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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黄马甲”引发全民大讨论，教育问题受关注 

编者按： 

2018 年 11 月起至今，每周六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的“黄马甲

运动”（Gilet Jaune）已进入第 31 轮。法国内政部近日称，“黄马甲

运动”目前仍处持续状态，但规模较前期大幅下降。2019 年 3 月至 4

月，为切实了解并解决法国社会目前发展中的民生问题，马克龙政府

在全法范围内举行为期两个月的全民大讨论，议题包括：税收政策、

政府组织及公共服务、生态转型、公民身份与民主等。教育问题也成

为全民大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期热点将围绕“黄马甲运动”引发

的法国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展开，内容涵盖对全民大讨论中的教育问

题梳理、法国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复以及公民的反响等。 

 

 

法国教师与学生持续反对《学校信任法》改革方案 

 

2019 年 2 月 19 日，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学校信

任法》草案 （Projet de loi pour une école de confiance）。法案自通过以

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与“黄马甲”运动中的教育问题交织在

一起。 

    3 月 29 日，教师与学生家长组成反《学校信任法》联盟上街游行，

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长布朗盖称，当日游行的教师与家长人数占其总人

数的 15%左右。新法案反对者表示：法案自起草到通过，政府与教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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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间并未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桥梁，对话的缺失导致教师与家长对新

法案的内容感到突然与不适。“家长联盟”的发言人弗朗斯瓦·席威

（François Cywie）称，布朗盖实施新教育政策的两年间，政府与教育

工作者及学生家长之间的对话甚少。《学校信任法》中部分内容让教师

与家长感到“恐慌”，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并不适用于学生。如新法案第

一条有关现行考试制度的变更，巴黎工会（Snuipp）秘书吉约姆·拉波

特（Jérôme Lambert）认为，此条款将会为学生的学习带来惩戒性威胁，

这不利于学生在校间的学习及个人发展。其他反对者还称，教育改革

过于迅猛将会导致现有的教育体系遭到重创，教育改革应以“走一步，

停一步”的方式逐步施行，这有利于对学生在新制度下的适应程度进

行合理评估。 

（编撰：梁诗妙 ，诺欧商学院） 

资料来源： 

Loi blanquer. comment réagir ? Les Enfants Avenir ---Marion Billon https://les-

enfants-avenir.com/loi-blanquer-comment-reagir/ 

 

法国全国大讨论：优先加强初等教育 

 

4 月 25 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全民大讨论的

问题做出总结和回应。马克龙指出：教育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基础投资，

学校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杠杆，是社会共同进步的重要支撑。大讨

论中有关教育的部分主要包括： 

一、 在未经市长批准的情况下，不得关闭任何学校 



 3 

目前，法国近 5 万所初等学校（幼儿园和小学），有 17500 所设立

在乡村地区。2014 年至 2018 年间，全法共减少近 2000 所学校：2014

至 2015 学年，初级学校减少 516 所；2015 至 2016 学年，学校数量减

少 553 所；2016 至 2017 学年、2017 至 2018 学年，每年学校数量的减

少分别为 472 所和 493 所。初等学校的大量减少造成公民对法国基础

教育认可度严重降低。 

马克龙政府承诺，2019 年将全力遏制大量学校关闭的趋势。预计

2019 年内，关闭的学校数量为 186 所，其中乡村学校占 81 所，该数据

将于近期得到进一步确认。马克龙还表示，自 2019 年秋季入学起至其

任期结束前，不再会有未经市长批准而关闭的学校。未来导致学校关

闭的原因仅限于以下两种情况：1. 学校教育质量不佳、大部分学生的

各学科的成绩较差；2. 国民教育部在公民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对当地学

校进行统一重组。 

二、 优先学区幼儿园大班的人数将减半 

为延续自 2017 年以来，发挥优先学区小学一、二年级班额减半所

带来的积极效果，马克龙政府决定扩大优先学区内班额减半的范围，

将班额减半的范围拓展至幼儿园大班，正式实施预计从 2020 年开始。 

三、 除优先学区外，幼儿园大班及小学一、二年级班级人数将控

制在 24 人以内 

据报告显示，目前在所有幼儿园大班及小学一、二年级班级中，超

过 24 人的班级有 52800 个，占这一阶段班级总数的 38%。法国将通过

新建 3000 至 5000 个班级来减少大班额现象。预计该政策将涉及全法

近 140 万学生。其中，幼儿园大班占 58%，小学一年级班级占 24%，二

年级班级占 43%。2019 年，全法范围内的班级数量调整取得了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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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初步进展，更多有关班级调整的政策将于 2020 年启动，预计在

2022 年完成。 

 

（编撰：梁诗妙，诺欧商学院） 

资料来源： 

Grand débat national：priorité renforcée à l'école primaire 

Information - Jean-MichelBlanquer - 25/04/2019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1351/grand-debat-national-priorite-renforcee-ecole-

primaire.html 

 

 

法国公布 2019 年秋季入学政府通报，重点关注幼儿园及小学教育 

 

2019 年 5 月 28 日，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部长布朗盖向全法

各学区长、国家督学、小学校长、小学教师及相关管理人员，签发《2019

年秋季学年政府公报》，在公报中明确将初等教育阶段（幼儿园和小

学）继续作为全法 2019 秋季入学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9 年秋季学年政府公报》中提及，初等教育阶段是学生是否

