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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法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新动向 

 

法国重视中学计算机科学教师培养 

 

为积极响应新时期数字化战略发展建设，特别是解决基础教育阶

段数字和计算机科学教育发展的师资紧缺问题，2019 年 1 月 7 日，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正式宣布，自 2020 年起开设计

算机科学中学教师资格证书（Certificat d’Aptitude Pédagogique à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informatique，简称 CAPES informatique），

重点培养计算机科学专业师资力量。这是法国教师资格证书管理领域

近年来第一份新开设的教师资格证书，距离上一份开设的图书馆学科

教师资格证书已有 30 年之久，意味着法国开始重视计算机学科教师

队伍建设，以满足该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法国基础教育阶段中，长期以来，计算机科学被认为是一门边

缘化学科。1992 年以前，计算机科学一直是高中选修课。2012 年，

全法约 10%的高中开设“数字科学和计算机”课程，但是任课教师一般

由物理教师、数学教师或科学技术工程教师兼任。随着近年来法国高

中改革，计算机学科在高中课程中的占比越来越重要，但随之而来的

问题便是相关师资紧缺。 

布朗盖部长表示，“未来，全法将有半数以上的高中采纳新的‘数

字和计算机科学’课程，以加强计算机学科教育，为此预计将有 1500

所高中面临该新课程师资紧缺的状况。为解决该问题，我们现已启动

对百余名计算机学科教师的在职培训。2020 年，将产生第一批持有计

算机科学中学教师资格证书（CAPES informatique）的教师，之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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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选择‘数字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数量逐渐扩大该专业的

教师队伍。” 

自 2019 年 9 月新学年起，全法高中开设计算机课程情况如下： 

●全法高中，高一每周开设一节“数字科学和技术”课，师资相对

充足； 

●全法半数以上高中，高二和高三开设“数字和计算机科学”课，

每周分别为 4 课时和 6 课时，相关师资非常紧缺。 

目前，为满足中学阶段计算机科学教学需求，法国大学也为此新

设了 30 余种计算机科学相关的大学文凭，以满足计算机科学师资培

养。 

企业界支持者的声音 

法国各类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公司如法国信息技术公司（Société 

informatique de France）、Cinov-IT、Syntec Numerique、Talents du 

Numerique 等纷纷对该新政策的支持，认为 30 年来政府终于开始重

视计算机科学教育，确保了全法学生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计算机科

学教育，这也将有利于法国进一步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对于法国经

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 1 月《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法国企业运动

组织（Mouvement des entreprises de France）相关负责人已提出，“希

望政府在学校内开设专门的数字和计算机科学教育，创建专门的数字

和计算机科学中学教师资格证书。” 

2018 年 6 月，法国计算机协会统计显示，中学计算机科学改革

后所需的全职计算机科学教师约为 2700 人。但是目前法国基础教育

阶段拥有“计算机科学和数字科学”相关的教学资格证书的教师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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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900 人，其中大多数为数学、物理或化学学科教师，并非全职

教授数字科学。因此开设“计算机科学中学教师资格证书”是培养该学

科教师队伍的良好途径。 

教育界反对者的声音 

教学法专家 Bruno Devauchelle 对开设新的计算机科学中学教师

资格证书一事持怀疑态度，并指出该举措带来的人力和资金成本是否

过高。该专家认为，培养计算机科学教师的更好办法是在现有的教师

队伍中，有针对性地对部分相关专业教师进行计算机学科方面的培训，

以形成一批新的计算机科学教师队伍。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来自于对教师待遇过低的考虑。由于计算机科

学中学教师薪酬远低于工程师等其他行业，因此尽管开设了新的中学

教师资格证书也未必能录取到令人满意的教师。图卢兹大学计算机技

术教授 Thomas Corrège 指出，“一般计算机技术专业大学毕业生进入

私企工作，起步月薪约为税后 1800-2400 欧；具有 2 年工作经验的中

学教师月薪仅为 1600 欧，工作 10 年后月薪才达到 1800-2000 欧。”

但是 Thomas Corrège 教授认为情况也未必如此悲观，“也许会有出于

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而报考该教师资格证书的候选者”。 

   (编撰：许浙景 刘瑛东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L’informatique réhabilitée au lycée, publié sur le Figaro du 21 janvier 2019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blanquer-annonce-la-creation-d-un-

diplome-d-informatique-pour-les-professeurs_3b3e9d5e-129c-11e9-

830d-78e7d5526521/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19/01/08012019

Article636825285543940143.aspx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blanquer-annonce-la-creation-d-un-diplome-d-informatique-pour-les-professeurs_3b3e9d5e-129c-11e9-830d-78e7d5526521/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blanquer-annonce-la-creation-d-un-diplome-d-informatique-pour-les-professeurs_3b3e9d5e-129c-11e9-830d-78e7d5526521/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blanquer-annonce-la-creation-d-un-diplome-d-informatique-pour-les-professeurs_3b3e9d5e-129c-11e9-830d-78e7d5526521/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19/01/08012019Article636825285543940143.aspx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19/01/08012019Article63682528554394014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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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法国教师资格考试工作全面启动 

 

日前，根据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的消息，2019 年法国教师资格考

试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法国的教师具有公务员身份。若想成为一名

教师，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是必要条件。在幼儿园或小学任教的教师需

参加“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在中学任教的教师需参加“中学教师资格

考试”。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考试针对不同参考人群，

主要分为下述三大类： 

一、外部竞考，主要针对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且达到硕士一年级

（Bac+4）学历水平的考生； 

二、内部竞考，主要针对已在公务员系统工作，且具有学士学位

的考生； 

三、第三类竞考，主要针对没有达到第一类竞考学历资格，但具

有至少 5 年以上私立教育机构从业经验的考生。  

2019 年度，法国政府提供了共计 13390 个中学教师岗位，其中

包括 330 个教育类咨询师岗位和 200 个教育心理专家岗位。从竞考渠

道来看，外部竞考提供了 10180 个中学教师岗位；内部竞考提供了

2790 个中学教师岗位；第三类竞考提供了 420 个中学教师岗位。从

外部竞考中的不同考试类别来看，中等教师资格岗位最多，共计 5460

个；其次是职业高中教师岗位，共计 1435 个；中等教师最高资格岗

位共计 1555 个。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主要由法国各学区组织。考试流程分为“可录

取考试”与“录取考试”。考生在通过“可录取考试”之后才能参加“录取

考试”。“可录取考试”主要是笔试测试，考试科目为法语和数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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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建立在小学大纲基础之上，评估候选人是否具备教授对应小

学课程的所需素养。“录取考试”由两轮口语考试组成，评委将考察候

选人的口才表达能力，与其教授科目相关的科学、教学、哲学、文化

以及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反思能力等。  

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流程类似，但因不同的教

师资格考试证书类别又细分为五大类考试，分别为：中等教师资格

（CAPES），持证者可在中学或高中任教；体育教师资格（CAPEPS），

持证者可在中学或高中教授体育类相关学科；技术教师资格

（CAPET），持证者可在中学或高中教授技术类课程；职业高中教师

资格（CAPLP），持证者可在职业高等学校任教；中等教师最高资格

（l’Agrégation）,该类竞考只允许具备硕士二年级学历的学生报考，持

证者除了可在高中任教外，还可以在精英学院预科班或是公立大学任

教。 

（编撰：熊梓吟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www.devenirenseignant.gouv.fr/cid107586/postes-concours-

enseignants-de-la-session-2019.html 

 

 

瓦尔基基金会调查显示：法国基础教育教师社会地位较低 

 

近期，全球教育慈善机构瓦尔基基金会（Varkey Foundation）继

2013 年后第二次发布《全球教师状况指数研究》（Indice mondial d’état 

http://www.devenirenseignant.gouv.fr/cid107586/postes-concours-enseignants-de-la-session-2019.html
http://www.devenirenseignant.gouv.fr/cid107586/postes-concours-enseignants-de-la-session-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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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enseignants），报告评估了全球 35 个国家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社

会地位，研究结果显示法国教师的社会认可度处于中下等水平。 

在这份教师社会地位榜上，法国位列第 20 位，与德国不分伯仲，

高于意大利、西班牙，在瓦尔基基金会 2013 年第一批 21 个研究对象

国中排名第 13 位（2013 年时则处于第 11 位）。相比欧美国家，亚洲

国家和地区则整体排名靠前，囊括了前六名，尤其以中国和马来西亚

更为突出，显示出两国教师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有意思的是，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需要选出教师这个职业与其他哪种职业最具有可

比性，选项分别为：图书馆管理员、社工、护士、医生以及高级公务

员。35 个国家中有 18 个国家的受访者首选了“社工”，而包括法国

（28%）在内的 10 个国家则选择了“图书管理员”。中国（38%）、俄

罗斯（34%）和马来西亚（16%）三国的多数受访者选择了“医生”，

而持相同意见的法国受访者仅有 1%。研究者认为，法国人倾向于将

“教师”与“图书管理员”相提并论，这反映出他们认为教师等同于“那

些按部就班完成任务就行的管理人员”。而面对“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孩

子选择教师这一职业”这一问题时，30%的法国人表示愿意，24%的法

国人明确表示反对，这使得法国名列 35 个国家的第 20 位；相比之

下，中国受访者中则有一半的人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师。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法国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印象也较差，他们自行职业评

