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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法国教育国际化新举措 

非欧盟博士生将免受提高学费政策影响 

 

    2 月 24 日，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在《星期日报》的采访中宣布：非欧盟学生大学学费增长政策

终将不适用于博士生。 

    从 2019 学年开始，根据行政部门提出的关于“财政公平”和国

际吸引力的战略，来自欧盟以外的学生将需要每年支付 2770 欧元来

注册学士学位，3770 欧元以注册硕士学位。 初，博士生的注册费也

根据这项政策上涨，但是在此次接受《星期日报》的采访中，维达尔

部长宣布博士生 终将不参与这次注册费上涨政策，她还表示：“我

们将遵循这份咨询报告，在 2020 年的研究规划中扩大博士合同的范

围。” 

    维达尔补充道：“外国学生学费上涨绝对不是学费普遍增长的前

奏。但显然这种担忧仍然存在。 因此，我们将在 3 月底通过一项法

令，以确保将来法国和欧洲学生的学费稳定，并且保证不会导致通货

膨胀。” 

    目前，包括巴黎十一大、斯特拉斯堡大学、雷恩二大、图卢兹二

大、艾克斯-马赛大学、昂热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在内的 15 所大学已

经宣布拒绝实施非欧盟学生学费增长政策。  

（编撰：袁玉洁，里昂二大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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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9/02/24/les-doctorants-etrangers-exemptes-

de-la-hausse-des-frais-d-inscription-a-l-universite_5427527_3224.html   

 

 

欧洲大学试点招标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为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 2017 年 9 月 26 日在索邦大学发表的演

讲，欧盟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了第一批“欧洲大学”试点的

招标，并将投入 6000 万欧元的资金。截至目前已收到 54 份申请，

涉及 300 多个来自欧盟所有成员国以及挪威、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

高等教育机构。  

欧洲大学的建设目标是到 2024 年建立由欧洲精英高等教育机构

共同组成的 20 个大学联盟，旨在通过聚集新一代欧洲人，促进欧洲

共同价值观和强化欧洲认同，同时提高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创

新力、表现力、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欧洲的知识经济、就业、文

化和社会福利做出贡献。根据要求，每个联盟需由来自至少 3 个欧盟

成员国或“伊拉斯谟+”项目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马其

顿、土耳其）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理想的合作范围为 5 至 8 个成员。

与此同时，联盟项目按照满分共计 100 分的五个标准进行筛选，包括

项目与 2025 展望及欧洲价值的相关性（25 分）、项目成员地理位置

的平衡性（15 分）、项目的质量及实施（20 分）、联盟成员的合作

方式及效果（20 分）、项目的可持续性和传播性（20 分）。达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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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联盟项目才可获得资助，其中 13 分来自项目与欧洲价值相关性

的体现、11 分来自质量、合作方式以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8 分来自

地理分布。 

2019 年 9 月，来自三个欧盟国家机构的 12 个联盟项目将启动，

每个项目将在 3 年内获得 500 万欧元的资助。法国政府还将在“大投

资计划”框架下，为中标项目在十年内支持 1 亿欧元。法国高等教育、

科研和创新部部长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对此倡议表示赞赏，她

说：“正如欧洲委员会所强调的那样，提交的申请显示了项目在地理

分布及机构类型的多样性，展现了整个欧洲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必须

感到高兴，因为欧洲大学的建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体现了欧洲

的创始价值观，为服务青年和欧洲大陆经济吸引力呈现了一个具体的

欧洲。这一创立将有助于找回进步精神，这也是共和国总统发起复兴

欧洲呼吁的核心”。 

（编撰：张颖，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139712/54-candidatures-deja-
deposees-aupres-de-la-commission-europeenne-pour-la-creation-d-universites-
europeennes.html 

 

 

法国任 G7 轮值主席国，教育将成为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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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峰会（G7 峰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25-27 日在法国比亚

里茨举行，今年的会议主题为：打击不平等现象。教育问题将成为此

次会议的核心问题。 

3 月 1 日，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

Michel Blanquer）在该部官网撰文称：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杠杆，

是探讨不平等现象的核心问题。为准备 8 月底的领导人峰会，G7 各

国教育部长将联合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将共同于 7 月 4-5 日在比亚里茨召开两场教育领域的

高峰论坛。论坛将触及低龄儿童入学、教师培训、女童教育以及发展

中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等问题。布朗盖部长表示，此次 G7 教育峰

会也将本着“开放”的态度向受邀国开放，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社

会及科研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开放也将有利于各国运用集体智慧

解决共同面对的教育发展问题。 

此前，2018 年 G7 峰会于加拿大召开时曾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

质量的女童、未成年和妇女教育问题上达成共识。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39396/2019-presidence-francaise-du-g7-consacre-

a-la-lutte-contre-les-inegalites.html 

 

 

法国将与突尼斯联合创建大学，致力非洲及地中海地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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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

尔（Frédérique Vidal）女士与突尼斯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部长斯利姆·卡

布斯（Slim Khalbous）先生联合主持了“法突非洲及地中海大学”

（l'Université franco-tunisienne pour l'Afrique et la Méditerranée，简称：

UFTAM）联合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两位部长共同表达了希望“法突

非洲及地中海大学”可于 2019 年秋季入学时在突尼斯正式创建。该大

学的创建将围绕着：卓越、创新和国际化三个主要的方向展开。 

    2018 年初，马克龙在对突尼斯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时，宣布了法突

两国将在突尼斯创建“法突非洲及地中海大学”，并颁发法国文凭。首

批培训及教学预计于 2019-2020 年开始。该大学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加

强突尼斯青年的就业能力，以适应突尼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

降低该国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在此次国事访问中，巴黎萨克雷高

师和几所突尼斯大学签订创建该校的合作协议。  

“法突非洲及地中海大学”的创建将成为法国在境外办学，加强

与非洲及地中海地区教育合作的一项创新举措。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1. 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139076/comite-de-pilotage-de-l-

universite-franco-tunisienne-pour-l-afrique-et-la-mediterranee-u.f.t.a.m.html 

2. https://www.campusfrance.org/fr/lancement-officiel-de-l-universite-franco-

tunis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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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学校信任法》草案 

 

经过一周的辩论以及上千项修正案的审议，法国国民议会于2019

年 2 月 19 日正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学校信任法》草案（projet de loi 

« pour une école de la confiance »）。据《世界报》报道，通过的法案

涵盖了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部长让 -米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原始议案中的多项提议，同时也包括了一些此前引发较大

争议的内容。具体来说，《学校信任法》中 值得注意的新举措主要

在以下方面： 

一、义务教育提前至三岁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 2018 年 3 月宣布将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

提早至三周岁，这项决定遂成为《学校信任法》草案的一款重要内容。

法案第二条规定：“《教育法》第 L131-1 条第一款更改为‘每个孩

子必须接受教育的年龄为三至十六岁’”。根据法国媒体估算，法国

97%的适龄儿童已接受了正规教育，因此这一调整会影响的儿童人数

实际约为 26000 名。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认为这一法案具有“象征意

义”，并希望它能为法国政府实施“真正的幼儿公共政策”的行动释

放出积极信号。法国右翼政党“共和者联盟”（Les Républicains）的

议员代表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的法规侵害了个人自由，与“家庭

自主选择”原则相悖；而左翼人士此前则提出了更为具体严格的修正

意见，即应在“每个孩子”的表述之后加上“无论性别，无论拥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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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籍或外国国籍”的限定语，以避免出现某些拒绝为困难家庭或者

