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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法国教师退休制度改革

法国公立教育体制教师在退休制度改革中的境遇

自 2019年 12月 5日以来,马克龙政府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引发

了持续性全国大罢工。其中，罢工首日巴黎市内教师罢工率达 58%，

教师们高举“教师生气了”的标语走上街头参加游行。

法国现行的退休制度被细化为 42种，根据行业不同，大致可分

为四大类别：第一类针对私营企业职员，第二类覆盖农业主和农业领

域工人，第三类适用于自由职业者和非固定薪酬者，第四类则针对公

共服务部门工作者，这类制度被称为“特殊体制”（Régimes Spéciaux）

其中包括国家公务员、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员工、巴黎公交

公司（RATP）员工等。法国公立教育教师为国家公务员身份，故退

休金的核算方式遵循第四类退休制度。根据法国国民教育部统计数据，

2018-2019学年度基础教育领域教师数量 870900，其中公立体制内的

教师 728450人，占教师总数的 83.6%，也是本次退休制度改革中受

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

逐步取消繁复的“多轨制”是法国近年历届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

核心，此次改革的一大原则就是要设立全民统一的按工资和工作年限

计算的退休金积分制。另外，在维持 62岁的合法退休年龄的同时，

提出逐步向 64岁“基准退休年龄（Âge pivot）”过渡。但是，这样一

项以“统一、平等、可持续”为原则的退休制度改革引起了广大公立

教育教师的强烈抗议。

公立教育教师是指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可在公立学校授课的

老师，并享受国家公务员身份。公立教师现行退休制度以职业生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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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6个月的工资计算退休金水平。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性质，合法退

休年龄在 55-65岁不等，工作年限满足 165个季度，即可领取全额退

休金。同时，对于如奖金及补贴类非工资部分，可根据教师本人该部

分收入的社保缴纳情况获取补充养老津贴。

私立教育领域教师是指没有取得国家教师资格，在没有其他认证

的情况下只能在私立学校授课的教师，该部分教师无公务员身份。私

立教育教师退休金按照职业生涯收入最高的 25年为基准计算，参照

私营企业职员的退休体制。该体制教师可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工作年限

根据出生年份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一些满足条件的私立教师可享受与

公立教师同等退休待遇的“私立教师临时退休制度（RETREP）”。

与现行制度不同的是，改革后公立教师的退休金将以“整个职业

生涯的工资均值+奖金收入”为基准计算。显然，整个职业生涯的工

资均值大大低于整个职业生涯最后 6个月的峰值收入平均水平。同时，

与一般公务员相比，学校教师的奖金水平也普遍偏低，所以，这样的

退休金制度引起了广大公立教育教师的强烈反对。根据教师工会的计

算，新的退休制度改革后教师每月的退休金将减少 500-600欧。对此，

法国国民教育部已承诺逐步提高教师工资水平，保证新的退休制度适

用于 2037年退休的工作者时，公立教师退休金不减少。国民教育部

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承诺 2021年在退休制度改革框架下，财政投

入 5亿欧元用于提高教师工资水平。

2019年 OECD的报告显示，法国教师的平均工资低于发达国家

教师收入的平均值。事实上，教师这一职业在法国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据统计，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报考率逐年减少，2020年报考中学教师

资格的应届生数量从 2019年的 33490降低至 30883人，减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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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中，公立教育教师的利益受到了冲击，教

师这一职业在法国的吸引力或将持续走低。

(编撰：翟雨桐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www.tacotax.fr/guides/retraite/retraite-par-metier-secteur/retraite-enseignant

法国教师退休金改革的初步规划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于 2019年 12月 11

日宣布实行退休金普及制度。改革前，公务员的退休金根据过去六个

月的工资计算，不包含奖金。但退休金普及制度将整个职业生涯的收

入（包括奖金）计算在内。退休金在普及制度中的演变既体现了对公

平原则的尊重，也体现了对行业吸引力的关注。

此项改革把国家教师、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具体情况也考虑在内，

公务员的奖金相对较少，因此受新制度的影响较小。退休金改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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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从 2020年 1月 13日起，与工会组织的对话和谈判将一直开放到

2020年 6月，以期制定具体合理的法案。

一、保障教师和研究人员退休金

根据退休金普及制度规定，所有职员与公务员实行同等退休制度。

1975年以前出生的工作人员将在未来 17年内离职，因此其退休金的

计算不会有任何变化。1975年出生的工作人员是受改革影响的第一

代，将于 2037年陆续退休。2037年的退休人员采用双规制，2025年

之前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金按改革前的体制计算，而 2025年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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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限及其退休金则以现行规则计算。根据新规则计算的退休金随

年限逐渐增加，对退休人员较有利。

新制度下，政府保证教师和研究人员退休金不下调，并承诺将其

写入法律。由于奖金在教师、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工资中所占比例较高，

在退休金普及制度的影响下，退休金也将随奖金的提高逐步增加。然

而，新体制不利于奖金较少的教师。

二、提升教师和研究人员职业吸引力

针对研究工作人员的思考反映在“多年研究规划法”的制定上。

该规划将在 2020年第一季度的部长理事会上提出职业的吸引力问题，

并希望在 2021年重新评估高等教育和科研人员的职业。

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接待工会组织，意在

制定教师相关职业的和解方案，保障教师的退休水平与公共服务中同

等机构的退休水平持平。同时，与工会组织的讨论也有助于“多年规

划法”的制定。

此外，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

（Frédérique Vidal）于 1月 6日至 17日就“多年研究规划法 ”与工

会组织进行双边对话。为提高研究人员、教师研究人员、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职业吸引力，一个特定的多边会议也将于 1月 24日举行，交

流计划的最新进展。

政府力求实现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承诺，在提交给国务委员会的

关于建立全民退休金制度的法案第 1条也提到了这些要素。实现这些

目标的机制还将写入“多年规划法”中。在 2020年 1月 13日与工会

组织的第一次讨论中，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确认教育部最早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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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投资 500万欧作为教师相关职业的第一批重估计划的资金，

资金的分配方式将在接下来的几周进行详细讨论。

(编撰：刘瑛东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7735/reforme-des-retraites-des-garan

ties-apportees-aux-enseignants.html

https://www.gouvernement.fr/des-garanties-apportees-aux-enseignants

法国初高中教师面临很大职业压力

2020年初，法国国民教育部发布了首份关于初高中教学环境的

调查报告—《初高中教学环境调查报告》，该报告针对过去一年法国

及海外省初高中的教学情况和教师的工作环境，汇总了将近 45 000

份来自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学、管理、行政、技术、医护等人员的问

卷回复。该调查旨在一方面评估 2018-2019学年法国教育机构内部的

教学环境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监测学校工作人员可能会遭受到的潜

在伤害，帮助学校行政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建立预警机制并合理规避。

从调查报告的结果上看，过去一年，法国教师在工作中普遍受到了来

自教学活动、人际关系和安全保障三方面的压力，导致超过一半的教

师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从事教职工作直到退休（53.8%）。事实上，在此

次法国教师因反对退休制度改革而大规模参与罢工的时期，这份调查

报告也从内部揭示了教师群体的苦恼与不安。

法国国民教育部对调查结果给出了较为积极的分析和评价。首先，

在教学活动方面整体上反馈是积极且有利的，超过 85%的受调查的人

认为他们在教育机构内感觉良好或者非常好，他们中 74%的人对教学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7735/reforme-des-retraites-des-garanties-apportees-aux-enseignants.htm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7735/reforme-des-retraites-des-garanties-apportees-aux-enseignants.html
https://www.gouvernement.fr/des-garanties-apportees-aux-enseignants