分为 26.2 分，低于大众给出的 36.2 分。 

在评价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上，相比 2013 年的统计结果，法国

民众的信心有所上升：在 10 分为满分的情况下，他们今年给出了 6.14

分，2013 年则是 5.6 分，虽然分数有所提高，但依然处于 35 个国家

的中等水平。对国家教育体制最为满意的是芬兰人，受访者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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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的平均分。另外，研究数据显示，法国小学教师所获得的认可和

尊重远远超过初高中阶段的教师，这一差异在其他国家均没有显现，

是法国特有的情况。 

通过调查报告还可以发现，法国受访者低估了教师们的工作时间：

他们认为教师每周工作 34 小时，而瓦尔基研究报告显示老师们实际

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 36.8 小时（法国本土相关调查的数据为每周

44.07 小时）。可见法国公众总体认为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少于其他

职业。这一观点在其他国家也较为普遍：35 个国家中有 30 个国家的

民众低估了教师的实际工作时长。只有芬兰情况略为特殊，他们的园

丁“耕作”的时间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少。 

在“教师薪酬”这一较为核心的问题上，35 个国家中有 21 个国家

的受访者认为教师的薪资总体上应与学生成绩挂钩，尽管 2013 年时

有 62%的法国人认可这一观点，但这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法国现在持

相似想法的人已锐减到三分之一。此外，法国人普遍认为教师应该挣

得更多，年薪应达到 36000 欧元（目前实际年薪为 33000 欧元），这

也印证了法国家长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增加教师工资是改善教育

系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尽管瓦尔基基金会的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法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

地位还有待提升，法国民调机构奥多克萨公司(Odoxa)在 11 月 12 日

中小学教师罢工后的民意调查结果则显得温馨许多：72%的法国民众

支持此次罢工，53%的人认为大家对学校过于苛求，69%的人对国民

教育系统内的工作人员印象良好，而大家眼中教师们的形象则是“称

职”（73%）、“热情”（71%）、“关心学生”（62%）、“热忱投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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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时也是“享有特权”（57%），并且“算不上很勤奋”（50%的人

认为“勤奋”，49%的人反对）。 

（编撰：侯镌琳，埃克斯-马赛大学访问学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1.https://blog.francetvinfo.fr/l-instit-humeurs/2018/11/17/les-enseignants-

moins-bien-consideres-en-france-quailleurs.html  

2.https://www.varkeyfoundation.org/fr/ce-que-nous-faisons/politique-et-

recherche/indice-mondial-d%C3%A9tat-des-enseignants/ 

3.http://www.odoxa.fr/sondage/francais-ont-tres-bonne-image-

enseignants-soutiennent-massivement-mobilisation-12-nov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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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doxa.fr/sondage/francais-ont-tres-bonne-image-enseignants-soutiennent-massivement-mobilisation-12-nov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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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法国成立职业教育最高统筹协调机构：法国能力署 

 

2019 年 1 月 1 日，法国能力署 （France compétences）正式成立，

隶属于法国劳动、就业、职业教育和社会对话部（Ministère du Travail, 

de l’Emploi,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et du Dialogue social），为

法国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和学徒制相关事务的全国性公立机构，主要负

责监管职业教育质量，统筹职业教育和学徒制的财政资金分配，以及

相关改革事务。 

法国能力署由原全国就业和培训行业间委员会(Comité paritaire 

interprofessionnel national pour l’emploi et la formation)、全国就业、培

训和职业指导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emploi, de la formation et de 

l’orientation professionnelles)、职业经历安全基金会(Fonds paritaire de 

sécurisation des parcours professionnels)以及法国职业证书认证委员会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certification professionnelle)等单位合并重组

后成立。其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财务权力，成员主要来自五部分：

政府、工会组织、雇主组织、地方大区以及行业专业人士。 

一、法国能力署管理结构 

1. 主席一名，由总统签署法令的形式进行任命。 

2. 管理委员会(Conseil d’administration)，由 15 位成员组成，任

期 3 年。根据 2019 年 1 月 11 日法令，该 15 位成员来自部委（劳动、

就业、职业教育和社会对话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高等教育部、

农业部）、工会组织（法国劳动民主联合会、法国基督教工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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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劳动联合会等）、行业雇主组织（法国企业运动组织、中小企业

联合会）以及地方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为 Jérome 

Tixier，原欧莱雅集团人力资源总监、欧洲终身学习中心副主席。 

3. 总干事一名，由管理委员会提名，并由劳动部通过法令的形式

任命。 

二、法国能力署主要职能 

1. 更新和维护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目录（Répertoire national de 

qualif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 

- 关注不断发展的或新兴的职业资格认证 

- 整合新的职业技能 

2. 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活动的水平和质量 

3. 调控成本，调控公共财政应履行的责任 

4. 参与公共辩论 

5. 组织并为职业发展策划委员会（ Conseil en évolution 

professionnelle）提供财政支持 

6. 合理分配职业教育和学徒制经费 

法国政府与法国能力署将共同制定为期三年的目标和规划，包括

该机构未来发展目标、融资方式，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能等。 

三、法国能力署在职业教育中将发挥的作用 

法国能力署确保职业教育和学徒制的发展，并在下述领域合理分

配和有效使用经费：  

1.对于专业技能培训机构：为学徒制、职业化和培训再就业提供

资金支持，为少于 50 名职员的公司提供技能培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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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地方大区：为学徒培训中心提供资金支持，为地方区域规

划和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支持；  

3.对于法国信托局：为个人培训账户提供资金支持； 

4.对于地方跨职业联合发展委员会:为实施职业转型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 

5.对于国家：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 

（编撰：张欣 里昂二大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s://travail-emploi.gouv.fr/ministere/acteurs/agences-et-

operateurs/article/france-competences 

 

 

法国小学一年级学生参加全国统一期中评估测试 

 

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组织对全法一年

级小学生进行期中统一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小学生的法语和数学基础

知识能力，特别是阅读、书写以及计算的能力。此次对一年级小学生

开展期中测试评估旨在让教师更加清晰地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况，以

便进一步调整适合学生的教学计划。 

法语和数学能力的测试评估 

法语水平评估：主要包括口语、书写、字母认知、发音、听力和

朗读。评估测试分两轮进行，分别是集体测试和个人测试。每轮测试

时间约 10 分钟，不包括对考题的解释和举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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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水平评估：包括数字、计算加减法。分两部分测试，测试时

间为第一部分 9 分钟，第二部分 12 分钟，同样预留额外的解释考题

时间。地方教育机构会向教师和学生分别提前发放评估测试指导手册

和学生手册。 

测试评估结果的应用 

本次全国统一测试评估采用后台统一记录结果并与教师分享。即

每位教师可以收到负责班级中每位学生的评估结果信息，作为对学生

日常课堂表现的补充，进一步了解学生在学习方面的欠缺和需求。此

外，教师需要将评估结果分别与家长分享并作必要解释，以便家长和

教师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和信任，促进家庭、学校、教师多方共同

努力帮助学生成长。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8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曾组织对全法小学

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进行全国统一的法语和数学考试，旨在利用新学

期开学之际，对小学生掌握的知识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此举为法国基

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内容之一。 

（编撰：徐梦迎 里昂二大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eduscol.education.fr/cid136874/evaluation-de-milieu-d-annee-au-

cp-un-point-d-etape-vers-la-reussite.html 

 

 

 

 

 

http://eduscol.education.fr/cid136874/evaluation-de-milieu-d-annee-au-cp-un-point-d-etape-vers-la-reussite.html
http://eduscol.education.fr/cid136874/evaluation-de-milieu-d-annee-au-cp-un-point-d-etape-vers-la-reuss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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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44% 的 25-34 岁青年人持有高等教育文凭 

 

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2018 教育概览》显示，2017 年法国     

25-34 岁青年群体中，44%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经合组织成员国该比

例平均为 43%），在 55-64 岁这个群体中该比例仅为 22%（经合组织

成员国该比例平均值为 27%）。 

表：2017 年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的占比 

 

 

 

 

 

 

（图表来源：OECD 发布的《2018 教育概览》） 

近日，法国《世界报》上开展了一项关于法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弥补当时总体相对落后的高等教育水平。经

过多年发展，现今法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高于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

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但是“数字上的成功”不足以衡量高等教育

发展水平，重点应将高等教育文凭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结合起来。 

根据上述图表显示，在 25-34 岁的青年群体中，高等教育文凭持

有率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加拿大和日本，均超过 57%。在

中国的青年群体中该比例为 18%，相比 30 年前也增长了近 3 倍。中

国是人口大国，18%代表了近 3500 万中国青年人；对于法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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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则代表了 350 万法国青年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青年群体中高