外国籍儿童注册的情况。 

另外，这一法案也增加了法国市镇一级政府所需承担的财政压力。

新法案施行后，他们必须承担与政府有合约关系的私立幼儿园的部分

经费。 

二、基础教育阶段教师预招聘及进修培训改革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预招聘”方案。这项

被布朗盖部长赞为“法案中 美妙安排”之一的方案是指从 2019 年

秋季开学起，法国政府将在大学二年级设立“预职业化”方向，也就

是说，在校师范生尽管还未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但是会以“教学助理”

（assistants d’éducation）的身份，轮流在相应的教育机构完成一定工

作时间，同时可以获得 700 至 1000 欧元的工资。预计这项举措每年

会涉及约 3000 名大学生，而他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承担更多

的课堂教学任务。这项议案的反对者认为，此举是在为缺勤教师建立

“候补区”，并且还会导致教师后备人才不稳定的恶果。 

与此同时，国民议会还决定成立多个“国家高等教师教育学院”

（instituts nationaux supérieurs du professorat et de l’éducation），以替

代相关高等学校（écoles supérieures）。也就是说，基础教育阶段教师

培养机构的管理权将重新归属于国民教育部，而不再属于高等教育、

研究与创新部。 

三、成立学校评估委员会（Conseil d’évaluation de l’école） 

尽管这项议案受到了左派和右派政党的一致批判，但仍然在国民

议会获得了通过，并且没有做出重大的修正。新的学校评估委员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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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2013 年成立的全国教学体制评估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évaluation du système scolaire）。 

尽管布朗盖部长认为新成立的学校评估委员会“正是我们所需要

的用于评估教育机构的抓手”，然而许多议员都对委员会的独立性表

示怀疑，因为十四名委员会成员中将有四人来自国民教育部。出于这

一担心，国民议会也相应通过了部分修正案，用于保证委员会评估过

程的公开透明程度。此外，该委员会的年度评估方案将向大众公开。 

四、中小学合并重组 

由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议员提出的关于“将

一所或多所小学与一所初中合并成为单个‘基础知识公立机构’

（«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des savoirs fondamentaux »）”的议案，也被

纳入了正式法案中。这项举措聚焦于乡村地区，旨在为农村小规模学

校提供更好的行政支持，帮助这些学校发展共同的计划项目，并且也

有利于中小学教学衔接。国民议会对“基础知识公立机构”的提法表

示了肯定，但同时也对这一提案做出了修正，强调了合并后学校正副

校长的职能分化。这主要是为了回应现任小学校长们对学校合并后自

身职位弱化的担心。 

五、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学校 

根据政府提议，国民议会通过了鼓励接纳更多残疾学生的方案。

新法案规定，今后残疾学生的陪同人员可获得可更新一次的三年期临

时工作合同（CDD），并可以在六年期满后获得无限期工作合同（CDI）。

议员们在讨论时，也认为陪同人员这项职业缺乏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就

在于它的不稳定性。布朗盖部长称赞该举措是一项“重大变革”，但

很多人认为推动建设包容性学校的措施力度不足并为此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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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室里张贴法国国旗及国歌 

从草案审议的第一天起，这一条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原本议案

只提到了法国国旗和国歌，后经过修正，欧盟旗帜也被加入其中。尽

管左派政党表示反对，但国民议会依然在投票后通过了该提议。 

七、学校登记表格上使用“家长 1、家长 2”的表述 

共和国前进党代表提出的该项议案无疑是整个草案中 具争议

的内容。相关议员建议，将包括学生档案登记表、离校批准表在内的

行政文件中，凡涉及“父亲、母亲”的表述，均更改为“家长 1、家

长 2”，因为当今“一些家庭必须面对‘固有社会家庭模式已略显陈

旧’这个问题”。议案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方激烈讨论。尽管批判

声势浩大，但国民议会仍力排众议，坚持通过了提案，以此表达对同

性家庭的认可和支持。 

事实上，不仅右派人士强烈反对在学校文件中取消父母的传统称

谓，同性家庭协会（Association des familles homoparentales）也对此持

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家长 1，家长 2”这样强行的编号排列可能会

造成“家长等级化”意识：“谁是一号家长？谁是二号家长？谁先？

谁后？”。鉴于社会争议不断，2 月 15 日，法国国民议会发言人表示

此案将会继续修改，待送交议会二次审议。据悉，“家长 1、家长 2”

的表述有可能会被更改为“父亲、父亲、母亲、母亲”四个选项，供

不同组成模式的家庭选择。另外，也有议员表示，很多学校的表格公

文中已经多年使用“合法代表”这样的表述，以此兼顾各种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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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 « Loi école : ce qu’il faut retenir du texte porté par Jean-Michel Blanqu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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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19/02/18/loi-ecole-ce-qu-il-faut-retenir-
du-texte-porte-par-jean-michel-blanquer_5424893_1473685.html 
2. « N° 1481 - Projet de loi pour une école de la confiance »,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5/projets/pl1481.asp 

 

 

法高等教育入学平台（Parcoursup）提高服务质量应对 

2019 年秋季申请 

 

    2009 年至 2017 年，法国高中毕业生一直使用高等教育和研究部

的高考录取平台 APB (Admission Post-Bac)来选择高等院校。2017 年

高等教育和研究部推出新的高等教育入学平台 Parcoursup。虽然新

平台增加了图表、网站参数、高考志愿专业填报人数变化显示等功能，

使人机交互界面更为友好，更易于考生志愿的选择，但仍有不少用户

持反对意见。 

    根据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的数据显示：2017 年 812 045 名

申请人注册使用 Parcoursup，其中高考学生占大约 80%，比 APB 平台

的使用率高出 0.4%。在 Parcoursup 平台上，一共有 583 274 名申请

人接受了录取通知书，比去年增加了 27 000 人。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96.8％的申请人接受了 终的录取。另外，在新平台上如果申请

人没有收到录取，还可以请求陪同帮助。大学区区长委员会已陪同指

导 900 名高中生找到了和自己原志愿类似的录取。 

这些早期结果都显示出了 Parcoursup 平台取得的重大进展。为

了进一步筹备 2019 年秋季的入学申请，2018 年秋季高等教育、研究

与创新部成立了专门的用户委员会, 组织用户对 Parcoursup 平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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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进行协商, 确保他们的期望得到满足。整改之后，空缺专业的

可见性相较之前有所提高，同时，审查学生材料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

都得到了改善。 

    在 2019 年 1 月 15 日，负责评估 Parcoursup 的伦理和科学委员

会对该平台表示基本满意，但同时在提交议会的报告中指出了需要继

续在增加透明度、缩短审核程序所持续的期限、增加享受助学金的学

生配额等方面提高服务质量。 

此外，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还决定从 2019 年起, 启动匿名

选择的方式，即在审查学生材料期间，各高等院校都不能看到候选人

的姓名、年龄和地址等个人信息。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维达尔部

长表示，这种方式意在促进社会多样性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 

但是，这种匿名仍然是相对的。因为成绩单、动机信和文凭等其

他证明文件的评估都不予匿名。再者，提供学徒培训、实习或通过选

拔考试或面试选择学生的机构 终也能够获得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就

从技术层面上说，在 Parcoursup 平台上实现绝对的匿名还是很难做

到。 

 (编撰：刘瑛东，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1.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134566/parcoursup-une-rentree-

reussie-et-des-evolutions-en-2019.html 

2.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actualite/l-indifference-des-etablissements-face-a-

l-anonymisation-des-candidatures-sur-parcours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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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actualite/parcoursup-avis-comite-progres-mais-

perfectible.html 

 