成功的关键时期。事实上，基础生活知识的掌握程度是造成社会不平

等主要原因。因此，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校有责任通过提供更加优质的

基础知识（阅读、写作、计算、尊重他人）来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

发生。同时，每个教师都有责任通过他们的教学活动构建更加公平、

公正的社会。 

这些基本的原则必须从学生入学之初就建立起来，因此，法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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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提早至三岁。这也是《2019 年秋季学年政府公

报》中的主要内容均围绕初等教育展开的重要原因。幼儿园阶段教育

既传授给了学生 初的知识和教育，同时也是确保其未来学习阶段正

确价值观建立的关键时期。 

为此，新学期开学，国民教育部将增设 2300 个教职用于减少“优

先学区”内小学一、二年级班额。全法将有 1／5（近 30 万）学生在

开学时会享有阅读和数学的强化辅导。同时，法国国民教育部期望在

2020 或 2021 年，实现全法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人数均可控制在 24

人以下的目标。 

同时，法国国民教育部将继续在小学一年级开学、学期中以及

二年级开学时进行三次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和优化教师教学

方法，以更好地完成让每个孩子成功的初等教育目标。 

《2019 年秋季学年政府公报》正文分别从“幼儿园：充分成长和

语言发展”“国家优先：让所有学生获得 基础的知识”“开展教师

教学支持试点工作”以及“培养和睦相处的校园”四方面展开，详细

阐述了如何通过加强幼儿园的安全、开展基础知识教育准备工作、优

先口语词汇和结构性教学内容、丰富新入职教师培训、给教师提供更

加丰富的教学资源、加强评估工作、推广儿童早期外语学习、继续推

动小学班额减少、为残疾学生提供更好接待条件以及发展文化艺术教

育等方面具体阐述了 2019 年度教育工作的开展方法。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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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2412/la-circulaire-de-rentree-2019-au-bulletin-

officiel.htm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pid285/bulletin_officiel.html?cid_bo=142385 

 

 

 

回应"黄马甲"诉求，马克龙总统着手改革母校 

 

    在 4 月 25 日长达 2 小时 20 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对“黄马

甲”运动抗议者们做出了期待已久的回应，除了“要减税，多工作”外，

马克龙称，提议改革额 ENA（法国国家行政学院）。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ENA）

由戴高乐将军于 1945 年创办，为法国培养高级公务员的高等行政管理

学院。学院直接隶属于法国总理府，院长由法国总统任命。目前总部校

址位于斯特拉斯堡，在巴黎设有分校。2018 年，学院共有在校生 222

名，其中法国学生占 80%，国际留学生占 20%。同时，另有 11637 名旁

听生。截至目前，学院共培养毕业生 10880 名。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采用严格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入学考试竞

争十分激烈。学校入学路径分为四类，即从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商、

综合理工等高等院校硕士毕业生中外部招考、从已工作的公务员群体

中招考、从已工作的自由职业者群体中招考，或是从博士毕业生中招考，

以确保生源质量及多元化。考生一般需要通过一年的入学考试培训进

行准备，且平均录取率仅在 10%左右。学生的学习期限为两年。学院的

人才培养模式独具特色，第一学年学生到法国地方行政机关、驻外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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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企业等进行任职，第二学年在校内进行法令起草、外交事务应对等

专项工作能力训练。 

针对目前法国社会上关于取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声音，该学院

现任秘书长弗雷德里克·古特芒（Frédéric Guthmann）先生表示，自成

立以来，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肩负着为法国社会培养高级行政管理人员

的重要任务，为法国各大主要部委和行政管理机构输送了大批高级人

才。目前，取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是，学院将

会在学院名称、招生制度、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改革，以促进学

院更好地适应未来法国社会的发展。目前，法国政府已委托相关专家起

草法国行政学院的改革方案，拟于未来 1-2 年内提交国民议会审核。 

 

（编撰：许浙景，审核：杨进） 

 

 



 8 

【教育动态】 

法国确定学校“化学年”，在不同教育阶段推广科学文化 

 

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均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影响深远。因

此，应从及早对青少年开展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的培养。旨在通过每

年开展主题活动，在学生成长阶段中不断培养科学文化、科学精神。

基于此，法国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共同将2018-2019

学年确定为“化学年”。 

化学及其衍生科学是解决人类发展和了解宇宙世界的基础性科

学，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法国的化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

影响力，曾 9 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其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的让- 皮埃尔·索维奇（Jean-Pierre Sauvage）于 2016 年获得该奖项。 

法国国民教育部通过支持“国际奥林匹克化学奖”等活动，在法

国传播化学科学与文化。“2018-2019 化学年”的活动覆盖从幼儿园至

高中会考毕业生，以及在大学和精英学院学习的所有学生，通过面向

不同年龄段举办有针对性的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培养未来

公民更好了解社会和环境面临的挑战。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34622/annee-de-la-chimie-de-l-ecole-a-l-

universite-2018-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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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举办外语学习周活动，倡导语言与文化多样性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8 日，法国举办第四届外语学习周活动（la 

Semaine des langues vivantes）。今年的活动主旨为：“分享语言”，目

的是鼓励大众在学校等教学机构外更多地使用多种外语，发现并积极

传播不同语言文化的魅力，倡导语言及文化多样性。 

    活动主要围绕如何为大众创造更多学习机会，引导其发现并探索

丰富的语言文化、传播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化的开放

性与流通性展开。活动的重点在于充分调动语言技能持有者的积极性，

在活动过程中发挥其语言优势，激励他们在未来学习过程中接纳及传

播语言文化。同时，此次活动也为鼓励学校及各教学机构，在教学形

式与教学方法上突破创新，如组织不定期课外语言学习的活动等。活

动内容还强调，现存语言的学习在公民素质培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学习其他语言并参与与此相关的活动将有利于公民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相互理解与包容，无论是线上线下，还是虚拟与现实，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将会因此变得更加畅通。 