等教育文凭持有者总数量是法国的 10 倍。21 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持

续发展，中国必将成为国际舞台上高等教育的有力竞争者。 

（编撰：许维维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educationdechiffree.blog.lemonde.fr/2018/12/03/quiz-

enseignement-superieur-question-1-sur-le-niveau-deducation-de-la-

population-en-france-et-en-chine/ 

 

 

巴黎：高等教育国际化基地建设迈出新步伐 

 

据法国《星期天报》（Journal du Dimanche)近期报道，美国芝加

哥大学将斥资 3700 万欧元，在巴黎打造一个总建筑面积达 9500 平米

的国际高教园区，涵盖教学楼、学生宿舍和商业楼，辐射欧洲、非洲

和中东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 

该国际校区将被命名为“UChicago”，项目地址位于巴黎 13 区，

毗邻法国国家图书馆。项目将于 2020 年动工，预计 2022 年投入启

用。届时巴黎政治学院等法国一流的高等院校将在国际园区开启与芝

加哥大学的新一轮合作。 

芝加哥大学某负责人在接受《星期天日报》采访时表示: “我们曾

在柏林、伦敦和巴黎三地选址，考虑到巴黎高等教育、科研、文化资

源十分丰富，且鉴于法国在欧盟的独特地位，因此选择巴黎作为芝加

哥大学海外发展的中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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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建立于 1890 年，在最新软科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十名。其拥有 9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 6 位为该大学现任教授。

其拥有 1.7 万名学生，目前除巴黎外，还在北京、香港、马德里等地

设有校区。未来该巴黎国际校区的大部分课程将以英语授课，但部分

必修课程会用法语授课。 

（撰稿：路贺文 里昂二大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l-universite-de-chicago-va-construire-

un-immense-campus-a-paris_3112ba76-125c-11e9-aaae-c83fe80d860c/ 

 

 

法国部分地区仍然面临学生贫困问题 

 

在法国，如何处理家庭出生贫困的学生问题也是教育界时常讨论

的话题。近日有法国媒体报道，在法国某些相对落后地区，仍然存在

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对于这些地区的学校来说，照顾极度贫

困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几乎已经习惯在课堂上为那些不吃早

餐的学生提供小吃；在温度骤降时为这些孩子提供一双干净的袜子，

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孩子赤脚穿着运动鞋；当学校没有足够的资金让整

个班级都去电影院时，教师会自己掏腰包承担部分经费。 

隐藏起来的贫穷 

阿莱勒（Arles）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克莱尔·比尔斯（Claire Billès）

认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孩子的家庭条件，特别是如果目光仅限于

课堂，那是无法了解孩子是否出身于贫困家庭的真相的。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l-universite-de-chicago-va-construire-un-immense-campus-a-paris_3112ba76-125c-11e9-aaae-c83fe80d860c/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l-universite-de-chicago-va-construire-un-immense-campus-a-paris_3112ba76-125c-11e9-aaae-c83fe80d8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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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卢斯（Mulhouse）一所幼儿园的老师也证实说：“贫穷通常都

被隐藏起来了，就算是最贫穷家庭的学生也因打扮而被掩饰”。当你

心存疑问地去询问孩子的母亲时，你会经常听到“没关系，谢谢你...”

之类的善意拒绝。所以我们应该克服因贫困感到羞耻带来的障碍。 

认识现状 

国民教育部荣誉督学让·保罗·德拉哈伊（Jean-Paul Delahaye）在

2015 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国有五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十分

之一的孩子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前国民教育部长文森特·佩永（Vincent 

Peillon）的顾问也曾描述，在法国，社会出身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

个人的求学之路。 

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必须要知道和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在课堂

上睡着。马赛的一位老师说，“由于家庭贫困，孩子与父母挤在一个

房间并且受电视干扰，因此晚上休息不好是很自然的事情。”教师们

也要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不带运动服或者学校要求的器材来上体育

课，因为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父母无力为孩子购买衣服或

器材。 

贫困带来的内心冲突 

事实上，教师们仍然能够注意到一些“贫困信号”。在不同的学校，

孩子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或多或少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在小学，

教师们发现一些学生掌握的词汇量有限、存在行为问题、有焦虑现象

等；在中学，教师们发现学生有时缺席课堂、丢失笔记本、未能按时

完成家庭作业等。 

精神病学专家玛丽·罗斯·莫洛（Marie Rose Moro）指出，有时候，

对于一个在贫困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要成为一名好学生并非易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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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学校或教师希望平等对待学生，忽略学生的家庭出生；另一方

面，在学校获得成功的孩子感觉远离甚至背叛了其原生家庭，发现自

己处于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忠诚冲突中。 

（编辑：曹秋雯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8/12/26/l-ecole-au-defi-de-la-

pauvrete_5402157_3224.html 

 

 

法国学校为移民家庭开设“父母学堂” 

    为改善移民家庭教育条件，促进其孩子教育成功，法国部分学校

探索开设“父母学堂”（OEPRE：Ouvrir l’École aux Parents pour la 

Réussite des Enfants），即每年为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父母提供 120 小

时法语课。事实上，“父母学堂”于 2008 年由法国内政部和国民教育

部开始探索创立，目前已在法国 400 多所学校每年为 7000 多名家长

免费提供此项服务。该政策出台后，受到了移民家庭的欢迎，特别是

移民家庭的母亲从中受益。 

“父母学堂”的宗旨为： 

- 提高移民家庭父母的法语语言能力； 

- 使移民家庭能够更好地了解法国学校系统，支持子女上学； 

- 提高移民家庭父母对法国社会的认识。 

对于从未在法国生活过的父母来说，对法国教育体制的不了解成

为其子女在法国平等地接受教育的重要障碍。这也是一些法国学校的

担忧。因此，开设“父母学堂”较好地缓解了这种困难。一位移民母亲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8/12/26/l-ecole-au-defi-de-la-pauvrete_5402157_3224.html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8/12/26/l-ecole-au-defi-de-la-pauvrete_5402157_3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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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法国连续两年参加这类“父母学堂”，她表示，“既然选择在法国

生活，我们必须说好法语，以便更好地融入法国。通过这些课程能够

更好地督促孩子复习，读懂孩子的课堂笔记等。现在我可以给孩子用

法语阅读故事书。” 

目前，“父母学堂”的运行对于子女就学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已可

以用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比如，在近期的一项调查评估中显示，在参

与“父母学堂”的群体中， 70％的父母在法语语言水平上有明显提高，

对于法国教育体制的了解也有所改善，其子女在学校的上课情况和表

现也有较明显的进步。 

(编撰：刘瑛东 斯特拉斯堡大学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5/12/10/la-classe-des-parents-

d-eleves_4828875_3224.html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低年级学生阅读和数学能力监控指标进一步完善 

 

2018 年 11 月 6 日，联合国机构间与专家咨询小组（IAEG-SDGs）

第八次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以下简称 UIS）提议，此次会议批

准可持续发展目标 4-教育（SDG4-Education）下的 4.1.1 (a)指标（在

2/3 年级获得基本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的儿童的比例）从三级指标升级

为二级指标。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官方分类，4.1.1(a)指标原本为三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5/12/10/la-classe-des-parents-d-eleves_4828875_3224.html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5/12/10/la-classe-des-parents-d-eleves_4828875_3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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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即没有现成的方法能够获取监控数据，升级为二级指标后意

味着该指标已有清晰的概念含义并能够通过既有方法获取数据。  

4.1.1(a)指标等级的升级意义重大，标志着对 2/3 年级学生阅读和

数学技能的监控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终身

学习的定义，阅读和数学技能恰恰是终身学习的重要前提。 

4.1.1(a)指标能够顺利实现升级得益于国际社会多方能够克服重

重困难，搁置争议达成共识： 

首先，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定义 2/3 年级学生阅读和数学能力的最

低标准，并且该标准能得到普遍承认和应用。为达到这一目的，UIS

几乎将所有进行跨国际、跨地域的测量机构都召集起来，并提出了一

套儿童必须获得的技能和水平的定义（见下表）。 

 教育阶段 总体描述-阅读 总体描述-数学 

二年级 

学生能够阅读并理解量表

中的大多数书面文字，特

别是熟悉的文字，并能够

从句子中提取明确的信

息。 

 

 

学生能够展示对数字

和计算的基本认知以

及形状识别和空间定

位的技能，从二年到

三年级熟练程度递

增。 
三年级 

学生能够准确而流利地朗

读书面文字，能够理解句

子和短文的含义，能够识

别文本的主题。 

其次，最初困难来自少数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担忧，他们

认为，对儿童的学习成果进行测量可能导致考试文化的盛行，这将对

儿童以及教育系统产生不良后果。最终这些国家出于全局考虑做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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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暂时将他们合理的担忧搁置一边。因为对低年级学生进行全球测

量非常必要，尤其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大批在学校学习数年却一无所

成的儿童来说更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并解决这一

问题。 

再次，该指标能够顺利得到升级也离不开全球教育界各位专家以

及一线监控测量实践者的呼吁和支持，他们或是在各种场合积极号召

对儿童早期学习成果进行监控，或是在实际操作中积极探索 4.1.1(a)

