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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法国教育世俗化                                            

法国小学“穆斯林头巾”话题引起论战 

 继法国一名穆斯林母亲戴头巾陪同孩子参观大区议会引起极右

党派成员抗议事件后，法国社会上引起了一轮关于“穆斯林头巾”论战。

法国政府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学校教师和民众也纷纷发表看法。近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阐述了他对此次“头巾”事件的看

法。 

一、事件回顾 

10月 11日，在法国东部贝桑松的勃艮第-弗朗什-孔泰(Bourgogne-

France-Comté)大区议会上，一位戴头巾的穆斯林母亲陪伴小孩及同学

参观大区议会，极右政党国民联盟的地方代表奥杜尔（Julien Odoul）

当场声称，这名妇女佩戴头巾属于违法，要求她选择摘下头巾或离开

会场。他还将当时的视频上传到推特账号上，该视频在网上引发很大

的争议，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二、政界各方态度 

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他不希望设立法律禁止家长陪伴学生外出

课外活动时佩戴头巾，但他也批评了当前存在的“族群主义”现象。 

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认为，

虽然法律允许妇女在公共场所及陪伴孩子上学郊游时配戴头巾，但是

“我们不想鼓励这种现象”。在提倡世俗化的今天，穆斯林女性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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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佩戴头巾，这“在社会上是不可取的”。 

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社会和自身的文化并不希望自己的公

民佩戴穆斯林头巾，但同时认为不需要通过立法禁止这些妇女陪同孩

子参加课外活动。 

法国参议院 10 月 29 日投票通过一项提案，将公立学校禁止佩戴

宗教标志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学活动，该提案把 2004 年“禁止在公立

学校佩戴宗教标志”相关法律中的措辞修改为“任何参与教学机构之

内或之外，与教学相关活动者，包括校外教学活动（sorties scolaires）

在内”，都禁止佩戴展示性的宗教标志（signes religieux ostensibles）。

校外活动也属于教学环节，此时陪同学生的人扮演公务人员的角色，

因此不能佩戴宗教标志。由于法国政界对此事件的态度不一，法国媒

体指出，即便该提案在参议院通过，它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很

小。 

三、教育界态度 

凯瑟琳·达席尔瓦（Catherine Da Silva）是少数没有要求匿名的

教师之一，她代表全国中小学教师统一工会（SNUipp-FSU：Syndicat 

national unitaire des instituteurs, professeurs des écoles et PEGC)表示，

戴头巾的母亲对学校而言不应该是个问题，这些母亲在陪伴孩子郊游

时为孩子们做三明治、临时帮助教师处理问题，保证郊游顺利进行。

法律上没有任何内容禁止戴头巾母亲参加活动，除非在客观上干扰学

校郊游的正常运作或扰乱公共秩序。” 

一个执教三十五年的教师认为，在世俗化管理者眼中，妇女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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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总会引来紧张情绪。她曾两次在学生外出活动时遇到教育督查，

建议校方寻找其他家长作为学生校外活动的陪伴者。 

一个法国南部的教师表示不太支持穆斯林母亲参与学校外出活

动，她表示“某些”家长的参与有时使她感到不自在，陪伴孩子郊游

并不只是陪伴她自己的孩子，还需要支持整个班级的活动。她认为戴

头巾的母亲总会传递一些信息，孩子们也会因为衣着的不同而提出相

应问题。一些家长很赞同这种看法，有些学校甚至因为这些不安的情

绪而限制学生的郊游活动。 

世俗化行动国家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d'Action Laïque)于 2018

年 1 月针对 650 名教师进行了尊重世俗化教育原则的调查。三分之二

的教师没有指出问题，在三分之一的肯定回复中，21%的教师认为尊

重世俗化教育原则对学生的郊游机会的影响很少，7%的教师认为有

时候会有一定的阻碍，2%的教师认为遵循该原则经常影响学生的郊

游活动。世俗化行动国家委员会的成员雷米·查尔斯·西尔文特(Rémy-

Charles Sirvent)总结说，问题存在于少数学校，不注重混合不同宗教

背景的学生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四、法国民众态度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78 %的受访者认为政教分离原则正在受到威

胁，其中持强烈确认态度的占 35%，温和确认态度的占 43%，而持相

反立场，认为不受威胁的受访者占 22%。民调还显示，这十多年来，

对这一问题感到担忧的法国人增加 20%左右。在受访者看来，最应当

被禁止的宗教性举动分别是当街祈祷（82%），在公务场合佩戴宗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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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75%），以及校外活动陪同者以及私营机构雇员佩戴宗教标志

（72%）。 

五、马克龙总统表态 

近日，马克龙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族群主义”，

但不希望掉进“族群主义=伊斯兰主义”陷阱。在当下法国社会语境下，

“族群主义”通常指少数族裔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自成一体，拒绝融

入法国社会，同主流社会隔绝的态度，而穆斯林族群收到此类批评最

多。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位母亲戴着头巾陪孩子参加校外教

学活动，而是那些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的移民后代，因此问题的关键

在于教育本身。社会对这位母亲加以“羞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六、总结 

1905 年，法国法律中首次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世俗化），规定

国家要平等地尊重所有信仰和宗教，教育不偏袒且不承认任何一种宗

教信仰，不干预公民的宗教信仰。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要求应

严格区分宗教信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界限。在公共生活中，

严格限制宗教的介入，旨在于保护每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防止对

别人的宗教信仰造成压迫；在私人生活中，每个公民可以充分享受自

己的宗教信仰自由。 

为了维护法国社会的世俗性，政府先后通过了公共场合“头巾禁

令”、“罩袍禁令”等，希望以此改造穆斯林公民或移民的宗教特性，

使之进一步融入享有普遍自由的法兰西公民社会。但是仍有部分激进

的穆斯林以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而远离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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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王娟 刘瑛东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19/10/13/sibeth-ndiaye-et-

jean-michel-blanquer-condamnent-l-elu-rn-qui-a-agresse-une-mere-

voilee_6015346_823448.html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9/10/23/port-du-voile-le-debat-

traverse-la-communaute-educative_6016621_3224.html 

 