为丰富活动多样性，传播语言学习的价值，全法所有学生与教师

都被邀请到参与活动之中。活动内容包括：数字化资源在语言教学方

面的运用、课外语言技能运用的方式及方法、语言保护工作的情况及

现实意义、如何在与他人沟通以及在科学文化开放的进程中逐步探寻

语言文化之魅力、如何促进欧洲范围内学生的交流交换、如何使学习

多门外语的学生主动分享自己所理解的语言及文化，以此促进不同文

化的沟通与交流等。 

每年 9 月 26 日，法国响应欧洲委员会的号召举行欧洲语言日。

在今后每年的欧洲语言日都将以当年外语学习周活动的结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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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周活动立足于法国的多语言文化教育环境，活动范围囊括各

教育阶段学生及广大人民群众。近些年，活动内容与形式愈加多样，

范围逐渐拓展至更广泛的公众。 

（编撰：梁诗妙，诺欧商学院） 

 

资料来源： 

《Semaine des langues vivantes》 Europe et internationa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01667/semaine-des-langues-vivantes.html 

 

 

 

法国颁发 2019 年度“反对校园暴力奖” 

 

2013 年起，法国设立“反对校园暴力奖”，专门用于奖励学生和

学校教育机构中用于反对校园暴力的工具和项目。2019 年该奖项吸

引了来自全法所有学区的 1338 项目参与。 

    此奖项由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及互助保险（MAE）共同设立，

目的在于通过设计海报或者拍摄视频的方式，向小学、初中、高中和

各类学校内外的教育机构开展“反对校园暴力”的宣传活动。2019 年

共有 40 720 名学生在此次活动中签署“反对校园暴力”的倡议，670

条标语和 668 条视频参与今年的评选。这些材料正在不断提醒学生和

教师校园暴力的危害，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 

 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部长布朗盖在颁奖讲话中指出，校园暴

力破坏了共和国的价值体系，破坏社会的团结和学生们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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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将行动起来，一方面提升教育系统内对校园暴力的认识，另

一方面通过出台更加全面的预防政策和保护体系反对校园暴力。近年

来对校园暴力现象的调查表明，法国在对校园暴力关注度有所下降，

需要得到及时纠正，加强对校园暴力的防治。布朗盖部长强调，对他

人的尊重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它是实现法国“自由、平等、博爱”

的共和国价值的关键。 

（编撰：王玉珏，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2479/prix-non-au-harcelement-2019-ceremonie-

de-remise-des-prix-2019.html 

 

 

 

法国青年辍学情况的分析 

一、 近十年欧洲辍学率整体下调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辍学定义。欧洲将提早离校而没有获

得高中文凭的 18 至 24 岁的青年定义为“辍学”。法国评估展望绩效

局（DEPP）与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统计了欧盟各国 2007 年

和2016年的辍学青年人数。其中欧洲总的辍学比率从2007年的14.9%

下降到 2016 年的 10.7%，但各国之间仍差异明显：中欧和东欧的部

分国家自 2007 年以来一直以低辍学率为特征，如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 相比之下，南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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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的辍学率则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如表 1 所示）。 

表 1 欧盟各国辍学率（2007 年，2016 年） 

希腊 14.3  6.2 

卢森堡 12.5  5.5 

波兰 5.0  5.2 

斯洛文尼亚 4.1  4.9 

立陶宛 7.8  4.8  

克罗地亚 4.5  2.8 

欧盟国家平均 14.9  10.7 

希腊 14.3  6.2 

卢森堡 12.5  5.5 

波兰 5.0  5.2 

斯洛文尼亚 4.1  4.9 

立陶宛 7.8  4.8  

克罗地亚 4.5  2.8 

欧盟国家平均 14.9  10.7 

希腊 14.3  6.2 

卢森堡 12.5  5.5 

波兰 5.0  5.2 

斯洛文尼亚 4.1  4.9 

立陶宛 7.8  4.8  

克罗地亚 4.5  2.8 

欧盟国家平均 14.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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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14.3  6.2 

卢森堡 12.5  5.5 

波兰 5.0  5.2 

斯洛文尼亚 4.1  4.9 

立陶宛 7.8  4.8  

克罗地亚 4.5  2.8 

欧盟国家平均 14.9  10.7 

 

     

    二、法国辍学率欧盟居中 

根据不同的指标，辍学者数量存在上下浮动的可能。但所有不同

的辍学指标都表明：近年来法国辍学人数得到明显改善。经合组织的

辍学以“没有工作和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为指标，2016 年统计 18

至 24 岁的法国辍学青年占总人数的 19.8% 。据法国国民教育部官网

公布的评估展望绩效部的调查，法国接受初始教育但辍学无文凭的

18-24 岁青年的数量不断下降，2010 到 2017 年的数量变化如图 1 所

示。 

图 1 法国 18-24 岁提早离校无文凭青年 

1 2 3 4 5

2010 2014 2015 2016 2017

140000

110000 107000 98000
80000

18-24岁提早离校无文凭青年
年份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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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国影响辍学率的关键因素 

    尽管法国的辍学率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但政府依然致力于辍学

因素的探究，以便出台更为有效的支持政策。2017 年国家学校系统评

估委员会《面对辍学，采取有效行动》的评估报告中主要从个体和学

校两方面分析了影响辍学的因素。 

 

