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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华盛顿州实施该计划的现状、取得的成效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其面临的问题等方面作
进一步分析，从中可以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为我国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提供一种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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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年了，为了使该计划得以良好地贯彻实施，美国政府

1990 年 3 月，美国华盛顿州立法机构通过“选择

颁布立法予以保障。由于该计划的确能为学生带来好

学习法律”(Learning by Choice Law)，主要目的在于

处，所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且学习方式也不断变

拓宽学生选择学习的机会，更好地培养美国的精英人

化。为了使该政策能够更好延续和推广，各州出台了

才。该法案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开始起跑”计划

相应的政策并在经费方面予以支持。

(Running Start Program)是其中一部分，具体由高等教
育机构决定为高二和高三有资格的学生提供富有挑战

2.1. “开始起跑”计划的实施过程

性的学习机会。该计划首先在华盛顿州开始试验并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立法机构提出实施“开始起

行，让高中生选修华盛顿州 34 个社区和技术学院、华

跑”计划，并将其作为“选择性学习”的一部分，目的

盛顿州立大学、华盛顿东部大学、华盛顿中部大学以

是为了拓展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
立法中明确学生和家

及常青藤州立学院与西北印第安大学等高校的课程，

长在决定是否参与该计划时处于主导地位，
在家长直接

学生通过参与该计划获得高中和大学的学分。该计划

向当地社区或技术学院了解有关情况之后自己决定其

是美国双元学分制的一种形式，学生通过学院两年的

孩子是否参与该计划；
而招生院校则使用适用于所有学

免费学习完成 4 年的任务，以促进学生的快速发展。

生的定期招生程序来检测学生是否具备学院水平的知

2. “开始起跑”计划的实施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美国华盛顿州推行的“开始起跑”计划已经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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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通常情况下，学院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考试来
确定高中是否已为学生作好接受学院课程的准备，
如果
没有作好准备就需要回到高中继续学习，
作好准备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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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报读大学课程并与其他成人大学生共同学习。
参与

高中阶段就开始经历全新而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生活，
所

“开始起跑”计划的学生在最初只选择学院一门课程，

以受到学生的欢迎。1999～2000 年，“开始起跑”计

同时还要完成高中课程，
课程包括选修课程、
职业课程、

划经过 10 年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参与该计划的人数

网上自主学习课程以及高级课程。

稳步增长，其增长率与普通高中 2～3 年级学生人数的

1990 年，美国立法机关授权一项为期两年的试验

增长率相当。在 2000 年，总共有 13,276 名学生(相当

计划，华盛顿州的五个社区学院被选中参与实验，试

于 7767 名全日制学生)参与该计划，比前一年的 12,355

点方案涉及来自 37 所高中的 358 名学生，1992 年度

名学生(相当于 6585 名全日制学生)增加了 7%[1]。2001

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包括社区和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总

年，注册学生总数为 13,669 人(相当于 8189 名全日制

共约 3350 名。1994 年立法机构要求将该计划扩展到

学生)，比前一年的 13,092 名学生(相当于 7767 名全日

州立 4 年制大学，包括东部、中部以及华盛顿州立大

制)增加了 3%[4]。2002 年，“开始起跑”计划继续发展，

学，于是在 2002 和 2005 年分别将常青藤州立学院和

招生总计 14,313 名(相当于 8521 名全日制学生)，比前

西北印第安大学列入符合该计划的名单之中，以便更

一年的 13,669 名(相当于 8189 名全日制学生)约增加

好地为那些没有两年制社区学院的高中生提供双元学

4%，而且，参与该计划的学生数增长速度已经快于高

分课程，使当地学生能够通过选修高校课程而得到更

中生的增长速度[2]。2006 年，“开始起跑”计划走过了

好的发展。

15 个年头，该年度总共招 16,540 名(相当于 10,284 名全

2.2. 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学生情况与
学习方式

日制学生)，比前一年的 16,022 名学生约增加 3%[3]。
不仅如此，“开始起跑”计划还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华盛顿州的成人，2002 年由整个
州市场研究服务中心组织的社区调查表明 73%的成人

