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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远程教学

疫情封校期间法国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教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法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民

众出行。自 3月 16日起法国本土及海外省所有学校关闭，1300万中

小学生暂时无法前往学校上学。在此背景下，法国国民教育部积极推

出多项举措，确保特殊时期教育教学工作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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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封校前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学校关闭期间学生将可通过网上平

台或直播录播课程节目完成相应学习任务。针对落后困难地区的学生

因疫情禁足影响学业的情况，国民教育部将投入 1500万欧元用于帮

助改善这些地区学生的学习条件。其中，900多万欧元将用于为这些

地区学生采购和发放数字化教学工具，以便学生进行远程学习。该举

措将率先在去年在落后困难地区建立的 80个“教学城”推广实施。

国民教育部同时表示，将保证在封校期间学校仍有教师值班，确保家

校沟通顺畅。学生在家学习初期，学校通过电话、短信或邮件的形式

告知每位学生家长远程教学组织模式和教学平台使用。国民教育部还

建议，学校与家长每周至少沟通一次，以保证良好的家校协作关系，

确保远程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另外，一些学校也为确实有困难的家长，

如奋战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孩子开设了小规模临时班级，确保

孩子们有人照顾。

国民教育部号召教师和学生通过法国国家远程教学中心

（CNED）和虚拟教学平台（ENT）系统进行教学。法国国家远程教

学中心（CNED）主任米歇尔·勒韦雄-毕洛（Michel Reverschon-Bil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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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该平台可容纳 600万用户同时登陆。该平台主要通过两种功能

支持学生学习，一是提供作业和课后练习，内容覆盖从幼儿园大班到

高三各年级所有学科。另一方面，平台支持实时网课，老师可以发起

视频课程。该平台自年初开始已经支持在中国的 2000名法国高中生

网上学习。

另一种可以被广泛应用的网络教学手段是虚拟教学平台（ENT）

系统，这种系统已经覆盖本土所有中学，一部分小学也已使用。该系

统可以在一个学校或几个学校之间形成闭环，联结学校每个教学环节

中的每个成员，包括家长。既可以支持选课排课等教学管理功能，又

有交流、批改作业等实时交互功能，平台内还提供一些电子课件等教

学资源。

除此之外，法国国民教育部还为学生推荐了很多非实时交互的学

习资源。从全法关闭学校的第二周（3月 23日）起，法国电视 2、4、

5频道每日将为小学至高中学段的学生播放直播和录播课程。同时，

很多广播和纸质媒体也开辟专栏提供学习内容。

虽然居家隔离期间学生有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但这种远程教学

模式还是引起了很多家长、教师和专家的担忧。在家上课以后，家长

需要就设备管理和网络连接等方面进行指导，这也对家长使用多媒体

设备的能力有较高要求。这样的教学模式也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精力辅

导学生课后作业，加大了家长的负担。也有很多家长对这种线上教学

的效果感到担忧。同时，广大法国教师也需要学习和适应多媒体和在

线教学手段，这为在线教学的实施增加了难度。

另外，一些教师和学者担忧，在线学习模式会加剧教育不平等现

象。多媒体设备和网络设施成为教育教学的硬性条件，这给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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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限的孩子设置了学习障碍。另外，这样的学习模式对学生的学

习自主性要求很高，可能会导致更多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甚至中断学业。

3月 27日，法国宣布禁足令继续延长两周，疫情对学校、教师、

家长和学生的考验仍在继续。

(撰稿：翟雨桐)

参考资料：

1.https://www.education.gouv.fr/ma-classe-la-maison-mise-en-oeuvre-de-

la-continuite-pedagogique-289680

2.https://eduscol.education.fr/pid39543/continuite-pedagogique.html

3.https://www.programme-tv.net/news/tv/251717-la-maison-lumni-france

-televisions-voici-ce-que-proposent-france-2-france-4-et-france-5-a-vos-e

nfants-pour-remplacer-lecole/

受疫情影响法国高中毕业会考首次按平时成绩评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中小学采用远程教学的情况下，今年法

国高中毕业会考（BAC）和初中毕业证书（BREVET）考试将只以平

时成绩（平时考试和平时作业）为评分标准，这是法国首次采取这样

的特殊措施。

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布朗盖 4月 3日在记者会上宣布，报考职业

学校毕业证书（BEP）、专业技能合格证书（CAP）以及高级技术文

凭（BTS）的高中毕业生也将以平时考试层级作为评分标准。只有高

二学生的法语口试依然正常举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法语口试将于

6月底 7月初举行。

布朗盖强调：“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譬如尚不知学校恢复正常上

https://www.education.gouv.fr/ma-classe-la-maison-mise-en-oeuvre-de-la-continuite-pedagogique-289680
https://www.education.gouv.fr/ma-classe-la-maison-mise-en-oeuvre-de-la-continuite-pedagogique-289680
https://eduscol.education.fr/pid39543/continuite-pedagogique.html
https://www.programme-tv.net/news/tv/251717-la-maison-lumni-france-televisions-voici-ce-que-proposent-france-2-france-4-et-france-5-a-vos-enfants-pour-remplacer-lecole/
https://www.programme-tv.net/news/tv/251717-la-maison-lumni-france-televisions-voici-ce-que-proposent-france-2-france-4-et-france-5-a-vos-enfants-pour-remplacer-lecole/
https://www.programme-tv.net/news/tv/251717-la-maison-lumni-france-televisions-voici-ce-que-proposent-france-2-france-4-et-france-5-a-vos-enfants-pour-remplacer-le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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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日期”，“我一直希望尽可能早恢复上课，希望 5月就可以正常

上课”。他认为“5月复课是一个可能性很大，但一切取决于疫情的

变化”。

布朗盖向总统和总理提出一个兼顾“学生安全”和“学业成功”

的解决办法。由平时成绩作为评分依据，代替每个年级原预定学年结

束时的考试成绩。

他强调政府做出相关决定的依据包括不损害学生的权益、保证高

中毕业会考文凭的质量与公平、公正，确保复课后第一个月期间有更

多的学习时间等。

布朗盖宣布报考普通类和技术类高中毕业会考的 55万名高三毕

业班学生，将按本学年前三个季度的平时成绩评分，“全民居家隔离

期间的平时成绩不计入”。如果在 9月以前仍无法复课，负责相关课

程的教师必须在每个学生的学习手册上写下学生在第三季度期间“远

程学习”的评语。

教育部门将组织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审核每个学生的学习手册，核

实学生的“出勤率”。这是学生能够申请参加补考口试的一个重要条

件，补考口试通常于 7月初举行。如果届时疫情结束，条件允许的话，

得分介于 8分和 9.9 分之间（注：法国各种考试的满分是 20分，10

分为及格）的学生可以申请补考。

（撰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letudiant.fr/bac/coronavirus-le-bac-et-le-brevet-notes-en-con

trole-continu.html

https://www.letudiant.fr/bac/coronavirus-le-bac-et-le-brevet-notes-en-controle-continu.html
https://www.letudiant.fr/bac/coronavirus-le-bac-et-le-brevet-notes-en-controle-contin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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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实施远程教学面临的挑战

当前，法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进行到第三阶段。3月 12日，马

克龙宣布所有学校关闭，3月 18号宣布法国进入“禁足”状态。所

有居民强制在家隔离，减少出门。面对疫情，法国国民教育部规定所

有学生在家进行远程教学。

法国没有远程教学的传统。从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法国的教学

界就一直抵制远程教学的发展。他们强调面对面教学的优势，除了特

殊情况，是不会使用远程教学的。多年来，尽管很多教学软件和平台

得到发展，比如作业数字空间（ENT）、Pronote等，但是实际运用

却只保留在基本的信息沟通层面，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然而面对法国疫情的全面爆发，远程教学成为继续开展国民教育

的唯一有效途径。数字化教学专家布鲁诺·德瓦休（Bruno Devauchelle）

表示随着隔离政策的全面实施，法国国民教育将受到来自远程教学的

挑战。

说到远程教学就不得不提到法国国家远程教学中心（CNED），

它长久以来一直担任法国非在校生的远程教学任务。其服务涵盖国民

教学计划所有教学内容。多年来，CNED长期不被公立学校所认可，

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在经历了重重困难险阻，CNED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它在远程教学中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中

