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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反对校园暴力 

 

法国国民教育部将出台新一轮《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 

 

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一直是法国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过去

一年里，法国部分学校频繁出现学生攻击教师或学生之间暴力欺凌事

件，再次引起法国社会各界关注。为应对和减少校园暴力和欺凌事件

发生，法国国民教育部联合司法部、内政部等再次着手出台新一轮《反

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 

2019 年 3 月 7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表示，原计划于 2018 年 10 月

出台的《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因存在争议被搁置。事实上，法国

自 1980 年起已先后出台约 10 余个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校园暴力和欺凌现象，尽管如此，此类现象仍存在。 

现任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极力推动出台本轮《反对校园暴力行动

计划》。为使该行动计划更具操作性，4 位来自教育体系各相关领域的

专业人士接受邀请共同参与研究商讨：克雷戴尔学区前学区长（该学

区校园暴力和欺凌行为较为严重）、蒙彼利埃学区长贝特斯·吉勒女士

（Béatrice Gille）、法国市长协会副主席阿涅斯·勒布朗女士（Agnès le 

Brun）、圣丹尼市议员斯蒂芬娜·特斯黛女士（Stéphane Testé）、总督学

于贝·史密德先生（Hubert Schmidt）。  

本次《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主要包含三大方面内容：第一是

为学生提供安全有保障的校园环境，比如防止社会不良人士进入校园，

建立事故发生时信息及时传播机制等；第二是针对校园里的问题青少

年建立教育和培训机制；第三是加强问题青少年家长的责任制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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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有校园暴力和欺凌行为的学生家长采取经济上的惩罚等。 

目前，由于各界对《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中拟采取的治理措

施所持意见不统一，导致该行动计划迟迟无法出台实施。比如，法国

市长协会副主席阿涅斯·勒布朗表示，对于有暴力行为的学生，建议

停止对其家庭发放家庭补助金，因为家长对子女在学校进行暴力行为

应承担一定责任，但是这个建议遭到很多人反对；另有人提出，要改

善校园安全环境，首先要确保学校处于良好稳定的运行状态，因为目

前在落后地区，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教师处于流动状态，这非常不利于

创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这些落后地区涵盖全法 10%的学校，却发

生了全法 40%的校园安全事故，也有人对该建议持不同意见。 

为此，布朗盖部长表示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是他对于推行此项《反

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 

在法国，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行动牵涉校园安保、对于边缘化学

生的照顾和处理、督促家庭承担职责等多个方面，因此该行动的职责

也涉及国民教育部、司法部、内政部和卫生部等多个部委。 

（撰稿：许浙景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1. Le plan contre les violences scolaires encore repoussé, publié le 7 mars 

2019 sur www.lefigaro.fr 

2.Violences scolaires : Jean-Michel Blanquer n’exclut pas les sanctions 

financières，publié le 11 janvier 2019 sur www.lemond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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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反对校园暴力的举措之一：建立“驿站班级” 

 

针对中学校园里存在“问题青少年”这个现象，法国国民教育部

于 1998 年开始在中学设立“驿站班级”（classe de relais），主要接收

那些不被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接受的“问题初中生”，对其进行教育，

使其重新端正学习态度和行为，跟上学业不掉队，融入集体不被边缘

化。2017 年，全法共有 444 个“驿站班级”，接收了 8700 名初中生。 

2019 年 3 月 7 日的法国《费加罗报》专门报道了目前部分地区

“驿站班级”的情况。法国中部地区圣太田市共有 7 所中学设有“驿

站班级”，170 名 12-15 岁的“问题青少年”在这些驿站班级中接受教

育，这些问题青少年的共同点是有过暴力行为，拒绝遵守学校纪律，

不愿意听从成年人的教育。 

某校法语老师洛拉·勒凡（Laure Le Van）表示，有些容易发生校

园暴力行为的甚至是已经被驱逐出校园的“问题青少年”，一般都有

心理问题，比如孩童期遭受过心理创伤，上课经常被老师罚站而产生

厌学心理等。 

某初中校长洛朗·洛佩兹（Laurent Lopez）表示，其学校设有一个

“驿站班级”，这些“问题青少年”大部分来自经济条件落后的家庭。

由于学校对他们进行的正常管理和教育并不起作用，这些“问题青少

年”每周有几个小时至 3 天在“驿站班级”接受教育，他们与老师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开展 10-12 人的团队体育课和手工艺术课等，目的

是使他们身心放松，增强自制力，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等。 

“驿站班级”举措由国民教育部和司法部共同牵头推行，各地学

区长牵头协调本地区的落实情况，各地方政府、青年司法保护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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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及公立学校协会等组织共同配合落实。“驿站班级”主要设

在初中，少数设在高中。在“驿站班级”接受教育的学生主要为严重

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经常性旷课，或者对于学习根本没有兴趣的青少

年。总体而言，“驿站班级”中女生占少数，但最近几年女生比例呈

上升趋势，40%的学生为初三学生，其余基本为初二和初四的学生，

有少量初一生。 

除“驿站班级”外，法国针对“问题青少年”现象还另设有两类

教育机构，一类为封闭式教育中心（centre éducatif fermé），主要收容

对象为被司法判刑的学生；另一类为 2010 年设立的再融入学校

（établissement de réinsertion scolaire）。 

根据《费加罗报》报道，在法国，临时被驱逐出校园的“问题初

中生”占初中生总体比例高达 10%，而在其他国家，该比例仅为 2%。 

（撰稿：许浙景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1. La classe relais, une parenthèse pour remettre sur les rails les plus 

difficiles, publié le 7 mars sur leFigar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 

研究报告 

 

2019 年 1 月 22 日，伦敦“全球教育论坛”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了《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研究报告，指出校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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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欺凌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该研究报告以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作为基础，对校

园暴力和欺凌发生的本质、产生的影响以及各国面对该问题采取的措

施等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报告显示，在调查前的一个月内，32%的学生至少被其同学欺凌

一次，也有同样比例的学生遭受了身体暴力；在北美洲和欧洲，心理

欺凌更为常见，而在其他地区，身体欺凌更为普遍；性欺凌也是非常

常见的现象；男生和女生群体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的情况差不多，男

生受到的身体欺凌更普遍，而女生则受到心理欺凌更为常见。此外，

网络和电话欺凌也在呈上升趋势。在校园里，与其他同学不同的学生

更容易成为暴力和欺凌对象。比如，外表看起来不同的学生最容易遭

受欺凌，其次比较常见的原因有出身、国籍、肤色等。 

报告指出，校园暴力和欺凌对学生造成的精神健康影响非常大，

也影响学生的生活质量和学习成绩等。对于那些经常遭受暴力和欺凌

的学生来说，他们感觉被边缘化的可能性是其他学生的 3 倍，旷课率

是其他学生的 2 倍。这些学生往往学习成绩更差，且容易弃学。 

对于减少和控制校园暴力和欺凌行为，约有 71 个国家和地区已采

取了较为有效的措施，比如：促进和保持安全和积极的校园环境；对

于暴力和欺凌行为，建立有效的记录和跟踪体系；对教师进行培训和

提供帮助；对受到到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学生提供帮助；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增强学生的责任心；高层政府关注并支持；