 

法国全纳教育新举措：解决残疾学生入学问题 

 

受教育权是所有儿童的基本权利，无论其身体健康或残疾。学校

有接纳所有孩子的责任，无论其需求如何。 

2018 年 10 月，由残疾儿童父母及相关协会、工会组织、地方政

府和议会等代表共同组成了“法国全纳教育协商委员会”。该协商委

员会围绕着如下主题开展工作： 

- 家庭和组织在提高残疾儿童教育质量方面的要求； 

- 让陪护职业更具发展前景； 

- 试建地方全纳陪伴中心（Pôle Inclusifs d'accompagnement 

localisé ，简称：PIAL） 

    2019 年 2月 11日上述工作开展的具体建议提交至国民教育与青

年部部长布朗盖和总理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国务秘书索菲•克鲁塞尔

（Sophie Cluzel）女士。具体的建议有望于 2019 年秋季开学时开始

进行，于 2020 年秋季开学时完成。 

    2005 年，法国颁布《残疾公民参与、权利及机会平等法》，该法

提出：教育相关的公共服务部门应监督全纳教育的实现，无论学生的

特殊需求是什么，学校都应该为其入学提供相应的环境。自 2006 年

起，法国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的入学率提升两倍多。法国国民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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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残疾学生实现全纳教育，在入学提供基础设施、开展个性化培

训、提供个性化服务措施等方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截止 2017 年秋季入学，法国共有 321 476 名残疾学生进入隶属

于国民教育部的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其中：181 158 在初等教育阶

段，14O 318 在中等教育阶段。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1.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207/la-scolarisation-des-eleves-situation-

handicap.html 

2.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38964/ensemble-pour-une-ecole-inclusive-une-

concertation-et-un-diagnostic-partage-pour-progresser.html 

 

 

法国将针对青年举办第七届女性创业宣传周 

    据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网站消息，“第七届女性创业宣传周”于

3 月 4-15 日面向全法 12 个地区的 13-25 岁青年开展，目的在于向其

宣传女性企业家的创业成功经历、搭建校企交流平台。 

活动围绕着让在校学生能够近距离接触企业家，了解企业运营的

内部情况、树立创建自己企业的想法、获得创建企业需要掌握的工具

和设施、鼓励青年实现自己的理想等主题开展。同时，该活动有利于

搭建学校及社会沟通的桥梁，在学校里树立成功的典范和学习的榜样。 

    活动过程中，女性企业家将赴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

见面。通过个人专场、企业联合专场以及进入教室与学生近距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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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女性企业家讲述自身发展和创办企业的经历，让学生树立这

样的观点：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应有勇气思考并实现自己的项目

及想法。 

该活动由“万名企业家协会”组织开展，该协会在法国国民教育的

支持下于 2007 年创办，任务在于面向 13-25 岁的青年传递创业的文

化、树立创业的观念。创办十年以来，该协会已覆盖全法如大巴黎、

诺曼底、普罗旺斯蓝色海岸等地区，并期望在今后继续扩大活动在全

法的覆盖面。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1.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13914/semaine-de-sensibilisation-des-jeunes-a-

l-entrepreneuriat-femin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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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儿童哲学教育特点与创新 

    引  言 

法国的儿童哲学教育历史悠久，在法国及欧洲境内有非常广泛和

活跃的实践。一方面，米歇尔·托齐(Michel Tozzi)①、雅克·莱文(Jacques 

Lévine)等人在讨论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儿童哲学工坊

(Atelier Philo)和哲学咖啡馆(Café Philo)等民间机构的具体实践丰富了

法国的儿童哲学教育经验。同时，法国巴黎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所在地，每年都组织大量学界和业界关于儿童哲学教育的国际性会

议、论坛和活动。因此，法国是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儿童哲学教育实

践和理论基地。 

     “儿童哲学”是一个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哲学”的概念。法国儿童哲

学教育学家米歇尔·托齐认为，“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

活方式），人们运用语言和理性，试图理解世界、他人和自己”。②学

习哲学的目的是“反思性思想的觉醒”，这一思想尤其有利于青少年和

儿童锻炼感性和想象力。正是由于儿童学习哲学可以实现“反思性思

想的觉醒”，法国的儿童哲学教育同时是实现公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之

一被广泛讨论、实践，并在教育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还

影响到儿童图书出版、文学艺术等相关领域。法国儿童哲学教育的深

刻和复杂性使得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样本，值得对其进行研究。 

 

                                                        
①	 https://www.philotozzi.com/1996/09/michel-tozzi-un-modele-didactique-du-philosopher/ 

② Dictionnaire sur l’apprentissage du philosopher et les Nouvelles Pratiques Philosophiques[EB/OL] 

https://www.philotozzi.com/2012/08/dictionnaire-sur-lapprentissage-du-philosopher-et-les-nouvelles-pratiques-

philosoph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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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国儿童哲学教育概览 

   （一）中等教育阶段设立哲学必修课 

法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在中学阶段设置哲学课程的国家，确切地

说是在高中 后一年。该规定可以追溯到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领导

下的国民制宪会议制定了“人人平等”的教育理念。哲学作为当时“观

念中 重要的基础学科”，成为 12 岁以上男孩们的必修课，也是中学

会考(相当于中国高考)的第一科。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法国国民教

育部规定高中 后一年哲学作为必修课，文科类学生每周上 8 小时哲

学课，经济科和理科学生每周分别上 4 小时和 3 小时哲学课。法国国

民教育部还规定哲学课程要学习的概念和哲学家名单。这一阶段哲学

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并提供基础性哲

学文化认知。 

    表 1:法国国民教育部规定的高中哲学教育大纲③ 

概念类别 具体概念 

主体 意识、感知、潜意识、他者、欲望、存在和时间 

文化 语言、艺术、工作和技术、宗教、历史 

理性和现实 理性和经验、证明、解读、生命体、物质和精神、真相 

政治 社会、社会和交流、正义和权利、国家、社会和国家 

道德 自由、义务、幸福 

 

                                                        
③ Programme de philosophie en classe terminale des séries générales[EB/OL] 

http://www.education.gouv.fr/bo/2003/25/MENE0301199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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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哲学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相结合 

原本在高中 后一年设立的哲学课，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呈现出向

低年级拓展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 80 年代开始，法国教

育学家发现学生高考的哲学考试表现不好，于是开始考虑把哲学教育

延伸到更早的教育阶段。1989 年，德里达·布弗莱斯委员会(Derrida-

Bouveresse)向时任教育部提出延长哲学教育阶段的议案。④2011 年，

法国国民教育部发布公告允许各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高一和高

二年级开设哲学课程，并要求哲学课程要与其他科学、文学和艺术类

课程进行时间和内容上的协调，⑤并在指导大纲中说明具体方式，如： 

“机会和运气如何体现数理中的统计和概率”（哲学与数学）； “从 17

世纪到今天的代表性戏剧文本如何体现读者和观众的趣味变迁”（哲

学与文学）； “如何理解艺术实践与美的关系”（哲学与艺术）等。 

    （三）哲学教育向低龄教育阶段延伸 

与此同时，法国儿童哲学教育还继续向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延伸。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支持在法国 cycle3 阶段(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和初