法国的世俗化教育发展历史 

一、概念起源 

 “世俗化”（Laïc，Laïcité）一词出现于十二世纪，由穆斯林哲学

家和神学家阿维罗伊斯（Averroes）首次提出。他被后世普遍认为是

世俗化思想的奠基人之一。这个词在拉丁语中的本义指的是“普通人，

群众”，后来用于形容非宗教化的社会团体。这一概念在十五世纪的

法语中开始普遍出现。 

 后来，英国作家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George Jacob Holyoake，

1817－1906）从政治角度提出了“世俗化”的概念。他认为，世俗化

的最主要原则是将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从宗教生活的影响之下分离

出来。这一主张，保证了人们无论信仰任何宗教，或有无宗教信仰，

都不受其他群体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二、发展历史 

 法国作为保守的传统天主教国家，世俗化的推行之初遭到了教会

及各个派系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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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年，法国法律中首次规定了政府的世俗化，规定国家要平等

地尊重所有信仰和宗教，不偏袒且不承认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不干预

公民的宗教信仰。这一条款在 1958 年被明确列入法国宪法：“法国是

一个世俗共和国，它确保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出身，

种族或宗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中立、信仰自由、多元主

义。 

三、教育的世俗化 

 在某种意义上，世俗化维护了教育的权利，并摆脱宗教组织的束

缚，让人民拥有更多的宗教自由，保障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宗教组织内

的言论自由，保持对信仰实体中立的状态，不给任何宗教组织特权和

补贴。 

 如今，这一政治主张贯彻到了法国的教育体系之中，表现为教育

机构中的“世俗化”，也就是“去宗教化”。 

 法国国民教育部规定：“世俗化是一种自由，一种选择有无信仰的

自由，一种选择任何宗教信仰的自由。它是我们社会和学校的基础，

它保护学生免受意识形态，经济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为了推进教育系统的世俗化，自 2018 年起，公立教育机构成立了

各类组织，维护校园的世俗化： 

 世俗化专家理事会：召集世俗化问题各方面的专家，制定维护

学校世俗化的具体方法。 

 国家级世俗化与宗教事务团队：该团队为各种形式的世俗化活

动提供帮助，以实现预期效果，保障具体计划的落实。 

 世俗化与宗教事务学术团队：该团队为教学活动提供具体的学

术指导，提供最适合的学术方案，以实现世俗化活动的预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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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该团队中录用具备法律、教育、教学等方面专业知识的调

研员，分析各机构的具体情况，制定长期政策。该团队共在全

法国调集了 400 名相关工作人员，为教育世俗化的各方面提供

支援和保障。 

 世俗化智库：该组织为各类教育机构提供准确的法律解答和行

动建议。 

 另外，法国本土与其各海外省的情况各有不同，各个海外省世俗

化的历史和程度都受到当地本土宗教信仰传统的影响。比如，由于马

约特省的穆斯林人口比例非常高，在当时并未施行 1905 年颁布的学

校世俗化的法条。 

 在“德布里法”（Loi Debré）的第 1 条中规定：“所有儿童可以在

不受出身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下，无差别的进入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 

法国的 1300 万学生中，约有 17％接受了私立教育，这些私人机构中，

有 97％属于天主教团体举办。 

 然而，根据一些社会调查机构（INSEE 和 DEPP）的数据显示，在

2018 年的入学季中，大学的分级和种族区别对待的现象明显存在。 

四、2004 年“头巾法” 

自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法国教育界经历过两次关于世俗

化的大讨论，被普遍称之为“脆弱的世俗化和解时期”（1989-2003）

和“共存的世俗化时期”（2000-2016）。 

激发第一次大讨论的社会背景，是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矛盾被再一

次唤起，当时发生的“克里尔头巾事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三

个女孩因佩戴头巾而被拒绝进入校园。结合当时的诸多世界性政治问

题（伊斯兰革命，中东石油危机，等等），众多国际事件把二代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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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教育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使面纱问题

成为了公共讨论热点，诸多社会团体主张对各宗教信仰的身份给予理

解和宽容，并对世俗原则进行重审和激烈讨论。直到 2004 年，世俗

主义的主张还一直停留在教育态度上，而未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 

经过法国政界和社会界多方的激烈讨论，终于在 2004 年颁布了

“2004 头巾法”，其中延续了世俗化的基本态度，也对学校环境中的

具体做法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学校系统在教育中处于首要地位，它维

护了超越个体存在的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这一法律成为教育世俗化进

程的标志。 

五、学校世俗化法条 

 总则：国家委托学校承担与学生分享共和国价值观的使命，学校

与共和国同样是世俗的。 

 第 1 条：法国是世俗民主的共和国。它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尊重每个人的信仰。 

 第 2 条：国家是中立的，这意味着它与任何宗教或精神信仰是

分离的。 

 第 3 条：世俗主义保证了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

自由表达自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表达。 

 第 4 条：世俗主义体现自由、平等与博爱。它关注共同的利益

与所有人的生活。 

 第 5 条：共和国确保在学校内尊重本宪章所述的所有原则。 

 第 6 条：学校保护学生免受任何可能阻止他们做出自己选择的

压力。 

 第 7 条：世俗主义为学生提供分享文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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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条：学生可以在学校的正常运作并尊重共和价值观的基础

之上，自由地表达自己。 

 第 9 条：学校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保证男女平等。 

 第 10 条：所有学校员工必须将本章程的含义和价值告知学生及

其父母，并确保在学校环境中行之有效地开展。 

 第 11 条：员工有义务保持严格中立，工作过程中不得表现自己

的信仰。 

 第 12 条：教学是世俗的，并涉及一切事务。学生的宗教信仰或

政治见解不能与教学活动相抵触。 

 第 13 条：学生的宗教信仰相关行为必须符合校规。 

 第 14 条：校规必须尊重世俗主义，禁止任何过度展现宗教信仰

的活动。 

 第 15 条：学生是确保学校的世俗主义的重要团体，为整个国家

的世俗化做出贡献。 

(编撰：王娟 郭畅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fr.wikipedia.org/wiki/La%C3%AFcit%C3%A9 

https://fr.wikipedia.org/wiki/Enseignement_priv%C3%A9_en_France#Co

mparaisons_du_fonctionnement_public_et_priv%C3%A9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95865/la-laicite-a-l-ecole.html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edso/2695#tocto2n4 