出台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司法和政治文件等。 

该研究报告对于“在安全的环境下学习”运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

用。“在安全的环境下学习”运动旨在终结校园暴力和欺凌，以使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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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学习、茁壮成长以及实现梦想。该运动由全球反对和打击暴力

侵害儿童伙伴关系成员单位发起，这些成员单位包括：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儿基会、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等。 

（撰稿：许浙景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1.Violence et harcèlement à l'école : un problème mondial majeur, selon 

une nouvelle publication de l'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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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法国国民教育部举办第八届全法中小学生数学周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17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举办了第八届全法

中小学生数学周（Semaine de mathématiques）活动。该活动面向全法

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以及学生家长，旨在加强数学学科的吸引力，

探索数学与其他学科以及各行各业的联系，强调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

重要性，改变公众认为数学学科过于抽象的传统看法。 

第八届全法中小学生数学周的主题为“一起玩转数学”，即通过本

次活动，让学生和家长们了解到数学学科的趣味性。通过互相分享，

数学可以带来集体快乐，有助于形成全民数学文化。老师们不仅要重

视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也要让学生们通过互相合作、互相帮助，

共同提升他们在解决数学问题中的思维素养。  

除了传播数学学科的趣味性之外，本次活动还有以下几个目标：

1.强调数学学科在公民培养，尤其是公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2. 展

现数学在其他社会领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物理、化学、生活科学、

环境、科技等领域。3.培养学生探索科学、不断进步的学习品质，发

展以数学精神和体育竞技为本的美好品德。 

为配合本届数学周主题，国民教育部提出了多种数学教学策略， 

例如，将数字拟人化，揭示生活场景中每时每刻存在的数学法则；开

展与逻辑相关的辩论，与专家们一起解决数学问题；使用趣味性数学

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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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层面，学校组织开展了多种多样与数学有关的学生活动。

比如在图卢兹，一些中学组织了教学性“逃脱游戏”，即使用虚拟设备，

学生们通过合作，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体验数学的乐趣；还有一些地区

的中学组织“角色扮演”、“数学趣味竞赛”、“数学谜团挑战”以及“数学

俱乐部”等活动，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地区的学

校还组织了数学教师培训，以更好地推动开展本次数学周活动。                   

       （撰稿：熊梓吟,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eduscol.education.fr/cid59178/semaine-des-mathematiques.html 

 

 

《费加罗报》公布 2019 年法国高中最新排名 

近日，法国颇具影响的《费加罗报》公布了 2019 年法国高中最

新排名，位于巴黎六区的斯塔尼斯拉斯高中（Lycée Stanislas）继续蝉

联榜首。名列前 10 位的高中里，一半位于巴黎市，9 所为私立学校，

只有 1 所为公立学校。本次排名主要针对高中毕业会考参考学生数量

大于 100 人的高中。 

排名 高中 所属城市 属性 

1 Lycee Stanislas 巴黎 6 区 私立 

2 Lycee Saint-Louis De Gonzague 巴黎 16 区 私立 

3 Lycee Saint-Jean De Passy 巴黎 16 区 私立 

4 Lycee Madeleine Danielou 马迈森·鲁伊 私立 

http://eduscol.education.fr/cid59178/semaine-des-mathematiq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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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本次高中排名榜第一名的斯塔尼斯拉斯高中校长弗雷德里

克·戈蒂艾（Frédéric Gautier）表示，学校获得如此良好的排名，源于

学校非常良好的学习氛围。戈蒂艾说：“即使学生们天赋异禀，我也

时常教育他们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向来

鼓励学生不能仅仅依靠理解来学习，也要适时运用记忆，要形成良好

的学习规律。” 

《费加罗报》对于高中排名参考标准主要如下： 

1. 高中毕业会考及格率（taux de réussite）。2018 年，《费加罗

报》确定法国共有 217 所高中其毕业生高中毕业会考及格率为 100%。

因此《费加罗报》认为，作为高中排名的参考标准仅此一条远远不足。 

2. 高中毕业会考获评语率（taux de mention）。在法国，学生分

数一般以 20 分计。分数在 10 到 12 分之间：不加评语；12 至 14 分

之间：评语为一般好（assez bien）；14 至 16 分之间：评语为好（bien）；

结果大于或等于 16 分：评语为非常好（très bien）。 

3. 学校为学生考分带来的附加值能力。即将学校毕业生刚进入

中学时的成绩和高中毕业会考取得的成绩进行对比，如果学生成绩进

步大，则学校为学生考分带来的附加值相对高。同时也考虑学生的家

5 Lycee Prive De Marcq 马克恩巴鲁 私立 

6 Ecole Active Jeannine Manuel 巴黎 15 区 私立 

7 Lycee Notre Dame Des Missions 沙朗通勒蓬 私立 

8 Lycee Saint-Michel De Picpus 巴黎 12 区 私立 

9 Lycee Franco-Allemand 布克 公立 

10 Institution Des Chartreux 里昂 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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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背景等因素，比如，若是复读的学生或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高

中毕业会考成绩优异，则该校的附加值就越高。 

法国国民教育部评估和预测司负责人法比安·罗森维尔（Fabienne 

Rosenwald）表示，为进一步提高高中排名的权威性，今后可能还会

增加另一个参考指标，即在高中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成功率。 

  (撰稿：刘瑛东 ，旅法教育学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etudiant.lefigaro.fr/les-news/palmares/detail/article/quels-sont-les-

lycees-les-plus-performants-de-france-19777/ 

 

 

法国教育优先区小学小班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自 1981 年起，法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教育优先区（zone de 

Réseaux d'éducation prioritaire）政策。设立教育优先区旨在减少由社

会经济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法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教

育方面的专项扶持（包括教师、教学、经费等），提高社会经济发展

落后地区的教育质量。 

曾有统计显示，法国 20%的小学生在小学学业结束之后都无法掌

握相应的核心素养。相关教育部门认为核心素养的培养应当从小学一

入校就抓起。因此 2017 年，马克龙政府宣布减少教育优先区小学一

年级（cours préparatoire）与二年级（cours élémentaire 1）的班级学生

数量，确保每班学生不超过 12 人。这一举措也意味着教育优先区小

https://etudiant.lefigaro.fr/les-news/palmares/detail/article/quels-sont-les-lycees-les-plus-performants-de-france-19777/
https://etudiant.lefigaro.fr/les-news/palmares/detail/article/quels-sont-les-lycees-les-plus-performants-de-france-1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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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二年级班级和教师数量将会大幅增加。该举措旨在确保教育优