2.2.1. 学生情况
第一，参与该计划的学生特点。有关参与“开始
起跑”计划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1999 年、2000 年、
2002 年、2005 年的 4 年内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呈现出大
致相似的情况：4 年内参与该计划的女生比例分别占
59%、58%、58%和 59%；种族学生分别占 15%、16%、
18%、18%；每季度学生的平均学分负荷量分别为 9～
11 个、11～12 个、11～12 个和 11.9 个；每季度都有
许多学生在高校接受 5 个学分的课程以平衡高中课程
的学习，超过 10 个学分以上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51%、
74%、74%和 75%；残疾学生的比例都为 2%；承担兼
职工作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42%、38%、42%和 29%；
全职工作的学生比例都为 1%；1999 和 2000 年有 80%
的课程是社会科学、英语、演讲与人文课程等学术方
面的课程，21%的课程是职业课程，其中 7%的学生学
习职业课程是为了提高劳动技能[1]；2002 和 2006 年度
学生选修的学术课程比例分别为 87%[2]和 95%[3]，职
[2]

[3]

业课程分别为 13% 和 5% 。

支持该计划，比四年前的 68%上升了 5%。
2.2.2. 学生的学习方式
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学习方式逐渐信息化。随着美
国全国性高等教育的日益壮大，参与“开始起跑”计
划的学生更多地通过网上教学来学习。而学校则积极
创造条件，比如有的高中指定了一个免费日，允许学
生进入计算机实验室进行各种各样的网上学习。过去
5 年，网上报名参与该项计划课程学习的学生数已达
到 200%。大部分网上课程主要是社会科学、英语作
文和人文学科方面的，由华盛顿社区和技术学院提供。
这种方式不仅让学习更容易更方便更快捷，还能照顾
偏远地区的学生。

2.3. “开始起跑”计划的发展趋势
首先，不断出台有关政策予以支持。为了为更多
高中生提供高级学术学习的机会并帮助他们顺利地过

第二，学生人数逐渐增长。作为一种高中与高校协

渡到中等后的教育机构，美国各州出台越来越多的相

作式的教学改革措施，“开始起跑”计划专门为那些有

关政策要求今后所有的州都要提供双元招生方案。有

资格的高二和高三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选择机会。
参与

关机构则不断鼓励承担中等后教育的机构为高中生提

该计划的学生认为与正规成人大学生一起学习可以在

供双轨或同时就学的双元注册课程，目前已经得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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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38 个州的同意，另外还有 10 个州在制度层面已达

他们经历完整而系统的教学过程；节约了学生获得高

成一致的协议。2006 年有关研究表明全美有 40 个州

校学位的时间和费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奠定了他

已实行了双元招生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班级占全国

们从中学平稳过渡到大学的基础，更好地满足了高中

高中高年级的 10%左右 。而且各州还积极出台相关

生进入大学学习的愿望；同时还加强了高中与学院教

政策予以支持：全国州长协会中心提出了五个最佳步

职员工及其课程之间的联系。因此该计划得到了社会

骤方案，州可以采取一些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特别

各界的积极支持，而双元招生体系也引起美国国民的

是向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服务，包括为仍在高中学习

强烈关注。

[3]

但有大学水平的学生提供更多高级的选择机会。
其次，不断调整经费的支持力度。有关研究表明只
有将高校的其他资源充分利用才会增强与高中的合作，

3.1. 学生受益非浅
首先，学生成绩良好。有关学生成绩、课程完成

也只有加强与大学前教育尤其是高中的继续合作以确

率与贯彻程度的统计数据充分显示了参与“开始起跑”