 

 

 



10 

 

 

法国的世俗化教育体制解读 

     法国的世俗化教育历史悠久。1905 年法国的法律确立了政（国

家）教（教会）分离，并于 1882 年的《费里法》（Loi Ferry）和 1886

年的《戈布莱特法》（Loi Goblet）的主要条文中明确指出在公立小学

禁止传教和宗教宣传。1946 年《宪法》序言第十三段规定："国家有

义务在各级组织免费、世俗的公共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各个机构中

适用世俗主义原则反映了国家对各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 

《学校世俗化宪章》第 6 条规定："学校的世俗化为学生提供塑

造个性、行使自由意志和学习公民意识的条件，保护学生免受任何劝

人入教活动的干扰和压力，而造成他们无法作出自己的选择。” 法国

维护每个机构的中立性，以确保知识的传递。在学校，教育给学生提

供知识，并赋予每个人选择信仰的自由。为此，教育部还采取了一系

列促进世俗化教育的措施：  

 一、提供学校世俗化教育工具 

法令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不遵守规定会使学生受到制裁。然而，

解释这些世俗化教育法律规定的含义，使学生理解规定内在的意义也

很重要。法国国民教育部为维护公共价值观以及在学校的世俗化教育，

针对校长、教育督学、公共教育中的教育团队的负责人和成员，提供

了《学校世俗化教育手册》（Vademecum « La laïcité à l'école »），意在

为教育人员提供世俗化教育的工具，满足学校和机构中不同案例的需

求，从而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解答。此外，“共和国价值观”（法语：Valeurs 

de la République）的学术团队还规定了团队的原则、目标、任务和职

能,以管理紧急事件，识别并分析遇到的情况,防止对世俗主义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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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违反世俗主义原则的情况下，每个学区的“共和国价值观”团队都

会介入，与学校和机构合作，进行世俗化知识的传播和培训。 

 二、加强国家和学区层面连接的世俗化教育 

     为了确保支持世俗化教育的顺利实施，法国国民教育部构建了

三个层级间的合作。学校和各机构为第一层级，负责进行世俗化教育。

“共和国价值观”的学区学术团队（第二层级）随时响应学校和机构

的要求，并在危急情况下提供具体支持。在世俗化教育实施遇到困难

时，由督学或学校校长提出干预请求，此时，“共和国价值观”的学区

学术团队将介入学校或机构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该学术团队由各

学科、教育和法律专业的有关世俗化的专家组成，主要任务是：对督

学、教育工作人员和教师进行世俗化教育培训，避免世俗化教育受到

侵犯; 收集破坏世俗化教育的案例;对所发现的情况提供专业知识，并

支持教师和工作人员世俗化教育的日常任务;提出统一的法律对策，

并上报国家（第三层级）。学区学术团针对所报告情况的严重性决定

是报告国家司法助理人员和预警小组，还是报告“共和国价值观”的

国家团队。  

图一：各层级间的合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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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团队由外交部秘书长领导，由国民教育和青年部（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a Jeunesse）理事会的专家组成,为学区学

术团队提供法律、教学、人力资源等的支持。世俗化教育的贤者委员

会（Conseil des sages）由有资格的专家组成，并由教育部长任命，负

责阐明学校机构在世俗化和宗教事务领域的立场。 

(编撰：王娟  刘瑛东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cache.media.eduscol.education.fr/file/MDE/59/4/Laicite-

Vademecum_1194594.pdf 

https://eduscol.education.fr/cid126696/la-laicite-a-l-ecole.html 

 

 

  

https://cache.media.eduscol.education.fr/file/MDE/59/4/Laicite-Vademecum_1194594.pdf
https://cache.media.eduscol.education.fr/file/MDE/59/4/Laicite-Vademecum_1194594.pdf
https://eduscol.education.fr/cid126696/la-laicite-a-l-eco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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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法国巴比卢（BABILOU）幼托集团加快与中国合作 

11 月 4 日，马克龙总统正式开启访华，随同马克龙总统此行访华

的有法国最大的连锁幼托集团—巴比卢幼托集团创始人之一罗道夫

﹒卡尔勒（Rodolphe Carle）。11 月 7 日，巴比卢幼托集团将在华与中

国恩馨学前教育集团（Grace Preschool Education）签署合作协议。恩

馨学前教育集团目前已在中国 7 个省份开设了 30 个托儿所，共能容

纳 1 万个床位，其目标是 3 年内将幼儿接待数量增长 3 倍。罗道夫﹒

卡尔勒表示，双方集团将在幼儿教育方面互享经验，巴比卢集团也希

望借此机会拓展新的合作伙伴。  

巴比卢幼托集团由法国艾杜阿﹒卡尔勒和罗道夫﹒卡尔勒兄弟

联手于 2003 年创立，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 3 岁以下幼儿的早期的教

育、护理和发展等，同时也为年轻母亲重返职场提供了支持。目前，

巴比卢幼托集团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幼托集团，主要服务于企业开

设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幼教机构等。自 2014 年，巴比卢幼托集团开

始发展国际市场，目前已在全球 13 个国家（包括比利时、德国、卢

森堡、瑞士、美国、印度、新加坡等）拥有 700 个幼托机构，做多能

容纳约 4 万个床位。2019 年，巴比卢幼教集团的预计营业额将超过 5

亿欧元。 

（编撰：许浙景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Babilou à la conquête de la Chine, publié le 4 novembre 2019 sur le Fig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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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学残疾学生人数达 36.1 万人 

