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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法国进入新冠疫情解禁第三阶段                                        

法国学校放宽卫生防疫安全措施并实现全面复课 

法国总统马克龙 6 月 14 日宣布，全法所有的幼儿园、小学和中

学于 6 月 22 日全面复课，所有学生必须返校。为迎接所有学生如期

返校，法国国民教育部于 6 月 18 日公布了最新的校内疫情防控措施

和实施细则，放宽了现行防控措施，各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遵照执行。 

放宽防控措施包括：调整了校内的社交距离，全面复课后将不再

执行生均 4 平方米的空间要求，原则上每个学生间应保持 1 米距离，

但实施细则中也提到如果有些学校的校舍条件无法达到教室内每个

学生保持 1 米的社交距离，可不再严格遵守社交距离要求，但是不同

班级间需要严格遵守必要的社交距离；取消了每班学生数量不得超过

15 人的人数限制；寄宿生可返回学校住宿，但床间距必须保持 1 米

以上。继续严控的一些防疫措施包括：教职员工和 11 岁以上的儿童

在校园内必须戴口罩；严格遵守必要的防疫行为规范，如勤洗手，勤

消毒，咳嗽、打喷嚏捂住口鼻等；各班级错时接送学生，错时用餐，

避免不同班级之间的交叉感染几率；校园场所和公用教具定期消杀；

家长必须启用 Stopcovid 应用，家校之间保持必要的信息沟通。 

尽管自 5 月 11 日起法国教育机构逐渐重新开放，许多儿童并未

真正重返学校。根据国民教育部的最新数据，在 670 万学生中，只有

180 万学童返回。6 月 21 日，法国政府发言人西贝斯·恩迪亚耶（Sibeth 

Ndiaye）称学校已尽一切努力接待所有学生，家长应该信任国民教育

机构。 全面复课当日，国民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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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Blanquer）称大约 90％的教师已返回校园，剩余的 10％可以因

健康问题等原因为返校。 

《世界报》报道，在教育“重启”之机，如何切实保障师生的身

心健康，调整并建立适当的课程计划，开展防疫主题教育，落实卫生

防控措施，做好家校合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法国教育界进行了

必要的讨论和反思，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启指导方案。返校第一课讲

开展防疫价值观教育，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全球疫情。全面复课后，教

师应引导学生思考关于公共效用、社会效用、共同利益、普遍利益等

问题。基于上述的出发点，法国国民教育部提出鼓励学校在教学内容

上创新，可以在法语、历史、数学、地理等学科中增设对流行病相关

知识的讲解，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加强学生的新闻素养教育，鼓励

学生了解时事并进行信息甄别，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组织学生就隔

离期间的经历进行交流，分享疫情期间的社会动员和参与情况，思考

责任与担当；通过学校德育课程强化共和国核心价值观，建立尊重他

人、参与社会、社会团结等概念。 

（撰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lefigaro.fr/flash-actu/les-regles-sur-la-distanciation-

physique-a-l-ecole-vont-etre-allegees-annonce-jean-michel-blanquer-

20200615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deconfinement-ecoliers-et-

collegiens-attendus-a-partir-du-22-juin-20200614 

 

https://www.lefigaro.fr/flash-actu/les-regles-sur-la-distanciation-physique-a-l-ecole-vont-etre-allegees-annonce-jean-michel-blanquer-20200615
https://www.lefigaro.fr/flash-actu/les-regles-sur-la-distanciation-physique-a-l-ecole-vont-etre-allegees-annonce-jean-michel-blanquer-20200615
https://www.lefigaro.fr/flash-actu/les-regles-sur-la-distanciation-physique-a-l-ecole-vont-etre-allegees-annonce-jean-michel-blanquer-20200615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deconfinement-ecoliers-et-collegiens-attendus-a-partir-du-22-juin-20200614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deconfinement-ecoliers-et-collegiens-attendus-a-partir-du-22-juin-202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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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校全面复课的卫生防疫具体措施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法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从 3 月 16