坚力量。

在如今疫情严重的特殊时期，全法施行远程教学对 CNED来说是

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出符合学区教学需求

的方案，让学校和教师看到自己的优势，以及完善后台技术支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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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今后远程教学中心将面临大的转型，其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也将

有所提高。

在远程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教师也面临多重考验。首先是要调整

教学计划，重新设置适合远程教学的课堂活动和作业。其次，在线教

学加大了课堂管理的难度，如何规避一切影响学生学习效率的因素也

成为老师的挑战。

远程教学的挑战也涉及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中小学生的远程学习

只有在家长的陪伴下才能有效进行，但是法国多数家庭家长对网络操

作流程并不熟悉。尽快给家长进行远程学习流程培训，使其可以熟练

地操作教学平台就成为远程教学的关键问题。

(撰稿：易兰)

法国实施居家隔离禁令后 5-8%的学生“失学”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 3月 31日称，政府为了对抗新冠病毒

决定关闭全国所有学校后，有些教师无法与一些学生取得联系，因此

不能保证疫情期间教学的继续，估计有 5%-8%的学生处于“失学”

状态。

布朗盖称，目前的形势“非常有可能使得教育部不平等的情况加

剧”，有些家长可以在家里为小孩上课，但另外些家长没有这个能力。

“据初步估计，近两周来，有近 5%-8%的学生处于失学状态”。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布朗盖提出了有助于“寻回”这些学生的措

施。根据国民教育部与邮局达成的协议，“每位教师可以从自己的电

脑发送并寄出一份打印材料给家里没有电脑等数字设备或无法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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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联系上的学生”。另外，地方政府或支持家庭的协会组织也可

以提供平板电脑给学生使用。

布朗盖强调将要求每位学校校长一周打一次或几次电话给学生

家长；将在复活节假期为学生提供免费远程教学补习班措施；在公共

卫生危机解除之后，计划在 8月最后一周组织教学夏令营，提供免费

的学业补习班。

（撰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francetvinfo.fr/sante/maladie/coronavirus/confinement-les-e

nseignants-ont-perdu-le-contact-avec-5-a-8-des-eleves

https://www.francetvinfo.fr/sante/maladie/coronavirus/confinement-les-enseignants-ont-perdu-le-contact-avec-5-a-8-des-eleves-selon-jean-michel-blanquer_3892723.html
https://www.francetvinfo.fr/sante/maladie/coronavirus/confinement-les-enseignants-ont-perdu-le-contact-avec-5-a-8-des-eleves-selon-jean-michel-blanquer_3892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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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法国高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取的积极措施

为保障学生们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流行期间的学习和

生活，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

（Frédérique Vidal）于 3月中旬与各学生组织进行会谈后起草了一份

政府将会采取的举措的初步说明，并根据社会卫生状况的变化，陆续

推出一些新的必要的措施。

第一，确保在疫情期间教学活动的持续开展

为了确保高等教育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教学活动将以网课的形式

开展。原定于 4月 5日前举行的全国考试和比赛将会被推迟，并酌情

尽快重新安排。对于计划在 4月 5日之后举行的竞考，将在深入准备

的基础上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案。考生将会通过相关网站知晓最终方案。

同时，各教学机构还将会尽快推出在疫情期间开展考试考核的方法，

保证文凭的价值。

第二，给予住在大学宿舍而未能回家的学生以陪伴和支持

院校停课期间，由于一些学生特别是外国留学生无法回到家中，

因此，由区域大学与学业事物中心（CROUS）管理的大学宿舍仍然

保持开放。大学卫生服务也将与 CROUS、区域卫生机构以及地方卫

生中心一起保证学生的健康。此外，不对提前离开大学宿舍的学生进

行处罚，并且不向他们收取四月份的房租。在政府取消禁足措施后，

保证那些已经退房的学生可以再一次租住大学宿舍中的房间。

第三，调动新的力量以消除学生焦虑情绪并保证学生生活水平

弗雷德里克·维达尔与 CROUS以及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共同



9

致力于确保学生生活，确保社会捐赠能够尽快资助到那些最有需要的

学生，特别是那些在禁足期居住在大学宿舍中的学生。

对于受雇于学校机构的学生，如临时讲师，他们的合同将会在禁

足期间继续有效，该举措惠及近两万名博士生和数万名大学生。

对于在公司工作的学生，他们将会和所有处于同样情况的人一样，

享受劳工部实施的部分失业计划的补助。

对于自主创业的学生，他们将会在经济和财政部的帮助下，获得

1500欧元的特殊援助。

最后，拥有奖学金的学生将保留其继续领取奖学金的权利。

第四，帮助在国外留学的法国学生

根据法国总统在 3月 16日讲话中所做的承诺，在禁足期间，将

保证所有想要回到法国领土的法国国民能够顺利回国。

因此，在国外短期留学的法国籍学生，不论是伊拉斯谟计划

（ERASMUS）还是在欧盟以外的国家，如果他们签证即将逾期或所

在高校关闭，又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艰难并且认为应该尽快回国，

他们都可以寻求法国的外交和领事机构的帮助。

根据当事人的情况、所在国家的疫情状况和卫生系统质量，法国

大使馆和领事馆将协助这些学生通过适当的商业航班回国。为此，也

将会与大学危机管理部门进行协调。

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法国学生可以在留居国外期间一直享有奖

学金，直到返回法国。欧洲委员会采用了伊拉斯谟计划公约中所包含

的不可抗力条款，法国学生返回国土所需要的额外的费用将由该计划

承担。

法国学生不会因为返回法国中断留学而受到处罚，原学校应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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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系列的措施以保证学生可以继续学业。如果学生们在返回法国后，

难以到达自己的住所或者原来的居住地，CROUS的大学宿舍将为他

们提供住宿。

对于那些刚开始留学，并且不认为自己处境艰难的法国留学生，

如果他们愿意，则建议他们停留原地并继续他们的学业。

第五，保障在法留学的外国学生的合法身份

如所在法国学校已关闭，建议外国留学生待在宿舍，并应尽可能

地遵循法国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且，对于居留证件即将逾期的国

际学生，根据紧急法案中一项特殊的规定，法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

的措施来延长他们的居留许可。

(撰稿：杨柳)

法国政府为医护人员子女提供看护服务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3月 12日宣布关闭所有的大中小学校，以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在法国的蔓延。然而对于奋战在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

关闭学校的举措使他们孩子的看护成了难题，同时，由于一些医务人

员不得不居家照顾孩子，医护人员的出勤率也难以保障。鉴于这种情

况，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强调“每个地区都会陆续开放看护服务”。

根据规定，以下人员的子女可以优先享受这项看护服务：

- 所有在私立和公立卫生机构工作的人员：医院、诊所、康复治

疗所、家庭护理、健康中心……

- 所有在社会医疗机构工作，并且其工作内容针对老年人和残疾

人的工作人员：养老院、老年人收容机构（EHPAD）、长期护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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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LD）、老年人自主之家、医学教育机构（IME）、专业接待中心