6

环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其次，在人际关系方面，大部分的教师认为

他们和学生（95.2%）、其他教师（95%）、行政人员（86.8%）、技

术人员（98%）、校园生活管理人员（94%）以及校园医护人员（95.4%）

都保持了良好或者非常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被大部分的学生（91.6%）、

家长（86.9%）以及直属上级（78.3%）所尊重。但是，在这种良好人

际关系的氛围中，仅有 73%的人认为他们机构内的所有工作人员是完

全或者比较团结的。最后，在安全保障方面，接受问卷的人员中，绝

大部分人都认为校园内（94%）或者学校周围（91.2%）是比较或者

非常安全的。

除此之外，另一些数值较低的项目暴露了法国初高中情况的另一

面。在教学活动中，平均近四成的教师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情况并不

理想（37.7%），并且逾三成的教师觉得校园的公共制度并没有被很

好的执行（30.3%），而在公立学校中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统

计结果分别是 48.2%和 37.8%。 此外，公立学校的教师对教学环境和

工作的满意度分别是 67.4%和 75.4%,低于私立学校的教师(89.7%和

88.7%)以及非执教人员（81.3%和 88.7%）。法国教师，特别是公立

体制内的教师对工作以及学生学习情况满意度的低下直接影响了他

们对教育工作价值的判定，超过四分之一的教师并不总是觉得自己在

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情（25.5%）。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这

些不满和压力呢？调查报告的结果从三方面给出了答案：

（一）工作强度大

超过六成的教师认为他们日常的工作量超负荷（61.4%），此外，

这种超负荷的情况还因为工作时间不足（57.6%）、信息传递不畅

(32.5%)、手段和资金的缺乏(48.6%)以及相关培训的缺失(47%)而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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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

（二）工作关系的相对疏离

将近四成的老师认为学校的教师或者合作者的数量不够充足，不

能满足现有的工作量（37.6%），并且在遇到困难时，31.3%的教师没

有感受到足够的支持与帮助。这导致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在工作团

队中没有感受到归属感（35.9%）。

（三）暴力现象普遍存在

暴力现象是这次问卷调查备受瞩目的一项，51.1 %的教师都认为

教学中存在较多的暴力现象。而教师们所承受的暴力事件排名前三位

的是：拒绝或者抗议教学活动（35.4%），肢体和口头上的嘲笑和侮辱

（24.1%）以及各种形式的威胁（11.9%）。此外，还有教学材料的盗

窃和损坏（9.1%）、孤立和排挤（7.5%）以及其他更严重但更偶发的

情况，比如财务失窃（2.6%）、骚扰（2.4%）、损害教师个人代步工

具（2%）、武器威胁（0.2%）等。

从这份调查问卷的结果看，不管是在公立教育体制内还是私立教

育体制内，法国的教师都普遍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以及相似的问题，

其中公立教育机构内的情况往往更为严峻。事实上，此次调查中所聚

焦的教师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工作内容和安全保障三个方面是相互关

联和相互影响的，一些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是，

这些现实情况为法国教师大规模参与此次罢工活动埋下了伏笔，而积

压已久的负面情绪也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发出教师们集体的诉求。

(编撰：杨柳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3816/resultats-de-la-premiere-enquete-de-climat-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3816/resultats-de-la-premiere-enquete-de-climat-scolaire-aupres-des-personnels-du-second-degre-de-l-education-nationa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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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aire-aupres-des-personnels-du-second-degre-de-l-education-nationale.html

教师职业的价值提升不应仅限于工资层面

在法国政府答应教师增加工资的关键时刻，前总督学和教育领域

的国际顶级专家罗杰-弗朗索瓦·高梯耶（Roger-François Gauthier）

在《世界报》上就具体的执行形式以及补偿金额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

法。

高梯耶首先提到了 1989年政府的一次教师工资改革法令。他认

为，时任若斯潘政府平衡了教师工资的提升与教师职业定义之间的关

系。那次改革留下的历史经验大概是创建了小学教师团体、采用了与

已认证中学教师的相同的薪酬计算方式支付小学教师工作的方法。但

是，他也提到，当时的财政部长米歇尔·查拉斯（Michel Charasse）

在回忆起签署增加教师工资的法令时，仍不免表示遗憾，认为教师这

一职业的定义与其获得薪水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只是在表面上解决

了。在解决矛盾更显急迫的今天，国民教育部部长表示现在是一个比

较适宜的时机来谈论提升教师工资这一议题。他希望抓住这次养老金

改革中重新计算退休金额的机会，提高教师的工资。

高梯耶认为除上述经常出现的议题，中学教师的工资困境也值得

人们关注。因为中学教师的在校时间可能不再基于于实际课时数进行

计算。但对于很多教师来说，提升教师工资可能只是弥补之前计酬方

式的不恰当性，或者只是为了寻求重新计算退休工资的补偿方案。

高梯耶对提升奖金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政府其实不认同提高工资

即可提升教师价值的幻想，并且知道投入更多的钱不足以提升学校的

效率，所以才又提出了补偿方案。然而政府谈论的比较多的发放奖金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3816/resultats-de-la-premiere-enquete-de-climat-scolaire-aupres-des-personnels-du-second-degre-de-l-education-nationa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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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和提升一种职业高度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政府应该考虑到

法国的教师们很少重视奖金文化，这种文化会在学校滋生教师的个人

主义和领导的专权主义。

高梯耶还谈到了教师职业的培训的不足：四十年以来，法国教师

群体经历过一次或几次的大众化浪潮，这种浪潮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

极大改变了教师群体的工作条件，而教师培训不停地遭受争议，在一

些年中又消失了。行政人员以各种方式“帮助”教师，实际上给教师

增加了麻烦，并让他们受到各种行政指令的限制。我们创建了初中和

高中的教师工作指导，可是各学校专门的负责人，又并非有能力足以

胜任培训教师的任务。

高梯耶认为上述不足实际上是由国家造成的问题：“国家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建构了法国教师的文化：通过教师职业资格的会考，让教

