心（CNMS）”。中心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伊斯兰学。伊斯兰学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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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很少受到公众关注的一门学科。过去几年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包

括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 IS 恐怖活动、叙利亚战争等使得伊斯兰成

为热门话题，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也都成为媒体及决策部门如外交部关

注的专家。不过，中心主任史蒂芬·温宁格（Stefan Weninger）表示，

“我们不做政策咨询，我们从事的是基础研究”。除了伊斯兰学之外，

中心将很多小众学科纳入旗下，如古东方学。此外，中心也从事政治

和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形成多样的课题”。温宁格认

为建立中心，将相关小众专业汇聚一起，增进跨学科合作，使“这些

小众专业更具可视度。” 

为了使小众专业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能得以保留，黑森州政府于

2005 年公布建立文科中心的方案。2006 年，吉森大学建立首个文科

中心—— “东部欧洲研究中心”；2007 年，“近中东研究中心”成立；

2008 年，法兰克福成立了“跨学科东亚研究中心”。上述中心的成立

加强了这些小众专业领域的研究，相关教席得以保留。与此同时，这

些中心促进了跨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增强了相关课程的吸引力。州

政府在 2006 至 2015 年期间共投入 6300 万欧元，到 2020 年还将投入

740 万欧元。此外，法兰克福大学和美茵茨大学以及达姆斯塔特工业

大学通过联合的形式开展非洲学研究，为保留和支持小众专业提供新

的模式。 

无论是非洲学，凯尔特学，或是近东考古学，这些小众专业在德

国校长联席会议（HRK）主席霍斯特·赫普勒（Horst Hippler）看来

“必不可少”，因为“多样性是德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很

好的补充。”为此，去年年底， HRK 与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

达成共识，进一步保障并支持这些小众专业的发展。（冯一平） 

背景信息： 

小众专业（kleine Fächer）的提法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对应当时出

现的大众化大学（Massenuniversitäten）。2007-2012 年将小众专业界定为那些教

席不超过三个，专业点不超过大学总数 10%的专业。 
 

参考资料： 

1. Orchideenfächer blühen an Hessens Unis im Verbund, dpa-Dossier Bildung Forschung, Nr. 

02/2018, 08.01. 2018 

2. www.kleinfaech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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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研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 

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科研和教育区域，仅次

于欧洲和北美地区。在此背景下，德国科研界对与该区域的合作重视

程度提高。 

为促进德国与亚太地区科研合作，德国联邦教研部采取多种措施，

支持德国尖端科研机构和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印尼、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合作规模

和探索新的合作形式。诸如共同的研究小组、实验室、测试和检验机

构、交流平台、实验机构或合作网络等形式都可以得到资助。合作领

域包括健康研究和医学技术、可持续城市、新能源和能源效率以及环

境和水处理技术。 

德国将与亚太地区合作作为推动德国科研的国际化的重要内容。

德国联邦教研部已经支持与中国（8 个合作项目）、 澳大利亚（6 个）、

日本（3 个）、印度（2 个）、新西兰（2 个）、印尼（1 个）、韩国（1

个）、马来西亚（1 个）、新加坡（1 个）、泰国（1 个）和越南（1 个）

开展为期两年（至 2019 年）的合作，共投入 625 万欧元。（房强） 
 

参考资料： 

Deutsche Forschung baut Präsenz in Asien und Ozeanien aus, Pressemitteilung von BMBF, 

13.12.2017 

 

 

走出象牙塔：亥姆霍兹联合会在知识转移领域资助三个创新项目 

2017 年末，亥姆霍兹联合会在知识转移领域选择资助了三个特

别具创新性的项目。这三个项目分别与健康、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相关。每个项目的资助期最高长达 4 年，资助额可达 120 万欧元。资

助经费的一半来自亥姆霍兹创新协作基金，另一半来自项目所在的亥

姆霍兹研究中心，即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德国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以及亥姆霍兹极地和海

洋研究中心。这些项目在资助期结束后也将继续进行，并将持续加强

相关领域的知识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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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姆霍兹联合会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致力于应对诸如气候变化、能

源转型、数据安全、大范围疾病等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为

战胜这些挑战作贡献。在此过程中，为促进新获得的科学知识及时为

社会目标群体所用，亥姆霍兹联合会重视与公众、经济界和政界的沟

通交流，推动知识转移，促进社会大众理解科学知识，发挥知识在决

策中的重要作用。 

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魏思乐（Otmar D. Wiestler）表示，“我确

信所选出的项目在未来能够起到灯塔的作用，能为亥姆霍兹联合会以

及其他科研单位发挥创新知识转移的示范效应。” （房强） 

参考资料： 

Raus aus dem Elfenbeinturm: Helmholtz fördert drei innovative Projekte im Bereich 