保家长与国家花费更少经费的情况下，“开始起跑”计

计划的学生成绩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没有参与该计划

划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而且，也只有通过修改立法来

的同龄大学生。他们在两年制学院的平均成绩比传统

减少国家和纳税人的教育经费开销，
才能让更多的人充

两年制同龄学生要好，如 2000 年参与“开始起跑”计

分认识到该计划所带来的效益。“开始起跑”计划实施

划的学生在社区和技术学院的平均成绩为 3.11，略高

后，美国开始向学生提供该计划的高校给予一定的补

于同龄新生平均成绩 2.98[4]；2002 年在两年制学院参

偿，社区则保留 7%的资金作为辅导所需费用。在 1993

与该计划的学生平均成绩是 3.12[2]，学院其他学生的

年度，
有关机构调整了全国所有学区给予学院补偿金的

平均成绩是 2.99。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在学院学习经验

程序以使其更加简便，1998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卡

以及学术成绩方面表现很好时还可以转入大学，根据

尔斯帕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为州提供资

华盛顿大学关于参与“开始起跑”计划后转入大学的

金以改善技术设施，
包括用以发展高中与大专院校共同

学生状况表明：1999 年秋季有 511 名参与该计划的学

设置课程的费用，
即增加学术课程与职业技术课程的设

生被大学录取，其中高二、高三学生分别为 47 名和

置。1999 年，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学生得到全国

45 名，大学新生为 419 名[1]。

范围内统一的补助金，
国家的标准是学术课程和职业课
[1]

不仅如此，转入大学的成绩往往与同龄学生相当

程的每个学分分别为 81 美元和 97 美元 。随着时间的

甚至还要优秀，如在 2000 年、2002 年和 2005 年参与

推移，
每个学区获得公共教育监督机构的补偿金额不断

该计划的学生转往华盛顿大学后的平均成绩点分别是

提高，在 2000 学年、2001 学年和 2005 学年，学院达

3.09、3.13 和 3.12；而在 2006 年的平均成绩点为 3.42，

[4]

成征收各州每个学术课程学分的经费分别为 83 美元 、
[2]

高于正规大学生平均 3.14 的成绩点。2006 学年，每季

[3]

85 美元 、98 美元 ；每个职业技术课程的学分分别为

度大约有 47%的学生参加华盛顿中央大学的“开始起

99 美元、101 美元和 116 美元的标准。

跑”计划，东部高校有 270 名学生参加了该活动，高

3. “开始起跑”计划取得的成效

中生为 825 名高中生，获得的学分平均为 3.15 个。到
2006 年底，华盛顿州有 44 个高中生参加“开始起跑”

“开始起跑”计划是美国加强高中与高校课程联

计划，平均获得了 15 个总学分时的 3.66，该年度总共

系的一种有效措施，涉及该计划的调查研究以及社区

17,140 名学生获得了学院的 111,174 个学分，在高中

技术学院、大学与高中每季度召开的会议提供的信息

通过技术准备课程的学生平均获得 6.5 个学分点；而

表明学生、家长以及高中对此非常满意，认为一方面

在这一年，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所有学生总共要

高中为优秀的高中高年级学生作好了进入大学学习的

学习 418,143 个学分，他们完成了 94%，他们中有 90%

准备，为他们提供了优良的教育选择机会；另一方面

的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赢得了 C 甚至更好的成绩，

社区学院又为他们提供了满意的学习环境以及学习多

而没有参与该计划的学生需要学习总共 460,287 个学

种多样广泛而严格的学术和技术课程的机会，从而使

分，只完成了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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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开始起跑”计划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上大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机会。根据华

学的机会。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并没有占其他学生的名

盛顿西部大学对那些参与该计划并转入大学的学生进

额，国家为高校提供资助用于学生的开销，学院为那

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认为社区学院是 4 年学习的

些没有得到国家资助的学生以及参与该计划的学生提

一个中间环节，尽管社区学院的学习非常难，但却毫

供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开始起跑”计划为学院带

无疑问地为他们做好了学术方面的准备，更利于他们

来的资金(不到大学预算的 4%)主要用于增加班级和

熟悉大学的生活，在此基础上适应其他高校的生活就

提供更多的入学名额所需费用。自该计划实施以来，

更容易了；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提前接触社区学院的课

其学生报名数一直在增加，高校视其发展速度提供适

程有助于今后选择大学主修专业。而且，“开始起跑”