（MAS）、医疗接待之家（FAM）、上门护理护士服务中心（SSIAD）……

- 城市社会医疗和卫生人员：医生、护士、药剂师、助产士、护

工、救护运输人员、生物学家、老年人和残疾人生活助理人员……

- 地区卫生部门（ARS）和警察局中负责控制病毒传播的人员以

及处理危机的国家团队人员。

这项服务将会在 3月 16日（周一）正式开始实施，这些孩子的

家长应该在前一个周末告知学校主管，以方便学校提早进行准备，并

且在孩子入学前，家长还应该提供在以上机构工作的证明。

为了保障这项看护服务在各地区的顺利实施，不同的教学机构和

组织都被动员征调。对于 0-3岁的儿童看护，首先，所有负责这次疫

情的卫生、社会、社会医疗或者国家服务机构下属的托儿所保持开放，

但根据医生和专家的建议，孩子们将会被分成最多十人的小组，并且

小组之间不能互相碰面。其余机构人员，如工作单位没有下属托儿所，

则由地区警察局和家庭补助局（CAF）在不同社区组织安排当地医务

人员孩子的接待服务。与此同时，育婴保姆可照顾的孩童数量也扩大

至六名，以便增加更多的名额给对抗疫情人员，尤其是医务人员的孩

子。 此外，这项看护服务也包括了那些上小学和上初中的孩子们。

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在 3月 15日的一封召集志愿者的信件中指

出：“为了组织这次行动，应尽可能的动员志愿者”。所有看护场所已

经做了彻底的消毒和清洁，学生们也根据教学程度被分成了 8-10人

的小组。

(撰稿：杨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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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幼儿园和中小学将在 5 月 11 日后逐步复课

法国总统马克龙 4 月 13 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将禁足令

延长至 5 月 11 日。此后全国经济逐步恢复，幼儿园、小学、初中和

高中在 5月 11 日后逐步复课，大学全面恢复课程到等至今秋。

4 月 14 日，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表示，5 月 11 日并非是所有中

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统一开学的日期。布朗盖部长表示，将首先考

虑安排家庭困难的学生返校学习；考虑分年级逐步返校，减少班级学

生数量，缩短上课时间，尽量避免人群聚集；不排除让老师和学生都

戴口罩上课的可能性。具体返校计划将在未来两周予以明确。

布朗盖部长表示，本周二起将与相关教育工会组织讨论学校重新

开学应具备的卫生条件问题。全法初、高中工会主席 Jean-Rémi

Girard 则表示，若 5 月初，学校仍不具备相关卫生条件，该会将反

对学校重新开学。

4 月 17 日晚，高教部长维达尔在接受 Europe 1 电视台采访时表

示，关于今年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毕业生进入高等精英学院的入学考

试，经与各校方讨论后决定，考试将于 6 月 20 日至 8 月 7 日期间陆

续进行，包括各大工程师学院（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等）、各类商校

（如巴黎高商、ESSEC 高等商学院等）以及管理类学院的入学考试。

届时，所有笔试均将举行，口试是否举行还有待商定。所有考试场所

都会采取相关卫生防疫措施。随着 5 月 11 日中小学陆续开学后，高

等精英学院预科班（设于高中内）学生也可复课，准备高等精英学院

的入学考试。

（撰稿：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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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后法国学校逐步复课引发教师担忧

4月 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最新抗疫情况发表电视讲话。在

讲话中，马克龙宣布学校将从 5 月 11日开始�逐步”复课，而提前让

学校复课除了可以有效促进父母复工，也同时能缓解因远程教学所日

益加剧的学生间的不平等问题。但这与“禁足令”开始实施时在教师

之间就流传的九月份复课的信息不同，消息一经宣布，就引发了很多

疑问。

首先是教师们的质疑。有些教师认为学校的规模远远大于一家餐

厅，国家选择关闭咖啡厅、饭店，电影院等公共场合却选择开放校园

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这是以牺牲教师来追求经济恢复，并且大家都

没有做好准备。

关于总统提到的“口罩”以及每日检测，教师们也有很多疑虑。首

先，法国一共有 1240万学生以及 88万教师，如果每日需要佩戴口罩，

那么巨大的口罩消耗如何保障？其次，虽然马克龙总统提到了针对

“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那么无症状感染或者在潜伏期的人感染学生

怎么办？

还有校方管理层面的质疑。从 4月 14日周二开始，各大工会就

积极与国民教育部进行交流，但是并未得到关于如何具体组织复课

（班级规模、各学龄复课时间、学生午餐等）的详细答复。

一些校方表示目前可以采取的有效方式是“部分接待”式的小班

教学。但是由于一些家长们不敢轻易将小孩送到学校。在具体的卫生

措施制定出来之前，仍不能贸然采取复课。�部分接待”的方法得到了

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的证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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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将采取减少课时的小班授课与远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组织

教学。

对于复课，教师们喜忧参半。虽然课时与班级人数都将减少，但

是他们仍然希望能够早日回到课堂为无法参与远程学习的学生补课，

以缩小他们与其它同学的差距。但是对于小学来说，复课实施条件艰

难，校方充满担忧。比如勒阿弗尔学校校长约翰娜·科努（Johanna

Cornou）说，“在小学里，因为学生每天都在教室里四处走动，他们

共同使用所有教学材料。如果复课，他们每天需要至少 100个口罩。”

在周一的报告中，马克龙总统宣布：“与中小学不同，大学复课

将延迟到 9月份，但是各高校会根据具体情况来组织考试、毕业认定，

入学申请。”

（撰稿：易兰）

疫情过后法国将迎来教育私有化？

在 2019年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结束后，学校是否依旧

照常运行？早在 2009年 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塞夫尔国际教育评

论的主编阿兰·布维尔（Alain Bouvier）提出了法国教育的“整体分

权”，但当时的疫情并没有对学校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此次布维尔

分析了新冠状病毒对学校产生的影响，认为这次可能带来法国统一的

国民教育的结束，同时是教育全面私有化的开端。

一、学校角色的转变

与传统的学校班级中的教育不同，这次疫情首次使学生置身于一

个开放而无限定的学习空间。这个空间里可以同时有家长、学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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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或其他教学人员，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机会。家长根据孩子需

求，选择不同的教学资源，这让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教育情境：正式

掌握在教师手中的学校教育将大大减少，学生们之间的差异将变得越

来越大，那些成长在有父母关心和鼓励的学习环境中的孩子比那些没

有父母鼓励的孩子表现要好得多。

二、国民教育部的职责

阿兰·布维尔认为，法国国民教育部的教育管理工具将主要来源

于“国家远程教育中心”（Centre national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CNED），但它的有效性还待确认。其次是数字工作区（Espace

Numérique de Travail, ENT），但它在基础教育中的使用还未普及，质

量参差不齐，有效性也还待证明。

这样，大部分的教育权力将掌握在父母手中，他们会为孩子选择

优秀的教育机构或培训公司进行私人教育。危机过后，由于孩子们学

习进度的差别已经不适于统一化教学，父母将会为准备参加考试的孩

子选择备考培训班。这是否就意味着统一国民教育的结束呢？阿兰·布

维尔认为可能会出现比结束统一国民教育还糟糕的情况，但国家应该

始终坚持支持弱势学生，减少学生间的资源不平等现象。教育机会可

能逐渐私有化，但是教育结构不能被私有化。随着教育进入市场，人

们成为消费者，这就需要国家颁布相关法律来引导学生家长并规范教

育市场。

(编译：刘瑛东 )

资料来源 :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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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要求全面开放针对新冠病毒研究的成果和数据

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

（Frédérique Vidal）上周设立了 5000 万欧元的紧急研究基金，法国

团结与卫生部将申请使用此基金用于新冠病毒科研项目，该基金将优

先考虑资助针对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应用研究工作：包括从诊断到治疗，

再到流行病对医护人员和病人产生的心理影响等。

为了给新冠病毒研究尤其是在改善患者护理方面的研究创造最

佳的科研条件，促进所有科学成果的共享，法国团结与卫生部部长奥

利维尔·韦兰（Olivier Véran）和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部长弗

雷德里克·维达尔要求法国公开新冠流行病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数

据。

为了迅速找到最佳解决办法，科研成果快速共享显得至关重要。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开放的预发布平台尽早公布结果；立即

将被接收文章的全文出版物存放在开放档案中并鼓励在开放期刊中

发表文章；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共享协议（Règlement général sur la

protection des données）共享临时和最终数据；制定“数据管理计划”，

将其更新并传达给资助人。

总的来说，在共享公共研究数据政策的总体框架内，根据 FAIR

（Facile à trouver, Accessible, Interopérable, Réutilisable）易于查找、可

访问、可互操作、可重复使用的特性，部长们希望向公众尽快提供所

有学科关于新冠疫情的所有研究成果，为全社会有效控制疫情提供科

学支撑。

(撰稿：刘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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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足球教育培训强力助推法国足球事业发展