11 月 4 日，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召开关于残疾学生事务监督

委员会会议，商讨如何进一步确保残疾学生入学权力。确保残疾学生

入学权力是马克龙总统五年任期内的重要任务。为此，法国政府也制

定了明确的目标，到 2022 年，每所学校具备接收残疾学生的能力，

即无论是有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还是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都享有平

等的入学权力，学校教师应接受教育和照顾残疾学生的培训，学校还

应配备正音科医生、精神运动理疗师等医疗辅助人员。 

据费加罗报公布的数据，2019 年，全法在学残疾学生人数已达

36.1 万人，相比 2005 年增长了 3 倍。2005 年，法国颁发残疾人法，

规定每位残疾青少年均享有入学的权力，自此残疾人就学权力开始得

到保障并快速发展。 

2019 年，投入于残疾学生教育经费较快增长，相比 2017 年增长

了 40%；残疾学生伴读人员（Accompagnant d’élèv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简称 AESH）数量快速增长，已达 9 万人；地方全纳教育

机构（Unité localisée pour l’inclusion scolaire）已达 300 所。此外，2019

新学年，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服务于残疾学生的

举措。比如，在部分小学，专门为自闭症患者开设了特殊课堂，受过

专门训练的教师和残疾人护理人员共同帮助学生进行学习；65 个移

动医疗社会救助队伍开始深入全法各学校，到现场帮助和支持残疾学

生或教师等。 

（编撰：许浙景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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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nombre d’enfants handicapés accueillis à l’école a triplé depuis 2005, 

publié le 4 novembre sur le Figaro 

 

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高二平时考方式 

    由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部长布朗盖推动实施的高中毕业会考新制

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法国高中新的毕业会考（BAC）模式将于 2021 年

开始实行。从 2020 年 1 月起，全国高二学生的平时考试成绩开始纳

入新的会考成绩计算模式。国民教育部近日向全国学区负责人和高中

校长发出通知，公布高二学生平时考的考试方式。 

     从高二起学生平时考试成绩占会考最终成绩的 30%。毕业时最

终考试的四门笔试和一个大型口试分数占 60%。高二和高三两年成绩

单分数占 10%。高二平时考试将于明年 1 月和 3 月中旬举行，第一阶

段只涉及以下几个科目：历史-地理，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数学（只

涉及理科生）。第二阶段考试将于明年 4 月和 6 月中旬举行，涉及所

有科目和高二学生升高三后不再学的专业科目（高二学生自选三门专

业，高三可只学习其中的两门）。 

同一所高中所有班级的学生可与同一天同一时刻考试，也可分班

级在不同的考试时段考试。如果可能，尽量要求同一所高中在同一日

期对统一科目举行考试。 

                          （撰稿：王娟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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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forme du bac: le ministère donne plus de détails sur les épreuves de 

contrôle continu, publié le 4 novembre sur le Figaro 

 

小班额制取得初步成效 小学生学习能力提高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接受采访时指出，政府在“教育优先区”

（欠发达街区）实行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班额减半的措施取得了明显

成果，在最近的一次全国小学生学习能力测验显示，低年级小学生学

习力明显提升。 

其中，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进步最为明显：87.7%的学生

能够写出全部数字，比 2018 年进步了 5 个百分点。在法语学习方面，

84%的学生能够听懂教师朗读的句子，比此前增加了 1.9%； 59%可

以拼读法语单词和句子。由于一年级小学生开学之初在词汇，表达等

方面差异较大，这时一个不平等的开端，随着学习的深入，差别可能

随之加剧，因此国民教育部今后将对幼儿园的大班儿童加强学习能力

的培养。 

二年级学生法语进步最明显：72.5%能够拼读单词，比此前增加

了 4.2%；82.5%能够写出简单单词，比此前增加了 3%；82.4%听得懂

教师朗读的句子。在数学方面，除了数字书写能力和心算能力退步之

外，学生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有进步，如加减法等。 

法国自 2017 年以来在欠发达街区逐步采取了小班额措施，每个

班级人数控制在 12 人以内。2017 年秋季，这项措施在欠发达街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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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个小学一年级实施。2018 年秋季开学，扩大到 3200 个小学一年

级班级和 1500 个小学二年级班级。2019 年秋季开学，这项措施对所

有欠发达街区的小学一、二年级实施，总共有 30 万学生受益于此政

策。 

布朗盖部长强调，这些进步可以提升教育界信心，说明法国教育

可以确保所有小孩的学业成功，这和法国教育改革的宗旨和目标相符，

可以促进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撰稿：王娟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Nous vivons un moment historique pour l’école, publié le 3 novembre 2019 

sur le Challenges 

 

法国国际教育中心举办中文国际班十周年纪念活动 

2019 年 10 月 17 日，法国国际教育中心（FEI）牵头举办了法国

中文国际班十周年纪念活动，驻法使馆教育处代表、法国第二任汉语

总督学欧德莉（Françoise AUDRY-ILJIC）、法国国际班总督学安托

万·弥友士（Antoine MIOCHE）先生，法国国民教育部代表及来自 12

个学区的 77 名中文国际班教师参加了纪念活动。 

法国中文国际班是法国国民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签署协议后于

2008 年 6 月合作设立的。相较普通班级，国际班的学生每周增设 6 小

时的外语授课课程。与其他语种国际班用外语讲授历史-地理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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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国际班创造性地首次使用中文教授数学课，另外课程还包括各个

水平的中国语言文学课。中文国际班的设立旨在培养熟练掌握汉语地

精英，使他们拥有深入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 

十余年中，中文国际班数量显著增加，从 2008-2009 学年的 11 个

到 2019-2020 学年中文国际班数量增长到 53 个，在 17 种语言的国际

班中排名第四，仅次于英国英语国际班、美国英语国际班和阿拉伯语

国际班。其中，在法国境内有 46 个中文国际班分布在 12 个学区（巴

黎学区、艾克斯-马赛学区、波尔多学区、克莱蒙费朗学区、克雷特伊

学区、里昂学区、蒙彼利埃学区、尼斯学区、普瓦提埃学区、雷恩学

区、凡尔赛学区和留尼旺学区），7 个海外法国中文国际班分布在中国

北京、上海和台湾。 

中文国际班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各个方面的努力。孔子学院总部

2019-2020 学年度为法国中文国际班选派了 52 名汉语教师，十余年来

共计选派 404 位汉语教师。十年来，中文国际班发展显著提高了汉语

在法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改善了学生们的汉语学习环境，是汉

语教学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次“革命”和“跨越”。 

（撰稿：翟雨桐  审核：杨进） 

 