中一年级，年龄段为 9-12 岁的学生群体)推广儿童哲学教育课程。对

于这个年龄段儿童，哲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方面，通过哲学

唤醒儿童的理性运用，锻炼他们的思考和逻辑能力，学会问题化、概

念化和理性论证的哲学思考方式，从而获得自由主体的发展和批判性

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启发儿童对社会和人类状况进行反思，通过

社会化交流和思想的理性论证完成公民教育。 

                                                        
④ Marie Agostini& Jeanne Mallet. Apprendre à philosopher à l'école primaire : une « propédeutique 

philosophique » ?. Carrefours de l’éducation. 2013(2),181-200 

⑤ Philosophie au lycée avant la classe terminale[EB/OL] 

http://www.education.gouv.fr/cid55161/mene1100064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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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国昂热的维克多·雨果小学在面向四年级学生开展的哲

学课程中，讨论的话题包括“人是一种动物吗？”“人为什么会害

怕？”“什么是美？”“什么是公平和不公平？”等问题。在“公平与不公

平”的讨论中，老师首先引导学生思考“公平”的概念，有的学生认为

“给班级里的每个人提供的东西一样多是公平”，也有人认为“做了好

事或者犯了错的时候奖罚一致是公平”。这个时候老师会进一步引导

学生们思考“公平，意味着完全一样吗？”“如果在一个国家，法律要

求所有人穿同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食物和拥有同样多

的假期和工作，这意味着完全的公平吗？”之后，再通过一些案例、

故事，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代表公平的法律应该由谁来制定？”等带

有公民教育性质的问题。 

（四）社会组织机构参与儿童哲学教育 

此外，法国还存在大量儿童哲学工坊、儿童哲学实践项目和支持

儿童哲学项目的基金会。成立于 2014 年的儿童哲学工坊“小光芒”(Les 

Petites Lumières)，创始人基娅拉·帕斯托里尼(Chiara Pastorini)是一名

哲学博士，她和其他 33 名项目成员共同为 4-14 岁的儿童提供哲学实

践项目。通常活动时长为 1-1.5 小时，活动场所包括项目基地、学校、

图书馆、音像资料中心、剧院、电影院和咖啡馆。类似的儿童哲学工

坊还有 1996 年由知名儿童哲学教育学家雅克·莱文于里昂创建的

AGSAS 儿童哲学工坊(Les Ateliers de Philosophie AGSAS)和小小柏拉

图(Les Petits Platon)等。 

法国还有一些公园和艺术展览场所免费提供给儿童进行哲学实

践，比如法国卢梭公园(Parc Rousseau- Jardin des lumières)，这座位于

巴黎东北边的公园，并不止是重建建筑和保存遗址的场所，还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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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艺术、文学和哲学学习的地方。园区内已开展多次哲学和艺术结

合的项目，如华裔艺术家杨沛铿(Trevor Yeung)在园区内利用植物学、

园艺、摄影和装置艺术等隐喻体现解放日常人际关系的愿望；法国文

化史博士生和植物学专家提莫德·雷肖(Timothée Léchot)组织的“在植

物标本中重读卢梭：对启蒙植物学的全面探索”。法国还有专门支持

非盈利组织进行哲学项目的“塞维基金会”（Fondation SEVE，Savoir 

être et vivre ensemble)，基金会每年选取一些儿童哲学项目给予 3000-

10000 欧的资金支持。基金会的目标是“帮助儿童成长为具有辨识力

和同情心的人。帮助儿童形成批判性思维，理解自己的情绪，具备改

变世界的行动者，尊重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具有同理心，知道怎么做

自己和与他人相处”。 

     法国儿童哲学教育遍布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群体；课外实践项目和工坊也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法国

国民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法国儿童哲学教育给予了很多

制度和组织机构层面的支持。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南特

大学还合作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儿童哲学实践的教席 (Chaire 

UNESCO philosophie enfants)，其下属 14 个合作机构（其中法国 10

个、瑞士 1 个、比利时 2 个、美国 1 个）。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

儿童图书出版社、艺术馆、剧院等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儿童哲学教育。

整体而言，法国儿童哲学教育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二、哲学式对话和儿童公民教育 

    在儿童哲学教育中，哲学式对话是使交流从简单到复杂的 主要

通道。米歇尔·托齐认为，哲学方式的“对话”不同于日常对话，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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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的行为，需要预先假定参与对话者的认知、情感、社会和道德

能力。儿童说话的方式有其特点：非结构性、独特且个人化的表达，

而且儿童在对话中很少受其他人干预，他们的思维技巧很简单——从

信仰和感知中总结成话语。因此，当学生进入到旨在寻找“正确”答案

的对话时，他们的交换是独白式的，他们形成交换观点的“研究社区”

的目的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以一种螺旋上升的方式完善自己的

观点。⑥因此，尽管他们对话呈现出来的特征可能是批判性的，但这

种 批 判 性 对 话 交 流 的 本 质 是 在 尊 重 开 放 性 和 主 体 间 性

(intersubjectivity)基础上的互惠行为。 

哲学式对话在儿童哲学教育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瑞士儿童教

育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6-12 岁的儿童缺乏足够的科

学知识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来进行哲学学习。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为思维的发展与语言发展紧密相联，人不需要具备复杂的语言能力

才能进行思考。进一步说，语言不是思考的先决条件，但语言的发展

可以进一步提高思维的准确度。托齐甚至认为，“儿童从开始说话就

开始了思考”，“儿童与成人一样具备思考的能力，也能感受到思考的

乐趣”。  

在不同儿童哲学教育家的实践中，教师在参与到儿童对话中的程

度是不同的。米歇尔·托齐曾发表文章论述自己和李普曼及雅克·莱文

儿童哲学教育方法的不同。⑦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强调的是对参加

的每个人“培养批判性、创造性和专注的思维，探索其他以前常被忽

视的思想领域”，对话的方式是围绕一个主题的“研究社区”式讨论，

                                                        
⑥ Michel Tozzi. Faire philosopher les enfants constats, question vive enjeux et propositions. Diogène. 2008(4). 

60-73 

⑦ Michel Tozzi. Lipman, Lévine, Tozzi: différences et complémentarités. 



21 
 

彼此尊重和信任，容忍多样性观点。雅克·莱文在 AGSAS 中提倡的是

在严格的讲话规则下的民主式表达，每次活动开始前会向儿童解释六

个讲话要点：1）前言：“什么是哲学？”（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答案）；

2）邀请大家作为“世界居民”思考；3）教师作为“世界居民”参加研讨

会，但是不会介入，确保尊重规则；4）宣布进行规则；5）过程：手

里有谈话棒才可以说话，过程持续 10 分钟；6）结束后以“归纳词”的

形式陈述主题。莱文的“对话”强调遵守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表达，鼓励

孩子们思考与生命有关的任何问题，努力建立的是自然的群体内互动，

表达的是个人和自主的思想。米歇尔·托齐的儿童哲学教育方法与莱

文的共同点是尽可能搭建民主的讨论框架，但托齐更加强调教师在整

个过程的引导作用和智力要求，伴随思想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干预。比

如，儿童的对话都是具体的案例式的，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儿童在举例

后总结共同属性，进而进行概念建构和区分；儿童对其他人意见表示

质疑的时候，引导他们进一步思考是对对方的论述起源、预设还是后

果表示质疑；引导儿童尽可能进行理性论证而不是情绪式表达。 

法国学者重视公民教育的实现，希望通过哲学对话的方式实现民

主。哲学对话里的讲话规则(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保持安静)与民主里的

尊重表达权相关联；哲学对话以互助、合作式讨论复杂的人类社会问

题，以及锻炼清楚表达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儿童在讨论的公共空间

里成为“反思性公民”。 

 