在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法国以其优异稳定的表现，时隔 20

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法国足球从辉煌到沉沦落寞，再到此次的

涅槃，都不乏质疑的声音。其实，起起伏伏的法国队从未发生过实质

性的衰弱，低谷期也主要是由于队内人事矛盾影响了比赛成绩而造成

的。法国队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球员的更新换代和阵容升级，

得益于法国较为成熟、完善的足球教育培训体系。

法国足球教育培训的优势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足球运动及教育

培训的普及化，二是足球运动员培养体系的专业化。成功源于其足球

培养体系的健全及稳定，举国体制，全民努力。法国足球教育培训模

式耐人深思，值得借鉴，本文将重点介绍法国足球教育培训体系，及

其在法国保持足球强国地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大众化的足球教育培养培训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国家之一，这为法国成为

国际足联和世界杯发起国之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法国，足球一直是

人们参与率最高的体育运动。据法国足协统计，截止 2017年底，全

法足协共有近 230万注册会员，其中包括 40万志愿者，16万女性会

员。全法共有近 1.5万家足球俱乐部（每家拥有注册球员的平均数是

127名），其中有 20家职业俱乐部晋级法甲联赛。足球在提升法国国

家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另外法国有超过 3万块足球

场，这是法国足球事业的基础。一年中，法国国内要举办近 84万场

各类足球比赛。法国全境 93%的地区开展足球运动。业余体育运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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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法国每年投入 127亿欧元（这一数字是职业体育运动的 10%），

其中业余足球投入 100亿欧元，权重非常大。

（一）法国普及足球的重中之重—校园足球

足球运动的重要性在法国国民教育教学大纲中就有充分体现。中

小学生参与的体育项目中，足球参与率稳居第一。足球在法国校园中

可以通过必修课程和体育协会两种形式进行普及。政府和学校十分注

重通过足球来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参与精神。法国有一套行之有

效校园足球教学方法，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足球技巧。针对青少

年的不同成长阶段和教学需要，校园足球也呈现出不同的培养重点。

在小学阶段主要着重于对足球精神的理解，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情绪：快乐，积极，热情和友善；

2）团结：集体荣誉感和互助；

3）尊重：队友，对手，裁判；

4）包容：行为和态度，多元化社会，几代人的融合。

法国小学教育体育联盟组织“小学生足球联谊赛”，各学校也可

自主安排不同级别和机制的竞赛，比赛更注重交流和发掘“足球特长

生”；中学阶段，学生可以参加学校设置的“足球特长班”，进行更专

业的训练，比赛更加强调实战效果和对抗。

（二）俱乐部与校园足球相结合，共同促进培养足球接班人

法国校园足球在小学部分是以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和

课余训练。而在初中时，则进入到足球特长班阶段。过半数的法国足

球俱乐部都拥有一所足球学校，用来启蒙和培养年轻人去参加到足球

运动中去。在全法 1万家相关俱乐部里，每个足球附属学校平均培养

60位青少年注册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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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俱乐部积极地承担着大约 60万名 5-13岁年龄段青少年足球

的教育培训工作，该阶段学生可以在继续求学和成为职业球员间进行

选择。法国足协下设的青少年足球技术指导委员会负责全法青少年足

球事业。法国现有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1.8万多家, 注册的青少年达 205

万余人, 青少年参与率达 87.3%。这些都是法国足球可以蓬勃发展的

重要基础。

二、法国足球职业培训

到了职业培训阶段，在校园中崭露头角或者极其有天赋的少年球

员就会直接接受到高水平的青训营体系的专业训练。全法一共有 14

所足球培训学院，优秀的青少年球员经过培训学院的学习、选拔后进

入职业俱乐部，成为职业球员。在这 14所足球培训学院中唯一属于

法国足协、具有国家性质且培养明星球员最多的，就是闻名遐迩的“克

莱枫丹基地”。齐达内、亨利、阿内尔卡、皮雷、图拉姆、利扎拉祖、

姆巴佩、博格巴、登贝莱、勒马尔，这些球星都出自克莱枫丹。

克莱枫丹基地是法国“举国体制”的典型，始建于上世纪 80年

代的法国国家足球学院，重点负责培训年龄在 16岁至 19岁间的“希

望之星”。1990年法国足协决定加大力度开展青少年培训工作，国家

足球学院迁至当时刚刚建立不久、设施条件更加优越的国家足球中心

内，并开始培训 13-16岁的青少年球员。以本届世界杯赛大放异彩的

姆巴佩为例，他 2011年 12岁的时候进入克莱枫丹基地青训营：上午

学习文化知识，下午练球，并在随后两年进入上升轨道，开始职业足

球生涯。

如果想要进入克莱方丹国家足球学院接受培训，需要经过重重选

拔考核。首先，小球员通过所属足球俱乐部进行报名，俱乐部负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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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者进行初选。然后，国家足球学院会利用法国学生寒假组织两轮

选拔，从 2000名报名者中挑选出 45名到 50名候选者，再利用法国

学生春假组织为期 3天的短期试训，进而最终确定入选者。

国家足球学院每年招收学员不超过 25名，包括 3至 4名守门员。

成功入选的“希望之星”将在学院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法国足协和

法国职业足球联盟负责承担这些小球员受训期间的生活、学习、训练

等费用。

青少年球星的成长分为若干阶段，而 13岁至 16岁是足球运动员

成长的“黄金期”。在这期间，球员的学习能力最强，技战术能力也

发展得最快，所以法国足协决定抓住这一黄金时期更好地培养后备人

才。

国家足球学院的宗旨是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展现自己的潜力，得

到全面发展。培训期间，每一位学员在接受足球技能培训的同时，还

要接受良好习惯和态度的养成教育，学习各类文化知识，为今后融入

社会做准备。为此，他们在足球训练之外会被安排到附近普通中学就

读。

足球学院每天下午安排 60-90分钟的足球训练。教授具体控球、

传球技巧以及不同位置处理球的原则等内容的同时，强调球员体能锻

炼以及集体意识、团队精神的培养。小球员在国家足球学院接受培训

的两年时间里，有很多机会与法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接触，增加了他们

成为职业球员的可能性。

三、法国足球运动的经济效益

可以看出，上述足球教育培训强力助推着法国，而足球事业的发

展对法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法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法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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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预算（业余俱乐部、职业俱乐部和行政机关）达到了 21亿欧元。

法国一直将体育事业和社会医疗保障事业相结合，在体育事业上的国

家投资往往会相应的节省更多的公共医疗开支。相关研究表明，政府

每花 1欧元支持公民踢球，运动带来公民健康改善可能直接省去公共

财政需要支出的 3欧元的医药费用。在节省政府开支的同时，足球运

动也大大地增强了社会生产力。

对地方经济来说，据法国足协的研究报告显示，职业足球俱乐部

会给当地政府、企业和所有的经济参与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影响。超过 40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将在当地经济领域发挥比以往更大

的作用，这些俱乐部通过努力的优化它们的商业模式，已经发展成为

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引擎。每个法甲赛季，这些职业俱乐部直接或间接

的为法国经济创造了 2.5万个工作岗位和带来了 50亿欧元的营业额。

而对于职业球员而言（法甲和法乙），他们每一个人就能创造 23个工

作岗位。职业俱乐部和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是必不可少的。71%

的受访者认为，职业足球在当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

97%的企业家认为，足球可以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和提高城市形象。足

球产生的经济效益，为多个经济部门做出了贡献：体育设备、体育器

材、餐饮业、公共交通等等。超过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认为，职业足

球俱乐部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不可替代的好处。

四、法国足球运动的社会效益

19世纪末到 1945年期间，欧洲面临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工人运

动浪潮。足球首先就作为工人阶级的业余爱好普遍开来。足球运动在

这个层面被资本家作为缓解工人运动的一种工人福利而得到重视。而

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发展，也使得各国把足球纳入到国家间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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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范畴，继而证明所谓的民族优越性。这也使得足球在职业化领域