 

高校注册费提高后，今年国际学生的数量减少了吗？ 

2018 年，法国政府宣布对欧盟区以外的国际学生的注册费用进

行上调。其中，大学本科的注册费由 170 欧元上涨为 2770 欧元；硕



19 

 

 

士学位的硕士费用由 243 欧元上涨为 3770 欧元。自这项决策宣布以

来，社会各界质疑声不断。有分析人士指出这项政策或许会造成国际

留学生数量的锐减，尤其会对一直以来占比较大的非洲地区生源造成

消极影响。今年 9 月份，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及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

克·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 ）亮相法国电视节目 Europe 1，并在采

访中表示：“自从该政策宣布实施后，法国今年的国际学生注册数量

较去年仍有 2% 的增长幅度。” 

1.今年来法的国际学生数量 

有评论指出，目前公布的 2%的国际学生增幅是一个较困难得以

核实的微小涨幅。因为这一数据只统计了开学前两周的情况， 且并

没有全面统计各层次的法国高校。 

法国媒体 TV5MONDE 向管理国际学生流动的法国高等教育署

（Campus France）求证，高教署表示 “目前这一阶段并没有确切的、

可提供的数据来证实国际学生数量的涨幅，还需进一步等待各个高校

在完成注册阶段后的数据反馈才能有结论。” 

随后，该媒体联系一些法国高校，进行采访后发现，这些高校今

年的国际学生数量都确实保持着稳定甚至轻微上涨的趋势。蓬图瓦兹

大学校长表示“我们虽然收到国际学生的申请有所减少，但是我们较

去年发出了更多的录取通知书。去年，我们有 147 名外国学生在我校

注册。今年注册伊始，我们已经有超过 150 名外国学生完成注册。” 

2.今年学费真的上涨了吗？ 

尽管政府已经颁布这项政策，但很多法国高校并不愿意响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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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上涨的计划。在 74 所法国高校中，64 所高校拒绝学费上涨，并

且对外国学生实行学费减免政策。该政策与 2013 年法国政府颁布的

一项法令有关，该法令支持高校对 10%的注册学生提供免除学费的机

会。 

因此，法国政府所要求的学费上涨今年并未得以在大部分法国高

校实施。 

（ 撰稿：熊梓吟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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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人文社科发展调研报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人文及社会科学（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françaises）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

们精神发展的核心地。文学、历史、艺术、美学、经济、教育等领域

纷纷涌现出大批具备专业知识及技能的人文社科学者，Jacques Le 

Goff, François Furet,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ichel Foucault 等在

当时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正因此，法国在历史上一直被当作世界

优秀学者聚集的人文圣地。 

法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人员与其他国家的一样,他们会定期在国内

外学术杂志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作品。高等教育研究及评估委员会

给出的清单中显示，在全球 567 类人文社科杂志中，法国杂志占了总

数的近乎一半（236），此数值远远超过了紧接其后的美国（67）、英国

（64）及荷兰（44）的杂志数量。近年来，世界经济及文化迅速发展，

全球人文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法国在人文社科领域发展速度近年来有

所放缓，面临诸多挑战。 

一、 法国人文社科表现在欧洲内有所下滑 

“地平线2020计划”（Horizon 2020）是欧盟针对其成员国在研究

与创新方面提出的“框架计划”(programme-cadre)执行情况的最新发

展阶段，此计划于2014年开始实施，将在2020年结束。其中，七项有

关“社会性挑战”（défis sociétaux）的计划中，6项都与人文社科有关。

调查显示，法国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在此项目中所表现出的兴趣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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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较为低下，甚至表现出被其他国家边缘化的隐性特征。具体表现

为：1. 58个获奖项目中没有法国协调员（coordinateur）的名字； 2. 获

奖项目中全是法国人的团队仅占总数的36%； 3. 法国参与者获得的

奖金仅为总奖金额（1.17亿欧元）的4.3％，约510万欧元; 4. 法国大学

参与度普遍较低，并且在赢得项目的法国参与者中有三分之一并不是

大学团队，而是专业咨询公司。种种迹象可表明：法国人文及社会科

学（SHS：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研究人员整体上并不热衷于

参加欧洲的合作发展项目,他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参与者的共同研究项

目较少，而他们作为协调员（coordinateur）的人数与其他欧盟国家相

比也并不具备可比性。“框架计划”的上一阶段，也就是第七阶段

（ Septième programme-cadre 2007–2013），法国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排

名还位列欧洲第四，而如今，“地平线2020计划”中却已排在了第七

位，落后于如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家。

“框架计划”上一阶段中，法国SHS的申请数量在欧洲范围内已处于

优势下滑的状态。在2010年，法国申请人文社科项目的总数还占总申

请数的7.4%，而到 2013年，此指标已下降为4.1%，而这一趋势在年

轻申请者中体现尤为明显。据统计，在这些研究者中，平均仅有5%的

人申请了“启动补助”（Starting Grants），仅7.5%的人申请了“高级补

助”（Advanced Grants），这一比例在欧洲国家内表现较差。 

二、法国人文社科存在其他发展形式 

欧洲委员会（ERC）的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文社科劣势主要集

中体现在在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及教育学方面，而在政治、经济、

语言及历史学方面表现依旧突出。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 Po）、巴黎

https://www.frdic.com/dicts/wiki/Septi%C3%A8me_programme-cadre.html
https://www.frdic.com/dicts/wiki/2007.html
https://www.frdic.com/dicts/wiki/2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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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PSE) 、图卢兹经济学院 (TSE) 等学校在国际上的排名依