    三、儿童文学：法国儿童哲学教育的重要载体  

儿童文学体现一个时代如何看待儿童。例如，卢梭在《爱弥尔》

中呈现的儿童是天真无知、缺乏理智、不关心沉重的复杂事务；20 世

纪 60 年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却认为儿童可以成为思考的主体，有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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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对存在问题有天然的兴趣。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对万物的惊

奇”(l’étonnement devant le monde)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从三岁开始，就

会提出关于生活、死亡、道德和人际关系等形而上的问题。安托

万·德·圣修伯里于 1943 年发表的《小王子》展现了儿童这种与生俱来

的天性。从那之后，越来越多法国儿童文学开始在文本中巧妙地提出

哲学问题。近年来法国出版大量哲学绘本和期刊。米兰儿童出版社“写

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系列(Goûters Philo)自 2000 年开始出版第一辑

至今已出版 47 辑，且仍在持续推出；“思考的魅力”(Chouette! Penser)

丛书含 24 个分册，由伽利玛出版社与欧洲 20 所高等学府哲学教研团

队合作，潜心创作 10 年推出。哲学期刊也层出不穷，既有 Philéas& 

Autobule 这样的纯哲学期刊，还有 Astrapi、Filotéo、Okapi 等包含哲

学栏目的期刊。这些儿童出版物不仅深受法国儿童和家长的喜欢，还

大量版权输出到其他国家。 

法国儿童哲学教育专家艾德维吉·席路德博士(Edvige Chirouter)

在一系列学术论文中论述了儿童文学如何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参与到

儿童的哲学式反思中。⑨他首先论证了儿童文学和儿童哲学之间的关

系——儿童哲学的三个关键概念(即：概念化、问题化和理性论证)都

与儿童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哲学的“概念化”指对讨论对象进行概念

定义，或至少把双方讨论的对象限定在一个共同的范围内。比如，当

讨论“我们可以自由吗？”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双方

就“自由”的定义达成一致，“自由”是指“所有人都能做法律范围内任

何想做的事情”，还是指“可以遵守已经规定的法律”(也即卢梭所说的

公民自治)。哲学的“理性论证”指以怀疑所有现成想法为基础，通过生

                                                        
⑧ Jacques Lévine. L’atelier-philosophie Agsas: une communauté de chercheurs-philosophes de la maternelle au 

collège. Nouvelles pratiques philosophiques en classe, CRDP de Bretagne, 2005, 79-83 

⑨ Edwige Chirouter. Penser le monde grâce à la littérature: analyse d’une pratique à visée philosophique à 

l’école primaire. Revue des sciences de l’éducation. 2013(1), 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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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案例和多方面论证来对抗偏见的过程。哲学的“问题化”指面对一个

表象问题，通过分析问题的前提假设和后果寻找隐含问题。当一个人

说“我相信宿命的存在”时，这句话意味着“一个人不是他行为的主人，

而是有更高级的智慧安排一切，人不是自由的”，这句话从前提假设

来看假设了有更高级智慧(比如上帝)的存在，从结果来看体现了说话

者的存在决定论和由此产生的宿命感。儿童文学总是就某个具体的主

题(爱、勇敢、友情、真实)展开故事，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同

时体现了作者的论证和对主人公行为背后的问题化溯源。文本的参与

使儿童在哲学讨论中有了文化工具，儿童可以通过这些工具来考虑问

题和展开论证，从而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故事不像个人经历那

样带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也不像空谈概念过于抽象，文学与真实生活

恰到好处的距离使学生能够进行思考的冒险。 

法国儿童出版物为儿童哲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且在面向不

同年龄读者的时候有更加细致的考量。巴亚出版社(Bayard Editions)旗

下有一系列针对不同年龄读者传达“不一样的个体也可以发展出友谊”

的读物。针对 2-5 岁的儿童有《鲸鱼和小鱼》，封面上鲸鱼和小鱼形

体的强烈对比，配上编者的问题“如此不同，能否成为朋友？”；针对

3-7 岁的儿童有《布鲁和塞巴斯蒂安》，主人公是一个住在旅行大篷

车的男孩和一个住在公寓里的男孩，他们的妈妈不让他们在一起玩耍，

但是两人却成了 好的朋友；针对 10-14 岁的儿童有《爵士的王国》，

故事发生在 1915 年的的新奥尔良地区，黑人和白人之间互不来往，

然而同样喜欢爵士的黑人小孩雷昂和白人小孩诺埃尔却在爵士的王

国里发展了真实的友情；还有针对 11-15 岁儿童的绘本《百分百不一

样》，提出更深刻的哲学命题“不一样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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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中呈现的具体情境一方面能让儿童更容易进入思考，还

在避免儿童受到道德困扰方面起作用。比如面对经典的哲学命题“有

轨电车难题”——要不要牺牲一个人来救另外五个人。如果你对一个

儿童问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如果你用这样

的方式问，“想象一下你是电车长塞巴斯蒂安，作为电车调控的领班，

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这样的方式能非常有效地减少伦理道德问题对

儿童心理带来的不适感。另外，在这种叙事方法中常用的一些表达法

还包括“如果曾经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你面前”或者“如果你是故事里

的主人公，你会怎么做”，也能让儿童在避免真正面对危险的情况下

思考一些两难的问题。 

 

四、艺术：唤醒儿童感知系统在哲学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哲学需要抽象的思考，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抽象思考过程中一个

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身体。我们对世界的感官体验，包括眼睛看

到的、耳朵听到的以及手触摸到的，是我们进行反思性思考的条件。

认知科学的 新研究认为，“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

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由我

们的感觉运动系统所形成”。 ⑩也就是没有身体就没有思想，然而我

们在谈论哲学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这一点。传统的学习方法仍然倾向于

将儿童视为具有完全分离身心的主体。法国儿童哲学教育学家则认为，

艺术实践是智力和感知、思想与身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它能唤醒身体

和感知在哲学中的作用，回归到与这些相关概念和事物的探索。 

                                                        

⑩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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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对身体和感知的唤醒有助于儿童哲学教育在海德格尔的思