指标的测量方法和渠道。 

最后，4.1.1(a)指标升级在此次会议获得通过也标志着国际社会对

相关专家以及 UIS 努力的肯定，UIS 作为中间协调的关键角色，帮助

各方达成共识，并引领测量技术和方法论。 

（编撰：姜雅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生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gemreportunesco.wordpress.com/2018/11/07/we-are-now-ready-

to-start-monitoring-early-grade-learning/#more-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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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奢侈品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法国是著名的奢侈品生产大国，本文主要阐述奢侈品的定义和特

征，法国奢侈品行业的形成以及法国奢侈品产业人才需求与培养模

式，并对中法奢侈品产业人才培养的合作进行展望。 

一、 奢侈品的定义和特征 

 I. 定义 

奢侈是一种带有个性化色彩的生活艺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

义。哲学家曼德维尔曾将奢侈描述为一切超出基本必需品的事物。奢

侈涵盖了一切被认为是无用和多余的东西，其本初的含义是铺张和精

致的生活方式（餐桌艺术，高雅的梳妆和豪华的装饰）。奢侈也同义

于稀有、珍贵。 

奢侈时而被法国政治思想家批判时而被赞誉：伏尔泰认为它是经

济的基本支柱；而让-雅克·卢梭则认为它是剥削普通百姓的手段，是

所有腐败的源头，因为奢侈是为了让人们羡慕而生，它令人晕眩。 

一般来说，奢侈品主要是 17 世纪在法国出现的一个经济领域（是

贵族在面对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新文化现象的对立面）。此后，奢侈品

不再只面对上流社会，开始转向潜在客户群中的上层人群。 

总体来看，可以用三个标准来定义奢侈品行业：品牌或者店铺的

知名度（奢侈品公司的名字）、品牌的时间性（文化积淀）、最终成

果（产品性能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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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奢侈品的定义也面临着变革。现如今，奢侈品的独家发售

和优异质量的特性正继续传承下去，但是稀缺性不再是其主导标识，

而是让位给了“生活方式”。 

II. 特征 

品牌形象是奢侈品的核心，奢侈品品牌的价值在于它在塑造品牌

形象、品牌历史和品牌期望中的投入。 

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产品或服务必须包含以下六方面特征： 

1、优质质感：通过材料的特殊性（例如钻石）或者制作过程的

精致性和高品质感（例如米其林星级餐厅）来体现； 

2、高昂价格：与其功能相当的非奢侈品产品的价格比较而言； 

3、绝对稀缺：不仅仅是在供应方面，在需求方面也是。一件奢

侈品不能大规模销售，也不能被太多人拥有； 

4、全面触感：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奢侈品产品都要满足外表美

观、气味好闻、触感舒适和声音悦耳的要求。消费奢侈品是一种体验

和一种享受； 

5、永久存在：每个奢侈品品牌都与历史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

真正的奢侈品是不朽的。它一直存在，也将一直存在下去； 

6、附属价值：一件奢侈品的特点永远不在它的功能上，而在于

其附属价值。例如，奢侈品汽车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交通工具，而是在

于它内饰的精致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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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国奢侈品行业的形成 

无论是在珠宝行业，时尚行业还是酒店管理行业，法国奢侈品产

业都有着让人艳羡的品牌。目前，占据奢侈品百强前列的三巨头都是

多品牌奢侈品集团，且都来自欧洲，而其中有两个集团来自法国。法

国奢侈品集团前三甲是： 

No.1 路威酩轩集团－LVMH (Louis Vuitton – Moët Hennessy) 

(2017 年年营收额为 426 亿欧元) 

LVMH 集团是法国的奢侈品集团，也是整个奢侈品世界的领头

羊。 

LVMH 集团设有六大部门：葡萄酒和烈酒、时装和皮具、香水和

化妆品、手表与珠宝、奢侈品零售业以及其他部门。LVMH 的名字

来自于三个奢侈品品牌，由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Moet and 

Chandon (酩悦香槟)和 Hennessy(轩尼诗)的首字母组合而成。 

在 LVMH 中，除了这三个奢侈品品牌，其旗下还有 Donna Karan 

(唐纳-卡兰)、Fendi(芬迪)、Loewe(罗意威)、Celine(赛琳)、Marc 

Jacobs(马克-雅各布)、Givenchy(纪梵希)、Thomas Pink、Berluti 等众

多大品牌。集团业务还覆盖着精品零售，Sephora(丝芙兰), Le Bon 

Marché (玻玛榭百货)等。也拥有 Hotel Cheval Blanc 等精品酒店的股

份。 

No.2 开云集团－Kering (2017 年年营收额为 154.78 亿欧元) 

开云集团是一家国际控股的法国公司，同样也拥有很多为大家熟

知的奢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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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古驰)、Yves Saint Laurent(伊夫圣罗朗)、Bottega Veneta(宝

缇嘉)、Boucheron(宝诗龙)、Balenciaga(巴黎世家)等都为这个集团所

有。除此之外，开云集团也开发了运动&生活时尚领域，拥有 Puma(彪

马)，Volcom(钻石)等时尚体育品牌。 

No.3  爱马仕集团－Hermès (2017 年年营收额为 55 亿欧元) 

爱马仕集团早年以制造高级马具起家，1837 年在法国创立，迄今

有近 180 多年的悠久历史。爱马仕集团精于法国传统手工艺制造，一

直呈现出奢侈、保守、尊贵和精美的手工和贵族式的设计风格，整个

品牌都弥漫着浓郁的以马文化为中心的深厚底蕴。旗下拥有皮具、丝

巾、领带、男女时装、香水、腕表、文仪精品、鞋类、配饰、马具用

品、家居生活系列、餐具及珠宝首饰等。 

法国会成为奢侈品的起源地并在国际社会上成为奢侈品的代言

国，主要有以下原因。 

I．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 

法国发达的奢侈品行业基于其著名品牌对法国文化遗产的尊重，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奢侈品产业化带来的丰富的人才积累让法国品牌

领先世界，并长期作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 

据 Jonathan Siboni（大数据消费者认知公司 LUXURYINSIGHT

创始人，巴黎政治学院奢侈品数字化课程老师）介绍，法国是第一个

把奢侈品产业化的国家。从路易十四开始，法兰西就以其独特的生活

态度引领着全世界的时尚潮流。奢侈品行业的发展作为一种国家经济

发展策略提到全面对等，因此，虽然我们提起时装配饰会联想到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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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提起手表珠宝会联想到瑞士，提起豪华轿车会联想到德国，但提

起奢侈品行业时，却是在这些方面都不是最突出的法国。 

回顾历史，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

(Jean-Baptiste Colbert)进行的市场改革大大地推进了法国制造业的发

展。他创建了一个旨在培养顶级制造业人才的学校，以应用当时最高

级的手艺来创造出最精致的物品为使命，为法国制造业步入世界前列

储备人才。与此同时，他成立了皇家镜面玻璃厂 (Manufacture royale 

de glaces de miroirs) 以取代威尼斯进口玻璃，皇家壁毯工厂等将皇室

技艺传播到民间，并通过提高关税，建立商船队伍，促进国内经济的

发展，刺激出口贸易，把法式皇室/贵族生活方式传播到各地。 

19 和 20 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引发了追逐贵族气派的潮流，经济

的发展也加速了高品质制造业的发展，人们花费大价钱将自己的家装

修成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的皇家风格，法国贵族生活方式也渐渐大众

化，奢侈品产业从此成为法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由于市场需求，各类与奢侈品行业相关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包括家具、餐具设计、水晶制品加工、皮革处理等技术培训学院。

在法国，手工艺者、艺术工作者以及基础材料加工者共同构建了一个

良好的生态系统，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敢于革新、勇于抵抗时代的

压力的时尚业鼻祖各领风骚，如 Coco Chanel、Jeanne Lanvin、Christian 

Dior、Yves Saint Laurant, 其对世界的影响持续至今。 

采访 Yves Bardon（益普索咨询中心社会动向分析师）时，他强

调了法国社会对奢侈品从业人员的尊重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的积

极影响。法国的高级制造业从业人员社会地位很高，国家专门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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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eilleurs ouvriers de France 奖项以嘉奖制造业的精英；各类机构也

有对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认证体系，比如品酒达人；Ecole boule 等扬

名世界的高等艺术院校的创立更是成为了法国年轻人的梦想学校，也

吸引来了其他国家优秀的设计家、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为法国的奢侈

品产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Bardon 先生还提到，法国的政治家们，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便