旧靠前，这表明法国在人文社科方面的优势尚未完全消失，此行业目

前处于相对健康的发展状态。法国SHS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式目前逐渐

趋于多样化，不再仅局限于欧洲内部，法国在尝试更多地融入包括美

国在内的多元国际舞台中。实际上，法国内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等研

究机构的设立点比其他国家要更多，但其研究人员对于英美知识霸权

主义下的评估体系感到极为不满，这使他们明确表明不愿参与到使用

此评估系统进行排名的国际研究项目中。目前法国研究人员所呈现出

的发展状态是：国际项目的总体参与比例较低，但在所有参加人员中，

获得成功的比例却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此领域长期处于优

势地位的法国近些年来发展滞缓的异常现象。其具体发展形式如下： 

（一）大批外国学者来法参与短期交流研讨会 

目前，法国每年接受超过120名国外高精尖技术人才来法交流学

习。2011年起，萨科齐政府为技术人员们提供了20多个相应研究者职

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法国科学研究的活力。同时，专题讨论小

组IPSP（International Panel on Social Progress）及IPEV（International 

Panel on Exiting Violence）的设立保证了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活

动的顺利进行。针对法国博士生的项目中，政府为参与者提供了四类

长达36个月的海外研究奖金及补助津贴。2012年至2015年，法国政府

收到的申请海外研究人员材料从最初的21份增长到了113份，这是法

国在推进人文社科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成果。 

（二）法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机构合作进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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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与大学联合会（COMUE）联合，为法

国研究教师及其他研究人员们申请欧洲奖金进行各项材料的准备及

递交。此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发展研究所(IRD)

及法国海外研究所（IFRE）等机构在加强国内外双边学术合作、吸收

外国博士及博士后研究者来法交流学习，以及在与外国研究机构共同

实施人才培养计划方面做出了持续努力。2015年，法国人文及社会科

学研究机构共接纳了146名海外研究人员，244名博士论文准备人员以

及180名法国当地研究人员，这对法国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发展又

起到了助推作用。 

三、法国人文社科在国际发展上遇到强烈阻力 

有数据显示，从近20年法国人文社科在国际上的发展状况来看，

整体情况并不乐观。法国学者参与意愿低导致其在欧洲以及国际发展

项目中表现下滑。法国研究学者表明，单纯从某些统计数据来看，并

不能完全客观说明法国目前在人文社科方面是否发展滞缓，还应从各

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着手，找到问题根源，重新定义法国目前的人文现

状及其未来可发展路径。目前遇到的阻碍如下： 

（一）语言阻碍。如今国际上研究著作的官方认定语言是英文，

所有参与评估的论文都需以英文形式呈现。这导致了那些用法语撰写

的研究文章无法参与到其评估体系中。其次，研究来源的地域化差异

也是导致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例如，有些法国学者使用的调研数据

及来源目前只存在法语版本，这在以英文为主导的评估体系中显得尤

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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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路径阻碍。法国在人文科学方面的传播形式及力度暂

时还落后于一些英语国家，这与语言阻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目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已经为法国五大期刊提供了法译英

的翻译服务，数字媒体的传播模式将会在未来成为各项研究成果被广

泛传播的主要方式及途径。 

四、法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内部制约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的

组织构架不再是如冷战时期那般互相对立的模式。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随之改变。以法国为例，从“大革命”到

“去殖民化”、“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国家共存

（共同依赖 La dépendance）”等标签的出现标志着法国在人文社会科

学的发展上逐步跨入更新的时代。此背景下，法国仍长期存在一些制

约其人文社科发展的内部因素： 

（一）语言因素。1959年，法语和英语曾是国际科学研究院（AIS）

的官方用语，随着语言霸权主义蔓延，英语逐渐成为其内部唯一官方

用语，参与者在工作中也更加习惯用英语进行沟通，使用法语的人将

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挤。SHS的法国研究员，特别是一些年长的研究者

们并不具备用英文沟通及书写的能力，这为其研究工作带去极大不便。

此外，历史上的法国并不是对英语拥有强依赖的国家，而在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荷兰、德国等国家，英语却早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意大利的研究者而言，国内人文社科环境无法支

撑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英文能使其更快地融入到国际竞争中，

这将远远大于他们在自己国家所能获得的资源和成就。近年来，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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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学生的英文教学方面已加强了培训力度，但与欧洲其他发达国

家相比目前还处于薄弱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SHS内部一直存在

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全球性辩论，未来语言障碍问题能否得到妥善

解决，有待进一步讨论研究。 

（二）大学系统的不完善性。参与到SHS学科研究中的法国大学

不在少数，但目前并未达到在SHS内部全学科覆盖的程度。其次，法

国大学在招聘教师及研究人员时并未将“拥有国际经历及成果”作为

硬性考察指标，而在英国、荷兰等大学在招聘研究教师时，“国际经

历”是被纳入考察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法国大学对本国研究人员

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仅仅将他们派遣出国参与研讨会是远远不够

的，为那些获得ERC补助金的人提供人力资源（尤其是研究人员）方

面的支持更为重要。在接纳外籍研究人员方面，法国目前存在的问题

是：大部分法国大学无法为那些来法研究人员提供与其在国际市场上

相匹配的职位条件及福利，这将不利于法国吸收外国高知人才。在研

究人员的自身发展方面，大多法国研究人员更倾向于去获得类似HDR

等得职业证书而非国际交流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法国研

究者在国际上的低兴趣程度与低参与度。 

（三）自有体系对国际标准的抵抗性。法国在欧洲SHS 计划建设

中的积极性表现较差。即使仅在欧洲范围内，法国SHS研究员们还是

习惯于法国传统的评估准则，对除此之外的评估体系表现出“抵抗”

的姿态。欧洲SHS的反对者们认为,欧洲的评估体系 ---“自下而上的

（bottom up）”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比如在研究前，研究员们就

开始考虑对此项目可能感兴趣的群体，而后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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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研究者在研究中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迎合“评估者”的实