想中也早有体现。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有两个开端：苏格拉底-柏拉图

的形而上学哲学是第一端，从这端出发的哲学是“观看”——即“从表

象出发、作为一种表象方式而得到烙印”，这种哲学方式受制于逻辑

学；另一端出发的哲学是“听”，是存在者对存在的聆听。⑪儿童哲学

教育和认知神经科学，两个听起来似乎是两个没有关联的学科，事实

上它们具有共同的哲学起源——“我是谁”的哲学思考，也即人类想要

了解自身的终极问题。认知科学主要研究的对象包括“心智的功能与

结构”，目前学界对心智的过程描述为“感知觉-注意-记忆-情绪和动机

-思维和决策-意识和自由意志”，心智的起源包括基因与文化。艺术实

践在法国儿童哲学教育中的创新性使用，其逻辑起点正是海德格尔所

指出的第二端哲学方式，又经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和验证；而且

这种创新实践未来的确也有可能助推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 

小光芒(Les petites lumières)儿童哲学工坊主张的是“整体性教学

法”(Méthode holistique)，包括口头表达和艺术创作的方式：前者指类

似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maïeutique)方法，老师像助产士一样引导儿

童生成自己的问题和观点；后者指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调动儿童身体

感知的功能，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齐发，去感受世界，形成概念。

小光芒工坊的艺术实践包括塑料艺术、魔术、戏剧、舞蹈、音乐、角

色扮演、绘画和电影等方式。比如在关于“什么是情绪？”的主题讨论

中，培训师会先让儿童听两段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并邀请孩子们随着

音乐舞动身体，然后通过绘画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觉和情绪， 后通

过对话的方式进行抽象思考，“我们的感觉和情绪何时何地出现？身

                                                        
⑪ 刘晓东.论儿童哲学课的哲学基础.教育发展研究.2018（15-16）.57-64 



26 
 

体和头脑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绘画的形式还被用在讨论“什

么是艺术？”，让儿童以即兴创作的方式绘制心目中的艺术，然后进

行讨论“艺术是什么？”“艺术一定要美吗？”“我们一定要在艺术中表

达某些信息吗？”小光芒的活动场景并不局限在工坊内部，经常与学

校、图书馆、音像资料中心、剧院和电影院合作，让儿童哲学教育在

丰富的场景下展开。 

法国卢梭公园(Parc Rousseau)为儿童哲学教育提供艺术实践场所。

自从 2006 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合作单位，卢梭公园每年组

织 10 多所学校到园区参加名为“爱弥尔的下午茶”(Goûters d’Émile )

儿童哲学教育活动⑫。孩子们会在学年结束的时候被邀请到公园进行

哲学实践，并可以在安全的自然环境中观看哲学电影，或者动手参与

主题艺术实践。这些运用艺术方式进行儿童哲学的教育者认为：哲学

除了从理性层面去探索，还应当尊重儿童依赖各种官能把握世界的特

性。成人应当进入儿童生活的世界，允许和鼓励儿童使用自己的语言

来进行哲学探究。 

（编撰：林佩，中国传媒大学与法国巴黎四大联合培养博士生  

审核：杨进） 

 

                                                        
⑫ La philosophie à l’école : goûters d’Émile dans les classes de l’Oise[EB/OL]  

http://parc-rousseau.fr/activites/scolaires-et-centres-de-loisirs/la-philosophie-a-lecole-gouters-demile-dans-les-

classes-de-l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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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社会下的认同教育——法国经验 

 

法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移民较多的国家，不但是欧洲文化、

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熔炉，并且天主教、伊斯兰教、

犹太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多种宗教相

互影响、多种族裔共同生存的社会中，增强民众归属感，实现社会融

合就成为法国长期以来要攻克的重要难点。法国历届政府都对此做出

了积极回应，无论是在戴高乐的大国梦，密特朗的文化梦，萨科奇的

国民身份讨论和“甜蜜法兰西计划”，抑或是在奥朗德的“法国梦”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认同构建的明显标识。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更

是将国家认同作为施政的重要纲领，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性政策，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推进国家认同教育体系的构建。  

一、法国认同教育的现状 

    法国认同教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地方性，用法国人自己的话

说就是“乡土观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琼斯（Colin Jones）曾

指出，“甚至在 20 世纪末期法国的身份属性仍是地方性和区域性

的：在某些方面，许多人仍将自己算做奥弗涅人、布列吞人或是巴

斯克人，而不是法国人。”②这种根深蒂结的乡土观念并没有在欧洲

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日益消融。今天，在法国的很多地方，“地

区”（pays，定义不明确，指从村到地区的任何范围）仍然是思想

                                                        
②[英]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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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认同的主要来源。③另一方面是国家性。法国来自欧洲各国

以及北非等地的移民比较多。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简称：

INSEE）2015 年数据显示：2015 年全法共有移民数 7 85 万人，占

法国人口总数的 11.9%。其中，5 30 万为非欧洲地区出生的移民。

因此，移民比例较高且来自不同文化的法国社会，对国家层面的认

同增加了难度。 

然而这种独具特色的法国认同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根据法国专

业机构分别在 1981 年、1990 年、1999 年和 2008 年在全法范围内进

行了青年价值观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对于社会的归属感没有成

人强烈。以 2008 年的调查为例，调查（详见表 1）涉及到三类共 11

个指标，指标 1 用于测量家庭责任，指标 2-6 用于测量社会责任，指

标 7-11 用于测量身份责任。从调查结果来看，无论处在哪个年龄阶

段，人们对于家庭的责任都相差无几。但是涉及到对社会责任以及身

份责任两个指标时，18 岁至 29 岁人群和 30 岁及以上人群则存在较

大的差距。青年对于社会的责任较之成人低 52 个点，青年对于身份

的责任较之成人低 11 个点。由此可见，在青年群体中积极推动认同

教育，增进青年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将成为法国今后乃至未来要推

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③ [英]苏迪 哈扎里辛格.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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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 年不同年龄段法国公民共同责任的比较 

 

序号 
你对下列人群生活条

件的关注程度（非常关

注或相对关注） 

2008 年

（%） 
2008 年（%） 

18-29 岁人

群 

30 岁及以上

人群 

1 你的家庭成员 87 85 

 总计 87 85 

2 法国病人或者残疾人 60 69 

3 法国贫困家庭的孩子 58 66 

4 法国老年人 50 71 

5 法国失业者 34 46 

6 法国的移民 27 29 

 总计 229 281 

7 你的邻居 24 31 

8 你所在地区的人 15 20 

9 法国公民 21 25 

10 欧洲人 16 15 

11 全人类 34 30 

 总计 110 121 

 

此外，欧洲晴雨表 2012 年 5 月到 2018 年 3 月的调查结果（详见

表 2）显示，法国公民对法国非常依恋的程度较为稳定， 基本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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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然而希腊公民和丹麦公民对其国家非常依恋的比例都超过80%。

④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举国为在巴黎恐怖袭击中遇难国民举行的哀

悼活动中，部分学校的学生拒绝向死难者默哀。在他们看来，《查理

周刊》是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亵渎，对价值观的巨大冲击。2017 年马克

龙总统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讲话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

的归属感没有以前强烈”。 

表 2：2012-2018 年法国公民对法国的依恋程度变化 

时间 非常依恋 很依恋 不是很依恋 完全不依恋 

2012.05 58 35 5 2 

2013.11 58 35 4 3 

2014.11 57 35 5 2 

2015.11 59 35 5 1 

2016.11 59 34 5 1 

2017.05 65 29 4 2 

2017.11 57 36 5 2 

2018.03 57 36 5 2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国认同问题由来已久，近些年来随着国

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

对法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更为深重。根

据张金岭的田野调查，法国人并不十分在乎有关其“国民身份”的宣传，

                                                        
④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Char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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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政府与政党借用所谓的法国价值强加于其国民

身上的身份义务……在某种程度上讲，若要强化法国人与“法兰西民

族”的认同，“国民身份”并非一个 好的概念，它只是表明一种主导

性的国家意愿，而这一意愿忽视了很多不同族群的文化与情感主张。

⑤然而，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外来文

化以及国内各种异质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法国认同经受着严峻的拷问。

“如何使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的文化和平共处，使多元文化重叠于国

家认同 ”？⑥如何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箴言镌刻在每一个国

民的内心？如何增强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对于这些问

题的积极回应成为摆在法国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二、法国认同教育的政策及变化 

为了实现多元文化背景下，公民价值观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

积极提升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法国政府积极做出应对，出台

了一系列创新性政策，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从多个维度协同推进法国认同教育的开展。 