将振兴制造业作为法国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为了向追求顶级制

造工艺，卓越的创新创造的国际客户推广法式生活艺术与产品服务，

各种激励政策相继出台。凡尔赛宫的镜厅还成了法国玻璃产业的广告

告示牌，让各国来访的嘉宾得以体会到法式技艺的精湛。除此之外，

法国的时装、饮食也由聚集在巴黎的社会各界名流之手，之口走向世

界。 

II．面向未来的品牌精神 

除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法国奢侈品行业的领军姿态也来源于

创造未来的品牌精神。推动数字化革新以及将跨领域合作当作持续增

长的杠杆是近年来法国奢侈品行业内的热点。 

作为全球时尚的风向标，法国奢侈品品牌多了一份作为标杆和模

版的责任，Moet Hennessy（酩悦轩尼诗公司）的前任 CFO, 现任数字

革新总监的 Gerard Monnet 就曾说过：作为 LVMH 的一部分，我们没

有理由不做到各个方面的第一。汇聚在法国的各领域顶尖的专业人员

给品牌持续不断的推陈出新打好了坚实的基础，而奢侈品品牌对质量

和服务的极致追求反过来也推动着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共同领跑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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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的故事无疑是现代社会跨文化传播的最佳案例，无论是中

国的千禧一代、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东大亨，每个人对奢侈品

品牌故事和最新产品都至少有所耳闻，甚至很多时候成为朋友茶叙时

津津乐道之事。在这个信息洪流时代，奢侈品集团的 Marketing 团队

结合创新和科技，通过对大数据或其他技术的应用，例如人脸识别，

表情分析，chatbox 等不断提升对消费者的了解, 拉近与消费者之间

的距离，通过各种形式讲品牌文化根植到人们的每日生活中，让年轻

人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到品牌的设计中，作为品牌宣传的一份子。数字

化革新是奢侈品行业近年来投资最多的领域，各大集团也成立自己的

DIGITAL LAB 数字实验室，任命了首席数字运营官（Chief Digital 

Offcier）。 

在马克龙总统上任后，法国步入数字创新的春天，作为第一大奢

侈品集团的 LVMH 积极响应国家策略，于 2018 年 4 月进驻法国最大

的创新孵化器 Station F，推出全新加速器计划 La Maison des Startups, 

期待与各领域的初创公司有更多的接触和合作。LVMH 集团也赞助

和参加了 2018 年 5 月在巴黎凡尔赛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最具影响力

创新科技峰会之一：VIVA TECHNOLOGY，集团旗下 22 个品牌在

LVMH LAB 中展出了最新的科技成果，对法国领先的时尚科技进展

呈现得相当精彩。 

与此同时，各种出其不意的跨界合作也是奢侈品牌们维持品牌活

力，扩展产业的方式。法国第一奢侈品品牌 Louis Vuitton 便曾与 Jeff 

koons 于 2017 年推出大师系列，把《睡莲》、《草地上的午餐》等名

画印到包包上。2018 年 6 月还为法国网球公开赛的传奇奖杯订制了

专属硬箱。开云集团也收购了电商网站 Net a porter, 酩悦轩尼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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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 Clos19，将集团的各种品牌混搭并展示给消费者，满足千禧一代

追求个性化，追求多元化的特性。 

III．持续改进的研发制造 

高品质是讲好故事的基础，安全生产、可持续地利用环境资源、

产业标准化和持续改善是奢侈品集团的经营理念。持续的改进，持续

的创新，是许多奢侈品集团运营和生产团队的发展理念。 

除了在产品研发，消费者体验这些方面应用新兴科技外，生产部

门正通过拥抱新科技例如物联网、3D 打印、人工智能生产等来保障

设计者的想法能得以实现，并以最佳方式通过产品传递给世界各地的

消费者。在运营层面上，奢侈品公司与很多其他行业的公司有合作。

轩尼诗“持续改进”部门负责人 Nicolas Cantini 前不久就代表公司参加

了巴黎工业 4.0 峰会，与 Total、Airbus、Engie、欧莱雅等公司的运营

经理一同探讨如何优化产业链，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降低对环境的

损害，提升工人的工作环境等。 

Bernard DECOTTIGNIES（酩悦轩尼诗红酒全球运营总经理）在

采访时向我们介绍了酩悦香槟公司是如何掌控产品质量的。首先，作

为当地葡萄酒协会的理事会成员，公司积极推动葡萄栽培、葡萄酒酿

造等行业规范的制定，定期更新以及落实。以身作则，公司所有的葡

萄田以及酒庄都符合可持续农业的标准，通过了 ISO14001（环境管

理体系）的认证。公司还积极促进并帮助其供应商申请可持续农业认

证或其他绿色商标：承诺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已获取认证的供应商的葡

萄并给供应商公司团队提供相关培训等。前不久，Chanel(香奈儿)也

进行了纵向一体化改革，收购了一些有战略重要性的上游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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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羽毛业、帽子、刺绣等领域的供应商。随着奢侈品品牌的蓬勃发

展，法国各种制造业也跟着领先世界，在行业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响应国际社会对绿色发展和对抗全球变暖的要求，为应对未来消

费者以及政府的质疑做准备，奢侈品集团纷纷设立企业社会责任部

门，并联合同行组成可持续发展协会，探讨如何控制生产过程中对环

境的破坏。联合当地的学校和科研机构，酩悦轩尼诗集团的各大品牌

都在绿色创新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轩尼诗公司推出了新型农药喷洒

车，减少挥散在空气中的农药雾气，运用植物固氮法提升土地质量，

并在葡萄田边种植各种花卉，以改善蜜蜂生长的环境，积极为维护生

物多样性做贡献。除了这些有趣又有益的项目外，也通过增加员工在

环境方面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来增强群众保护环境的意识，通过

内部和外部审计来保障透明，通过自我监督和他人监督促进持续的改

良。 

内部审查部门直接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汇报，定期通过开会与公司

各个部门一起讨论总结出公司各个方面面临的风险，通过 Risk 

mapping 排列优先次序，并与第三方机构一同确立每个方面需要定期

审查的具体考评指标，定期上交汇报，保障公司健康的成长。而第三

方机构则会根据行业内宏观的情况给公司改进的建议，共同构建一个

持续改善的生态系统。 

四、 法国奢侈品产业人才需求与培养 

奢侈品行业一直需要专业的高端人才以提供最好的服务。法国对

奢侈品行业各层级从业人员的培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时刻紧跟着市

场需求。除了专业老师大多都是行业从业人员, 课程设计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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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接当下行业内的挑战为目标外，欧洲特色的学徒制，间隔年学制

也为奢侈品产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 

I．与时俱进的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理念 

当被问及什么样的人才是引领奢侈品行业发展的主力军时，在欧

莱雅集团与 LVMH 集团都有过管理经验的 Bernard DECOTTIGNIES

提出了三个“跨”：跨领域、跨专业、跨文化。还举了 LVMH 集团总裁

Bernard Arnault 作为例子：工程师出身的他不仅精通财务，更是非常

出色的钢琴家。扎实的技术积累加上艺术的熏陶和管理培训，复合型

人才是奢侈品行业最需要的。 

在采访 Skema 商学院全球奢侈品管理理学硕士系主任米歇尔•默

克女士时，她也提到：在 LVMH 集团做高级人才顾问期间，她发现

奢侈品公司招聘的难度在于找不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她认为开放的思

想、创新能力、对美的鉴赏力、设计能力和对品牌的理解力，都是奢

侈品行业高级人才所要具备的能力。 

近年来，工程师学院、高等商学院、艺术设计院校、政治学院以

及其他职业培训学院之间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合作，比如双学位、联合

培养、跨校比赛等，各个学校与其他国外院校开展了丰富的交流项目，

努力为法国奢侈品产业面对全球化挑战构建好合适的人才库。推动法

国奢侈品行业发展的人才是长期以来学校、政府、企业合作的成果。

很多法国奢侈品行业的管理层都接受过至少两个学科的高等教育，很

多都是结束工程师学院或者其他专业类学院（时装或珠宝设计、葡萄

酒酿造、酒店管理）后到高等商学院或者其他管理学院接受战略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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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培训。普遍来说，法国学生在结束高考后会接受 5 到 6 年的高等

教育再进入企业。 

从企业角度，为了吸引千禧一代到自己的公司来，越来越多法国

企业开始注重员工品牌的建立，企业高管们通过校友会资源到名校演

讲、任教，LVMH 集团内部也专门设立了“学校关系”部门，通过设计

形式多样地培训（APP、云课堂），多元化国际比赛，为公司未来争

取更多地年轻能量。雅高集团更是在集团内部设立了青年领导团，给

予优秀的年轻人表现自己战略思维的机会，刺激新老想法相互碰撞，

推动企业走向未来。 

II. 以产业为本位的各类人才培养体系 

在法国教育体系中，在大学（Bac+3）、商学院项目、专业硕士、

理学硕士（Bac+5）以及工商管理学硕士都有设奢侈品专业。在法国，

有约 60 所学校设有奢侈品市场营销学大学本科专业（高中会考后进

入大学读 3 年），例如：图尼翁国际学校（Ecole internationale Tunon），

巴黎国际奢侈品管理学院（EIML Paris），英赛克高等商学院

(INSEEC)，法国 IPAG 高等商学院，ISEFAC 高等商学院等。奢侈品

学士课程主要针对通过高中会考及以上者，主要分为通过高中会考后

直接进入大学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之后他们会接受为期三年的课程。

通过高考会考后已经接受了初级的培训（完成大学一年级课程，高级

技术员文凭 BTS，大学科技学院 IUT 或者其他课程），他们可以直接

进入大学二年级或者大学最后一年。通常奢侈品方向的大学课程的录

取都是通过直接递交申请材料完成的。有的时候，也会通过举办笔试

和口试形式的筛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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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方向的大学课程接受所有有过专业经历背景的申请者（包