先区的小学生们享有优厚、充足的教育资源。 

自 2017 年教育优先区实行小学一、二年级小班化政策以来，教

育优先区共新增了 10800 个班级。近期菲利普总理表示，至 2019 年

9 月，该政策预计将会让超过 30 万名小学生受益。 

2019 年 1 月 24 日，国民教育部公布了针对该项小班化政策的评

估结果。评估结果总体而言非常积极，具体如下：（1）该项政策的

受益学生与非受益学生相比，学习成绩获得显著进步。2000 名在法语

学科上和 3000 名在数学学科上有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该项目弥补了

学习差距；（2）超过 98%的教师认为他们能更好地考虑学生的学习

需求并进行有效回应；（3）超过 80%的教师认为他们能够更高效地

营造良好的课堂环境。                  

 （撰稿：熊梓吟，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weka.fr/actualite/education/article/dedoublement-des-cp-le-

gouvernement-se-felicite-dune-premiere-evaluation-positive-77770/ 

 

 

法国教师游行抗议“布朗盖法案” 

 

2019 年 3 月 19 日，约 150 名大学和中学老师走上斯特拉斯堡街

头进行游行，反对国民教育部部长力推的“布朗盖法案”（Loi Blanquer）。

此次游行由工人力量组织（FO）、校长联合国家工会（SNUDI）、高

https://www.weka.fr/actualite/education/article/dedoublement-des-cp-le-gouvernement-se-felicite-dune-premiere-evaluation-positive-77770/
https://www.weka.fr/actualite/education/article/dedoublement-des-cp-le-gouvernement-se-felicite-dune-premiere-evaluation-positive-7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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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及中小学教师统一国家工会（SUIPP）以及统一工会联盟（FSU）

等共同组织。 

“布朗盖法案”是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

Michel Blanquer）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国民议会提出的第 1481 项

提案，目前已被国民议会采纳。提案旨在“保障全民的共同基础”，提

出了建立令人信任的学校，让孩子提早进入学校，建立新型学校评估

组织，开展新型教师培训，指导教师做好“榜样”工作，以及开展教师

提前录取等举措。法国民众有反对此次教育改革的呼声，教师们主要

对建立新型学校评估组织，开展新型教师培训和教师提前录取等举措

表示不满。 

建立新型学校评估组织 

布朗盖提出，新建立学校评估委员，接管目前的全国学校系统评

估委员会（CNESCO）的职责。其目标是确保“对学校开展技术上无可

争议的评估”。但反对人士指出新机构缺乏独立性，因为在 14 名新委

员会成员中，将有 10 名成员由部长指定。 

开展新型教师培训 

在 2018 年 8 月，布朗盖公开指出教师的初始教育和培训不尽人

意。他强调，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且很大程度上，这是法

国教育在国际排名中令人失望的最根本原因。新的法案提出创建国家

教学教育研究所（INSPE），取代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教育学院（ESPE）。

新法案承诺教师教育和培训将变得更加均衡，更加理性化以及更加专

业化。反对者则批判其通过减少教学实践来达成“更加专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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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前录取制度 

布朗盖部长认为此举措是最棒的举措之一。得益于该举措，中学

教师师范学院（IPES）的学生可在学习期间领取工资，并在毕业后十

年内为国家服务。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仅仅是在补缺口，以便暂时缓

解“教师短缺”的问题。 

此外，小学老师们也纷纷走上街头参与工会组织的游行，他们认

为自己的部分权力被剥夺了。一些家长和学生也对此次改革表示不满，

反对此次改革提出的让孩子提早进入教育系统，即义务教育年龄从原

来的 6 岁提早到 3 岁，尽管当前法国国民教育部数据表明法国 3-5 岁

进入学校系统的儿童已占 98.9%，此项改革举措依然不能使民众满意。 

（编撰：郭璐瑶  里昂二大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1. http://www.leparisien.fr/societe/formation-des-profs-ecole-a-3-ans-ce-

que-contient-la-loi-blanquer-sur-l-education-11-02-2019-8008899.php 

2.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18/10/12/ecole-le-

contenu-du-projet-de-loi-blanquer_5368369_1473685.html 

 

 

法国高校在 2019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脱颖而出 

 

2019 年 2 月 27 日公布的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法国相关高

校在商业、政治科学、农业等专业领域排名脱颖而出。比如，商业管

理专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排名世界第二；政治学与国际问

题研究专业，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Paris）排名世界第三；农业

与林业专业，巴黎高等农学院（AgroParisTech）排名世界第四。  

http://www.leparisien.fr/societe/formation-des-profs-ecole-a-3-ans-ce-que-contient-la-loi-blanquer-sur-l-education-11-02-2019-8008899.php
http://www.leparisien.fr/societe/formation-des-profs-ecole-a-3-ans-ce-que-contient-la-loi-blanquer-sur-l-education-11-02-2019-8008899.php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18/10/12/ecole-le-contenu-du-projet-de-loi-blanquer_5368369_1473685.html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18/10/12/ecole-le-contenu-du-projet-de-loi-blanquer_5368369_1473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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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QS 世界大学排名-学科排名榜进入前 20 的法国高校名次  

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公共关系负责人杰克·莫兰（Jack Moran）

说，“今年法国高等教育排名非常乐观，在参与排名的 366 个法国学

科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科其排名均有所上升。一方面得益于法国年

轻毕业生在职场的良好声誉，另一方面法国高校在研究方面表现更加

出色。”  

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主要基于四个参考标准：学术声誉、毕业

生与雇主的声誉、在研究期刊中的引文数量以及 H 指数（H-index，

可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生产水平）。 

（编辑：于力晗 里昂二大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排名学科 2019 年 2018 年 法国高校名称 

商业与管理 2 2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政治与国际研究 3 4 巴黎政治学院 

农业与林业 4 10 巴黎高等农学院 

商业与管理 11 12 巴黎高等商学院 

表演艺术 14 7 巴黎国家音乐和舞蹈学院 

经典与古代史 15 / 索邦大学 

会计与金融 17 36 巴黎高等商学院 

考古学 18 23 巴黎第一大学 

经典与古代史 20 38 巴黎第一大学 

数学 20 / 巴黎文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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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monde.fr/campus/article/2019/03/01/la-france-se-

distingue-dans-le-classement-mondial-2019-des-universites-par-

disciplines_5429858_4401467.html 

 

 

法国农业部：用时尚社交软件吸引年轻人投身农业 

 

201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3 日，第 56 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