当的班级名额供其入学。此外，“开始起跑”计划还

计划提供的双元课程不仅是消除枯燥无味学习方式与

在不断地加快学生的进步程度，拓宽接受大学教育的

鼓励学生走出高中的一种途径，也是整合高中和高校

机会以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

的一种机制，通过整合两级教育机构使高中和学院之

再次，学生在获得学分的同时也可以顺利获得学

间的界限壁垒逐渐打破，从而创造出从高中到学院的

位。总的说来，“开始起跑”计划既让高中生提前领

连贯性学习体制，使学生更轻松地浏览中等后教育体

略了大学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独立发展和成功

系并达到他们的目标，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并促

获得大学学习所需经验的机会，学生受益非浅。参与

进高中和学院教职员工的专业发展。迄今为止，“开

该计划的目的既能获得学分，也能完成学位，比如在

始起跑”计划已为高中生奠定了继续取得更大成功的

1993 年秋，有 88 名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学生进

坚实基础，高中和高校建立的伙伴关系将继续帮助学

入大学，其中 36 名(占总数 40.9%的学生)在四年内顺

生、家庭以及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

利毕业，比那些在四年内获得学士学位的正规大学生

此外，实施“开始起跑”计划的高中和高校还可以提

31%的比例要高。2006 年，总共有 11,437 名学生参加

高本校学生的入学率和保持率。

了“开始起跑”计划并在两年制学院继续学习，其中
862 名学生在获得了完整准学士学位的同时也完成了
高中相关课程的学习。因此，可以说参与该计划的学
生既可获得学分也可获得学位，二者并不矛盾。

3.3. 降低了教育成本
“开始起跑”
计划在帮助学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和完
成高中学业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参加该计划

最后，有利于学生的就业。2005 年就社区和技术

的成本与带来的效益问题，
该计划在减少学生的学费以

学院毕业生而言的就业信息调查资料表明，参与该计

及降低每个学士学位的成本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效。
根据

划学生的就业率为 90%，高于学院毕业生总数。2006

2004 年 11 月的统计数据表明，华盛顿州参与该计划的

年，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学生中约有 7%的主要

高中生获得大学学分并获得学士学位比起那些不参加

目的在于获得劳动市场所需要的技能，其中大部分学

该计划的大学新生来说，至少可以少修 33 个国家认可

生完成了护理以及自动/柴油机械与焊接等方面的课

的学分，
大大地减少了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
不仅如此，

程，这部分学生非常容易就业。

由于双元学分制允许高中生在 2 年期间完成他们在高

3.2. 加强了高中与高校的联系

校头两年的课程。
而且，
还由于大学课程设置非常灵活，
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在学习之余还可以从事兼职以减轻

“开始起跑”计划为美国更多学生提供了接受中

家庭负担。比如在 1999、2000、2001 和 2006 年，承担

等后教育的机会，包括为那些选择受到限制的学生顺

兼职工作的学生分别为 43%、38%、42%和 29%， 而

利过渡到大学提供另一种学习方式以及提供最现成的

承担全职工作的学生比例都有 1%，所以说实施“开始

大学教育机会，由于该计划允许学生提前体验高校的

起跑”计划降低了学生和家长的成本。

学习生活，有效地改变了高中生过渡到学院的传统方

由于学生同时能够获得高中和大学的学分，国家

式；高中生声称与传统的成人大学生在同一个班级学

和学生及其家长只需支付一次费用来支持这种教育，

习激起了更高层次的学习需求，能够加快他们的发展，

有效地避免了课程的重复设置，为国家、学生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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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少节约了两年的教育经费。随着该计划的进一步

择范围。为了进一步探讨参与该计划的学生能够顺利

发展，节约的教育经费日益增加。比如，在 1990 年，

获得学分和学位这个问题，公共教育监督办公室与社

该计划已经为纳税人节约了 3470 万美元，2000 年由

区和技术学院的国家委员会共同对学院入学要求的评

于华盛顿州有 7299 名全日制学生选择双元学分课程，

价标准以及高中一年级考试的评价机制之间的相关性

为该州纳税人以及学生和家长分别节约了 2,460 万美

进行了调查研究。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公共教育监督

元和 1,250 万美元的教育经费。2001 年，参与该计划

办公室、大学、两年制学院以及社区和技术学院的州

的学生及其家长节约了 1460 万美元的教育经费，而纳

委员会的代表。社区和技术学院的校长负责委派一个

[4]

税人则节约了 2880 万美元 。在 2002 年度和 2006 年

委员调查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合理分数，而两年

[2]