（一）个体因素 

据国家学校系统评估委员会《面对辍学，采取有效行动》的评估

报告显示，影响辍学的个人因素包括：性别、社会背景、移民、家庭

结构和青年的学业表现。 

    性别：法国国民教育部和评估展望绩效局 2012-2014 的辍学调查

显示，在法国基础教育中，辍学并没有获得高中文凭的人员中 16%为

男生，11%为女生。性别是辍学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女孩在学校

里的表现通常优于男孩，这主要归因于社会角色的分配，学校的社会

化也加强了这一特点。女孩普遍较好的学习成绩也解释了她们较低的

辍学率。法国评估展望绩效局组织了一项涵盖所有初中一年级学生的

学习成绩纵向调查表明.同级学生中男孩辍学的风险高于女孩 

(Caille. 1999 年;Coudrin. 2006 年;Afsa. 2013 年)。 

    社会背景：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从其父母的社会背景来探讨。

一般来说，父母的收入、职业的社会地位及其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辍

学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在有同等学习能力的条件下，一般家庭孩子的

辍学率高于家庭环境优越的孩子。 

法国的研究者也发现，父母的学位特别是母亲的学位对孩子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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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影响很大，这一结果强调了家庭中的教育角色的影响。尽管不同社

会背景的家庭中，教育角色会有所变化，但是辅助孩子家庭作业，检

查孩子学习情况，对学校的积极期望，对孩子学校问题的回应，对孩

子的鼓励和奖励等都降低了辍学的概率（Cnesco. 2017）。调查还显

示，社会背景较优越的家庭较对孩子的学习关注高于一般家庭。 

移民因素：在法国. 涉及移民和辍学率联系的研究较少。据调查

（AFSA，2013 年)表明在在控制社会经济条件和孩子早期教育、其他

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移民子女与非移民父母子女的辍学率没有

差异。 

家庭结构因素：许多研究显示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似乎有更高的

辍学风险。 但是，一旦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美国和法国的相关调查也显示，重组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辍学

风险。 

社会心理状况：另一组风险因素是基于测试基础上建立的指标，

通过心理特征来表征个体。该领域的研究表明，行为紊乱，攻击性行

为，违法行为和抑郁状态与辍学风险有相关性（Jimerson等，2000 ）。

在孩子生命头几年中提供的家庭环境质量和照管质量（包括学校照管）

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因素有利于查明有问题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所

引起的心理转变。辍学是社会集合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学校环

境占有很大的比重（Cnesco. 2017）。 

 

（二）学校因素 

    学校环境：不论学生的个人特点如何，学校里的“差生”越多，

学生辍学的风险就越大( Saatcioglu. 2010)。在社会弱势群体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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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里，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条件可能导致不安全的学校氛围，产

生与学生需求不协调的教学实践，并且会降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和谐

关系，从而增加辍学的风险（Lee 和 Burkam 2003；Rumberger 和 

Palardy 2005）。 

学校组织：Verdier (2000 年) 认为. 重视学生竞争以追求卓越

的教育制度往往不关心辍学问题。在控制了经济条件(财富水平、劳

动力市场)的情况下，欧盟各国家的数据还表明. 在职业培训渠道不

发达，给复读提供很大支持的教育系统下，学生的辍学率较高 (de 

Witte 等人. 2013 年)。在法国，高中的定向（orientation）选择的

约束似乎也是辍学的因素之一（Cnesco. 2017），例如，Bernard 和 

Michaut（2014）对近 3 000 名年轻人进行了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其中 30% 的人无法获得他们希望的培训。 

    地区因素：在法国大都市，15-24 岁的辍学率为 25％（Boudesseul，

Cnesco，2017；INSEE，2013）。法国北部（里尔、亚眠），法兰西岛的

克雷泰伊和法国东南部（科西嘉岛、蒙彼利埃、艾克斯 - 马赛）的

学校辍学率较法国西部的学校（雷恩、南特）的辍学率要比其他城市

高（Cnesco，2017）。 

针对上述情况，法国将不断采取措施，计划在欧洲战略计划（2020）

的框架下达到 2020 年比 2017 年减少 10%的 18-24 岁辍学人员数量的

目标。 

       

  (编撰：刘瑛东，旅法教育学研究者协会)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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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学生实习制度初探 

 

为便于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法国政府鼓励学生在学习期间通过

实习进入职业环境。法国学生实习年纪范围为 16-29 岁，但 早可从

初中四年级起进入企业、工厂等社会机构实践，进行初步的职场探索。 

一、 初中四年级的职业初探 

根据法国《教育法》（Code de l’étucation） D332-14 的规

定，“为培养学生对技术、经济和职业环境的了解，特别是在导向

教育方面，学校可以根据《劳动法》（Code du travail）的规定，

组织学生到企业、协会、行政机构、公共管理部门或地方政府信息

访问和开展观察课程。在初中第四年，所有学生都要到某职业场所

完成观察课程。因此，学校须为年满 14 岁的学生组织实习，确保在

教学大纲中，至少有一次关于接触职业活动的培训。在所有情况

下，学生所在学校与相关机构需签署协议。负责教育的部长为此制

定框架协议。”未满 14 周岁的学生，只能在公立机构和家族企业进

行实习。 

对企业来说，接待实习学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规则和运

行模式，更加直观立体地感受和熟悉行业领域、探索经济发展体

系、加强与合作伙伴的联系，并使学生通过第一次对职场的了解而

促进未来就业机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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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来说，实习不仅帮助他们了解就业环境、职场人士的日