Wissenstransfer, Presseinformationen von Helmholtz, 23.01.2018 

 

 

巴伐利亚州将为更多儿童提供全天托管 

巴伐利亚州社会与家庭部部长艾米莉亚-米勒（Emilia Müller）12

月 28 日在慕尼黑宣布，未来数年，巴伐利亚州将创造条件，为更多

儿童提供全天托管：最迟至 2023 年，将在全州范围内为 6 岁以下儿

童新增 3 万个托管名额，并从法律上赋予小学生上全日制学校的权利。 

米勒强调，如果从法律上赋予小学生这项权利，那么联邦政府就

有义务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给各联邦州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惠及千家万

户。目前只有 53%的 6 至 10 岁儿童能得到全天托管，其中 19.1%是

在日托机构或者个人处得到照管，20.3%是在学校得到午间照看，只

有 13.1%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全日制学校上学的小学生。 

巴伐利亚州目前共有 45.3 万个为学前儿童提供的托管位置。米

勒强调，州政府将大力支持各市镇扩建托管机构，并承担 85%的支出。

这在所有联邦州都是绝无仅有的。该州在 2018 年新年之际批准的托

管机构建设项目将会带来 7000 个新的托管名额。 

扩建托管机构的资金一部分来自联邦财政的支持，巴伐利亚州从

中得到的金额为 1.8 亿欧元。米勒认为，巴伐利亚州在为儿童提供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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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方面相对落后与其他联邦州，今后将根据需求继续创造条件，增加

托管名额。（刘青文） 
参考资料： 

Mehr Ganztag und Betreuung in Bayern, dpa-Dossier Bildung Forschung, Nr.01/2018,  01.01.2018 

 

 

莱法州将通过新的学前托管法 

莱法州政府将颁布针对学前托管机构管理的新法律作为 2018 年

重点工作之一。州教育部在 2018 年年初向州内阁提交了这部法律的

草案。草案是对 1991 年颁布的学前儿童托管机构法的修订，旨在确

保并进一步提高莱法州儿童托管的质量。 

莱法州教育部部长胡碧茜（Stefanie Hubig）12 月 29 日对德新社

表示，莱法州学前托管机构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修法乃势所必

然。该州将通过此法，确保学前托管机构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托

管和教学质量，强化家长在托管关系中享有的法律权利；同时引入新

的机制，使托管机构的实际运行情况得到实时反映。 

设在施佩尔市（Speyer）的莱法州会计总署最近就该州托管机构

容纳能力闲置现象提出批评。根据 2013 年的统计数据，该州 5300 个

托管位置闲置。根据莱法州教育部的建议，此次新法将引入新的监管

机制，全州儿童的实际托管数都将会登记在册，以便管理者能够迅速

判断出托管机构的实际负荷量。 

胡碧茜强调，新法将继续坚持为莱法州所有年满两周岁的儿童免

费提供托管服务，并坚持托管机会平等原则，确保所有孩子无论其家

庭出身如何，都能够获得良好的学前教育。（刘青文） 
参考资料： 

Neues Kita-Gesetz in Rheinland-Pfalz, dpa-Dossier Bildung Forschung, Nr.01/2018,  01.01.2018 

 

 

勃兰登堡州保育员短缺 

尽管学前托管机构的人员一直在持续增加，但勃兰登堡州的保育

员依然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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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年前，勃兰登堡州政府便在学前托管机构中逐步实施工作

人员配比优化方案。首先是增加托儿所中的工作人员数，保育员对 3

岁以下幼儿的照管数从人均 6 人降到 5 人，之后将对 3 岁以上至学前

儿童的照管数从人均 12 人降到 11 人。 

该州为学前托管机构投入的财政补贴，自 2015 年 1.1 亿欧元增

加到了 3.71 亿欧元。2018 年将达到 3.865 亿欧元，2019 年则会攀升

到 4.18 亿欧元。在整个联邦范围内，勃兰登堡州学前儿童的入托率

和入园率远高于其他州，3 岁以下幼儿的入托率达到 57.2%，3 岁以

上学前儿童的入园率达到 97.1%。但就学前托管机构的人员配比来看，

勃兰登堡州 1:5 和 1:11 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师生比，尚落后于全国平均

水平。贝塔斯曼基金会 2016 年 3 月所做的调查显示，全联邦在托儿

所和幼儿园的师生比分别为 1：4.3 和 1:9.2。 

专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自上

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参加相关职业培训的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

30 多岁至 40 多岁的保育员尤其缺乏。虽然需求在增加，但是这一职

业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刘青文） 

参考资料： 

In Brandenburgs Kitas fehlen Erzieherinnen, dpa-Dossier Bildung Forschung, Nr.01/2018,  01.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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