制学院则负责探讨考试分数与以后成功地生活紧密联

名和 10,284 名，分别为华盛顿州纳税人节省了 3470

系的有效机制，调查委员会从 2003 年 1 月开始定期提

万美元和 4380 万美元。2002 年度和 2006 年度，纳税

出建议。通过调查他们认为参与该计划的考试分数将

人、家长和学生节省的经费总额估计分别超过了 5200

作为课程设置的一种附加条件，而不是取代目前地方

度，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全日制学生分别为 8521
[3]

[2]

[3]

万美元 和 7130 万美元 。

学院使用的标准化测试。
此外，双元学分制的本质需要高中和学院的教职

4. “开始起跑”计划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员工密切地联系以确保考试、课程设置以及课程选择

美国的“开始起跑”计划实施以来，在取得较大

能够同时满足高中和学院的需要，如果这些因素不能

成效的同时也存在入学标准不统一、学生来源单一以

得到有效地协调，将会妨碍学生的成功并阻碍该计划

及经费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有关

的持续发展，因而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该计划的持

当局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续实施，这也是高中、社区和技术学院需要进一步协
调的共同问题。

4.1. 入学标准不一
美国的“开始起跑”计划实施 17 年来，也出现了

4.2. 生源覆盖面不够宽

一些问题。由华盛顿西部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进行的

“开始起跑”计划自从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

调查表明参与该计划的学生一致认为高中和学院为他

效，然而，无论该计划有多成功，只有学生来源多样

们提供的建议太少，很多高中校长对该计划的入学标

化才能进一步推动该计划的发展。尽管“开始起跑”

准是否连贯与严谨表示担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

计划的主要意图是增加高中生进入学院学习的机会，

区和技术学院的校长委托工作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调

而就目前注册的学生统计数字表明美籍非洲人、美国

查小组比较了整个华盛顿州每所学院的入学标准，指

本土人以及西班牙裔的学生数量偏低，成绩也不好。

出不同学院有不同的标准，而传统的入学程序要求学

所以学院还需继续努力以确保该计划能为更多有色种

生成功地获得标准的阅读、写作以及数学技能方面的

族的孩子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还需要为聋

知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调查小组根据不同学院对

盲人提供高中学习机会的额外经费，从而为他们提供

分数要求的变化，建议参与该计划的学生获得与其他

进入高校同等的学习机会。但是，目前美国还没有财

学生同样的学分；学生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

政支持那些进入华盛顿学校的盲人学生，或者对于那

标准的考试；学院应不断改善成绩测试政策以确保为

些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聋子学生提供财政支持。

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提供恰当的早期预防措施。

这些机构直接是由政府的预算支持，来自这些学校参

不仅如此，美国各界就授予熟练证书与“开始起

与该计划的学生并没有得到资助，尽管 1999 年的立法

跑”计划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争论，一些人认为只要

议会提议应该获得资助，但没有通过。实际上，每名

高中生完成第一年考试则可以获得此证书，并将之作

学生的开销估计每年为 15,000 美元，其中包括国家基

为参与该计划的前提条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措

本教育经费以及为翻译人员提供住所、购买盲文书籍

施将妨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为高中生拓宽其选

以及设备等开销，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AE

综述美国华盛顿州的“开始起跑”计划

4.3. 经费仍然不足

77

5. 致谢

虽然“开始起跑”计划不断为高中高年级那些有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参考了美国华盛顿州自

资格的学生提供高级学习的机会，但在一定程度上参

1999 年以来颁布的有关“开始起跑”计划的年度报告，

与该计划的实际开销并没有得到充足的经费。有的高

并具体分析其政策实施的原因、实施过程及其成效。

中和高校明确指出国家拨款资助该计划的金额是不够

借此机会对美国华盛顿州有关当局在网上提供这些资

的，而那些没有参与“开始起跑”计划的学生对高中

料深表感谢。同时还要感谢乐山师范学院教务处，为

的影响很大，地方高中由于提供的名额不多而使参与

本次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该计划的学生人数较少，结果使那些几乎没有多少选
择的学生不得不呆在全日制高中，人为地造成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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