（Salon international de l'agriculture）在巴黎成功举办。会上，法国农

业部借助社交软件“色拉布”（Snapchat）展开农业教育及就业模式的

相关宣传，希望用新媒体工具来改变年轻人对农业的观念。 

这场以“生命的奇遇”（L’aventure du vivant）为口号的宣传活动形

式新颖，旨在激发包括初高中学生在内的法国年轻人对生态、自然及

动物的关注。与其他专业的教育工作由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研究

和创新部分管不同，法国农业教育隶属于农业部管理，而法国农业部

为初中四年级（troisième）及以上的中学生们提供了不同专业领域的

教育和培训方向以及证书，如：农业职业能力证书（CAPA）、职业

学习证书（ brevets professionnels）、职业高中会考文凭（ bacs 

professionnel）、技术类高中会考文凭（bac technologique）等。另外，

农业类高中的学生也可以报考并获得普通类高中会考理科文凭（bac 

Sciences）。与普通高中相比，农业类学校规模普遍更小，教学环境

也更为优越。同时，农业类高中教育还更强调实践过程，所谓“实践

出真知”，因此这类学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也更容易适应工作环境。 

然而，尽管拥有选择面较广、教学环境良好等优势，农业类学校

及教学信息因缺乏宣传渠道往往不为学生和家长们所知。此次宣传活

https://www.lemonde.fr/campus/article/2019/03/01/la-france-se-distingue-dans-le-classement-mondial-2019-des-universites-par-disciplines_5429858_4401467.html
https://www.lemonde.fr/campus/article/2019/03/01/la-france-se-distingue-dans-le-classement-mondial-2019-des-universites-par-disciplines_5429858_4401467.html
https://www.lemonde.fr/campus/article/2019/03/01/la-france-se-distingue-dans-le-classement-mondial-2019-des-universites-par-disciplines_5429858_4401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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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 12-25 岁这一年龄段的法国青少年作为主要目标人群，借助他们

热衷使用的社交软件大范围传播相关信息。 

同时，宣传活动也为农业领域的两百多种就业方向进行指导。尽

管提到“农业”，人们仍多数会联想到“农民”，但是选择农业类专业并

不意味着一定要去种地。农学实际上有着非常丰富多样的就业方向：

畜牧业、动物科学、水资源管理、葡萄酒生产、农业机械、植物保护、

农业生态学等等。为了拉近农业与年轻人的距离，此次国际农业博览

会期间，法国农业部就邀请了一名农业高级技术员证书班在读的学生

每晚来到展台上与参观者们互动。这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并非出自

农民家庭，而是因为初中四年级时的一次实习经历热爱上了畜牧专业。

他在社交网站上设立了个人专属频道，上传分享在农场工作、照顾牛

羊等动物的视频，收获了上万粉丝和众多好评。 

此外，一些农业类高中也积极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向适龄的初中学

生进行宣讲，帮助更多人了解农业方向的学业选择和今后可能的就业

方向，希望以此改善农业教育信息渠道不够畅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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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nseignement agricole recrute des jeunes sur Snapchat », 

https://www.reussirmavie.net/L-enseignement-agricole-recrute-des-

jeunes-sur-Snapchat_a2932.html 

 

 

https://www.reussirmavie.net/L-enseignement-agricole-recrute-des-jeunes-sur-Snapchat_a2932.html
https://www.reussirmavie.net/L-enseignement-agricole-recrute-des-jeunes-sur-Snapchat_a29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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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重视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软技能 

 

在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教育扮演着确保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角色，这是国际上一致认可的观点。是否有一些教育体系更有助于培

养 21 世纪发展所需的人才，使其充分拥有应对未来工作挑战的技能，

即在致力于教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软技能（例

如创造力、好奇心、批判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他人和个人的

自信心、毅力、同情心、对话意识和团队精神等）和 21 世纪不可缺

少的价值观。针对这一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

学家曼侬·考斯提诺（Manon Costinot）与《世界报》记者进行了探讨。 

曼侬·考斯提诺认为，当青年人进入大学或职场时，环境往往要求

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也要求他们具备各类软技能，但所谓

的软技能与知识不同，很难通过书本获取。有数据显示，当今经合组

织成员国中三分之一的职业，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发生深层次改变，今

天 65%的小学生未来将从事目前并不存在的工作，而那些对创造力和

社会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将成为最难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部分。 

为使年轻人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一些国家重新考虑了其教育体

系学校课程设置，即除重视传授基础知识之外，更加注重发展学生的

综合能力、态度和价值观。例如韩国自 2015 年起，围绕创造力、解

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和互相尊重等能力和价值观进行

了课程设计。韩国教育体系过于重视理论和基础知识，但如今能力培

养成为其学校教学目标，并且教师们也为这一变革进行了培训和准备。

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以及日本，也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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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技能培养愈加重视，并通过跨学科教学的方式将软技能培养内容加

入到学校课程中。在这方面，法国目前做得还不够。 

围绕着“软技能”这一概念，各国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最传统的观点认为，重视软技能会增加学校课程的负担，或者会牺牲

原有基础知识教学所需要的时间。然而，通过改革和更新老师的教学

方法，可以将软技能培养与基础知识教学相结合。此外，更多的时间

用于基础知识培养并不能确保更好的教育成果。法国 59%的小学教育

时间用于阅读理解（阅读、写作和文学）和数学，是经合组织成员国

中比例最高的国家。尽管如此，法国的国际教育评估 PISA 结果仅处

于中间水平，而用时较少的韩国则处于领先位置。 

可以明确的是，相比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在法国，软技能学习

在学校课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士主

张重视学生的软技能培养。国民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Jean-

Michel Blanquer)提出，在原有“读、写、算”的三大基础技能模块上纳

入新的“尊重他人”模块。该举措也体现了法国提高学生软技能的愿望。 

当前，法国的主要挑战在于创建一个有利于软技能发展的教学环

境，即要鼓励学生合作、共同参与和创新创造，鼓励学生拥有探索、

犯错和冒险的勇气；同时也要重视教师的培养改革，鼓励老师之间开

展合作，彼此交流教学方式，更好地思考将软技能培养与知识学习相

结合的方法。 

（编撰：焦舒曼，巴黎新索邦大学-DILTEC 实验室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educationdechiffree.blog.lemonde.fr/2018/12/10/question-6-

apprendre-au-21eme-siecle-les-programmes-scolaires-preparent-ils-les-

jeunes-aux-enjeux-et-metiers-de-demain/#more-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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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推行全纳教育：让学校适应每个孩子学习需求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也称“融合教育”，是一种实现

残疾等有特殊需要儿童平等受教育权、减少障碍和特殊对待的教育方

式，倡导建立包括残疾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可以共同学习的环境。

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萨拉曼卡特殊需求教育原则、政策和

实践宣言》，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全纳教育的实现，并为各国提供了

政策推进和实践的框架建议。 

截止 2017年秋季入学，法国共有 321, 476名残疾学生入校就读，

其中 181158 名在初等教育阶段，140, 318 名在中等教育阶段。以学

生就读的机构类型来分，2015 年时在全法 279, 000 名残疾学生中，

45%的残疾学生在普通班级，38%在校内全纳教育机构，14%在专门

教育机构（多以低龄儿童为主，幼儿园阶段占 50%）。 

在法国，全纳教育被视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是法国国民

教育部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法国在建立相关法律规定、设立专门性

全纳教育机构以及跨部委开展全纳教育合作等方面已积累一定经验，

对我国开展相关领域的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一、通过立法，把全纳教育纳入法律保障 