发展迅速，并出现了国际赛事和职业球员。1945年至 1970年冷战期

间，足球成了欧洲各国竞争的重要手段。面对再次兴起的工人运动，

足球成为调和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的一种手段。欧洲各国政府

为了应对青年运动，优先发展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带有浓厚民族主

义情绪的足球运动。1970 年以后法国普遍开始了社会中产阶级化的

进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第二产业开始外迁，民族、宗教矛盾

开始凸显，足球运动开始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缓冲器。

同时，法国的足球教育和职业足球发展在区域布局方面也充分考

量到了各地区的社会问题。例如，法国领土最西端是布勒塔尼地区，

历史上受到英国的文化影响很大。同时，该地区在主权归属上历史背

景复杂，有一定的分离主义倾向。当地气候多变，人口不断流向巴黎，

这使得当地的地方孤立主义更为严重。为了改变当地人口结构，法国

在布勒斯特军港附近海港城市杜瓦纳内市设置了三所著名的足球训

练中心，原来的渔村变为海滨足球城，吸引法国西部的足球青年。同

时足球也增加了当地的人口吸引力。

再例如，法国的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和西班牙交界处是是巴斯克

人的聚居区。巴斯克分裂势力在 19世纪 70年代制造了大批社会冲突

事件，企图独立。法国在当地设置了大量足球训练中心，并且将优秀

运动员输送到该地区中心波尔多市。由于山区并不宜居，久而久之，

巴斯克家庭愿意通过自己擅长的足球和酿酒技术迁徙到平原生活。巴

斯克青少年和其他法国青少年一起训练、比赛、生活，也能通过足球

有效地缓解民族矛盾，弱化了分离主义倾向。

法国南部海岸是阿尔及利亚后裔的聚居区，南部地区中心马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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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的人口是北非裔。为了缓和该地区民族、宗教矛盾，法国在该地

区也设置了大批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足球学校，足球运动覆盖了每

一个社区，一年一度的土伦杯就在该地区举办。

法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大巴黎地区，加之人口结构和移民

政策，使巴黎社会问题尤其严重。足球成为缓和社会各方面压力的重

要工具。法国国家足球训练中心“克莱枫丹”基地位于巴黎郊区，既

是各级足球国家队驻地,又是国家足球学院、国家足球学校所在地，

为全国各地选派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全方位的足球教育、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由于巴黎地区吸纳人口、提供基层就业的

卓越能力，法国还在巴黎市中心外 150公里处设置了若干分训练基地。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足球精英到各个基地训练、比赛，他们的父母被

安排到巴黎工作。政府为这些青少年提供合理的足球职业训练、谋生

职业教育、社会家庭责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则可以将他们培养成优

秀的运动员、青少年的榜样。而他们成为运动员之后则进入中产阶级

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器的一部分。

五、法国足球教育培训模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法国队两次世界杯夺冠，成功源于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得益于重

视普及足球教育培训，建立完善的青训营体系，并且让足球教育和国

民教育系统能够完美地整合，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美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 Den Butter 和 Van

Der Tak的理论。在对国家投资和奥林匹克运动水平发展的关系的研

究中，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投资影响并非单指体育支出，而是

包括科技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福利支出等其他方面。例如医药科学

直接与球员表现及身体如何达至最佳状态等有关，而教育福利支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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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则让小孩在学校更容易接触足球运动。法国足球的发展和本届世

界杯法国队的夺冠正印证了这一理论。法国足球的成功，并不仅是靠

资金投入推动的，而更重要的是源于优势资源的合理化布局和综合协

同发挥作用：发达的技术水平与完善科学的训练方法相辅相成，大量

跟体育运动有关的专业人才储备等，这些都是和法国对专业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投资分不开的。足球的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各个领域研究的前

沿成果。另外，国民教育发展和足球普及的对接，将足球作为提高青

少年综合素质的重要教育手段。而国家的福利优势和开放的移民政策

则能够吸引更多的外籍人才成为职业球员为法国队效力，为法国队提

供源源不绝的新鲜血液。

大力发展青训营制度使得法国的职业足球教育在世界上留下良

好的口碑，对足球人才的培养能实现稳定的盈利进而为足球教育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形成了地方经济与协会俱乐部之间的良性

互动，使得足球事业的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巧妙布局和相

关政策的配合，赋予了足球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法国足球教育培训事业的蓬勃发展值得我们深思、学习和适当借

鉴。建立全国性的足球教育普及机制和科学训练系统，营造足球、地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与多赢局面，充分发挥足球教育和足球运动

的边际效应，有利促进经济繁荣，凝聚民心，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撰稿：王春桥、王宗南)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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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终身教育的改革发展

马克龙 2017年 5月任法国总统后随即对教育与职业培训进行改

革，由劳动部、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以下简称高

教部）牵头组成相关工作组，在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后，2018年 2月

19日议会通过了国民教育部提交的《学校信任法案》，6月 19日议会

通过了劳动部提交的《自由决定各自职业未来法案》。由于前者涉及

初始教育，后者涉及继续教育，本文侧重通过挖掘后者立法历史来分

析马克龙总统上台后的改革与发展，阐述法国终身教育体系的特色。

一、法国是推出终身教育理念的最早的国家之一

近现代“终身教育”一词的起源莫衷一是。在古代，西方苏格拉

底和东方孔子都有表达过近似终身教育的启蒙思想；欧洲中世纪，行

业协会体系即开始把员工接受培训制度化。但是，从较为清晰和文字

表达上探寻，法国应该是最早提出终身教育理念的国家。1792 年法

国教育思想家孔德赛在其撰写的《公立教育总体架构》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发现，教育不应抛弃那些离开学校的人们，教育应该拥抱所有

年龄组的人群，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认为是不再有用和不可能再学习，

这种第二次教育同样十分必要，现在青少年教育所限定的边界过于狭

隘。教育应该确保所有人在其生命的所有阶段都能容易地保存知识并

获取新的知识”。这一论述堪称是首次就成人教育做出的解释性定义1，

表达了永恒教育（permanent education，即终身教育）的概念。

随后，1851年 Hudson撰写《成人教育史》2，1919年英国牛津

1 https://www.senat.fr/rap/l03-1791/l03-17911.html
2 Hudson, J.M. The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Longman, Brown,Green & Longmans,Paternsten Row,1851,

reprinted in V.E.Newburg(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No.5, The Woburn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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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iol 学院 A.L.Smith 撰写成人教育报告，1929 年英国教育学家

A.B.Yeaxlee 撰写《终生教育》（使用了英文 lifelong一词）。3上世纪

60年代初，法国教育家Bernard Schwartz在全社会大力推行永恒教育。

41965 年，在国际组织供职的法国人保罗·朗格朗（Parl Lengrand）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促进成人教育的国际会议期间通过

官方文件正式提出终身教育(永恒教育) 概念，1970年出版书籍5。

90年代中期，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重提终身教育理念，加之 1996年

倡导“信息社会”和 2000年倡导“知识社会”，各国纷纷将终身教育

一词作为继续教育6、成人教育7、继续职业教育等的替代，纳入各自

发展战略。

法文的“终身教育（整个一生过程中的教育与培训）”一词源自

对英语“终生教育”（lifelong education ）一词的翻译，而英文“终

生教育”的翻译似乎又源自对法文“永恒教育”的翻译。8 永恒教育

一词是法国很早以来的固有名词，与其文化历史语境相关，虽然它是

终身教育寓意的精确表达，但很难找到合适的英文对应翻译。时至今

日，法国《劳动法典》仍一直使用“永恒教育”一词来表达“终身教

育”。

3 Suchodolski, Bogdan, Education permanente en profondeur, UIE, 1993, 190p.
4 Jessup,Frank, l’Education permanente, in Studies in Adult Education, 1973,volume 5, issue 1,
5 Lengrand, Paul：L'Education des adultes et le concept de l'education permanente (成人教育和永久教育的