师只专长和隶属于某个单一学科，让他们只是通过教书这一功能来认

识自己，使他们进入一个他们自己都厌恶的、认为没有意义的学生评

估系统。这些，影响了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发展。

如果说需要补偿，首先是国家补偿给基础教育工作者。艾德加

尔·莫兰说，明天的教师首先是一个面向复杂世界的教学者，有能力

引导学生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他的社会职能的定义，例如薪酬，应

该基于这一目的，以及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

能真正提升教师的价值。

（编撰：焦舒曼、姚利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20/01/07/la-revalorisation-du-metier-d-en

seignant-ne-doit-pas-etre-seulement-financiere_6025006_1473685.html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20/01/07/la-revalorisation-du-metier-d-enseignant-ne-doit-pas-etre-seulement-financiere_6025006_1473685.html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20/01/07/la-revalorisation-du-metier-d-enseignant-ne-doit-pas-etre-seulement-financiere_6025006_1473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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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 2020 新年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在此向各位致以新年的祝福，同时祝福我们的国民教育事业。众

所周知教育事业关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祝福教育事业就是

祝福我们国家的未来。

过去的一年是紧张忙碌的一年。为了能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更好

的服务，我们都为此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这也是各种改革和变化的意

义所在。这一年，为加强孩子们的基础知识学习，我们的小学做了大

量的工作；为使高二的学生们有更多的选择，从而进一步实现个人成

长和进步，我们的高中进行改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提高我们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

二是促进社会公平，特别是从低龄儿童的教育开始抓起。例如：义务

教育提前至 3岁；重视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教育质量等。

学校教育直接关系到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学校无法远离国家及其

价值观，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校园，也是塑造自由、平等、博爱价

值观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传授文化知识，促进学生个人成长，彼此

尊重友爱。因此陪伴学生成长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教育

事业。在此我要向辛勤工作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感谢，并致以新

年的问候，他们在耕耘着我们的未来。

这些日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事业，也赢

得了国家对教育工作者的尊敬。当然，我们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宿命，也不应该悲观。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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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也深化教育改革的意义所在，对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价值的重新评估也将是我们 2020年以及未来几年的工作

方向，因此我们今年启动了对教师们关切问题的谈判和磋商。我想强

调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地位，我们应重新将教师置于

法国社会中心的位置。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相信学校的社会，

是一个尊重教师的社会，除了应该提高教师待遇之外，我们应该切实

尊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

我对新的一年国民教育抱有乐观态度，我也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

致，面对难题，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编译：王娟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8145/tres-bonne-annee-2020-a-toutes

-et-a-tous.html

巴黎综合理工集团 2020 年 9 月正式启动联合招生

为响应马克龙总统关于创建大型科学技术研究综合体的呼吁，

2019年 5月，5所法国顶尖高等精英工程师学院联合成立巴黎综合理

工集团（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aris），该集团将于 2020 年 9 月起

正式启动联合招生。该 5 所成员院校分别为：巴黎综合理工（Ecole

Polytechnique）、巴黎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ENSTA Paris）、巴黎国

立统计和经济分析学院（ENSAE Paris）、巴黎高等电信学院（Télécom

Paris）和南巴黎高等电信学院（Télécom SudParis）。5所成员院校均

为百年名校，拥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特别在工程师培养领域拥

有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对近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欧洲的工业和技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8145/tres-bonne-annee-2020-a-toutes-et-a-tous.htm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8145/tres-bonne-annee-2020-a-toutes-et-a-to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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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巴黎综合理工集团成员院校提供本科、工程师、硕士、博士阶段

课程和文凭。2019年，巴黎综合理工集团拥有在校生总规模达 7500

人，其中硕士生 2000人，博士生 900人，国际学生占比 28%，预计

于 2022年学生总规模将达到 1万人。集团拥有教师-研究员 950人；

实验室 30个；重点跨学科研究领域为：能量学和气候变化、安全、

数字化、工业技术、卫生健康。

巴黎综合理工集团博士生学院注重跨学科博士阶段教育，主要集

中在以下六大研究领域：1.信息技术、数据和人工智能；2.信息、通

信、电子；3.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4.物理学；5.生物和化学；6.

机械工程和能量学。

巴黎综合理工集团与法国相关领域顶尖的研究机构及高校建立

了合作伙伴关系，比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法国国家健康与

医学研究院（INSERM）、巴黎萨克雷大学（Paris Saclay）等，特别

是与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在

商业技术和创新领域开展跨学科教学和研究。

由于新成立了巴黎综合理工集团，自 2019年 12月 31日起，巴

黎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巴黎国立统计和经济分析学院、巴黎高等

电信学院三所原属于巴黎高科集团（ParisTech）成员院校正式退出巴

黎高科发展基金会（Fondation ParisTech Développement），但这并不

影响上述院校已加入的巴黎高科相关合作，比如巴黎高等电信学院将

继续参与上海交大-巴黎高科中法工程师学院合作等。

（撰稿：许浙景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www.ip-paris.fr

http://www.ip-pari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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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推出在线文凭证明服务

为了避免丢失文凭及简化程序，法国国家教育及青年部、高等教

育及研究部推出了一种新的在线文凭证明服务。人们可访问网站

Diplome.gouv.fr，找到所需要的经过认证的电子版文凭证明，并且允

许第三方检验文凭的真实性。

这项在线服务简化了申请程序，让不同的教区团队拥有更多处理

复杂申请的时间。Diplome.gouv.fr可以提供认证后的在线文凭证明，

同时也允许第三方通过验证码来检验文凭的真实性。2019 年获得高

中文凭的毕业生已经可以在该网站上找到数字化的文凭证书。平台上

出具的多种文凭证明，主要依据获取证书的年份和颁发证书的机构进

行划分。2019 年 11月，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检索到 2300 万份由国

民教育与青年部，高等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及创新部颁发的文凭证明。

包括初中毕业证书(DNB)、职业能力证书(CAP)、职业学习证书(BEP)、

高中毕业证书(BAC)、高级技术员证书(BTS)。完整的文凭清单可以

在网站的首页找到。今后该网站还会提供更多其它机构颁发的文凭，

比如高等教育证书、农业教育证书等等。在网站录入新证书之前，毕

业生可以在各学校获取证书原件或副本。

毕业生可以通过 FranceConnectc创建或登陆账户，进入信息中心，

找到“文凭证明”一栏，还可以把它们存储至自己的数据保险箱。每

一个文凭都包含一组含有 8个字符的验证码，以供验证证书的真实性。

（编撰：焦舒曼、姚利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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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时代的法国教育观察（2018 辑）》出版