   （一）将学校作为认同教育的主阵地 

教育是塑造共同价值观，构筑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法国

历来重视教育对于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作用，在大革命时期极力主张

                                                        
⑤张金岭.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02. 
⑥上官莉娜.多元文化、世俗性与价值观教育———法国中小学复设“世俗道德教育”课程解析[J].比较教育研

究，2016(2):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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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一张广阔而密实的‘网’把儿童们罩起来”⑦……要在所有国民心

里打上共和国的烙印。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举国上下也不约而同地将

目光转向国民教育。第三共和国时期，以费里为代表的改革派更是扛

起教育世俗化的大旗，直言 “教育世俗化就是要培养法国人的爱国主

义精神。这不仅是反对教权所必需的，也是营造社会团结精神所必需

的……”⑧ 。而学校作为正规教育实施的主要场所，就成为认同教育

推进的主阵地。特别是 2015 年 1 月查理周刊遭受恐怖袭击后，法国

政府更是将学校认同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5 年 1 月 22 日，全法实施“共和国价值观教育学校总动员”计

划，将“自由、平等、博爱和世俗性”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学校教育

的重中之重，贯穿到学校教育的每一个环节。2015 年国民教育部颁布

了 新的《中小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纲要》，将公民与道德教育作为中

小学的必修课程，同时把认同教育的元素贯穿至语言、历史、地理等

课程教育之中。 

为了让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法国的国家历史和文化，法

国还强调在中学阶段推行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2018 年秋季入学，共

有 456 164 名中学生接受了古代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相比于 2016 年

增加了 11%，高中生的学习人数达到 81 257 人⑨。对于历史和地理教

育而言，早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就被提上日程，重新编撰历史教科书，

涌现出很多优秀作品。其目的就是向法国国民传递历史知识，增强国

                                                        
⑦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77. 
⑧ 邢克超，李兴业.法国教育[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105. 
⑨ Un nouvel élan pour le latin et le grec au collège et au lycée général et technologique[EB/OL].[2019-03-07].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38533/-infographie-un-nouvel-elan-pour-le-latin-et-le-grec-au-college-et-au-

lycee-general-et-technologiq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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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归属感和认同感。20 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让·饶勒

斯（Jean Jaurès）所言：孩子们不应该只会写信、看信、识别街头广

告、做加法或者除法。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应当了解法国，了解法国

的地理和历史。总之，了解她的身体和灵魂。⑩ 

（二）将语言作为认同教育的重要载体 

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部长布朗盖认为：语言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是社会融合的保障，联系我们的遗产和未来一代的重要纽带。11法语

作为法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都得到关注。因为法国在语言与

国家之间画上了等号。美国学者布鲁姆认为，法国人一向学得很好的

法语，不是为了传递信息、交流人们的共同需要而存在，而是同历史 

意识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 •尼森

（Françoise Nyssen）在 2017 年发布的《关于法语应用的议会报告》

的卷首语中就明确指出：法语是文化的支撑，是社会融合的重要粘合

剂。为此，法国非常重视法语的普及和推广，通过语言的学习带来文

化的认同，从而确立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12因为“法兰西的

国民性是通过参与这种语言以及它的文学所发挥的全部影响而得到

确立的”。13 

                                                        
⑩[法]沙尔·拉波波尔.饶勒斯传[M].上海：三联书店，1982：132. 
11Renforcer les fondamentaux : la lettre du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aux professeurs[EB/OL].[2019-01-

23].http://www.education.gouv.fr/cid129676/renforcer-les-fondamentaux-la-lettre-du-ministre-de-l-education-

nationale-aux-professeurs.html&xtmc=stagesdereacuteussite&xtnp=1&xtcr=19 
12David A. Bell.Lingua Populi, Lingua Dei: Language, Religion, 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5,100(5):1403-1437. 
13[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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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好地普及和发展法语，法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行动。首先重视强化教育优先区和教育优先区的法语教学。法国

政府通过缩小班级规模、增加教师数量和合理评估等手段注重强化教

育优先区和教育优先区学生的法语教学，确保移民等非法语母语家庭

孩子的法语学习。同时，加强学生的法语表达能力的训练，从 2019 年

开始，中学四年级学生要增加半个小时的口才训练课，并且要求所有

初中生都接受每周 4.5 个小时的法语课，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能掌握

法语，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融入社会做好准备。 

其次，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法语教学。2018 年，文化部

向全体国民发出动员令，希望人们为消除文盲和法语推广而不懈努力。

文化部的动员行动是在 2015 年和 2017 年开展的征集项目“文化行动

-法语语言”（Action culturelle - langue française）的基础上开展的。这

两次征集项目行动共收到了 1300 多个提案，其中有 300 个项目在法

国进行推行。2019 年法国将继续推行征集项目。文化部将划拨 100 万

欧元，地方政府和私人合作伙伴也会对项目进行资助。这些项目的目

标是为了改善更多数量人群的法语学习问题。这些人群包括远离社会

人群、在社会、职业和文化生涯中遭遇困难的人群；未掌握书写技能

的成人以及 16-25 岁人群中失业或技术缺乏人员，非法语地区的移民

等……14。 

后，将移民和难民作为法语推广的重点工作。2016 年 11 月 21

日，法国开始推行扶持移民与难民语言学习总动员计划（mobilisation 

partenarial pour l’accompagnement linguistique des publiques migrants et 

                                                        
14 Action culturelle et maîtrise du français.[EB/OL].[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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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fugiés）； 2018 年马克龙总统在世界法语日的讲话中，也将移民和

难民的法语普及作为工作的重点。他指出，今天难民享有 大限度为

250 个小时的免费法语学习时间；那些处于 弱势地位和 远离法国

社会的人群，他们未能掌握 基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应该将提供的

免费法语学习时间延长到 400 小时甚至 600 小时。 

（三）将节日作为认同教育的重要补充 

节日在法国是个很流行的词汇，如果从广义上讲可以将庆典、纪

念日和重大体育赛事都视为节日。“没有节日，现在的一代人就是不

可教育的；没有节日，公共教育注定成为珀涅罗珀的织布，随着一代

代人的交替而逐渐消失贻尽。没有节日，就会使‘把民族放进铸模’的

希望 终破灭。”15因为在法国“文化就是节日”，这是 2013 年 7 月 16

日法国前文化部长奥雷利·菲利佩蒂（Aurelie Filippetti）在法语联盟第

35 届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中不断重申的一个观点。注重节日的教化作

用在法国由来已久。大革命的领导者很早就重视节日的教化功能。他

们坚信，革命节日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热烈的庆祝把节日变成一个浅

显易懂的“团结与融合”的瞬间……节日因此被看作是社会改造的直

接方法。1791 年宪法第一章直接承认了节日的这种功能：“为保存法

兰西大革命之记忆，维持公民间之博爱精神，促使其热爱宪法、祖国

及法律，特设立国家节日。” 16 

                                                        
15[法]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83. 
16[法]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 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M].北京：三联书

店，2012：15. 