    如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法国的全纳教育也经历了特殊教育与

普通教育完全分隔，再到部分融合，继而高度融合的三个阶段。正如

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在 2018 年

10 月举行的“在一起：全纳教育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说：我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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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给出一个法国开展全纳教育的准确时间，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中，历届法国政府都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不俗进展。 

（一） 法国全纳教育立法萌芽阶段（二十世纪末） 

一个世纪以前，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法国有特殊教育需求

的孩子大多还被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1909 年，法国颁布法律设立了

“从事学习有障碍孩子教学工作职业证书”（CAEA），标志着特殊教

育在法国的正式起步。随后，“医疗教育机构”（Institut Médico Educatif）

或“医疗教育中心”（Centre Médico Pédagogique）等特殊教育机构开始

在全法逐步设立并迅速发展。然而，这种教育机构虽然能够提供适应

特殊教育需求的医疗和教育环境，但却让残疾儿童被孤立于主流社会

之外。 

1975 年，法国颁布法律（la Loi n°75-534）规定“所有孩子必须享

有受教育的权利”。1987 年，法国设立“特殊教育与社会融入职业证书”

（CAPPEI），旨在培养专门人员帮助残疾儿童适应并融入社会。1989

年颁布的《教育方针法》中强调“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和优先重视其

社会融入相关问题”。1990 年，法国再次颁布法律，强调“反对因健康

情况和残疾而引发的歧视现象”。1994 年，《萨拉曼卡宣言》的颁布

引发全世界关于“如何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习者更好融入普通学校”

的讨论，法国也深受该宣言的影响，并着手实施相关改革工作。 

（二） 颁布《残疾公民参与、权利及机会平等法》（2005） 

2005 年，法国颁布了《残疾公民参与、权利及机会平等法》，

成为法国开展全纳教育的重要里程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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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学校的入学率提升两倍多。法国国民教育部为确保残疾学生实现全纳

教育，在提供入学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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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纳教育被正式写入《重塑共和国教育法》（2013） 

    2006 年联合国颁布《残疾人权利公约》，2010 年法国成为缔约

国。该公约强制其缔约国必须确保：为残疾人提供适应不同阶段学习

需求的、一体化培训与教育系统。2013 年 7 月《重塑共和国教育法》

首次将“全纳教育”的概念正式写入法律：“所有孩子应享有全纳教育，

拒绝一切形式的歧视”。此外，该法律还再次重申：无论学生的残疾

情况如何，都有融入普通学校、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此后，为实施全纳教育，法国教育部开展了大量工作。时任教育

部长娜贾特·瓦洛-贝尔卡森（Najat Vallaud-Belkacem）曾说：我们努

力实现的全纳教育，并不是让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适应学校系统，而是

让学校系统能够适应他们的需要。 

 

二、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开展全纳教育 

法国全纳教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是要取消特殊教育机构，而是要

创建一种学校与社会医疗机构在残疾学生入学方面更广泛合作的机

制。 

（一）设立跨部委统筹管理机制 

在法国教育系统的两个部委（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科研与创

新部与社会团结及卫生部）在全纳教育方面开展了紧密的合作。2013

年 9 月，法国成立“全纳教育跨部委委员会”（Comité interministériel），

统筹全法全纳教育的开展与实施。2017 年 9 月，“全纳教育跨部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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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提出“到 2022 年在法国全面实施全纳教育”的目标。此外，该委

员会还定期对法国全纳教育的开展进行“督导”（Inspection）和“评估”

（Évaluation）。 

（二） 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组建“全纳教育协商委员会” 

全纳教育的实现，依靠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部门，而是涉及社

会多方团体的通力合作。1975 年，法国根据法律规定设立“法国残疾

人教育协商委员会 ” （ Conseil national consultatif d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简称：CNCPH），主要确保残疾人在相关政策制定中的

参与。最初，该委员会仅由残疾人相关组织和残疾儿童父母代表组成。

随着时间发展，委员会的成员逐渐丰富为由工会组织、地方政府及议

会、红十字会等组织中的 116 名成员组成。 

该协商委员会围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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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开展讨论。上述工作开展的具体建议已于 2019 年初提交至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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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秋季开学时进行，

并于 2020 年秋季开学时完成，目标是 2022 年在法国全面实现全纳教

育。 

（三） 专注全纳教育教师培训，提高全纳教育质量 

伴随着全纳教育在法国的全面开展，法国教育系统逐渐意识到班

级教师需要加强与从事残疾服务的专业人员紧密合作和交流，才能保

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在班级中的融入和学习。因此，法国教育系统和

社会医疗系统经常会开展相关的联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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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国的每一个“教师培训学院”（ESPE）都必须向其覆盖的

教师进行全纳教育相关的培训，针对学历教师教育具体的培训时长可

由学院自行确定。在全纳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法国提供一个

针对非专业的 25-50 小时的国家级全纳教育培训课程。同时，政府也

通过推动创建全纳教育的优秀实践案例库（Répertoire des bonnes 

pratiques）等方式，积极开展全纳教育数字教学资源建设。 

（四） 建立校内全纳教育服务机构 

    “校内全纳教育机构”（Unités Localisées pour l’Inclusion Scolaire，

以下简称：ULIS）是法国实施全纳教育的重要机构，它的前身是“教

学融入机构”（Unité pédagogique d'intégration），此机构设立在普通小

学、中学、技术中学及职业中学内，旨在为残疾学生提供教育帮助。

一直以来，ULIS 致力于残障学生教育问题的解决，引导残障学生逐

渐融入到正常的教育体系中，并帮助其在未来职业中得到充分发展。

ULIS 机构与法国众多学校合作，根据每位学生的需求及潜力，为他

们制定出了符合其个人发展的个性教育方案。所有注册 ULIS 的学生

将根据障碍类型和等级的划分，被分配入不同班级中与其他学生接受

同等的知识教育。除此之外，ULIS 还为每位学生分配有各自的协调

员（Coordonnateur），负责对其生活及学习状况进行持续跟踪指导。 

    ULIS 还负责与学校教育团队、医疗团队进行长期持续的合作与

沟通，机构协调员与每位学生的家庭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学生的

在校情况及个人身体状况，持续进行学生个人发展计划的更新与调整。

另外，在机构内会有专人设计、执行以及评估组织内部的运行程序，

机构内的人员流动与班级变更都会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并向

教育部门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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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法国还尝试在教育机构周围建立“地方全纳陪伴中心”

（Pôle inclusifs d'accompagnement localisé ，简称：PIAL），确保学校

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得相应的指导和帮助，更加及时、高效地向特殊学

生提供适应其需要的服务。 

（五）开展全纳教育研究活动 

1954 年，法国创建“国家露天教育中心”（CNEPA），1971 年该

中心发展成为“不适应（学校教育）儿童国家培训及研究中心”