2019年 12月，由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组织编写、高教出版社

出版的《马克龙时代的法国教育观察（2018辑）》新书首发会在北京

举行。来自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驻华使馆、中国驻

法使馆教育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等相关机

构的负责人和学者代表 60余人出席新书首发会，共同见证中法教育

交流的这一最新成果。

全书分为综合分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文化艺术

教育、语言推广与政策、教育国际化等七部分，共收集了 23篇调研

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改革趋势，并归纳出

诸多借鉴与启示，堪称法国当代教育研究的最新专业资料，可以为国

内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该书主编、中国驻

法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进介绍说，主动立足于我国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需求，驻法使馆教育处重视并重组了法国教

育调研工作，及时关注马克龙政府推出的各项教育改革新政策、新举

措，以服务于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驻法使馆教育处主动走访并与

法国政府部门、各级各类院校和研究单位合作，并支持成立旅法教育

研究者协会，在多方合作基础上定期编撰《法国教育通讯》。《马克

龙时代的法国教育观察（2018辑）》一书，就集中呈现了驻法使馆

教育处开展法国教育调研的成果。

法国总统马克龙为该书作序，他表示“法国是世界上第七大中国

留学生接收国，法国为此感到骄傲，我们两国也从中受益颇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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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加强中法两国高校的合作。中法教育合作前景

广阔，我将对此给予全力支持。”

（编撰：许浙景 审核：杨进）

法国审计法院呼吁更好地接待外国学生

2017年至 2018年，法国招收了 343,400名外国学生，成为仅次

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第四大留学生接待国。但是，这一结果与

政府的目标——即到 2027年达到 500,000名外国学生相差甚远。为

讨论这一问题，继法国审计法院发表重要报告后，巴黎国际大学城于

10月 18日组织了一次圆桌会议。

该报告的合著者杰盖罗·吉伯特说：“有必要与外国大学建立更

多的伙伴关系，并朝着明确的方向合作。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有明确的

使命来发展对外流动性，这是需要修正的一点。” 法国高等教育署和

Erasmus+的联合仍有待探讨。卡邦街的地方法官也呼吁推广“学在法

国（Études en France）”平台，并提供了相关信息。他们提议，纳入

一份明确表明机构提供的培训是否有可能获得国家或商业资格的声

明。

除了数量上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个质量上的挑战：大学是否已充

分准备好欢迎这些国际学生？弗朗索瓦-格尔米内特（克吉·庞托伊

塞大学校长）说：“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外国学生，我们就需要更多

的资金。培训费用从 7,000欧元到 12,000欧元不等，因此要实现政府

目标，还需要 10亿欧元。”

对于某些学生来说，机关的行政管理体系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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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政厅高等教育助理玛丽·克里斯汀·莱马尔德-强调指出：对

法国学生来说，这已经很复杂了，对外国人来说更加难以想象。因此，

在巴黎国际大学城的 Acc＆ss中心设置了一个窗口，可以向国际学生

续签或签发签证，无论他们是否居住在校园内。该中心还设有 CAF

（法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家庭事务部）。巴黎家庭补贴办公室管理中心

经理特西·耶苏富说：“我们希望为所有学生提供支持，而我们 60,000

名受益人中有 20％是外国人。”巴黎国际大学城还提供法语课程。为

国际学生的成功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审计法院在其报告中透露，国

际学生和法国大学生的成功率相差 15个百分点。在研究生阶段，差

距已减少到 6个百分点。盖罗·吉伯特认为：“差距正在缩小，而大

学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差距消失。”

雷恩大学国际关系副主任皮埃尔·范·德·韦格表示，这个差异

主要是由于法国的教学和评估方法差异很大。这种特殊性也给希望获

得文凭的学生带来麻烦。孔多塞校长让·马克·邦尼斯索说：“我们

是唯一一个以 20分为满分的国家。邦尼斯索还表示，在学习上的花

费也是阻碍学生交流学习的障碍。“我们不应该囿于学费。要知道在

法国生活，这些学生每月要花费 800至 1000欧元。”

审计法院对其他奖学金授予情况提出了重要意见，同时还建议用

学术标准来授予奖学金。最后，审计法院提议改善学分定向，以使最

有可能脱离 Erasmus 2020-2027年计划的学生受益。

（编撰：袁玉洁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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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 2021 新高考 法国调整高二课程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 1月 6日宣布，为适应法国高中毕业会

考（BAC）改革的要求，法国将对高二学生的法语和数学课程做出相

应的调整和修改。

在此轮调整中，将进一步减少法语课学习的作品与文章数量，其

中报考普通类业士的高二学生学习的法语作品数量将从最初预定的

24篇减少为 20篇至 24篇。其中报考技术类业士的高二学生法语作

品数量从 16篇减为 13篇至 16篇。

数学方面的调整体现在更专业的教材内容，主要是解决学生水平

参差不齐的问题，学校将加强师资建设，组成有专业能力的教学班子

提高学生水平。

新的毕业会考模式将于 2021年开始实行。从 2020年 1月起，全

国高二普通班废除文科、经济社会科、科学科，将以专业课程代替分

科制。每个学生必须在 12个名单中选择自己就读的 3个专业。因此，

此轮高二的课程调整是为了适应 2021新高考的要求。

（编撰：王娟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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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应用及启示

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把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应用于

教学管理与科研，因此，提高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成为如

今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息和通讯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工

具，许多国家视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强调理解及

掌握该技术的相关技能与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同等重要1。本文通

过梳理教育信息化在法国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总结归纳了几点对我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启示。

一、 教育信息化的含义

在我国，教育信息通讯技术即教育信息化，指运用信息与通讯

技术系统地提升和变革教育的过程[1]。它不等同于计算机化或网络化，

是一个有关于教育方式的改革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工程2。教育

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教

学信息化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其技术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和多媒体化，基本特征是开放、共享、交互、协作，以教育信息化

促进教育现代化，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模式“。3

1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en éducation. �n programme d�enseignement et un cadre

pour la formation continue des enseignants. �NESCO. 2004. Internet :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95�129538f.pdf. 2019-12-20
2 刘德亮. 黎加厚博士谈教育信息化[J].中国电化教育,2002, (1):5-8.
3 Internet：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4%BF%A1%E6%81%AF%E5%8C%96.