际需求，而非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这将对年轻博士及博士后

学者产生极大地负面影响。另外，反对者们还担心，欧洲SHS所采用

的全新研究机制与方法将会造成对传统学科研究的颠覆性影响。此外，

他们指责计划的支持者们是在有意为某些机构组织做宣传，比如

COMUE（Communauté d'universités et établissements）。法国在对年轻

一代研究者的培养中，比任何国家都要更加注重其思想上的独立性于

创新性，而此机构鼓励研究者们参与合作研究并在成果上共同署名，

这将有可能导致法国研究者们失去本国特色以及自己的独有专利权。

当然，这些反对声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法国在国际性研究

背景下存在的明显弱点。较之于参与到国际组织及国际研究系统中，

其研究者更倾向于参与到自己本国的研究体系之中，其个人独立研究

的经验要明显多于其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经验。 

五、结论及思考 

目前来看，法国SHS研究与全球SHS研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部分

学科上，根据研究机构的不同，差异也不尽相同。尽管法国参与到国

际化体系中，将对本国原有的研究方法及体系将会产生一定冲击，而

其反对者对于“地平线2020计划”的实施、宣扬欧洲特殊性的言论，以

及霸权主义下的国际机构运作模式的指责也是相对合理的。但正如前

文所提，现行法国体系的缺点和困难点已体现得足够明显，法国政府

必须首先在这些批评中看到自身“意识（形态）防御”的标志以及自

身对国际机构的运行模式和实践方法的强烈抵制。国际SHS机构在一

定程度上扩大了研究“社会化”的范围，特别对于一些年轻研究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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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国际合作的经历将使他们的视野不仅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及区域内，

在国际机构中，不同“思想与分析的对抗”将促使他们更快融入到更

新更大的全球研究网络中去。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点开展： 

（一）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系统以及如RIBAC（SHS机构中有关研

究及观察的信息收集平台）、SUDOC和these.fr这样的档案及信息收集

平台需要及时得以完善，例如系统性地收集所有与法国研究机构相关

的“玛丽･居里奖学金”的准确信息，完成对其信息的输入及输出等。

RIBAC应成为不止于服务CNRS的平台，它应该成为服务于更多研究

机构及研究者们的全面信息收集平台，这对缩小法国与国际标准间的

差距产生积极影响。 

（二）法国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研究员们尚未接受到国家的强

烈支持与鼓励加入到“地平线2020项目”。法国需要在政策方面做出

行动，例如加强在人文社科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为本国研究者的

“融入”工作提供帮助与支持等等，进一步鼓励年轻研究员们参与到

欧洲或是国际项目中去。 

（三）在全球化进程继续快速发展的今天，政府应继续加强学生

的英文教育，鼓励学生成为“双语者”。与此同时，针对SHS的研究员

们，英语教育与培训也至关重要。政府在为其提供相关语言服务的同

时，需进一步鼓励博士生们用英文书写论文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此培训可安排在学生研究生阶段，同时可将在国外学习纳入课程要求

的强制性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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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国政府还应采取一些对于国外研究学者的“福利政策”，

吸引外籍研究人员来法研究学习。推进法国人文社科发展与国际相接

轨，必须要将对资源分配的“外籍化”及“国际化”进行考虑，为外

国研究人员提供与本国人员相当甚至更多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外籍研究者工作于本国研究中心时，政府为外国学者的研究提供相

应的资金支持或报酬鼓励，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这将对法国在

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化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编撰：梁诗妙  诺欧商学院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françaises à l’échelle de l’Europe 

et du monde》--- Michel Wieviorka avec Jacques M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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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法工程教育合作办学，培养引领产业发展的跨界精英人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各行各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

经历了从引进到学习，再到内化的发展历程，各个产业不断追赶欧美

发达国家，整体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持续发展，完成产业升级，实现从“追随

者”到“引导者”的角色转变。支撑该过程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就是人

才培养。而人才培养中，能培养出引领产业发展的跨界精英人才是关

键。 

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纵深开展中法工程教育合作办学、培养引

领产业发展的跨界精英人才的可行方案，探索如何为两国未来产业发

展的领导地位提供战略性人才培养的保障。 

一、 法国工程教育影响力及引领型人才培养 

法国工程教育历史悠久，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其工程教育体

系是在文艺复兴、欧洲科学革命、法国鼎盛时期国家资源开发和军事

发展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并发展而来的。 

法国工程人员培养可追溯至 16 世纪，如成立于 1571 年的阿库勒

斯海事学院，是一家专门培养军事工程人员的院校。随着 18 世纪 60

年代欧洲的工业革命，法国成立了首批工程师学院，如：1747 年成立

的皇家路桥学校，是法国第一所被授予正式工程师文凭的学校，随后

相继成立了 10 多所“为工业部门培养具有领导能力的高级专业技术

干部”的工程师院校。19 世纪 20 年代，在法国工业革命背景下，1829

年创立了巴黎中央艺术制造大学，1848 年成立了法国工程师协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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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立了多所工业领域的工程师院校，如巴黎中央理工学院、里昂中

央理工学院等，逐渐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中独具特色的形式。二战结束

后，法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航空工程等领域，该时

期的工程教育紧紧围绕着法国工业发展展开，为法国工业发展培养了

大量引领型精英人才。 

（一）为 MIT 等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法国工程教育体系对欧洲及美国工程教育产生了许多影响。以

1794 年成立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例，该校是法国最顶尖的工程师

大学，被誉为法国精英教育模式的巅峰。该校建立之后，很快成为了

现代工科学院和理工大学的学习榜样。1815 年，美国军事工程师希尔

瓦尼·赛耶访问欧洲，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考察重点，1817 年，他作

为西点军校校长，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典范，对军校进行了多项改

革。1824 年，位于纽约州的伦塞勒尔综合理工学院开始招生，是北美

高等理工科教育发展的里程碑。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教育家罗杰斯

提议在波士顿建立一所综合理工学院，经过努力，麻省理工学院（MIT）

于 1861 年正式建立。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北美地区，有历史学家指出：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综合理工成为了整个欧洲工程师学校的典范。德