（CNEFEI）；1998 年法国创办专门针对全纳教育研究的期刊：《适

应及入学新期刊》（ La Nouvelle revue pour l’adaptation et la 

scolarisation）；2005 年“不适应（学校教育）儿童国家培训及研究中

心”发展成“青年残疾人教育及教学国家研究中心”（INSHEA）；2012

年包括 14 名博士研究生的“残疾人教育获取及入学研究团队”

（GRAHAPES）成立；2012-2014 年，首批全纳教育本科及硕士学位

逐步在部分高校创建；2018 年《适应及入学新期刊》改版为《教育和

全纳社会新期刊》（ La Nouvelle revue pour l’adaptation et la 

scolarisation）。 

此外，法国还定期出版国内全纳教育的发展报告，并分别于 2012

年、2016 年、2018 年围绕全纳教育召开国际研讨会，积极吸纳其他

国家在全纳教育方面的经验及成果。 

 

    三、为残疾儿童、家庭、陪护人员、教师提供人性关怀和支持 

（一） 帮助残疾儿童家庭重建信心 

法国国民教育部倡导了“简化入学项目”（Projet de parcours 

scolaire simplifié），该项目旨在帮助残疾家庭的父母更好地认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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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的需要，确保孩子还在入学时，能够尽快适应教学、学习材

料、人文帮助以及治疗和社会交往等。陪护及教师应在学生入学前及

时与家长沟通，倾听家长的需要及面临的负担。法国的全纳教育除了

提供知识方面的教育外，还着力帮助残疾儿童和家庭建立适应和融入

社会的信心，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关怀。 

（二） 提高全纳教育陪护人员待遇 

    目前在法国，共有 175, 000 个残疾儿童需要陪护，占所有入学残

疾儿童的一半。在这种不断增长的陪护需求下，也需要思考人性陪护

关怀是否会影响残疾儿童的独立成长。因此，陪护人员必须融入全纳

教育的工作环境，增强与其他教师和专业人员的互动和交流，确保陪

护服务不会影响残疾儿童独立性的培养。 

法国在开展全纳教育时，将提高从事全纳教育的工作人员的职业

发展和前景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希望通过提高陪同人员的待遇和促

进其职业发展，确保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的稳定性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2019 年初，法国政府决定将陪伴人员的合同从“帮助性合同”（Contrat 

aidé）转为正式的三年短期合同（CDD），重续一次三年短期合同后，

自动转为终身合同（CDI）。同时，政府还向陪护人员提供 60 小时／

年的培训。陪护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业性为提供优质全纳教育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 

（三） 向从事全纳教育的教师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 

残疾学生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和医疗团队之间的

紧密联系及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深入到从“地方”（Région）到“教室”

（Classe）的各个层面。地方健康委员会（ARS）应确立全民教育服

务的合作方式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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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教师提供满足全纳教育质量需求的培训项目之外，国民教育

部还专门设立“资源教师”（Professeurs ressources）的岗位。这些教师

在学校和课堂间“流动走访”，协助其他教师帮助残疾儿童学习。此外，

法国国民教育部还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数字平台，增进从事全纳教育的

教师及相关人员交流，帮助班级教师获得全纳教育相关的知识及专业

支持。 

（四） 残疾儿童受教育及入学方式的多样化 

解决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问题（Scolariation）是全纳教育的核心

议题，也是法国全纳教育目前关注的重点。作为学校，无论学生的特

殊需求是什么都应尽量满足，以确保其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实现。

2018年入学，法国新增 38个 ULIS，五个自闭症小学教育机构（UEEA），

以确保提供适应不同残疾儿童需要的教育方式。 

此外，除了儿童的课堂教育外，法国还在“周三计划”（Plan 

mercredi）中明确了课后及课外活动的全纳教育内容。将全纳教育深

入到课外活动的范围内。采取形式多样的全纳教育以满足不同类型残

疾儿童的需求，让学校适应每个有特殊要求的孩子，确保全纳教育最

终目标的实现。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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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农业教育的发展和特色 

 

法国是欧洲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与其

农业发展相适应，法国建立了完备且成熟的农业教育体系，为农业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法国农业部1牵头负责全法农业教育，与国

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同为三大教育主管部委。通过走

访农业部、农业类院校，本文介绍了法国农业教育总体情况并分析其

主要特色，为中法开展农业教育合作提供参考。 

一、 法国农业教育的历史发展 

法国农业教育历史悠久，且一直受到重视。特别在 17-18 世纪西

欧气候变化导致各国发生农业危机和饥荒时，法国农业学家纷纷提出

要推动农业新技术的改革和传播，以扩大粮食增产，减缓危机，因此

农业教育受到关注并经历快速发展。创建于 1761 年的里昂国立兽医

学院2（Ecole nationale vétérinaire de Lyon）为世界上最早的兽医学院，

其为欧洲各国陆续建立兽医学院提供了模型。进入 20 世纪以来，法

国农业教育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重要改革： 

（一）20 世纪 60 年代，农业教育服务于农业现代化 

在时任总理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和时任农业部长亨

利·罗适洛（Henri Rochereau）的推动下，法国出台了“农业教育和农

业职业培训法”（La loi du 2 août 1960 sur l'enseignement et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agricoles）,加快了农业教育改革，大力培养具有现代化

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各级人才，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需要。

主要改革有： 

                                                      
1 全称为农业与食品部（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Alimentation）  
2 2010 年 1 月，该学院与克莱蒙-费朗国立农业工程工程师学院和国立兽医服务学院合并成为高等兽医学

院联合体（VetAgro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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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教育完全划归由农业部管理； 

——对农民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帮助其适应农业现代化

的需要； 

——农业教育政策制定须结合地方需求，适应地方发展需要； 

——农业相关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农业教学。 

（二）20 世纪 80 年代，农业教育进一步适应地方发展需要 

时任农业部长米歇尔·洛卡（Michel Rocard）着手法国农业教育改

革，推动实施了“国家与私立农业教育学校关系改革法”（又称“洛卡

法”，La loi du 31 décembre 1984, dite « loi Rocard »），促进各地方私立

农业教育与公立农业教育协同发展，推动农业教育适应地方政策，参

与地方经济建设。主要改革有： 

——农业教育积极参与农村地区发展建设； 

——加强农业及相关产业的研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 

——提高农业院校在行政、财务和教学方面的独立性，促进院校

教学适应地方发展的需要； 

——促进初始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共同发展； 

——加强农业教育国际合作；  

——由农业部制定全国统一的农业教育大纲。 

（三）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赋予农业教育更强的社会功

能 

1999 年，法国政府颁布“农业导向法”（La Loi n° 99-574 du 9 juillet 

1999 d'orientation agricole），进一步扩大了农业教育职能，进一步将农

业教育与地方发展深入结合起来。主要改革有： 

——推动农业教育需为农村地区的服务业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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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教育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强调农业教学内容多元化和跨学科农业人才的培养。 