2019-01-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4%BF%A1%E6%81%AF%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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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了信息技术（informatique）是一门包括

硬件、软件、人力和组织方面，处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实施、实现、

评估、使用和维护的科学。而计算机技术（Technologie informatique），

则涵盖了计算机科学在社会中的具体技术应用。信息通讯技术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TIC)），是一门

在理解计算的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与其他

相关技术的结合运用到工作和学习活动中的技术。

在英语国家，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术通常称为“教育中的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法语区分了教育中的

信息通信技术的名称，即教育信息通讯技术（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our l'Enseignement（TICE）），也

就是运用信息通讯技术服务于教育的技术。“教育信息通信技术涵盖

了可用于教育和教学的所有数字工具和产品”4，包括其工具的设计、

实施、实现、评估、使用和维护。

二、法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史

在法国普通教育中引入计算机的理念最早可追溯于 1970年 3月，

经合组织的教育创新研究中心（CERI）在塞夫尔（Sèvres）的国际教

育研究中心（CIEP）举行的以“中学的计算机教学”为主题的研讨会

5。研讨会强调了信息技术对通识教育的贡献，并鼓励经合组织成员

国在中等教育中引入信息技术。同年 5月 21日，法国国民教育部颁

4 Internet :

https:��fr.wikipedia.org�wiki�Technologies_de_l%27information_et_de_la_communication_pour_l%27enseigneme

nt. 2019-12-21.
5 Émilien Pélisset. Pour une histoire de l'informatique dans l'enseignement français, premiers �alons �, paru dans

Système éducatif et révolution informatique, Collection Recherche des Cahiers de la FEN. Internet :

https:��www.epi.asso.fr�revue�histo�h85ep.htm. 2019-12-21.

https://fr.wikipedia.org/wiki/Technologies_de_l%27information_et_de_la_communication_pour_l%27enseignement
https://fr.wikipedia.org/wiki/Technologies_de_l%27information_et_de_la_communication_pour_l%27enseig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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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法令6，要求学生从中学开始进行计算机科学启蒙，其主要目的不

是学习计算机科学：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存在、用

途、局限性，以及与经济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让教师就教学内

容提出问题，促进教学改革。为了贯彻落实该法令，法国国民教育部

在 1970-1976 年期间分别进行了教师的深度和轻型培训。教师的深度

培训主要是在计算机制造商(IBM, CII, Honeywell-Bull)进行实习，530

名来自各个学科的教师参与其中。轻型培训主要是以在个大学的函授

课程培训为主，共有 6,522名教师参加。于此同时，58所高中分别配

备了一台计算机设备进行试点, 每台计算机连接了八个显示屏和一

个电传打字机[2]。在此期间，各学科老师开发了数百种计算机辅助教

学（法语 EAO：Enseignement Assisté par Ordinateur）软件，并在学校

建立计算机俱乐部。但由于财政和技术原因等各方面原因，法国国民

教育部决定于 1976年中止使用微型计算机设备的试验，并由国家教

育研究所介入，对试点进行严格的评估[3]。

随着人们对计算机教学兴趣的提高，1978年法国国民教育部决

定在中学启动"万台微型计算机"计划，目的是在未来五年内为所有学

校配备 8 个计算机技术人员进行教师的计算机技能培训。1981 年又

启动了一个新的大规模计划，即“ 100,000台微型计算机和 100,000

名受过培训的教师”计划。所有高中的计算机设备计划在 1986年投

入使用，而大学的设备则计划在 1988年投入使用。在小学阶段，学

生主要以认识计算机及其意义为主，当时美国面向幼儿开发的教育性

编程语言游戏 LOGO在法国小学也流传开来[3]。

6 Internet : https://edutice.archives-ouvertes.fr/edutice-00564244/en/. 2019-12-20.

https://edutice.archives-ouvertes.fr/edutice-0056424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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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法国政府宣布了最新的计算机教学设备“全民信息技

术”（IPT: Informatique Pour Tous）计划，这标志着计算机技术第一次

被正式整合到教学实践中。该计划投入 12万台设备（已安装 40,000

台），提供 11万名教师的培训以及为教育专业培训的数百个软件程序。

虽然该计划最终没有全部得以实施，但 8000 所小学、2300所中学、

850所高中和 400所大学从中受益，对法国教育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

作出了重要贡献[3]。

90年代初期，法国教育领域正式出现了教育信息通信技术（TICE）

的术语7。随着这期间多媒体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教育信息和通信

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1992年初，高等教育部将 TICE纳入教师学校

培训课程的必修课。TICE的相关机构开始相继出现，最终发展成为

现今教育部的教育信息通讯技术分部（法语：SDTICE：Sous-Direction

d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our

l'Éducation），致力于贯彻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方针，协调国家和

地方级的行动[4]。该分部还建立了国家数字教学使用机构网络，发展

和推广从幼儿园到大学在数字技术教育中的应用。

在计算机普遍的社会背景下，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在 2000 年 6

月 2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 TICE培训纳入所有学生的课程，并

提出相关“计算机和互联网证书”要求。发展至今，法国国民教育部

建立了针对小学生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一级合格证 (B2i)，中学生的二

级合格证（B2i）。大学生则需要考取计算机和互联网一级证书 (C2i)，

二级证书（C2i2）则针对从业人员。此外，从 2010年开始，要成为

7 Internet : https:��tel.archives-ouvertes.fr�edutice-00000370�document. 201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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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的教师还需要具有针对教师设置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证书

（C2i2e）[3]。

在 2009到 2010年间，法国国民教育部提出了“农村学校数字设

备计划” (ENR)，为 6000多所农村小学提供了一系列数字技术设备

和教育支助。之后，交互式白板、慕课，网络数字工作区、移动课堂、

播客、数字教科书等等新型数字教学工具和实践相继出现[3]。

三、法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

（一）教育网络平台在学校普及

法国针对教师和学生的 TICE网站不计其数，其中“国家数字教

学使用机构网站”的使用最为广泛，为教师使用 TICE教学提供参考。

网站介绍了有关教育的工具、资源、数字教学服务、国际研究结果、

信息化教学活动的经验等，有助于教师了解在数字环境下专业实践的

发展与挑战。此外，数字工作区（也被称为"虚拟办公室"， 法语为

（ENT）：Espace Numérique de Travail），是法国国民教育部设立的最

大一个允许远程访问数字资源的在线协作工具和平台。该平台还与国

家教育、学区、社区和学校机构的其他平台相衔接。ENT 的主要用

途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为教学服务。它是教师和学生在数字环境

中进行互动的媒体，既可以是一个协作工具和存储空间，也可以提供

博客、论坛、虚拟教室等功能；第二，是学校生活的伙伴。在 ENT

的个人账户中，学生可以查看课程表、日程表、选择课程、缺勤记录

等；第三，通信功能。它可以对外传递信息（收发邮件、发布个人页

面），并进行视频会议。ENT最开始运用于高等教育，随后发展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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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高中。近年来，小学的 ENT也逐渐发展起来，学生、老师和家