概念)，Convergence,1970
6 Bodart Senn, J, Schräder-Naef, R. (2000). Examen thématique de l'apprentissage des adultes : Suisse. Rapport de

base, OCDE. (p. 4)
7 Barbie, J.-M. (2005).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formation". Paris : Ret. (p. 60)
8 José-Antonio Fernandez, L’éducqtion permanente : une redécouverte, dans Recherche & Formation, No.18,

p45-5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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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终身学习9涵盖诸多其它相关教育概念。根据联合国系

统唯一负责教育的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10，终身学习建立在学习与人

生两者融合的基础之上，它包含了各年龄人群一生中在各种环境中通

过各类手段进行的、满足与学习相关的广泛需求的学习活动。11这里

所指的学习目的可以有个人、公民、社会和职业关联四个维度。

终身教育强调延续终身的时间和强度，法国成人教育专家

Bernard Roux1970年在其终身教育专论中指出：“终身教育，作为文

明的必需，构成源泉（即时间源泉）的回归：从那里，能够‘享受’

时光，而不是‘消费’时光，不论是对个人的幸福，还是对社会的活

跃，均十分重要。因此，它是一项令所有人在一生中感兴趣的行动，

是一项让每个人根据其节奏、时高潮、时低潮地全面参与的行动。”12

二、法国终身教育立法是社会各方协商的结果

（一）上百年的社会努力为终身教育立法奠定基础

1971年《继续职业培训法》的出台是社会长期努力的结果。1794

年建立的国立工艺技术学院（CNAM）、19世纪大企业建立的职业培

训公司、工人学校和神职人员学校均开展了继续教育。进入二十世纪，

政府统一职业教育；规定职业培训的行政与财政框架；统一成人培训

机构，将接受职业培训权利与社会福利权利一起写入宪章序言；为低

9 随着九十年代倡导的建设学习社会和知识社会，国际上开始用“学习”一词替代“教育”一词，已成为各国教

育与培训政策中不可绕过的用语。它既突出了个人在获取知识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又为国家教育开支的社

会分担提供了一条依据。（由于使用终身教育一词更能体现立法和政府监督，并与我国用词习惯一致，故

本文多用终身教育一词。）

10 Forquin, J.-C. L’Idee d’education permanente et l’expression internationale depuis les annees 1960, Savoirs,

2004, 6(3), 9-14.
11 Alves,M.G. and Al. Lifelong learning: conceptualizations In European Education Policy Documents,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0, 9(3), 332-344.
12 Roux,B. Education permanente, Revue francaise de pedagogie, no.12. 1970, pp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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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人员的社会晋升创造条件，保障员工在培训计划中获得补助金的

权利13；规定大学要协助推行终身教育并开设继续职业教育课程；资

助因工业部门重组而进行的转岗培训；承认员工享受继续培训假期的

权利，确立“国家必须干预培训，培训是公共服务一部分”的重要原

则。1968年 5月学潮后，社会各方签订了各行业协定，形成了首个

由社会各方达成的职业培训协定，将职业培训纳入劳动权利，为使培

训成为一项义务奠定基础。14

（二）法国立法完善过程说明终身教育的艰巨性

1. 1971年法构成终身教育基本法，确立企业为培训出资机制

法国于 1971年 7月 16日颁布了被认为是世界成人教育史上里

程碑式的《德洛尔法》（Loi Delors）《继续职业培训法》，继续职业培

训作为终身教育的核心被放在终身教育框架下开展。该法开篇即强调

国家责任。“永恒职业培训是一项国家义务，它包括对准备或已经进

入社会的年轻人和成年人的初始培训和后续培训。这些后续培训构成

了继续职业培训。继续职业培训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

该法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规定 10人以上企业必须将企业毛工资

总额的 0.8%作为培训费上缴，进而确立了企业负担培训费用这一基

本原则。该法律理念和内容超前，雇主能就带薪培训、资助受训人员

等问题与社会各方达成共识，反映法国社会对终身教育的重视。

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不断补充基本法。如，带薪培训假的范围，

企业工会的作用，培训质量监督，企业对培训的保障等。

2. 2004年法明确个人接受培训权利，推动就业培训

13 Pierre Benoist, Michel Debré et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1959-1971, in L’Histoire de l’education, 2004,

no.101, p35-66,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histoire-education/725
14 法国参议院网站：https://www.senat.fr/rap/l03-1791/l03-17911.html



29

2004年 5 月 4日法令确立了受薪者个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具体权

利，每年有 20小时带薪培训，15 将求职者也纳入享受培训的行列，

进而使终身教育面扩大。

3. 2009年法确立就业咨询机制，以帮扶弱势群体

2009年 11月 24日《终身职业培训和指导法案》就职业生涯培训、

入职职业培训、职业生涯的安全保障等做出规定，确立了“个人培训

权利”，享受指导咨询的权利。16

4. 2014年法推出个人培训账户，为全民终身教育提供制度工具

2014年 3月 5日通过了《职业培训、就业和社会民主法》，将个

人接受培训权利改为个人培训账户17；职工享有每 2年一次的单位内

部的职业培训和每 6年一次的职业水平测定。

（三）新法彰显个人自由享有培训权利和对弱势群体的帮扶

1. 立法的推进基于政府的前瞻和决心

50年来，立法先后经历了 70年代经济危机，80年代国际竞争对

企业的压力，90年代对可就业性和综合能力的重视，21世纪学习型

社会。面对社会的老龄化，生态环境的恶化，能源方式的转变，数字

革命的影响，新型行业的出现，创业能力的要求，国家实力的下降，

15 可累积 6年。受薪者是其培训的主导者，这为后来要求培训与晋升、获取知识以及获取文凭证书打下基

础。

16 中央和地方建立开展培训计划责任制，加强国家终身职业培训理事会，建立职业生涯安全保障基金，具

体规定 opca的任务，建立培训和指导护照机制，贯通工作变动时的个人受训权利，制定入职筹备计划，设

立特需人员 24个月入职培训合同，扩大青年去第二机会学校进修的机会。

17 最早于 1996年由 Virville提出，覆盖 16岁至退休的所有人，培训小时如果没有用完可以随工作变动转

移。受薪者根据个人需求来主动接受能获取资格的培训活动，培训费由雇主收缴培训费承担，不足的时，

由雇主、个人和行业分担。其实，英国在 2000年试验过类似账户（国家将一定资金打入账户，愿意接受培

训的青年每月存入摊派金），后因造假欺骗较多而终止。瑞典也于 2002年尝试“个人学习账户”，由企业和

个人分摊充实账户，也是基于自愿的原则，个人需要缴纳费用，并可以取出存款。这与法国的立法模式有

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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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业的严重，社会矛盾的激化，诸多挑战再次对国民能力建设提

出新要求。

虽然职业培训立法日臻成熟，但不少人认为 2014年法尚需完善，

文凭最低的受薪者对培训缺少兴趣18，在“职业经验所得的认可”培

训上没有进步19，没能解决享受培训机会不公平的问题20，很多人不

太清楚 2014年法的具体规定。21鉴此，马克龙政府决意改革。

2. 2018年《自由选择各自职业未来》法促进基层接受培训机会

2018年 9月 5日通过《自由选择各自职业未来法》。该法旨在加

强个人在维持现有职业的能力和寻找新职业的能力，让所有人能够去

主动选择自己的职业未来，而不是被动承受，让职工、求职者和个体

户能够更直接、更便捷、更公平地接受终身培训、学徒教育和继续教

育，促进企业对员工适应新要求的培训。 该法主要内容如下：

对“个人培训账户”的改革。各行业“经认可的收费机构”的收

缴和资助职能被专门的“法国存托局”替代。

培训账户不再以获得的培训学时为计算单位，而是以货币为计算

单位（15欧元/小时）。每年账户打入 500欧元的培训费，5000欧元

封顶。

将可使用个人培训账户的培训项目范围扩大至所有国家职业证

书目录中的文凭证书。

18 Cegos: Baromettre 2014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en France (法国 2014职业培训晴雨表)， 2014年 4

月 8日
19 Alpha : 工作组报告，2014年 3月 20日
20 Jean-Paul Martin : la Réforme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职业培训改革）, la Chronique sociale ; 2014