常生活以及收获实际工作经验，也同时培养了他们的自主性、建立

了在新环境中的自信以及帮助确定今后发展的方向。 

对学校来说，实习是帮助学生了解经济和职业市场的具体途

径，也是法国教育部 2015 年提出的“未来生涯计划1”（parcours 

Avenir）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般实习时长为 5 天，连续或间断均可。通常在一个实习单位

进行，可以以双人或团队形式完成。由 5 个学生组成的团队，可以

交替在 2 个不同的实习单位分别用 2 个半天的时间开展活动，也可

以在 5 个不同的实习单位各进行一天的实习。 

 

                                                   
1 未来生涯计划由法国教育部于 2015 年提出，旨在帮助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了解各类经济活动，建立个人
升学就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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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职业高中学生的实习 

对于选择了职业途径的高中学生来说，其教育过程包括了必修的

企业实习阶段，称为“职场培训期”。准备“职业能力资格证书”

（CAP）的学生，根据专业不同应完成 12、14 或 16 周的实习；准备

“职业高中会考”的学生则要完成 22 周的实习。通过这个阶段帮助

学生获得专业技能、实践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提高职业融入的能力。 

学生在同一学年内到一个单位实习且不超过 2 个月或 44 天内是

无津贴的，而自满 2 个月起，实习单位应给予额外实习津贴，额度为

社会基本工资的 15%。与此同时，法律对实习单位在同一时间能接受

的实习人数也有明确规定，20 个及以上员工的企业，接待实习生数不

超过总人数的 15%，20 个员工以下的企业，接待不超过 3 名实习生。 

在学生实习的过程中，学校和实习单位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学校负责人，如校长，负责实习总体安排，如寻找培训机构、指

派学校指导老师、签署协议等，在与管理委员会咨询后，确定学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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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老师在教学层面进行监督跟踪，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确保实习的安全

开展。 

学校的指导老师与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共同设计教学计划，包括在

企业实习的效果和地点。在实习过程中，确保实习单位与教学机构的

畅通交流，并共同参与学生的评估。如果实习是在国外进行，学校指

导老师还应陪同前往。 

实习单位的指导老师是确保交替教学质量的关键，他们与学校指

导老师一起： 

为学生讲授有关安全规则，并陪伴和指导学生，确保其顺利融入

实习单位。指导学生完成协议中规定的实习任务，并获得完成这些任

务所需的技能。 

 •建立与学生的对话机制，并提醒迟到、缺席等有消极态度和不

当行为，避免阻碍实习顺利运行。 

 •参与对学生的评估，并为学生评估提供所需帮助（实习报告、

非机密文件、接受访谈等） 

 •回答学校授课老师有关实习过程的问题和需求 

 •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学生参与认证评估情况所需的物质条件。 

进入实习的第一周为准备阶段，帮助学生尽快融入一个实习单位

和工作团队。学校和实习单位指导老师详细介绍实习或学徒的目标，

要学习和掌握的技能，要完成的实习任务、在实习单位应遵守的安全

和内部规定，以及融入职场的关键，如应注意的非正规准则等。 

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和学校指导老

师一起进行评估。回到学校后，学生需将实习的情况进行汇报，以讲

演、角色扮演或实习报告的形式呈现。但实习报告与是否能够获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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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无关，因为在实习的不同阶段，技能知识的掌握已经由实习指导

老师和学校老师在企业中进行了测试和评估。此外，学生在结束实习

后，也需要对实习单位的接待质量进行反馈评价。 

 

三、 在高等教育层次的实习 

在法国，大学生实习以《劳动法》为总则，并严格遵循《教育法》

的具体规定，该法对大学生实习的定义、实习在高校培养计划中的界

定、实习协议的签订及内容、实习生在实习接待单位中的身份、如何

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乃至实习时长、实习收入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

详尽的规定。 

根据《教育法》L. 124-1 至 L. 124-20 条款的规定，实习是指

在实习者求学期间，由实习者、接收实习单位（企业、行政机关或协

会等）及学生培养单位三方协议达成的实习者短时间的职场经历。在

此期间，学生可以获得职业技能，并把自己所学付诸实践，以期获得

教育文凭或证书，也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日后的职场生活。 

实习单位可以是私人或公共机构，可在法国国内进行也可以在国

外进行，接待单位类型可以是公司、协会、行政机构、地方政府、医

院、非政府组织、医疗机构，也可以是私人创业者、手工艺者或是自

由职业者。 

凡在高等教育机构注册、拥有学生身份的学生，只要每学年教学

培训计划有 200 学时以上的课程安排，在出勤至少 50 小时后，即可

开展实习。实习属于学生学业的一部分，应在规定的学制内进行，并

须经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同意。如果尚未注册，或已经完成学业并取得

了文凭，则不能作为大学生进行学生实习。如果是学生创业者，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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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项目替代实习或毕业设计，但必须经由一个与教学团队相关的评