长均可注册8。

据法国国民教育部官网统计显示，自 2016年以来，法国 30个学

区（包括海外省）中，29个至少有一个与地方政府或省政府合作进

行的中学教育信息化推广项目。100％的高中和初中在 21 个地区和

76个省中设有 ENT。94％的省份已经启动在小学装备 ENT的项目，

大多数项目还在试验中，各地区的进度不一9。

（二）法国国民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信息化

自 2015年以来, 国民教育部提出的“数字化教育计划”逐步部

署，包括 22个研究项目,旨在发展教育创新并促进学习，是促进学生

全面可持续教育战略的一部分。该计划借助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未来

投资（PIA）”项目（Programmes des Investissements d�Avenir）为每个

学生提供数字化学习设备。2017 年法国政府拨款 1.91 亿欧元，PIA

于 2018年投入近 4亿欧元支持这一计划。

由于 ENT等其他教育公共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国民教育产

生了大量与学校生活、评估、学生成绩、作业有关的数据。[9]国民教

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于 2019年 8月 20日发表的关于数字教育

的演讲中就声明，教育界需要在严格尊重自由的条件下发展数字教育

工具。他提出，除了 2018年 8月任命负责协调学术数据保护人员外，

还将成立一个由知名人士和专家组成的教育数据伦理委员会，保证数

据的安全和受监督。布朗盖强调除了数字化教学外，还应该注重培养

8 L'utilisation du numérique à l'École. Internet :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208�l-utilisation-du-numerique-a-l-ecole.html 2019-12-22
9 Point sur le plan numérique pour l�Éducation. Internet :

https:��www.tice-education.fr�tous-les-articles-er-ressources�articles-internet�1181-point-sur-le-plan-numerique-po

ur-l-education. 20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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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数字化技能：所有学生将接受每周 1.5个小时的必修课程“数

字科学与技术”，高中生则将接受每星期 4到 6小时的“数字与计算

机科学”培训。此外，教育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教育信息化的培训

中。2019年教育部还专门创设了“高中计算机科学教学”的校际文

凭10，为“数字与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教学提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相关的慕课教学课程也相继出现。

四、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启示

1989 年，中国颁布的《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总体规划纲要》

正式将教育信息化纳入教育领域，并于 1993 年建立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与 1970年就把计算机引入学校的法国相比，中国教育信

息化的发展在当时相对滞后。由于时代和环境背景的不同，政策目标

有些许差异。法国最初把计算机引入学校首要目的在于启蒙和理解计

算机的意义，而我国由于发展需求，把硬件设施的建设定为首要目标。

2018 年 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划》，紧接着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4]“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已由原来

的‘追跑’到‘并跑’，再到一定程度的‘领跑’，中国教育信息化事

业实现了‘弯道超车’。”从法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史、现行政策以

及教师和学生使用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一）培养学生的网络社会责任感和计算思维

学生不仅要能运用教育信息化工具，而且应该让学生理解信息科

学意义，带来的方便和挑战。网络世界虽是在虚拟环境中，但就如同

我们生活的社会，教师有必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

10Internet :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33192�le-numerique-service-ecole-confiance.html. 2019-12-23.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33192/le-numerique-service-ecole-confi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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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责任感。此外，周以真教授认为计算思维是一种普遍适用的

态度和技能集，“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理念，进行问题求解、系

统设计以及理解人类行为”11。也就是说计算思维是一种以数学为基

础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思维方式。“开展计算思维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

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应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内驱力和创新力12。”这是 21世纪的学生必须具

备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 2019年的 PISA排名中位居第一，我国学

生的计算思维的发展应该也更容易13。

（二）提高学生运用教育信息化工具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一方面，教师需提高自身的信息

技术能力，在课堂中多运用教育信息化工具的同时，也应该让学生参

与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学习是一个参与的过程，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

小组活动或基于项目的学习，利用教育技术工具查找资料、解决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习合作，信息技术运

用能力较强的同学也可以帮助较弱的同学。另一方面，制定每个阶段

的信息技术技能要求。明确的目标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法国

国民教育部分别给小学、中学、大学阶段的学生设定了具体级别要求，

主要包括五个领域14：1）掌握计算机工作环境的程度；2）对计算机

11 Jeannette M. Wing.Computational Thinking. [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March 2006. 3(49）:33-35.
12 陈鹏，黄荣怀，梁跃，张进宝.如何培养计算思维——基于 2006-2016年研究文献及最新国际会议论文.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1：98-112.
13 Compétences en mathématiques (PISA). Internet :
https:��data.oecd.org�fr�pisa�competences-en-mathematiques-pisa.htm#indicator-chart. 2020-01-01
14Brevet informatique et internet. Internet :

https://fr.wikipedia.org/wiki/Brevet_informatique_et_internet. 2020-01-01

https://data.oecd.org/fr/pisa/competences-en-mathematiques-pisa.htm
https://fr.wikipedia.org/wiki/Brevet_informatique_et_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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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有负责任的态度；3）创建、产生、处理和使用数据的能力；4）

了解情况、搜集资料的能力；5）在计算机环境中的交流和交换能力。

（三）为教师提供创新实践培训，提高教师自主创新开发教学资

源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信息化创新能力离不开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从法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初期送教师到计算机制造商进行深度培训，再到各学

科老师开发了数百种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其间不过 6年时间。教育

学家杜威曾说教育的重点在于创造充分的条件让学习者去经历和体

验。当教师接受培训时，自身也是一个学习者。提高教师自主创新能

力不能只是进行教学传输，而应该在教师培训中让教师亲身经历教学

资源开发的过程，体验创新的快乐。比如说，法国的一些学校或教育

机构通常会组织黑客马拉（hackathon）设计冲刺活动，目的是在限定

时间内和特定主题下，提出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改进现有软件或设

计数字教学的新应用程序。如有发展潜力，教师还可以得到资金支持

并继续研发。该活动的小组成员通常来自不同领域，有利于不同学科

间教室的交流合作。

（四）建设和统一教育信息化平台，提高可用性和实用性。

胡钦太教授提到，我国教育云平台众多，但缺乏顶层规划以及专

业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许多学校的网络学习空间只是简单

地模仿社交类空间建设，学习属性较弱，空间利用率并不高” [4]，

并没有形成合理的长效资源建设机制。纵观法国教育信息化平台的普

及，其中少不了教育部的干预和投资，尽管其针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

信息化网站不计其数，但“国家数字教学使用机构网站”仍然是最大

参考网站。此外，法国教育信息化平台 ENT稳扎稳打，最终渗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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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教师教学工作中。我国教育信息化平台的创设和统

一需要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从他们的切实需求出发设定相关功能，

提高教育平台可操作性，易于使用。

（五）组建教育数据伦理道德委员会或其他相关委员会。

教育信息化一方面为学生学习、学校管理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却

产生了大量与学校生活、学生个人信息等的数据。在到处被数据包围

的今天，伦理道德委员会不应仅针对人工智能产品，所有涉及学生和

教师个人信息的数据都应该被尊重和保护。胡钦太教授指出“现实中，

教育数据危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技术僭越、教育信息化虚假繁荣

等问题让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甚至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

生态危机。 因此，在对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的同时，更

要对其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审慎，以正面回应新时期的教育信息化可能

出现的风险。”组建教育数据伦理道德委员会亟待解决，以 “积极应

对教育数据处理与应用危机，平衡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

[5]。

（撰稿：刘瑛东 王娟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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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高等美术教育合作回顾与展望