年

21

https://lentreprise.lexpress.fr/actualites/1/actualites/la-reforme-de-la-formation-professionnelle-une-inconnue-pour-

les-entreprises-sondage_1632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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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个人培训账户手机应用，使受训申请者更便捷地了解机会，

申请项目，获得资助。

享受带薪培训假需有工龄、雇主同意和详细培训计划，并获得大

区行业间委员会的认可和资助。

建立“职业发展咨询中心”，提供培训机会、经验所得的同等资

历认证22、能力水平测评、帮助构建新的就职计划等服务。

提高培训质量，对培训机构资质进行认定。

成立法国能力建设署（由劳动部管辖或指导的四大机构23合并而

成），监管职业培训。

加强企业对培训计划的制定，企业缴纳的培训费和学徒税合二为

一。24

各行业“经认可的收费机构”职能转变为辅助培训、资助学徒制、

帮助行业制定职业证书，协助中小企业确定需求、接受培训，继续由

社会合作伙伴管理，继续征收行业通常摊派和企业自愿捐助。小微企

业将获得来自大中企业的资助来开展培训。

新法有几大特点，一是政府通过建立“法国能力建设署”将培训

收费和资助统一由国家管理，二是通过个人账户平台建设让那些不易

申请到培训机会的弱势职工获得培训信息、机会和资助，三是受资助

的项目逐步扩大至读取文凭和证书的教育与培训。.

3.立法的成功得益于社会各方的共识

法国任何一次终身教育重大法案推出之前都是经历了社会对话，

22 国内亦有译为“经验成果认证”
23 Copanef, Cnefop，FPSPP，CNCP
24 11 人以下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 0.55%培训费；11 人以上 1％（直接支持自身培训活动和培训规划、把 0.2%

投入个人培训账户的企业缴费减少到 0.8%），加上 0.68%学徒税（1925 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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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行各业达成协议后再制定和批准法案。

三、法国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由政府主导

（一）正规学校体系承担初始教育，分担继续教育

1. 国民教育部和高教科研部25通过地方代表机构直管初始教育

法国教育行政26具有中央集权特点。中央之下，本土设有 26个学区27，

学区教育行政委员会统筹管辖当地初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学

校继续教育。学区之下，设有省一级代表机构。而大中小学校是政府

与学生家庭的沟通纽带。

2. 公平的义务教育与选拔性的高中和大学教育

法国义务教育由学前学校至初中结束（3-16岁）。高二开始分流，

普通大学根据高中毕业会考成绩招生，高等精英学院通过考试选拔学

生。中学和大学均开展继续教育。与全日制职业高中同属职业教育机

构的“学徒培训中心”28负责双学位制教育的中的文化及专业理论课

教学、学徒管理以及组织教育部职业证书和文凭考试等事务。

3. 政府统一文凭与职业证书

劳动部代管职业证书平台，但教育部门的文凭证书均法定自然列

入。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的“国家职业证书目录”虽然在劳动部的网

络平台上运行，但各相关部委设立的文凭证书“法定”自动被纳入平

台，无门槛。而国民教育部和高教部所属院校发放的文凭证书数量占

25法国国民教育部全称为国民教育与青年部，高等教育部全称为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两个部历来合合

分分，新政府上台后又将两个部分开。
26法国行政体系分为四级：16 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市镇（commune），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省（departement），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大区（region）和中央政府。在法国本土，共有近 3.5 万个大小各异、遍布城乡的市

镇， 96 个省，13 个大区。
27 1808年拿破仑提出在各地建立服务于中央的地方“学区”。每个学区由 1至 6-7个省组成。

28 赵长兴.法国学徒制，《中国职业与技术教育》[J]， no.30,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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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多数。从 2017年目录29清单看，在 8457个法定自动被列入目录

的文凭证书，高教部 6784个，工程师职衔 612 个，国民教育部 551

个，劳动部 250个，农业部 127个，其它五个部委均不超过 50个。

4. 高中与大学继续教育开展攻读文凭及证书教育

1）地方中学组群。 “高级专科预科”和“高级技术员学部”虽

为大专层次，但在高中校园进行。因此，法国中学拥有优质培训资源

和能力。法国公立中学分成 127个组群，集中共享人力物力，满足继

续教育的需求。2017年，培训 42.9万学员，营业额为 5.088亿欧元。

地方中学组群承担教育系统大量大专和高中“职业证书”培训和

劳动部的职业证书培训，提供能力水平测定，帮助制定个人职业发展

规划，组织对职业生涯水平总结，帮助获得职业培训机会，帮助职业

转岗的实现和筹备新的职业，培养重新学习并传授核心能力等。30

2）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从职责上被赋予继续教育的重要使命。

继续教育学员原则上可以攻读为初始教育设立的所有文凭和证书。法

国高等教育机构一类是普通大学，包括大学技术学院等，另一类是高

等精英学院，包括高等专科学院，工程师学院等，第三类是国立工艺

技术学院及其下属机构网络31。每个机构都设有“继续教育”或“终

身教育”中心。全国有继续教育部主任会议机制。2017年，高教科

研部所属高校32继续教育培训营业额 4.6亿欧元。但社会培训总量中

29 证书包括除了普通类高中会考文凭外的所有高等教育证书，因为普通类高中会考文凭没有职业内涵，属

于普通文凭，而其它所有文凭，包括硕士和博士都有职业内涵，故基本都作为职业证书被列入。

30 MENESER-DEPP, Enquete no.63, bilan des actions de formation continue dans les Greta et GIP FCIP
311794年建立的这一国家级公共机构具有科学、文化和职业性质，从属于高教科研部，在全国各地设有 28

个地区中心和 150个教学中心。其使命包括终身高等职业培训，技术研究与革新，科学技术普及。该学府

由两个专业学校组成，一是工业科学与信息技术，另一个是管理与社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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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一小部分。33

培训种类包括：攻读各类国家级和院校级文凭证书；一般培训；

短期培训；经验所得的同等资格认证；“进入大学学习文凭”培训；

能力测定等等。

（二）社会职业培训由劳动部协调组织

1. “法国能力建设署”规范管理职业培训

资助、决策和监管职业培训的主要机构为 2019年建立的“法国

能力建设署”34,该机构旨在确保职业培训和学徒培训的资助、规范、

监督和评估。主任由总统任命，成员由劳动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

高教部、各大工会、雇主委员会等组成。

2. 社会培训机构众多，职业培训免税

职业培训是国家战略重点，属于职业培训性质的活动均免除税务，

但需要有关行政部门证明其活动为职业培训性质。法律规定任何人都

可以开办培训机构，创办人不受任何证书、经历等方面的限制，只是

对培训师有资格要求。这样，培训市场较为活跃。

2016 年，法国继续职业培训总开支为 261亿欧元（不包括企业

的直接开支），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 1.2%。各种各类涉及培训业务

的机构达 68000个；营业额为 143亿欧元。从培训机构的性质看，97%

的机构为私立机构，其中营利性质机构的占 55%，个人培训者占 24%，

非营利性质机构占 19%。公立和准公立机构数量不到 3%，营业额占

总额的 1/5。受训人员中在职人员达 72%，求职人员 9%，个人自费

6%。63%的在职受训人员在私立机构受训。

33 Senat. Le financement des universites, 2013
34 La loi pour la liberte de choisir son avenir professionelle du 5 septembr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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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教部主导“法国数字大学（慕课）”建设