审委员会的评估才能获得相应的学分。 

实习前，学生须与校方、实习单位签署三方实习协议，否则将无

法享受工作意外事故保险。实习协议内容一般包含：明确实习任务、

确定协议三方的责任和义务、期待获得或得以发展的能力、实习开始

和结束的时间、每周 长出勤时间、实习津贴和发放津贴的具体规定、

额外福利（用餐、住宿、实习费用的报销等）、保险，包括工作意外

事故保险、学校导师和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条件、发放实习证明及鉴

定实习对于获得文凭的有效性的条款、暂停和结束实习的具体规定、

请假的条款，如有必要，还可以有关于知识产权和保密的条款。 

强制性实习的目的在于获取毕业文凭或证书，必须要与所学专业

相关。非强制性实习可以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关性不那么强的领域。比

如在保证运用自己所学语言的前提下，外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国外从

事市场营销方面的实习。但无论如何， 终还是需要由高校教学团队

来判断实习的有效性。 

如实习时间超过学校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要求，在征得教学团队同

意后可以开展，但必须保证总实习时间不超过 6 个月，即在同一实习

单位实习时间不超过 924 小时。 

对于实习质量的评估是双向的，即完成实习的学生须向学校提供

一份材料，评估所在实习单位的接待质量；与此同时，实习单位和学

校要对学生完成实习的情况进行评价。实习单位必须向实习者提供实

习证明，其中说明实习的时长和津贴额度，该证明可获得未来 长两

个季度的退休前工作年限减免。 

在法律意义上，实习生不能被视作雇佣劳动者. 因为他们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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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是实习协议而不是雇佣合同，所以支付给实习生的报酬并不具

有《劳动法》意义上工资的性质，实际上为实习津贴。对于实习时间

超过两个月的实习生，实习单位必须支付津贴，其每小时的金额至少

相当于社会保障工作时间上限金额的特定比例，具体数额可由实习单

位和实习生商定，并须在实习协议中注明。实习津贴可高于 低工资

标准所规定的金额。除各项补贴外. 如果实习生获得的津贴相当于

低净工资标准的 78%. 实习生还可以获得 Caf（ Allocation 

familiales 法国提供房屋补助的机构）提供的实习补助。 

 

（编撰：王智超、张颖，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cidTexte=LEGITEXT000006072050 

法国劳动法 

https://cn.ambafrance.org/Mille-stagiaires-comment-j-ai-obtenu-mon-visa-stage-en 

https://jobs-stages.letudiant.fr/stages-etudiants.htm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09415/le-tuto-des-stages-le-portail-d-information-

sur-les-stages-en-entreprise.html  

https://www.faguowenhua.com/zh-hans/千人实习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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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重视应对校园暴力行为 

 

校园暴力问题因其普遍存在和对青少年成长的危害，成为全球各

国共同关注的话题。根据经合组织（OECD）观察者期刊研究显示，虽

然校园暴力现象在各国存在已久，但是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且 初研究对象国为在北欧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

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荷兰和英国陆续开始重视校园暴力

问题。1999 年 4 月，美国科罗拉多州柯伦拜高中两名学生在校园用

步枪扫射，造成 12 名学生及 1 名教师丧生，23 名学生受伤，随后两

人开枪自杀身亡。这成为美国历史上 恶劣的校园暴力事件之一。调

查显示，两名凶手都曾是校园暴力受害者。这也反映出，校园暴力对

于受害者产生的肉体和心灵双重伤害，有可能使其终身走不出伤害的

阴影， 终导致受害者对校园进行报复。 

对于法国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校园暴力现象开始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1990 年 11 月 12 日，巴黎爆发 大规模的中学生反

对校园暴力游行。当天，3.5 万名高中生上街游行，高举“要求保障

高中校园安全”、“要求高中校园内有更多监控”的标语，抗议当时

已经严重存在的校园暴力问题。自此，法国社会对于校园暴力的关注

热度不断提高，甚至一度成为法国总统大选时的一个讨论议题。i1992

年，政府出台了第一个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在全国范围

内新设立 300 个行政岗位，任命 2000 名在职教师，负责反对校园暴

力相关事务；促进国民教育部和警察局、司法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共

同反对校园暴力等。1993 年至 1998 年期间，国民教育部与警察局和

司法部门探索合作，对校园暴力情况开展大范围的摸底调查。自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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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法国政府已更新出台了 10 多个反对校园暴力行动计划。目

前，法国成为高度重视、讨论和研究校园暴力问题的国家之一ii。 

一、 法国发生校园暴力的现状 

近年来，法国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如学生和家长攻击教师事件、

校园内排犹事件等层出不穷，对青少年学习和成长环境造成了较大影

响，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也非常不利。 

2018 年，在图卢兹一所幼儿园，一名 36 岁的父亲对幼儿园的老

师进行了言语侮辱并出手击打，被暴力侵害的老师心理遭受了很大创

伤。上-加洛那（Haute Garonne）学区长伊丽莎白﹒拉波特（Elisabeth 

Laporte）女士事后第一时间赶到学校，表示对受伤老师的支持，她

说：“这位孩子的父亲的行为是无法容忍的，共和国学校决不允许这

种行为存在”。   

2019 年年初，在贝尚松市路易﹒贝尔科高中（Lycée Louis-

Pergaud），校方通知一名经常旷课的高中生和他母亲一同到校谈话。

谈话结束时，该名高中生因对校方此举措感到不满，用脚踹了正在楼

梯上的副校长，导致副校长从楼梯上摔下而短暂昏迷。学校也因此停

课一日。 

校园暴力可以是发生在学生之间，也可以是学生对教师的暴力行

为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暴力行为，包括人身伤害，如身体暴力、言语暴

力、性骚扰等；财物损失，比如偷窃等行为；因酗酒或吸毒等使校园

安全受到威胁等情况。针对各种校园暴力现象，国民教育部布朗盖部

长表示：“凡是校园暴力，无论是肢体的、语言的、心理的伤害，无

论是发生在校园中的还是网络上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几十年来，

法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都在做相应研究，试图更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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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校园暴力现象，比如校园暴力以什么形式存在？没有显性校园暴力