法国美术教育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本文通过对法国知名专家的访

谈介绍法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特色，分析法国美术教育对当下中国美术

教育的影响，探索推进中法美术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快我国高

等美术教育改革步伐。

一、法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特色

（一）变革与时代

在以富有文艺气质闻名于世的法国巴黎的拉丁区，有一所举世闻

名的美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下文简称巴黎美院）。三

百年来屹立于巴黎塞纳河左岸，巴黎美院曾在世界艺术史上留下了辉

煌的一笔，这里走出了无数艺术家，大卫、安格尔等大师也皆出于巴

黎美院，他们代表的“法国学院派”是当时艺术史主流画派。然而，到

了 19世纪至 20世纪上半叶，面对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

学院派开始在其他艺术流派的冲击下变得日益脆弱。

曾在巴黎美院任 30年教授的皮埃尔·卡隆先生说，“我们始终都

要推动教育。我进巴黎美院任教时正值 1968年的社会运动，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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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年轻的学术人员，我看到了教育改革。……” 1968年 5月，法国学

潮运动使西方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艺术家们竭尽所能

地对以往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进行颠覆。早已对传统美院体制反感

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占领校园，对法国美院尤其学院派教育方法、

教学体系、美学观念提出了质疑，要求改革。随着立体主义、野兽派、

抽象派等各类美术流派开始逐渐走入大众的视线，风格各异的美术流

派的出现使传统的审美标准教育开始受到冲击，人们开始系统地进行

思考。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传统美术学院的教育与艺术观念受到了

严峻地挑战，单调的写生、刻板的复制以及简单非理性的表述，再也

无法轻易获得学术世界的认同。

为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学院开始放松对创作题材的规范、技巧的

规范和艺术语言的规范，开始尊重学生的个性艺术语言，邀请社会上

的艺术家、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人士进行授课，与学生

们进行交流，学院中的氛围越发自由。科技的发达与工业革命对实用

设计人才的需求使学院呈现衰落之势，因此，巴黎美院将改革的重心

放在了培养学生的观念与挖掘新兴观念，与传统的美术教育相比，该

院舍弃了传统教育中的针对性与确定性，尽管其保留了传统系科绘画

与雕塑，但教育理念却时刻与当代社会与当代艺术紧密相连。如今，

在完整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之上，通过新鲜多元的媒介，巴黎美院已建

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研究体系。正因为巴黎美院能紧跟社会文化与当代

艺术的发展趋势，凭借其一系列的改革与开发的心态，才能成为如今

现代高等美术院校的教育典范。

（二）传统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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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艺术院里有一项几乎所有艺术家都会争相追求的奖项

——“罗马奖”。 这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创立的奖项，奖项获得者能

公费前往意大利美第奇学院学习。罗马大奖每年有四个名额，分别给

与绘画、雕塑、建筑和雕刻四个方面最杰出的艺术家。获奖者在罗马

期间，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官邸，接受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的指导，而

艺术家在罗马期间的所有支出，由法国国王承担。

196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皮埃尔·卡隆，在巴黎美院学习 4年

后荣获罗马奖，且是一等奖，因此他在美第奇官邸里学习生活创作共

三年。在访谈中，他说：“我在 1961年巴尔蒂斯担任院长时抵达了美

第奇官邸。在前往罗马之前，我在卢浮宫临摹了德拉克罗瓦等人作品。

当我到罗马后就前往当地博物馆去欣赏那些名作，定居下之后，我开

始临摹这些作品，并从中得到学习。”

从安格尔到德加，这个奖项成就了众多法国艺术家。法国艺术家

们在意大利美术史里扎根下去汲取养分而开出法国艺术的瑰丽花海。

是米开朗琪罗告诉他们大卫本就在大理石里，他只是将其释放出来；

是提香向他们展示了雄伟构图和绚丽色彩。从卡隆先生的作品中不难

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孕育的人文主义审美观对这些前去学习的罗马

奖获得者们有着深深的影响。

卡隆说： “回到巴黎后，我建立了工作室，并将我的学生带到了

位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对面的卢浮宫，我对他们建议说卢浮宫完

全是一个为学生思考未来提供的空间。” 在人人讲个性讲创意的当代

艺术环境里，艺术家之所以痛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创作什么”以及

“如何创作”。在博物馆里学习，临摹经典名家名画，巴黎美院教授们

这些教学方法说明他们认为艺术家的创作不是从天而降。而教师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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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则是通过指导学生他们各自的研究，从而帮助学生在技巧和表现之

间找到平衡，使学生在历史与当下众多的作品中找到并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艺术语言。

卡隆先生强调：“我发明了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口号：我们要做

的便是与过去的作品对话，尝试从这些作品中挖掘出其中所包含的未

来的意义。这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口号，它具有技术性。最终，这意

味着它所想表达的，也就是说，这些曾经的作品并不被只看作是过去

的见证者，它们包含着未来，尤其是艺术史，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

界，这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传承。”

（三）学院与工作室

当代是众多艺术形式并存的时代，每种手段、每个观念、每点差

异都在艺坛上有相应的地位，就如同每位巴黎美院的工作室负责人在

法国美术教育体系里有相应的地位。该院的教学体系保留了相对完整

的工作室与对应导师制度，这是不同于大多数高等美院的跨学科跨专

业的基础教育模式。该院每个系都有 10多个工作室，各系里还有一

位教授兼任协调教授，全院共设 30 多个工作室，学生要想进入某工

作室学习，必须与该工作室的教授进行接触和交流，教授有权根据学

生的作品决定是否接纳。15

工作室制的设立为学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学生可以时常不

在学校，只需将作品交予教授分析，但严格的学分制度成为了约束学

生的关键：如每年修不到两个学分，便存在着被勒令退学的危险。而

想要毕业，则需要取得不少于 12学分的成绩才有资格申请毕业。除

去毕业难的问题，申请入学的竞争与选拔也是格外的激烈与严格，人

15 《传承经典应对时代挑战——记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当代教育体系》；沙子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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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比例往往是 1:500。与中国的美术学院的教育理念不同，巴黎美院

更加看重学生作品的整体思维结构的建立。

据统计，法国目前艺术类在校注册学生总数约 10万名, 每所学

校平均规模 150至 200人，艺术培养人数并不众多。法国高等教育的

层次化影响了其学制与学位体系的多层次与丰富性，这也是法国高等

教育的特色之处。给予工作室老师充分的权利不予干涉专业教学，针

对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和目的不同而设计适合的培养计划，在不同阶

段颁发一项受认可的文凭，合理有效使用教育资源，降低教育成本，

提高教育质量，这些措施确保了法国高等艺术教育在国际上的重要地

位。

“学生们，他们会重塑属于自己的道路，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

记忆深处寻找。”卡隆解释到，巴黎美院现在将艺术教育的重心放在

提升学生的艺术情操上，唯有扩大他们的视野，增强他们的创造意识，

才能更有利于学生们未来的持续发展。

二、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向法国的借鉴

（一）中国美术教育开创者们曾赴法学艺

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尤其推崇法国教育制度，此后

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法国留下，作为世界的艺

术之都，法国巴黎成为了中国美术留学生最向往的地方之一，大批中

国美术留学生来到了法国，直接接受西方正规的学院美术教育。在

20世纪 30年代，留法学习美术的潮流达到了顶峰。1933年，由常书

鸿作为召集人，刘开渠、王临乙、吕斯百等艺术家组织加入了“中国

留法艺术家协会”，一起探讨光宇中国美术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些留

法学习的美术生们，大多数都在完成学业后返回了祖国，将西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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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育思想与教育方式引进了中国，成为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最具