括 Bac S, Bac ES, Bac L 等）。在奢侈品大学课程毕业后，毕业生有

两种选择：一是可以继续学业，攻读研究生课程，二是可以直接找工

作，合适的岗位有：产品经理、市场运营部经理、奢侈品项目经理、

物流经理、电子营销经理等多种选择。 

其实，奢侈品专业主要集中于研究生课程中，在法国高等商学院

中较为普遍。奢侈品硕士是 Bac+5，为期两年的文凭。它主要涉及奢

侈品环境，培养学生在商业和奢侈品营销行业的能力。这是一个有着

很强行业针对性的研究生学位。因此，奢侈品硕士的学生会对奢侈品

行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高级时装、美食、酿酒、香水、制表、

珠宝、艺术品等。这些课程主要针对的是 Bac+3 及以上的学生，他们

希望获得奢侈品领域 Bac+5 的文凭（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1 级文

凭，硕士层次）。有些没有达到这个学业级别的，但具有奢侈品产业

相关专业经验的情况下，也可以录取。硕士学生在进入此课程之前，

很多人已获得大学本科、硕士或工程师文凭等。这样的多元化的生源

也使得奢侈品课程更加的丰富。 

奢侈品硕士的课程跟管理学和商学院的硕士课程的设置比较相

似，只不过他们是只针对奢侈品行业。 

奢侈品管理学的学生会接触到所有跟商业有关的主题课程，其中

包括：营销（营销基础、营销案例研究、市场营销和市场调研、国际

营销、战略营销和美容产品开发营销、奢侈品营销的特殊性）；沟通、

广告创作、新闻评论中的奢侈品；品牌管理（珠宝/钟表、化妆品、香

水、烈酒）；奢侈品销售技巧、B2B 贸易谈判、销售队伍管理；法律

（法律介绍、合同法、欧洲法律和欧洲机构、专利管理）；一般会计、



33 

 

成本会计、公司财务、金融环境；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供应链管理；

日常沟通技巧；办公软件（Word，PowerPoint，Excel）等。 

也有与历史文化，产业结构方面课程，如：历史（香水和电影史、

艺术史、设计史、时尚史）；法国和国外奢侈品行业的股份和参与者；

奢侈品代码；奢侈品精神；奢侈品职业全景；奢侈品经济模型；奢侈

品生产材料构成等。 

III. 丰富多样的奢侈品专业课程 

在众多的开设奢侈品专业的院校中，要选择好适合自己的项目，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了解所选学校的奢侈品行业认知度，企业的面试官对学校

在业内的威望与地位十分重视； 

二是学校要具有国际型的教育环境，能够开展英法双语教学或者

英语教学； 

三是要有广泛的行业校友网络，强大的校友网络会有助于学生在

业内找到一席之地； 

四是要拥有著名的业内合作伙伴，能帮助学生获得在知名品牌里

的理想实习； 

五是要有业内专业人士担任授课教师，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奢侈品市场及其发展历程； 

六是要选择拥有 RNCP 资格证的院校（Repertoire national de 

certification professionnelle，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也就是说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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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或高等精英院校联席会议（CGE）认可的能授予正规硕士层次

学历学位的高等院校。 

以下是法国部分奢侈品研究生项目概况： 

专业 学校 内容 

国际奢侈品牌管理
(MBA) 

ESSEC 高等商学院 

一整年全英文课程。与大
型奢侈品企业有很牢固的
合作。需至少三年工作经
验(年龄在 25-40 岁)。 

奢侈的新定义与生
活艺术  

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Po Paris) 

英文授课 

奢侈品管理&市场 

(理学硕士 MSc) 
里昂商学院(EM Lyon) 

与伦敦时尚学院联合培养
项目，16 个月在巴黎、伦
敦、纽约和上海。4-6 个月
实习以及公司参观和参与
奢侈品行业精英会议。 

奢侈品牌市场&国
际管理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巴黎经济商业管理高
等学院(EDC) 

有强大的校友网络，与卡
地亚有很紧密合作。 

奢侈品管理(国际硕
士) 

NEOMA 高等商学院  

奢侈品管理(市场和
战略硕士) 

巴黎多芬纳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Dauphine) 

2010 年与上海交通大学合
作合作举办“奢侈品商业行
政硕士”(欧洲和亚洲的审美
和艺术方向)全英文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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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和奢侈品
(硕士) 

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
大学 

(Université Paris-Est 

Marne- la-Vallée IAE 

Gustave Eiffel) 

与多所艺术学校合作，可
参加工学交替项目

alternance(研一有 60％时间
在公司；研二 75%时间在

公司) 

奢侈品市场和管理
&时尚 

(工商管理硕士
MBA) 

ESLSCA 商学院  

奢侈品&时尚管理 

(理学硕士 MSc) 
SKEMA 商学院  

时尚、设计和奢侈
品管理 

(理学硕士 MSc) 

格勒诺布尔商学院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在巴黎、格勒诺布尔和伦
敦有三处校区，上一年课
＋六个月实习＋实习报告

／论文 

奢侈品设计管理 

(理学硕士 MSc) 

南锡商学院 

(ICN Business School) 

第一年法语教学，第二年
英语教学。由三所学校联
合培养项目。3－6 月实

习。 

奢侈品(硕士) 

巴黎国际奢侈品管理
学院 

(EIML Paris) 

 

奢侈品管理(硕士) 

巴黎商学院 

(Paris school of 

business) 

 

奢侈品市场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巴黎高等商业学院 

(ISC Paris) 

三个方向：管理能力／营
销技巧／高级时装／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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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法奢侈品产业人才培养合作现状与展望 

I. 中法奢侈品产业人才培养合作现状 

目前，法国的许多高等商学院联合中国大学开展了形式各样的合

作。法国巴黎时尚学院(Institut Français de la Mode)在 2006 年与巴黎

HEC 高等商学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建立了时尚奢侈品管理专业合作项

目，主要针对企业高管和企业主。里昂商学院(EM Lyon)于 2013 年和

浙江大学共同建立了全球奢侈品MBA项目，主要学科为奢侈品管理。

ESSEC 高等商学院和北京大学等亚洲的大学也开展了合作。格勒诺

研究(香水，酒店，旅游，
美食，葡萄酒和烈酒) 

奢侈品管理&市场 

(工商管理硕士
MBA) 

思图迪 ESG 商学院 

(Studialis-Galileo 

Global Education 

France - MBA ESG) 

 

奢侈品 

(理学硕士 MSc) 
Inseec 高等商学院 

巴黎、波尔多和尚贝里校
区，有时尚市场、设计和
品牌战略专业，奢侈品管
理、美食和旅游专业，高
档酒店和活动管理专业。 

时尚和艺术管理 

(工商管理硕士
MBA) 

Ipag 高等商学院  

经济和奢侈品品味
管理 

(硕士) 

兰斯大学 

(Université de Reims) 
英法双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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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高等商学院(Grenoble École de management)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开展了短期交换学习项目。巴黎高等商业学院(ISC Paris)和北京技术

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项目。ESSCA 商学院也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等有合作。 

中文教学现在也逐渐被纳入硕士课程或职业培训，重视奢侈品数

字转型的 EIML 高商将中文作为第二学习语言，一些奢侈品集团也开

始与具有中文教学能力的公司合作，对职员进行中文培训。ESMOD

法国服装设计学院更是走进中国，在广州开设分校。 

虽然目前中法高校合作越来越多，但合作大多都是法国学校为主

动，旨在培养并吸引国际人才，服务于法国奢侈品行业。大部分中法

联合培养项目的毕业生都留在了法国的奢侈品集团任职，一方面由于

就业机会较多，另一方面由于奢侈品的员工品牌建设较为完善，奢侈

品集团有很多走入高校的活动，并通过举办各种比赛早早就开始向学

生们宣传企业文化。各种面向应届毕业生或青年专业人员的培养扶植

项目也正为法国各大品牌储备着国际化人才。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一直备受关注。然而，

中法之间奢侈品产业的合作并不是单向的。上海的老弄堂成为爱马仕

丝巾的灵感源泉，香格里拉成为 LVMH 集团新红酒品牌的孕育之地，

中国元素更是被嵌入各大品牌的设计中。中国企业和高校应主动出

击，开创国际化校企合作新篇章。 

II. 中法奢侈品产业人才培养合作展望 

奢侈品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支柱，产业人才是最重要的竞

争力。中国传统的制造业要想发展成国际知名品牌并进军奢侈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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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除了要完善国内的职业培训系统，提高传统手工艺者的社会地位