发生的校园里，是否存在隐性的校园暴力？学校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

预防校园暴力等等。 

国民教育部校园暴力问题专家埃里克﹒德巴比约（Eric 

Debarbieux）认为，校园暴力所指的不仅仅是可见的严重的身体伤害，

长期的反复的不可见的“微型暴力”，比如不断地语言伤害，时不时

发生的但不严重的身体侵犯等，都可导致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或身体损

伤。德巴比约先生表示，事实上，校园暴力是一种两败俱伤的行为，

受害者可能会长期伴有精神压抑和沮丧， 终有可能导致自杀行为，

而施害者进入社会后则更容易失业或发生家庭暴力行为等。 

根据官方 新统计，2017-2018 学年，就暴力行为分类而言，全

法 38%的校园暴力属于针对他人的言语暴力，32%为针对他人的身体

暴力，7%为针对他人的其他形式的暴力，7%为财物损失方面的暴力事

件，5%为酗酒、吸毒等造成的安全隐患暴力，另有 10%为其他形式的

暴力行为。 

全法未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的中小学仅占中小学总数的 20%。在农

村地区，未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的学校占 22%。位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好

的区域，未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的学校占 27%，而相反，在社会经济条

件相对落后的地区，未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的学校仅占 13%。学生规模

较小的学校相对暴力事件也少。 

由于初中生人数明显多于高中生，67%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初

中，其中约 7%事件肇事者为学生群体暴力。在全法初中里，每 1000

名初中生中，就有 13.4 起校园暴力事件；在普通和技术高中，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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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中生中发生 7.2 起校园暴力事件，而在职业高中里，每 1000 名

高中生中发生 22.3 起暴力事件，发生频率较高。 

以在初中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为研究样本，按肇事者性别看，肇

事者为女生的事件比例仅占 18%，其余 82%均为男生；按事件发生地

点看，86%的事件发生在校园内，如课堂、教学实验室、课外活动场

所等，13%发生在校园外；从受害对象看，43%受害者为学生，44%受

害者为教师或学校工作人员，13%为校外人员；从事件性质看，43%为

针对他人的言语暴力，34%为针对他人的身体暴力，7%为针对他人的

其他类型的暴力，4%为财物损伤方面的暴力，11%为其他形式的暴力

行为。 

二、 校园暴力的原因分析 

1998 年，在法国两位校园暴力研究专家埃里克﹒德巴比约（Eric 

Debarbieux）和卡特琳娜﹒布莱雅（Catherine Blaya）的发起下，

成立了由 25 名国际上研究校园暴力的专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校园

暴力国际观察所（Observatoire international de la violence à 

l’école），专门做针对校园暴力行为、以及如何对教师进行反对校

园暴力培训等主题研究。2011 年，受国民教育部委托，校园暴力国际

观察所完成了一份题为《拒绝日常压迫：预防校园暴力》iii的报告，

详细分析并阐释了校园暴力产生的主要原因。 

专家们认为，发生校园暴力不能简单归纳为一种原因，比如单纯

地指施害者的性格问题、施害者对受害者的攻击性问题、或受害者的

胆怯心理问题等。每一个校园暴力事件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影响

和作用的结果。根据上述研究报告，影响校园暴力发生的主要因素有

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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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人因素 

性别：统计发现，在校园暴力事件中，无论是身体暴力还是言语

暴力，男性比女性成为施害者和受害者的比例更高。 

外表：外表的差异也是导致或影响校园暴力事件发生的因素之一，

比如个子矮小、瘦弱、害羞和心情沮丧的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个子

高大、强壮的人则成为施害者的比例更高。 

认知能力：有时候，认知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相对较差也是导致

校园暴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性取向：有研究指出，被认为是同性恋者也更容易成为校园暴力

的对象。 

（二）家庭因素 

原生家庭在青少年自幼成长过程中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

视的。因此，国际校园暴力问题研究界几乎一致认同：父母对于青少

年不正确的教育方式也是间接导致校园暴力发生的因素。父母不关心

和不陪伴孩子的成长，对孩子感情的疏离；对孩子日常在校园的行为

没有进行良好的引导；特别是父母对孩子专断式的管教，以及对孩子

进行过度体罚使青少年更容易有暴力倾向，即“暴力诱发暴力”。另

一方面，过度受家长保护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三）社会经济因素 

主要指家庭经济条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即来自贫困家庭的孩

子更容易在校园里有反社会和攻击性行为。一方面，贫困家庭的父母

更多地将孩子送入贫困街区的学校就学，孩子本身就读的校园环境相

对较差，学业也不容易获得成功；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父母自身受

教育程度也往往不高，因此也容易疏忽对孩子的正确教育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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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因素 