影响的群体。受法国开放自由学习氛围的影响，这些留法美术家们极

大地增强了开放意识，他们通过参考借鉴法国美术学院的教育模式，

从最初的复制西方美术教育，到回国后在美术教育实践中开创了将西

方教育模式与立足本土文化的结合，打开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局

面。以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为首的众多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们纷纷

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徐悲鸿在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之后，认为民族艺术应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他坚持倡导严谨的学院写实主义，并确立了写实主义的

教学体系，大大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林风眠则认为中

西艺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因此在教学上提出了“艺术原无谓东西”

的教学理念，主张将中西艺术相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因此形

成了中西融合的教学体系；刘海粟主张“各种教学方法相互促进”，提

倡写生，努力摆脱当时欧州的学院主义的束缚，令中国的西洋画教学

更加的具有规范性与科学性。

这些思想极大地推动了 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也为

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中国美术教育开辟出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建国以后,艺术教育贯彻的是解放区鲁艺形成的文艺精神。徐悲

鸿倡导的现实主义的教学体系和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相吻合，所以被

广泛贯彻到艺术教学之中，逐渐成为当时学院教育的主导思想。写实

主义也随之一统天下，成为学院教学的主要风格。随后以契斯恰柯夫

素描教学体系为代表的苏派学院教学模式引入中国，并很快地成为指

导学院造型教学的唯一原则，其影响巨大，延续至今。

（二）中法美术教育合作对中国美术教育改革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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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20世纪初期留法和留苏

带来的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下中国教育的需求，中国美

术教育改革拉开序幕。

一方面，法国和前苏联的美术教育体系曾深度影响着中国的教育

方式，从“视觉革命”到“观念革命”，各式各样的流派与风格层出不穷。

然而，与法国学院主义传统模式相比，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培养是单

一的，大多数美院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陈旧过时且教学方法单调沉

闷，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甚至忽略了对学生创造能力与审美能

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相对于全法艺术类学生共计 10万名左右这样一个数

据，我国目前的美术招生市场虽日益火爆，但由于政府投资短缺，各

个学院专业的招生人数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具体教学部门很少有能

力自主根据社会人才市场的变化和多样性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

革。近年来，中国各个美术院校不断提高收费，各大美术院校纷纷扩

招，综合大学开始开设美术院系，短短几年全国美术院系数量蔚为壮

观，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中国美术教育踟蹰不前的局面。为了通过竞

争激烈的艺考，老师将学生视为临摹复制的机器，一味地向学生灌输

美术知识，却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发挥，导致学生易对教师指导产生依

赖，久而久之缺乏了独立思考、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招生制度的弊端制约了高等教育良性竞争机制的形成

和发展。可以借鉴法国高校的教育模式，对我国高等美术教育进行改

革。通过调整美术院校的结构，对各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进行科

学论证，形成分层次教育体系，所设专业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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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明确针对性和阶段性，实行阶段考核，满足不同能力学生对不

同教育层次的需求。

三、中法美术教育合作展望

近年来，中法艺术界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随着“一带一

路”政策的推出，文化交流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方面，中国同样加强了与法国的合作，在借鉴并引进法国的优

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并加快美术教育的改革步伐。

2019年 7月，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与法方合作院校代

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校长巴塞勒米·若贝尔、KEDGE商学院

理事会主席弗朗索斯·皮尔逊、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副院长米

蕾耶·戴尔贝科共同签署了“中法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合作协议。“中

法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未来校址将落地上海市浦东临港主城区，校

区建设合作协议已于今年 6月正式签订，相应的校区规划与建设工作

也按计划在推进落实中。该学院是中央美术学院为在艺术管理、博物

馆与文化机构管理、设计管理及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领域，探索和建

立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而筹办的创新型学院。

2019年 9 月，这所学院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教外函【2019】

63号），与法国索邦大学、法国凯致商学院（KEDGE Business School）

合作，并于 2019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经过选拔，中法艺术与设计

管理学院从中央美术学院 2019级各院系本科新生中择优录取了第一

批学员。未来四年，他们将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校区、上海校区、法

国合作院校校区完成学业，并获得中法本科双学位。

2019年 9月 20日-29日，在纪念中法建交 55周年之际，由中国

艺术节基金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徐悲鸿艺术沙龙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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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文化传媒集团、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携手合作承办的《百年鸿程•

逐梦 1919》在巴黎举办。作为将中国绘画艺术带入一个全新时代的

领头人，徐悲鸿先生创立出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被沿用至今，培

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该作品展不仅回顾了历史上中法艺术文

化的融合与发展，并将再一次促进中法美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2019年 11月 12日，北京 798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798文化公司)携手法国巴黎毕加索美术馆、法国巴黎阿尔贝

托与安妮特·贾科梅蒂基金会(以下简称巴黎贾科梅蒂基金会)共同开

展 798C�BE五年合作计划项目(以下简称 798C�BE合作计划项目)。

据悉，在为期 5年的合作中，中法团队将举办 10场次不同形式的艺

术展，并开展学术研究、公共文化场馆人才培养等多方面交流活动，

促进中法艺术教育交流合作。

2019年 11月 4日至 6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签署《中法关系行动计划》，

其中第 25条双方重申致力于加强大学合作和大学生交流，特别是推

动两国高校合作办学的发展。双方愿拓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

2020 年 1月 13日至 14 日，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弗

雷德里克•维达尔率代表团访华，明确提出“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卓越化

与国际化，是中法两国共同的远大愿景”。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与合作趋势基础上，中法两国高等美术教育交

流及合作办学不断加速，定会硕果累累。笔者作为艺术界和教育界从

业人士，又身处中法之间，对于助力两国美术教育合作充满信心。我

们应该寻找两国美术教育合作与展览展会主题之间的契合点，以国际

论坛、互相参访、研学旅行等形式推进合作项目真正落地。我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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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法两国美术教育合作项目能与时俱进，结合当下中国互联网教

育发展的速度优势与多样方式，在形式上更灵活，在时间上更快速，

在渗透上更具深度，在对话上更公平，推动新时代的中法美术教育合

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编撰：李延峰 朱倩珂 审核：杨进）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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