（四）新时期的农业教育 

为促进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法国政府于 2014

年 10 月颁发了“农业、食品和森林未来法”（La loi d'avenir pour 

l'agriculture, l'alimentation et la forêt du 13 octobre 2014），进一步将“农

业生态”的概念引入农业教育。  

近年来，随着农业教育不断发展，最终修订的法国农村和海洋渔

业法典（Code rural et de la pêche maritime）第八章中规定，法国农业

技术教育承担以下职能：1.提供普通、技术或职业的初始和继续教育。

2.促进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入学和就业。3.参与地方经济发展。4.致力于

农业和农产品的发展、探索尝试和创新。5.参与国际合作，特别是促

进学生、学徒、实习生以及教师的流动。 

农业高等教育承担以下职能：1. 重点通过传播科学和技术知识，

开展农业教育，并致力于保护环境教育。促进多样化招生，促进学生

就业和融入社会。2.参与农业发展政策制定，开展农业研究、创新和

工程师教育，参与农业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启蒙和推广。3.开展农业科

学、技术和教学方面的国际合作，致力于构建欧洲农业高等教育和研

究共同体，提升本国吸引力。4.确保对农业技术教育提供支持，特别

是支持开展农业初始教育和农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二、 法国农业教育总体情况 

为全面适应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需要，法国建立了涵盖基础教育

和高等教育，初始教育和继续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农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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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总体分为两部分：农业基础教育，即自初中三年级起至高中毕

业，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阶段以及攻读高级技术员文凭阶段的学习；

农业高等教育，包括工程师、兽医、风景师教育、职业本科、硕士和

博士教育。法国农业教育结构图详见下图： 

 

 

 

 

 

 

 

 

 

 

 

 

 

（一）农业教育学校情况 

——806 所农业中学和农业教育中心：216 个公立农业中学、214

个私立农业中学、365 个农业之家（ Maison familiale rurale）以及 11

个农业医学教育中心（Centre medico-éducatif）。 

——18 所高等院校，包括农业、兽医和风景师相关专业院校，其

中 12 所公立院校，6 所私立院校。（高等院校名单见表 1） 

——2 所远程农业教育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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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法国农业类高等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1 巴黎高科高等农学院（AgroParistech） 
公立工程

师学院 

2 
国立高等农业、农业食品、园艺和风景学院 

（Agrocampus Ouest）(雷恩、昂热) 

公立工程

师学院 

3 第戎国立高等农业、食品和环境学院（Agrosup Dijon） 
公立工程

师学院 

4 波尔多国立高等农学院（Bordeaux Sciences Agro） 
公立工程

师学院 

5 蒙彼利埃高等农学院（Montpellier SupAgro） 
公立工程

师学院 

6 斯特拉斯堡国立高等水和环境工程学院（ENGEES） 
公立工程

师学院 

7 
图卢兹国立兽医学院 

（Ecole nationale vétérinaire de Toulouse） 

公立兽医

学院 

8 
阿尔福国立兽医学院 

（Ecole nationale vétérinaire d’Alfort） 

公立兽医

学院 

9 南特-大西洋国立兽医和农食品学院（ONIRIS） 
公立兽医

学院 

10 
国立食品、动物健康、农科学和环境高等教育和研究所

（VetAgroSup） （里昂、克莱蒙-费朗） 

公立兽医

学院/工程

师学院 

11 
凡尔赛国立高等风景学院（凡尔赛、马赛）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paysage de Versailles） 

公立风景

学院 

12 
国立高等农业教育培训学院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formation de l’enseignement agricole）  

公立师资

培养学员 

13 
普潘工程师学院 

(Ecole d’ingénieurs de Purpan） 
私立 

14 
昂热-卢瓦河高等农学院 

(Ecole supérieure d’agricultures d’Angers–Loire） 
私立 

15 
高等林学院 

(Ecole supérieure du bois） 
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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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里尔高等农学院 

(Institut supérieur d’agriculture de Lille） 
私立 

17 
罗纳尔-阿尔卑斯高等农业和农食品学院 

(Institut supérieur d’agriculture et d’agroalimentaire de Rhône-Alpes） 
私立 

18 
UniLaSalle 综合理工学院 

(Institut polytechnique UniLaSalle）（鲁昂、博凡） 
私立 

（二）农业教育学生情况 

根据农业部统计，2016 年，全法在农业教育体系就读的学生3为

21 万人（60%在私立学校，40%在公立学校），其中 1.6 万在农业类高

等院校就读，其余 19.4 万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就读。 

近 40 多年来，随着法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农业教育规

模不断扩大。1975 年，全法农业教育共招收学生 12 万人，当年高等

教育阶段的学生人数仅为 2016 年的三分之一。1995 年，学徒制引入

农业教育并开始广泛实施，2016 年农业教育学徒人数相比 1995 年翻

了近一番，达到 3.4 万人。 

就学生性别比例而言，目前农业教育学生群体中，男生占比 54%，

女生占比 46%。高等教育阶段，女生占比达到 60%；通过学徒制进行

培养的学生中，女生仅占比 20%。 

就学生家庭背景而言，相比以往，农业教育学生家庭背景更加多

元化。1984 年，40%农业教育学生来自农民家庭或父母为从事农业相

关领域工作；2016 年，上述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例已降低至 10%，大

部分学生来自于工人家庭或普通职员家庭，其比例达 45%。 

农业教育也是全纳教育的积极践行者，2015 年，全法农业教育招

收残疾学生 2900 名，学校为残疾学生配备校园生活助理以及特殊的

教学器具等。此外，寄宿制是农业基础教育普遍实行的制度，超过半

                                                      
3 此处仅指中学生、大学生和学徒，不包括参加农业继续教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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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上的学生为寄宿生。 

（三）农业教育财政投入情况 

法国农业教育经费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即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

政府投入。 

1、通过农业部的中央财政投入。自 2010 年起，国家对于农业教

育财政投入逐年增长。2016 年全年，中央财政通过农业部投入农业教

育的经费达 17 亿欧元，占该部委总预算 35%。其中： 

——11 亿欧元用于支付农业部聘用和管理的院校教师和工作人

员薪酬，这类人员总数达 1.6 万人，其中 60%在公立基础教育学校工

作，30%在私立基础教育学校工作，10%在高等院校工作。  

——在中学就读的学生，生均经费投入 9501 欧元；工程师教育

等高等教育阶段，生均经费投入 14689 欧元。此外，农业部对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需要赴海外实习的学生或残疾学生等提供各类资助，

2016 年资助总金额达 9300 万欧元。其中，6.1 万名学生根据家庭收

入情况享受了农业部的专项奖学金资助，资助总经费 8600 万欧元，

主要用于住房补贴、购买教材器具等；3100 名学生因赴海外实习或学

术交流享受了农业部资助，资助总经费 120 万欧元；另有 580 万欧元

用于为残疾学生聘用校园生活助理以及购买辅助教学材料等。 

2、地方政府投入。地方委员会为公立农业院校提供教学用地、

楼房、教学硬件设备，并承担硬件维护和配备以及相关人工费用。 

（四）农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7 年，法国农业部共颁发了 8 万份文凭，包括农业职业能力