2012年法国政府决定推动线上课程，服务于初始教育和继续教

育。2013年通过《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后，高教部 10月启动资金 8

百万欧元建立“法国数字大学”平台，使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授课

能够通过英特网提供给公众。目前有 600多万注册人员，提供的课程

达 540门。除此之外，许多高校开设了自己的远程教育项目，根据学

制、专业、文凭和层级不同而收取不同的费用。

（四）公益机构和设施为全社会终身学习提供了优良条件

法国公益机构和设施完善，为民众学习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条

件。除了免费的正规教育体系和发达的社会培训体系之外，成立于七

十年代初的“全年龄大学”35为众多退休人员提供了学习机会；收费

合理的各类博物馆、展览馆，象征性收费的游泳馆，免费的市政图书

馆等，促进公民终身学习。

四、法国继续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企业上缴和政府项目

经费来源多渠道，以企业为主。四大渠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

大区政府，企业，个人自费。从 2016年各出资方面总开支（包括投

资）看，企业（不含直接开支）占 31%，大区政府占 17.3%，中央政

府占 13.6%，其它地方政府 0.4%，就业服务中心/其它公共行政部门

10.9%，家庭 5.3%，公务员培训 21.5%。

培训机构收费标准不一。社会培训机构收取培训费，院校开展的

继续教育收注册费加培训费。此外，由于政府通过公共资金和企业缴

费开展的培训项目多样，同样的培训，单位和个人是两种收费标准。

35 曾取名为“老年大学”，后因“老年”的定义限定了年龄而更名，依托有雄厚教学资源的大学建立，系协会

性质，现有几十个网络成员。参加大学的学员需交纳象征性的注册费，大学共提供几十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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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国高校继续教育占比小、优势多

（一）法律赋予使命，但高校重视不足

自 1968年《富尔法》（Loi Faure）首次承认继续教育为高等教育

的基本使命以来，各种相关法律都予以重申。高校继续教育在市场占

比低有诸多原因：高校开展的继续教育不能影响对其预算拨款36，另

外，法律规定的承担继续教育课程必须在额外教学时间进行，且酬劳

较低37，加之，大学界一些人对这种因需求而设定教学任务、非自由

学术研究性质的继续教育有抵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对与自己学

术生涯发展益处不大的继续教育活动不感兴趣。因此，诸多校领导和

教师均对继续教育不甚积极。

（二）高等继续教育经营有较大发展空间

高等继续教育机构与其他培训机构一样，财政上被要求自给自足。

一些继续教育悠久或专业与市场结合紧密的学校工作开展较好，收入

不断增加。学校间继续教育的能力和效果差距拉大。38

高等继续教育的优势明显，在培训的设计与开展方面有公认的技

能，提供社会公认的文凭证书学习，并在研究和培训上具备巨大潜力，

在革新和适应需求上有较高能力。许多高校远程教育发展较快。

（三） “通过经验所得的同等资格认可的做法”仍可扩大

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资格认证具有发展前景。

2002《社会现代化法》终于确立经验所得的同等资格认可制度，所有

36 过去政府对高校的预算拨款是按照生均，继续教育学员数不纳入计算，现在采取根据几项综合指标确定

学校一揽子预算的拨款也与继续教育无关。

37 法律规定继续教育课时酬劳为 42欧元/小时，而大学教师按照年薪 8万欧元，1小时课时共需 4小时备课

和上课时间，课时工资达 417欧元/小时。

38 www.senat.fr/rap/r12-547/r12-54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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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有权申请，成为获得文凭和证书的形式之一。39比如，有在小企

业作销售 5年的经历，即可申请“商业化技能”大学技术文凭。马克

龙政府上台后，认证的条件出现不断宽松的趋势。2018年通过经验

所得的同等学历认证而获得文凭的数量增加了 8%。

六、法国继续教育在法律框架下发展，兼顾普惠

（一）未来持续面临挑战

1. 法国终身教育在各方责任分摊变化中摇摆前行

2000年博洛尼亚进程以来，欧盟在着力推动终身教育中强调以

学习者为中心，这意味着个人应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发展承负主要责

任。但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对这种自由倾向有所保留，采取一定程度

的干预，以保护弱势群体。法国既不是北欧国家主要由公共机构出资

的培训模式，也不是东欧一些国家主要依靠个人开支的培训模式，它

介于两者之间，更强调政府在资助和协调经费中的作用。

为了落实所有人享有再教育的权利，法国确立了全民培训账户，

由企业缴纳的培训费负担。此外，政府发起的诸如求职者培训等各种

项目也非个人承担费用，个人自费比例并不高。但是，随着经济不景

气的持续，政府在未来培训资助政策上恐紧缩公共开支，无法惠及更

多人，使继续教育经费来源摇摆多变。

2. 面向全民的立法实际惠及面尚为有限

2018年新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弱培训机会不公这一趋势，

简化个人培训账户使用。但是，由行会资助转为国家统一操作更为复

39 流程包括建立可受理档案（申请人首先要在行政程序上符合要求和条件，其经历要与所申请的文凭相关）、

建立申请人档案，评审委员会审查和面试，改进建议，批准一项或全项认可和颁发文凭或证书。评审委员

会由大学老师和行业专业人员组成。如果面试没有通过，评委会给出改进建议，如写论文，注册学校，参

加课程和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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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短期劳动合同难以享受单位培训机会，个人账户的培训小时也受

到影响；中小企业的工人很难有时间去接受培训；许多个体不去通过

向保险机构缴纳摊派来获得使用培训账户，许多人对新法尚不了解，

等等。实现真正人人享有培训的立法道路仍然漫长。

3.劳动部和教育部门的相关配合缺少默契

新法的主要起草部委是劳动部，但无论是在学徒制教育还是高等

职业培训方面，教育部门均主导实施。劳动部掌管了较多学徒培训、

求职者培训、职业化合同、本系统职业证书培训等项目。这种特色行

政构架自然可能导致工作配合不足，影响终身教育的合力推进。

（二）全民享有终身教育立法助力社会进步

1. 政府战略侧重弱势青年继续教育

法国新政府制定的 2018-2022年宏大投资规划的四个优先重点之

一即是面向能力建设，特别是面向弱势青年的教育，计划用 5年时间

培训一百万既无工作又未受相关教育的青年，培训一百万无技能的求

职青年。

2. 立法确定企业培训责任切实推动了终身教育发展

根据 2018年欧盟继续教育调查，在 25-64岁人口中接受继续教

育的比例这一指标上，平均值为 11.1%，法国达 18.6%，高于英国

（14.6%）和德国（8.2%）（北欧国家因政府投入多等原因，比例更高）。

法国的培训政策特点是在社会各方的协商一致后通过立法确定

培训法规，而北欧国家则是依靠行业商会等社会伙伴的参与来制定培

训规则，相比之下法规更具统一性、普遍性和强制性。通过个人培训

账户等立法形式为公民提供受训机会，对企业带来硬性要求，但只有

这种普惠工具才能真正保障终身教育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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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学校参与继续教育，促进继续职业培训

参与提供继续教育的中学组群和高校，所占市场份额十分有限，

随着有资助培训项目的增多和政策的灵活性加强，其培训质量和文凭

证书培训将为促进国家竞争力、经济发展和就业发挥更大作用。

4. 高等继续教育的相对独立符合教学规律和社会文化

高等初始教育与高校继续教育的分立有合理性。2003年《布拉

格部长宣言》强调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法国初始教育与面向市

场的继续教育各成一体。高等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案、方式和方法与传

统学科建制不同。传统高等教育以学科划分，但职业培训对相关学科

有整体性需求，这是根本的“原则”不同。但值得提及的是，法国高

等初始教育并不排斥成年人重新回到初始教育体系深造（28岁以上

学生达 10%），不排斥学徒制教育（许多工程师教育都是通过学徒制

进行的）。高等初始教育系统专门设立职业类学士和硕士文凭，形成

职业类与学术研究类的隐形划分，似也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七、小结

以继续职业培训为轴心的法国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在社会

协商基础之上，它以立法为依据，以政府支助和协调为保障，以企业

为培训出资为原则，为每个公民的职业发展、能力开发和自我幸福发

挥着积极作用。马克龙政府 2018年《自由决定各自职业未来法案》

有利于促进青年的就业能力和普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以及社会文明

的进步。终身教育的另一条途径“通过经验所得的同等资格认可”不

断得到发展。而作为继续职业培训的重要基地，中学和大学潜力巨大，

公立机构中继续教育的公益行为与市场行为兼顾促进终身教育体系

的建设。 （撰稿：赵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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