外，更应加强国内具有相关专业的院校与法国业内著名制造类精英院

校合作，如为爱玛仕集团等制作皮具和高定服装的 La Fabrique，世界

第一的香水学院 ISIPCA，著名动画设计学院 Gobelin Image 等，鼓励

在法相关行业的优秀中国籍从业人员回国建设，甚至是将在法各国奢

侈品产业顶尖人才引进，才能通过组建国际化团队更好和更快地促进

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酩悦轩尼诗运营经理 Bernard DECOTTIGNIES 说，若世界上除

了法国和意大利，还有另外一个国家能有奢侈品的诞生，那肯定是中

国，因为奢侈品除去历史和文化，便什么也不是。作为香格里拉-遨云

葡萄酒的项目负责人，他认为中法合资企业发展确有困难，特别是在

行为模式与沟通方式上，但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随着新一波科技技术的应用包括迭代生产(3D 打印)、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 奢侈品行业还将继续经历颠覆性变

革，在未来将呈现数字化特征。而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数字化大国，

对科技、数字化的理解是传统奢侈品品牌所欠缺的。50 多个奢侈品品

牌如 Stella Mccantney，Loewe 入驻天猫，法国最大的广告集团阳狮也

成为首个阿里妈妈 UniDesk 的共建伙伴，各大奢侈品品牌提供全域营

销服务，帮助它们更好的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与期待。 

拥有多年的“世界工厂”经验的中国在工厂运营、制造效率方面也

位居行业前列。当企业运营战略咨询公司问及酩悦香槟公司运营经理

在他眼中哪个品牌的工厂可以成为行业的标杆时，他提到了他们的中

国供应商。中国制造正在快步升级，而与法国品牌的合作可能更快带

来质的飞跃。中国已经从工厂与市场向价值链中间段挪动，面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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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愈发密切的中法合作，对国际化、跨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联合

培养无疑将为两国奢侈品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撰稿：欧阳惠子、郭德贤、Patrick Kouzmine-Karavaieff、顾晋宇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s://www.ey.com/fr/fr/newsroom/news-releases/communique-de-

presse-ey-etude-sur-les-tendances-de-l-industrie-du-luxe 

https://www.lesechos.fr/08/06/2018/lesechos.fr/0301778455909_luxe---

la-croissance-va-s-accelerer-sur-le-marche-mondi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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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基础教育评价体系探析及启示 

 

教育评价通过教育评估行为来具体实现。在法国，教育评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普及。相较中国而言，法国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中“分

数、排名、升学率”等概念相对淡化。法国教育界普遍共识为：考试的

目的为了解学生掌握的知识情况，以便于教师调整教学方法，政府优

化教育政策。形成该教育评价体系的基本思想是：教育最根本的目的

为让每位青少年筑牢知识、能力和文化的“共同基础”，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使他们获得学业成功，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成为一名能融入社

会的公民。 

尽管不过度依赖考试成绩、不依赖考试成绩排名激励机制，法国

教育体系仍培养出了众多优秀人才，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菲尔兹获得

者，以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 因此，了解法

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应于我有借鉴意义。 

一、法国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特点 

评价在法语中表述为 Evaluation，原义指确定某一事物的质量、

价值和重要性。教育评价对象包括学生、教师、学校以及国家教育政

策等。法国教育评价体系主要发挥着“引导”和“促进”作用，即通过教

育评估，引导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学生更好地全面成长，促进整个

教育体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传统上，“排名”、“竞争”的概念在法

国教育评价文化中相对较少出现。 

当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评估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科斯纳在回答

是否会对法国高校进行排名时，他坚定地表示，“每所高校都有强项

和薄弱点，我们不会对各高校进行排名，更不希望在高等教育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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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竞争和攀比的氛围。对高校进行评估，是为了找出高校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帮助其解决这些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其更好地发展”。

凡尔赛学区教学督学斯特芬妮・拉夏特在回答是否会对其所负责片

区小学教师进行考核和排名时，非常谨慎地表示，“在法国，从不会

对教师的教学成果进行排名。作为督学，我们到课堂中听教师讲课，

根据我们的经验，课后对教师提出不足之处，目的是为了让教师改进

教学方法，更好地培养学生”。这种不唯“排名”和“竞争”的教育评价文

化，有以下几点教育和文化背景： 

首先，法国教育体系中共同的育人目标。一直以来，在“自由、

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价值观引领下，法国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引

入了“共同基础（Socle commun)”概念，即指法国义务教育体系培养的

每一位中小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包含 5 个方面：（l）用于思考和

交流的语言；（2）学习的方法和工具；（3）个体和公民教育；（4）自

然知识和技术知识体系；（5）世界现象和人类活动。2018 年新学年，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宣布要让每一位小学生更好地掌握四大类基础能

力：读、写、算、尊重他人。   

其次，法国教育体系强调公平。法国社会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

阶层上升的阶梯，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马克龙总统上台后更

是致力于改善教育公平。比如：在教育资源相对遗乏的落后地区继续

大力推行“优先教育”政策，将经费和教师资源等向这些地区的学校倾

斜；特别关注残疾青少年受教育情况，鼓励残疾青少年与正常孩子同

班上课；对于学习有困难的青少年采取措施，派教师对他们进行专人

辅导等。在这种均衡发展、共同进步，不让一位孩子掉队的思想引领

下，法国教育更强调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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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法国的社会文化。长期以来，虽然法国社会也相对青睐精

英教育，但同样看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对工程师精英教育

和职业教育予以同样重视。基于此，学生的发展道路选择非常多元，

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竞争压力在法国相对较弱。家长和学

生对考试分数的态度也较为平和。 

总体而言，在上述教育和文化背景下，法国基础教育评价体系具

体有以下特点：  

（一）调动各方资源，建立了不同种类的基础教育综合评价体系  

1．教育体制评估 

对法国教育体制的评估由全国教育评估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 évaluation du système scolaire）来实现。全国教育评估委员会成立于

2014 年 1 月，为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主要承担国民教育部、农业部

等具有相关教育职能的部委，以及议会下设的相关教育委员会所委托

的教育评估工作。每年需向国民教育部和农业部呈交教育评估报告。  

2．教学评估 

--由国民教育部组织。一是评估和预测司（Département de 

l’évaluation, de la prospective et de la performance)，主要针对教学实践

开展评估；二是国民教育总督学团队对整体教育体系开展评估，包括

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法和教学资源。 

--由教学问题研究中心组织。主要针对某个或某类教学中出现的

问题开展研究评估。比如位于里昂的法国教育研究院(Institut français 

de l’éducation）即承担此类职能。 

3．教育政策评估  

由国民教育部评估和预测司、教育研究院或教育实验室开展评估。  



43 

 

4．教育管理评估 

--由国民教育行政总督学团队针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教育财政、

教育组织机构开展评估。  

--由审计署对国民教育部的公共财政使用情况开展评估。  

5．全国性的学生评估 

自 2003 年起，国民教育部评估和预测司启动实施以 5 年为周期

的全国性学生学业评估，即每年对小学毕业年级和初中毕业年级学生

开展某一学科的抽样式学业评估，以了解学生掌握的知识和能力状况。

比如，最近 5 年周期的评估学科分别为：阅读 (2015 年）、外语（2016

年）、历史一地理一公民教育（2017 年）、 科学实验（2018 年）、数

学（(2019 年）。  

（二）学生学业评估主要由任课教师自主开展，着眼于每一位学

生获得更大进步 

法国基础教育体系中，国民教育部统一制定教学大纲，教师根据

大纲自主选择教材开展教学。在同一个学校的不同班级，学生使用的

教材可能都不一样。因此，对于学生学业进展，也由任课教师自主组

织考试来检验。教师不根据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只根据每位学

生的考试情况，了解学生的薄弱点，调整教学方法，对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进行重点辅导。相比我国，法国基础教育阶段，全国、全市或全

校统一考试的概念较淡化。1989 年，法国曾在小学三年级、初中一年

级和 高中一年级逐步推广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考试，目的仅仅是在新

学年开始时，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摸底了解，从而相应地调整

教育大纲，后来这些考试也逐渐取消或被取代。  

2018 年 9 月，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顶住各方压力推行一项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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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即全法一、二年级学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对小学生的法语和

数学知识进行摸底评估，但是不公布考试成绩，也不根据考试成绩对

学生、学校或老师进行排名。尽管如此，此举遭到了教师工会和家长

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隐形排名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不良压力。  

国民教育部科学委员会成员弗朗克・拉缪斯表示：“举行全国统

一考试并不是为了对学生或学校进行比较排名，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

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从而促进教师选择更加合适的教学方法，使政府

改进和采纳更加合理的教育政策”。布朗盖部长也表示，“大家面对考

试总是很焦虑，认为考试就是监测和惩罚，但是我们开展考试，实际

是为了让每一位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 

（三）不组织统一的教师考评，重视对教师的跟踪指导和在职培

训 

法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跟踪指导主要由国民教育部督学团队

完成。法国教育督导体制成立于 1989 年，在层级区分上，拥有总督

学和下派到学区的督学，在学科分类上，每个学科都有教学督学等。

与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不同，法国教育督学并非一个头衔，而是一份全

日制工作，他们需要深入基层，走访学校，听教师讲课并从中指出问

题，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  

法国的教师培养体系非常完备且严格，全法开设了 32 所专业的

教师培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通过相应的教师资格考试是成为中小

学教师的必要条件。一旦成为教师，享受丰富的在职培训机会，同时

接受教育督学的不定期评估，但不存在教师的考核 排名和末位淘汰。  

（四）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发挥认识科学在教育评价中的作用 

为更好地开展教育评估，近几年来，国民教育部在其核心部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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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决策机构“科学委员会”（相当于制定国民教育政策的智囊团），