由于青少年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因此校园环境对其个人

成长以及对外交往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要。首先，学习环境的不合理性，

比如将差生都集中在一个班级，导致学生间容易发生暴力事件；其次，

学校里教师之间或师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也会诱发校园暴力事件；

再次，学校某些规章制度的不合理性，比如对学生进行体罚等，也容

易使学生产生暴力行为的念头。 

除此之外，教师也是引导学生在校园和谐地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因

素。但是，往往由于对教师自身的教育和培训抓得不严，导致校园暴

力事件频发。比如有的教师对于一些隐性暴力行为认识不到位，忽视

了一些网络语言攻击、污蔑等语言伤害行为的存在，没有较好地判断

和了解这些隐形校园暴力行为；有的教师缺乏专门的培训，没有管理

或处理校园暴力危机问题的能力等。 

三、 法国政府关于打击校园暴力行为的举措 

确保青少年学业成功和身心健康成长是每一个社会和每一所学

校应有的责任。校园是青少年学会尊重他人、接受多元文化、学习公

民意识的公共场所。一个安全的良好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学生学业成功、

减少旷课和辍学、遏制社会不平等现象等。 

当前，频繁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促使法国政府负责教育、青少年、

社会平等、司法和公安等相关部门联合采取改进措施，以确保校园安

全，使青少年在安全、和谐、积极向上的环境中成长。 

   （一）从法律和政府层面，积极保障安全的校园环境 

2013 年 7 月《重建共和国学校法》明确规定，要确保学校里拥有

安全的校园环境，即反对校园暴力行为。2018 年 10 月，针对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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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来校园里密集发生的学生袭击教师，教师集体上街游行抗议等事

件，现任国民教育部布朗盖部长主导推出了新一轮《反对校园暴力行

动计划》草案，以大力整治校园暴力现象。该行动计划草案因遭到部

分家长和教师的反对，其执行实施屡遭搁浅，但总体上其为推动治理

校园暴力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大致内容如下： 

1.在每所学校建立一份关于校园暴力行为的数字档案。即记录每

一个校园暴力事件，包括学校如何处置该校园暴力事件，以便于跟踪、

统计分析和今后更好的采取预防措施。 

2.帮助教师应对校园暴力事件，即当教师遭受校园暴力后，帮助

其进行身体和心理治疗。加强对教师关于应对校园暴力方面的培训。 

3.对发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学生采取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措施。当前

很多学生发生校园暴力行为后， 终的处理办法是将其驱逐出学校。

布朗盖部长认为，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将发生校园暴

力的危险因素从一所学校转移到了另一所学校，因此应该对这些学生

进行合理的教育，增强其责任意识。 

4.加强校园的安全防卫。对于容易发生校园暴力的“重灾区”学

校，可以任命一名专门负责校园安全事务的副校长，处理校园暴力行

为。可以加强与学校所在当地警察局的合作，必要时允许警察进入校

园，协助处理校园安全问题。 

5.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接受有校园暴力行为的学生。设立一批专

门的学校，对于因实施校园暴力而被驱逐出校的学生，进行再次融入

学业和校园，或是融入就业市场的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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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校园暴力数据统计和评估系统 

为掌握全法范围内学校发生的校园暴力情况，以及时调整应对措

施，2007 年起，法国政府推出校园安全信息和警戒系统 SIVIS

（Système d’informations et de vigilance sur la sécurité 

scolaire），升级替代 2001 年法国政府推出的校园暴力行为统计系统

SIGNA（Signalement des actes de violence）。 

SIVIS 系统以全法中学生为样本，采集中学校园里发生的所有严

重暴力事件的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采集相关数据，

对校园暴力事件性质、肇事者情况、事件发生的环境以及后果等进行

科学分析，从而在全国层面对改进校园安全环境提供决策参考。该信

息数据采集和评估分析每年进行一次，每次以信息公报的形式在国民

教育部网站公布。 

此外，国民教育部每年在全国层面组织开展“全国受害行为和校

园环境调查”（Enquête nationale de victimation et de climat 

scolaire），分别以初中生和高中生为调查对象，主要调查学生对校

园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包括师生关系、校舍的舒适度、学生是否遭受

校园暴力、是否存在旷课现象等。 

   （三）设立打击校园暴力奖励和宣传机制 

2014 年，国民教育部和教育互助保险公司（Mutuelle Assurance 

Education）设立了“拒绝校园骚扰奖”（Prix non au harcelement 

scolaire），即 8-18 岁的中小学生均可参与评奖，参赛作品为关于打

击校园骚扰行为的海报或者 长为 2 分钟的视频。设立该奖项的目的

就是鼓励青年学生主动参与到打击校园暴力行为中来，在参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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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进对校园暴力的关注、认识和理解，同时鼓励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旁观者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校园暴力现象，以更好地抵制校园暴力。 

   （四）在校园里加强反对和应对校园暴力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1. 设立 500 名校园安全助理岗位，名额主要分配给校园暴力发

生较严重的地区；每年由内政部培训中心对 1000 名校长、国民教育

督学、学校安全工作人员等开展培训，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和管理校

园暴力事件；确保每所学校与当地警察局负责校园安全的一名专员建

立联系，以确保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时及时获得帮助等。 

2. 自 2015 年起，将每年 11 月的第一个周四设为法国“反对校

园暴力日”。自 2012 年起，每年 11 月 25 日设为“消除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国际日”行动，以减少各种形式的针对女性的暴力、性骚扰和

性侵犯行为。 

3. 国民教育部建立 2 条免费热线，面向学生、教师、家长，确

保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时，他们第一时间可以倾诉和揭发暴力事件。 

（五）对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开展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培训 

一方面，加强教师初始教育培训，即由师范院校和法国国家高等

安全和司法研究所开展合作，在培养教师的初始教育中强化关于反对

校园暴力的内容；另一方面，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即由学区统筹

负责对本地区教师开展校园安全和应对校园暴力行为的继续教育培

训。 

 

（编撰：许浙景，审核：杨进） 

 

 

i La violence en milieu scolaire. par Eric Debarb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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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Violence à l’école et politique : la France entre démagogie et méconnaissance. par Eric 
Debarbieux 
iii Refuser l’oppression quotidienne : la prévention du harcèlement à l’École，par Observatoire 
international de la violence à l’é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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