36 
 

法国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增进社会的团结，利用各类纪念日、

文化节和庆典等契机进行法国认同的构建。在国庆日、遗产日、世俗

日和世界大战纪念日等重大纪念日中开展富有教育意义和震撼力的

各类行动，促进法国认同的构建。比如为纪念世界大战结束 100 周年，

于 2012 年开始启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准备活动，从 2014 年

开始推出了 6000 多个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在 20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 100 周年之际，文化部会同省级档案馆机构，在 2014-2018 年间，

共同努力，将参与这场战争的 900 万法国士兵进行登记造册。2018 年，

启动了 2139 个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活动。为了能更好地推进

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原有成果得到有效巩固，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把

2016 年定为“马赛曲年”，以纪念“马赛曲”的作者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逝世 180 周年。2016 年法国围绕“马赛曲”这一主题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在 Éduscol 和 Musiqueprim 的网站上可以下载收听新录

制的马赛曲，还有“学唱马赛曲”指南供人们使用。以马赛曲为题材的

文艺作品也以数字形式在 Réseau Canopé 上呈现给人们。6 月-10 月军

事博物馆组织以“马赛曲”为主题的展览。12 月份开展关于国歌历史

的专题研讨会。除此之外，法国还有很多文化节，比较有影响力的有

阿维农文化节、戛纳国际电影节和里昂音乐节等。以阿维农文化节为

例，它始创于 1947 年，至今已经开办了 72 届。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

界各地的参与者。文化节不仅能让法国民众了解世界文化，更能让他

们体验法国文化的魅力，增强认同感。法国也会以环法自行车赛、足

球赛等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开展教育活动。比如，2018 年庆祝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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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世界杯冠军，法国举国欢腾，喜悦的人群充满了巴黎的每一条街

道，这一天 30 多万人涌上巴黎的街头，从埃菲尔铁塔到凯旋门，从

香榭丽舍大街到协和广场，到处充溢着胜利的喜悦。人们高唱“马赛

曲”，高举三色旗，高卢雄鸡的标识在夜晚的艾菲尔铁塔上昂首呈现。

更出乎意料的是，巴黎的公共交通线路也参与到庆祝之中，有几处车

站进行短期改名。不仅在巴黎，在里昂、尼斯、图卢兹、斯特拉斯堡

或者是里尔，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共同庆祝这样美妙的时刻。这样

的庆祝，有助于促进法国上下一致的团结，驱逐恐怖主义的阴霾，实

现社会的融合。     

      

    三、法国认同教育的未来及展望 

法国一直将认同教育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不断探索，

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法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尤其是 2015 年法国遭受恐

怖袭击以来，更是将认同教育作为消除社会危机，实现社会融合的重

要途径。法国立足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拓宽认同教育的渠道，

创新认同教育的形式，积极推进认同教育的开展。 

（一）提升文化软实力将继续成为认同教育的重要支撑 

提振国家文化软实力，让国民产生文化认同感。法国历来重视文

化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更是将文化提升到一

个新的战略高度，将其视为五年发展规划中 重要的基石之一。在国

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2018 年为文化事业划拨了近 100 亿欧元的经

费，2019 年又增加了 1700 万欧元的投入，这是对文化事业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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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要的信号。法国前任总统奥朗德认为，法国是通过文化而存在。

通过文化实现聚合，通过文化确立身份。可以说，文化是法国的核心

要素，文化就是法国的身份，就是法国自信与自豪感产生的重要泉源。

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之下，法国对外坚持文化外交政策，

对内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来重塑法国形象以此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和加强国民认同。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一直被视为欧洲乃至世

界文明的重要中心和全球文化发展的风向标，2017 年全球软实力排

名位列第一。这些荣誉让国民自豪感油然而生。为了能够继续保持这

一优势地位，法国不遗余力地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激发

国民的认同感。法国建立了庞大的对外文化传播网，拥有 1500 多个

对外文化交流机构。这些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位于世界各国对外文化

网络机构之首。17这些机构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为主导的

官方机构，包括法国文化中心和法国高等教育署；一类是非官方机构，

主要是法语联盟。除了这两类机构之外，还有一些文化机构，比如卢

浮宫、国家图书馆等，它们通过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宣传法国的文

化。卢浮宫与世界近 70 个国家都有合作交流。18据不完全统计，法国

每年支持 50，000 项各类对外文化活动，这一规模是德国歌德学院的

5 倍，英国文化委员会的 20 倍。19此外，法国大力推进法语高中、法

                                                        
17 Le contrat d'objectifs et de moyens 2017-2019 de l'Institut français:101.[R/OL].[2019-01-03]. 

https://www.ladocumentationfrancaise.fr/rapports-publics/174000136-rapport-d-information-fait-au-nom-de-la-

commission-des-affaires-etrangeres-de-la 
18 L’évaluation du réseau culturel de la France à l’étranger :232.[R/OL].[2019-01-11].http://www.assemblee-

nationale.fr/14/pdf/rap-info/i1591.pdf  
19 L’évaluation du réseau culturel de la France à l’étranger :43.[R/OL].[2019-01-11].http://www.assemblee-

nationale.fr/14/pdf/rap-info/i15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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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双语学校以及海外分校的建立。目前法国在世界各地共建立了 500

个法国高中，容纳了近 35 万名学生，具有法国教育标签的法语双语

学校有 209 个，目标是到 2025 年法国学校网能容纳的学生数量增加

一倍。法国还在继续推进海外文化传播网的建立，马克龙总统宣布从

2019 年开始，每年将在全球增加 10 所法语联盟，推进法语在世界范

围内的传播。 

（二）弱势群体依旧是认同教育的重要关注点 

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和移民群体。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

下，政府划拨专门的经费，为难民提供免费的法语学习时间。免费学 

习时间从原来的 250 小时提升到 400 小时，甚至 600 小时；第三，关

注身体有残疾的群体。法国 2005 年就出台了相关法案，确保残疾人

同其他人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国民教育部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确保这一法案能够落到实处。学校有专门帮助身体有残疾学生的工作

人员，还有专门为他们设立的个性化的小型课堂。更为重要的是，将

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作为国民教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以期为身体有

残疾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业指导和发展规划。2003 年开始设立的文化

机构推进文化普及大会（La Réunion des établissements culturels pour 

l’accessibilité，简称 RECA）就是为解决残疾群体在文化机构中的获

取问题而成立的。  

（三）数字化技术将作为认同教育的新生力量 

数字化技术为认同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不仅可以增加认同

的覆盖面，更有助于扩大认同教育的辐射力。无论是数字化图书馆抑



40 
 

或是“微型乐园”的推进，都在认同教育推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个 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可以加强节日或者庆典的潜在公众影响，

使未能身临现场的人们也能接受法国艺术与文化的感召。然而，数字

技术在带来海量的信息的同时，也对有效信息的获取提出了挑战，根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信息分类负责人的统计，任何一种搜索引擎获得的

搜索结果中有教育价值的约为 6%，在信息更新换代如此频繁的今天，

这 6%的内容都不能保证是仍然有效的。20因此，在推进认同教育的过

程中要将信息素养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信息素养即英文

Information Literacy，Literacy 英文原义是受过教育、有文化、能识字

的含义。信息素养也就意味着在信息时代信息技能和识字读写一样，

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和学习能力，缺乏相应的信息技能无异于文盲。

信息素养概括起来就是“正确选择、准确理解、合理评价”的能力，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普及，这一能力的培养也显得愈来愈重

要。因此，加强国民信息素养的培育就成为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 

总而言之，法国在认同教育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起一套

行之有效的工作体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和开展

认同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编撰：王玉珏，驻法使馆教育处；卢丽珠，武汉大学， 

审核： 杨进） 

 

                                                        
20 Pacia Senn Breivik.21st Century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J].Change, 2005 ,(3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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