制定教学大纲的“高等课程委员会”等重要机构中聘请了大量神经科

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将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结合

起来。比如，“科学委员会”主席即为法国知名神经科学专家斯塔尼斯

拉斯・德艾纳。 

法国最大的童书出版社之一纳唐出版社（Nathan）与中国开展了

大量合作。该出版社学前教育部经理娜塔莉・巴适利表示， “我们负

责出版 0-6 岁儿童书籍。书籍内容设计、色彩和图片搭配都必须符合

每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和心理能力。比如对于一个 2 岁的孩子，他正

处于辨识不同形状和彩色的阶段，如果对他进行单词和语法的教育，

没有太大意义”。 

此外，家长在教育评价体系中也起着一定影响作用。巴黎一位小

学生家长表示，“在法国幼儿园不会提前教授小学的上课内容，也没

有家长会因为孩子超前认识几个单词而觉得骄傲，拔苗助长的行为被

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不被看好的。孩子的兴趣爱好、认知能力发展

都不同，尊重孩子自身的生长规律最重要。比如，幼儿园就是让孩子

快乐成长，接触大自然，去博物馆感受艺术，与同伴快乐相处”。 

由此可见，一个健康的教育评价体系，不仅需要教育政策制定者

的科学引导，学校和教师的支持，家长和学生的认同，需要整个社会

文化环境的融合与认可。 

二、当前法国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下的学生成长特点 

（一）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较强 

法国国民教育体系强调让每一个小学生都具备读、写、算和尊重

他人的四种能力。其中“尊重他人”即体现了团队合作，与他人平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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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谐相处的能力。因此无论法国中小学还是高校，与其对学生进

行成绩排名，学校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 

基于此，学校对学生的考评通常通过团队作业来完成。比如，在

小学班级手工课测验中，每 3 个孩子共同完成一个手工作品；在大学，

由 3-5 个学生共同完成一个模拟项目招标工作。学生通过团队合作，

锻炼了实践和沟通能力，分数仅是次要的。巴黎某幼儿园组织表演节

目，老师表示不会挑选其中一部分被认为相对优秀的孩子参加表演，

全班每位孩子都有参与机会，否则很可能使落选的孩子产生挫败感。 

因此，在强调平等、团结、包容的育人环境下，法国小学生整体

心理素质比较健康，不容易出现相互攀比、竞争、排挤的心态。来自

不同原生家庭背景，学习能力有差异的学生之间通过团队合作，达成

一致目标，也建立起平等、友好、共同进步的氛围，这也符合马克龙

总统对于促进社会各阶层融合和社会平等的治国精神理念。 

（二）学生学习与兴趣的结合度高 

法国教育比较重视学生的兴趣和动机。这在法国高校或职业院校

录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申请高校时，学生真诚而富有热情的动

机信足以成为其进入心仪学府的敲门砖。在走访一所法国一流的美食

烹饪学校时，校长表示，学校不会为了创收而开设周末美食培训班，

因为学校坚持只招收真正有志于从事美食烹饪行业的人才。 

在法国基础教育阶段，从初一开始，学校便通过教育评估（包括

考试，兴趣观察，动手能力测试等），发现学生对未来职业选择的兴

趣，从而在早期便引导学生逐渐进行分流；每个班级设立“班级委员

会”，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心理专家共同帮助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

进行学业道路选择；此外，教师也通过教育评估判断学生的兴趣、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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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力和未来发展方向，帮助学生做出合理选择。 

法国劳动、就业、职业教育和社会对话部的专家指出，社会上约

三分之二的职业工种需要接受专业的职业教育。法国家长非常重视从

小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使其与今后的学习、就业 相结合，认为

这符合一个人的自然发展规律。 

（三）学生主动思考和联系实际、探索实践能力强 

法国学生从小被鼓励主动思考和积极提问。法国中小学课堂中学

生提问非常活跃，且都会得到老师的耐心解答和鼓励。通常在法国，

没有提问和发言的课堂教学被认为是不成功的课堂教学。某一中国中

小学教师代表团在访问法国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期间，法国两位学区督

学各利用 1 个小时介绍了法国基础教育体系，席间没有任何代表团成

员进行提问。事后，法国教育督学自责地表示是否他讲的内容没有引

起听众的兴趣。 

法国是“动手做（La pâte à la main)”项目的发起国家，即让中小学

生在做中提出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锻炼

动手能力。在法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中，锻炼实际动手能力以及分

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课程和评估内容占一定比重。高等教育阶段的学

生也不仅仅局限于象牙塔里的学习。法国高等教育界与产业界联系紧

密，实习是大学阶段的必修课，学校、企业、学生都予以重视。  

三、 关于改进和优化我国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议 

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

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瘤疾，从根本上解决教

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建立科学和完整的教育评价体系。在当前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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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强教育”时代，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引导着我们怎样

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培养问

题。新时期，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对于引导我国教育

体系健康发展，培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  

（一）完善基础教育评价体系整体建设 

首先，建议设立全国性高层级教育评价机构，统筹全国教育评价

工作，在此框架下培养和建立专业的教育评价队伍。法国教育评价事

务由国民教育部统筹规划开展，且拥有一支庞大的行政和专家队伍，

拥有 170 余名中央级总督学，几百名地方学区督学，由国民教育部直

接管理。  

其次，加大教育评价体系建设投入。建议与专业的教育评价机构

开展合作，培养一批教育评价领域的专业人才，并配备相关信息化设

备等。 

再次，建立动态、全面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比如，法国国民教

育部评估和预测司每年提交一份关于法国基础教育体系的整体评估

报告，内含 30 多项各级各类评估指标，其中 2018 年的指标体系中一

部分侧重于教育公平，响应马克龙总统推行的教育公平政策。 

（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总体而言，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基础教育阶段资源公平、均衡发展。

比如，针对法国部分青少年接受的艺术文化教育机会不均衡现象，法

国政府斥资 2600 万欧元，推出一项惠及全法 3 至 18 岁青少年和儿

童的艺术文化教育政策，确保出生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的孩子享有公

平的文化教育机会，因为法国教育界认为，如果青少年没有机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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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则其学业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也将受到影响，这不符合共

和国平等的价值观；法国政府牵头协调公共资源，为中小学生组织丰

富多彩的课后和课外活动，因此社会上较少有各类昂贵的兴趣班和培

训班；在“教育优先地区”, 2018 新学年率先实施小学一年级 12 人小

班化政策，对条件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学给予更多人力和物力支持。这

一系列措施旨在促进基础教育资源区域和校际均衡发展，一定程度上

较好地避免了排名、择校现象，促进基础教育评价体系朝着正确、健

康的方向发展。 

巴黎七区一所小学的学生家长表示，“其孩子均为按学区就近入

学，学校各班级均衡发展，没有重点班或特优班。每个班级的任课教

师都采用自己的教学方法，无法比较孰优孰劣。家长更看重孩子是否

适应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只要孩子正常学习，获得进步，适合孩子

的老师和班级，就是好老师和好班级”。  

因此，建议均衡发展基础教育资源，有利于避免择校、择班现象

滋长，各类艺术、竞赛加分制度便会失去意义，各类社会教育培训机

构也会失去生长的土壤，整个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导向才不会被扭曲。  

（三）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  

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开展的课堂教学必受考试指挥棒引导，使教师

偏重于教授有利于考试的知识，放弃考试不会触及的知识。国内很多

中小学生由于课业繁重，少能顾及兴趣爱好发展。很多学生课外进行

钢琴、绘画等练习，只是为了培养一门有利于升学的特长。  

知名法籍华裔钢琴家周勤龄女士虽已 80 多岁高龄，仍坚持每年

回国到部分省份与青年钢琴艺术家进行交流指导。她表示非常反对目

前国内针对青少年的高收费钢琴兴趣班和社会培训机构，很多此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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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机构的目的是为迎合家长对孩子“艺术特长”的培养，无法较好地引

导学生领会钢琴艺术，真正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 

事实上，应尊重和鼓励孩子多元的兴趣爱好。法国政府规定中小

学每周开展 2 小时艺术文化课，学校除开设音乐、绘画、舞蹈等课程

外，同样重视和鼓励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探索，对法国和世界历史

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并将这些内容融入课堂教学。  

因此，建议重视青少年的兴趣爱好，重视体育、美育、劳育等方

面的教育，避免学生因繁重的作业和考试负担变成缺乏睡眠的“小眼

镜”和“小胖墩”，鼓励青少年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全面发展。  

（撰稿：许浙景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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