证书（CAP）、农业职业初中毕业文凭（BEPA）、农业高级技术员文凭

（BTSA）、高中会考毕业证书、本科、硕士和博士文凭等。农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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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以下 8 个行业领域输送人才：农业生产、加工、商贸、空间改

良和环境保护、服务类、农业设备类、马术运动、畜牧和动物护理。 

在法国，农业类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总体就业率达 85%

以上。据农业部统计，农业工程师学生毕业 1 年半后，就业率高达

91%。每年农业类高校毕业生人数基本稳定，包括农业工程师约 2600

名，兽医专业毕业生 450 名，风景师 60 名，博士毕业生 200 名等。 

 

三、法国农业教育特色 

（一）实现农业教育管理和资源统筹发展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统筹管理农业教育。 

中央政府层面：法国农业部内设教育与研究总司，统筹全法农业

教育工作，包括制定全国性的农业教育大纲、开展农业教育评估和督

导、管理农业教育师资队伍等，有效地将国家层面的农业发展政策、

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与农业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起来。 

此外，国家设立了全国农业教育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agricole）、全国农业教育观察所（Obervatoire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agricole）等，作为农业教育发展的咨询机构；主导

创建了 “ChloroFil”(www.chlorofil.fr)、“Educagri”（www.educagri.fr）

等信息网络，公众可利用两个平台查询法国农业教育相关信息，包括

法国农业教育体系介绍，招生录取查询、就业分析、教学方法和项目

介绍等，促进农业教育信息公开。 

地方政府层面：与地方学区相对应，每个大区设有“地方食品、

农业和森林事务办公室”（Direction Régionale de l'Alimentation de 

http://www.chlorofi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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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riculture et de la Forêt），负责本地农业教育，即充分结合当地农业

产业特点，因地制宜规划农业教育，并帮助毕业生更好地就业。 

第二，社会主导，成立多个全国性的农业教育联盟或协会。 

法国农业教育联合体（Agreenium）：在农业部和高教部支持下，

2010 年，14 所法国农业类顶尖高等院校以及 4 所农业研究所整合形

成法国农业教育联合体，使农业教学和科研资源实现强强联合，并积

极推动法国农业教育国际合作，为法国农业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 

此外，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期间，“公立农业教育推广协会”、

“私立农业教育全国委员会”、“全国高等农业工程师学院联盟”等机构

先后成立，为推动农业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倡导农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相融合的理念 

当前，在全球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法国政

府认为，农业教育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将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农业教育必须与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紧密

结合，才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并使法国农产品在欧洲乃是世界市

场上得到认可。 

    与其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体系不同，法国农业教育的管理权力很

大程度上已下放至地方政府。经过多年发展，法国农业教育已具有鲜

明的因地制宜特色。一方面，学校深深扎根于本土，根据所在地的农

业特点调整和制定农业教学大纲，积极参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

体育和环境的发展建设；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农业行业机构和研究

所等深入参与农业学校人才培养，包括专业设置、课程制定、教学方

式方法等。 

为促进学校与地方深度合作，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法国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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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立了两个专项计划：2003 年起实施的“伙伴关系项目负责人”

（Chef de projet de partenariat）项目，主要为促进公立农业学校和农

业类高校、研究所、行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农业工

程师积极参与学校教学；2007 年启动实施的“三分之一时间”（Tiers 

temps）项目，即允许农业学校教师将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投入到有

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农业项目中。截至 2017 年，共有 87 个具体项目

已启动实施，涉及主要领域为：农业和农产品生产发展、教学实践、

社会文化教育、地方发展和国际合作。 

（三）法国农业教育的教学特点鲜明 

第一，重视实践教学，将农场、技术车间等普遍应用于农业教学。

法国农业教育强调学习农业职业技术，把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应用紧

密结合起来。一般农业类院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农业学校都实

行小班化教学，且常采用分小组项目教学法，确保每位学生更好地参

与实践课程，受到教师的关注和指导。 

农业学校一般拥有自己的教学农场、技术车间等，地方政府为此

也提供了大量教学用地。目前，全法农业学校共有 192 个农场、23 个

农业技术车间和 9 个马术中心，用于教学演示、做实验、传播学习新

技术等，上述教学用地总面积达 1.9 万公顷。此外，如在这些教学农

场和技术车间开展创新型的实验和演示项目，还可申请“农业和农村

发展特殊专款经费”（Compte d’affectation spéciale Développement 

agricole et rural）的支持。 

第二，重视国际交流，积极鼓励农业教育学生赴国外学习或实习。

法国农业教育发展规划中指出，未来要培养适应欧洲乃至世界发展、

具有面对全球挑战意识的农业人才。因此农业教育体系的每位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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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间至少须有一次赴国外交流的经历。 

基础教育阶段，比如公立高中高二、高三学生可以申请赴欧盟国

家进行为期 2 周的语言学习，并有机会申请奖学金。据农业部统计，

农业基础教育阶段赴国外交流的学生中，95%选择了欧洲国家。 

高等教育阶段，法国农业类院校学生赴国外交流的机会非常多。

一方面法国学校与欧洲、非洲法语区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学校和

企业签署了交流协议，为学生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当

地学生赴国外实习也给予积极支持，比如提供经费资助，或以地方政

府的名义与国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等。 

第三，重视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在法国，无论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还是技术教育，体育、文化

和艺术教育都是学生的必修课，这也是法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法国学校育人理念为，学生既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要培养独立自

主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对艺术和文化的欣赏能力以及强健的体魄等。

因此在农业院校中，体育课、文化艺术课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教学内

容。具体讲，在农业类职业高中，每周开设 1.5 小时的文化艺术课和

2 小时的体育课。学校邀请艺术家为学生开设讲座、与艺术家共同设

计和制作艺术作品等，对学生进行艺术启蒙，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法国农业教育发展充分扎根于其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

历史积淀。同时，得益于统一高效的管理体系，因地制宜且多元化的

发展理念，以及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等，农业教育在法国整个教育体

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近年来，农业教育为法国农业以

及其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着各级各类人才。 

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法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农业教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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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但目前其合作对象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拉丁美

洲和非洲，与中国开展的农业教育合作相对较少。考虑到法国优质农

业教育资源非常丰富，特别在农业生态环境、动物卫生、食品加工、

营养与健康等专业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建议我国教育部和农业部

未来把法国作为我国农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点对象国，积极支持我国

农业类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组织代表团与法国院校开展互访交流，学

习法国的农业教育教学法、引进法国农业教育项目，探索合作建立中

法农业工程师学院等，进一步推动中法农业教育领域务实合作。 

（撰稿：许浙景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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