国人在法国人之后，相继建成一批高等技术学院。当时尚未统一的亚

平宁半岛也陆续建立了多个综合理工学院，这些学校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法国工科教育体制的影响。 

（二）形成引导型精英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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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程师院校培养的各类产业精英人才是实现法国技术创新

和科技发展的主体。虽然工程师院校的学生数量占全法在校大学生的

比例不高，仅为 5.2%左右，但全法国近 2/3 的科技领域硕士都是由

工程师院校培养的。这些人才绝大部在企业经营、管理，尤其在技术

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国工程师院校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和设计师，

如设计埃菲尔铁塔的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

斯卡尔·德斯坦均毕业于工程师院校。作为法国最顶级的工程师院校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其毕业生中有多位法国前总统，有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及法国铁路网公司（RFF）前董事长

于贝尔·迪梅斯尼尔、法国第一大玻璃厂的董事长 BEFFA、标致和雪

铁龙汽车公司董事长 FOLZ 等。 

法国工程师院校培养的精英人才是法国在航空航天、核电、高铁、

汽车等行业在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保障。 

二、当前国内新工科教育改革现状 

国内高校围绕新工科教育改革目标，从多个层次开展了新工科人

才培养探索和新兴产业建设探索，一些理工科专业已初步建立了工程

教育体系。当前的新工科教育改革主要形式如下。 

（一）依托某个专业，进行学科扩展，在本专业内部开设新的专

业方向：是国内开展交叉复合型工程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以电子科

技大学生命科学专业为例，依托原专业，建设了“生命科学+医疗+智

能”的专业模块及课程体系，形成新的专业方向，通过 4 年时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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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叉复合的新工科能力。该培养模式可扩展学生的知识宽度和一

定交叉复合型能力，但对学生专业深度、跨界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显得

不足。 

（二）学校内部跨学院成立新专业：是新工科人才培养探索的另

一形式，比如：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依托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自动化和信息学院、数学学院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研积累，整合资源

而设立。该模式下，学院师资通常是来自于不同专业的兼职教师，在

新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科学性、交叉复合能力培养的系统性、专业深

度和专业宽度把握上可能存在一定缺陷，此外，要在 4 年内要卓越的

交叉复合能力，显得时间不足。 

（三）学校内部建立双学位机制：这是国内高校比较普遍的交叉

复合能力培养的方式，但该方式培养中，两个专业学习在不同学院独

立开展，其专业能力的系统性有可能不好控制，此外，同样存在时培

养时间不足的问题。 

虽然国内新工科在多层次多维度开展了有效改革，并不断推进和

寻求新的出路，但是，目前的探索尚未完全形成引领产业发展的跨界

精英人才培养体系。 

三、中法合作培养引领型跨界精英人才 

中法建交 55 年来，教育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自 2015 年以来，中法两国签订了 700 多项校际合作协议。2018 年 1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后首次访华，开启了中法合作新篇章，两国

计划在核能、空间技术、人才交流、航空、商业等领域开展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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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开拓创新。 

与此同时，国家为顺应新新经济和新产业发展趋势，先后实施了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新工科建设”等教育改革，大力开展学

科交叉融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并开展科

教结合和产学融合，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改革，以培养具

有开创意识的高层次复合型工程人才。 

在此述契机下，两国可纵深开展工程教育合作办学，探讨引领产

业发展的跨界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为两国未来产业的领导地位提供重

要保障。要成为行业引领者，必须具备开阔而独到的国家化视野。法

国有先进的工程教育体系、顶级的工程院校、开放而具创造力文化，

具有航空航天、核电、医疗、汽车、先进制造、交通运输、艺术等具

有全球领导力的优势专业。在中法科教合作的新契机下，可选择与法

国优势专业合作，在优质国际环境下，纵深开展中法工程教育合作办

学。 

另一方面，国内高校一些专业经过 40 年快速发展，不断追赶发达

国家，逐渐形成了一定优势和特色。以计算机科学专业为例，在最新

的 USNEWS 2018 全球排名中，前 10 名里有 4 所中国学校：清华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东南大学。全球前 30 位里，有 10 所

中国学校（大陆），除了前面 4 所大学，依次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排名 26）、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此外，国内在计算机应用产业方面，也形成了一

些产业优势，比如：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因此，在计算

机科学专业、计算机应用产业领域，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国更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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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立足于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与趋势，基于“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原

则，双方可探索“4+2”或者“4+2+3”跨界协同培养模式： 

1.国内某优势专业按照新工科模式培养。通过“4”年完成第一专业

学习并通过法语能力测试，在国内获得第一个优势专业的学位。 

2.培养过程实行严格选拔、考核和淘汰，最终选择具备厚实基础、

具有跨界潜力、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长足发展潜力的拔尖学生，赴

法国参加与之合作的法方工程师院校的优势专业完成跨界培养，通过 

“2”年获得第二个优势专业的文凭。 

3.如果学生还有进一步深造计划，可以再读“3-4”年，在法国获得

与之合作的法方工程师院校其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以电子信息专业为优势的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为例，立足

下一代航空产业发展，选拔组成“中法工程师跨界精英人才班”，在国

内获得计算机专业学士学位。随后前往法国工程院校进行跨界培养

（如：巴黎综合理工优势专业学习机械学专业，或者法国国立航空航

天大学校集团学习航空专业），并在法国本土的、具有世界领导地位

的企业（比如：空客）实习，完成产学协同培养，获得机械学专业或

航空专业工程师文凭，毕业后可继续跨专业深造或者在实习企业发展

职业。 

通过立足产业发展牵引的、“优势互补、强强复合”的、跨国跨专

业联合培养，可打破单一专业领域界限，在专业内部进行交叉复合，

专业外部进行跨界融合；保障完整培养体系和充足培养时间，既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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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专业深度，又确保专业宽度；学生就业后可在双方顶级校友圈层、

一流产业地位的生态环境下发展，为将来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跨界精

英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撰稿：王春桥、廖勇 审核：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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