日到 5 月 11 日全部关闭，之后，法国政府推出了逐步解禁的政策，

小学和教育机构也陆续重新开放，但需严格遵守卫生当局发布的一系

列规定。由于病毒传播等级的降低，以及相关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对儿

童的影响和传播是有限的，因此，从 6 月 15 日起，进入法国解禁的

第三阶段，此前在第二阶段实施的公共卫生标准变得更加灵活了。 

新的卫生标准指南根据卫生当局的规定，制定了从 6 月 22 日起，各

教育机构内卫生防疫的实际操作方法和准则。该准则适用于地方行政

区、国家下属的地方服务中心、管理人员以及教育界的所有成员。采

取的具体措施需要考虑到每所学校或机构的实际情况。 

公共卫生标准的主要变化是小学和初中内学生需要遵循的社交

距离变的更加灵活了。但在避免班级和小组之间的混合和碰面、保证

手部卫生、追踪确诊病例和其接触者等方面仍然十分严格。公共卫生

标准指南的具体内容如下： 

1. 预备措施 

学生家长在预防病毒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学生或者学

生家人出现发烧症状（高于 38°C）或者其他新冠病毒涉及到的症状

时，他们需要保证避免把学生送到学校。此外，工作人员也应该遵守

相同的规定。 

陪同人员以及外部的访问人员需要佩戴口罩、消毒手部之后方可

进入教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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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交距离新规定 

在教学区域，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不必再遵循每 4 平方米一位

学生的社交距离。 

在幼儿园，同班或者同组学生之间，无论是在密闭空间（教室，

走廊，餐厅等）还是在室外，都不必保持间隔距离。但不同班级和小

组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肢体距离。 

在小学和初中，如果条件和设施允许，在密闭的空间内（如教室），

原则上要求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但在室外，

同组或者同班的同学可以不必遵循一米间隔的规定，包括在做体育活

动时。因此，鼓励组织露天课堂。 教学机构内所有的空间都应该被

充分调用（档案信息中心，多媒体教室等），还可以提供其他类型的

教学活动（研究，2S2C 活动1等）。如果教室内的设施和配置（面积，

设备等）不允许学生之间保持至少一米的物理距离。那么就尽可能的

拉开间距。11 岁以上的学生必须在教室内佩戴口罩，不同组之间的学

生也要保持该间隔距离。 

在高中，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保持最小一米

的间隔距离。 

寄宿学校的学生可以留宿在学校，但床之间的距离也应该保持至

少一米的间隔。 

    3. 实施阻止病毒传播的卫生行为 

以下提到的卫生行为是阻止病毒传播最为有效的个人预防措施，

因此，所有人应该严格遵循下列行为，并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 2S2C 是由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于六月初提出的教学活动建议，指的是学校应该给学生

多设计提供围绕“体育，健康，文化，公民”有关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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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洗手 

洗手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预防措施。洗手时需要用肥皂和水仔细

清洗手部的所有部位至少 30 秒钟。尽可能的使用一次性纸巾擦干或

者晾干。避免使用公共纸巾。如果没有清水，需使用免洗酒精洗手液。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必须洗手： 

- 到达教学机构时； 

- 每一餐饭前和饭后； 

- 每个课间休息之前和之后； 

- 去完卫生间之后； 

在洗手间洗手时可以不必遵循同班或同组之间的最小间隔距离。  

3.2 配戴口罩 

- 对于工作人员 

在无法保证与人至少一米的间隔距离时，工作人员（在小学，初

中和高中）必须配戴大众口罩。但在上课期间并不强制教师配戴口罩

或者与学生保持至少一米的间隔距离。 

当不使用口罩时，可以将其悬挂于单独的挂钩上，也可以在不接

触口罩内外侧的情况下（请勿卷起）将口罩折叠起来并存放在自己的

袋子中。  

由于学生在校上课每天需要两个口罩，因此，国家国民教育和青

年部向学生们直接提供大众口罩。每个雇主，特别是地方社区，都应

为其与学生直接接触的员工、维修和餐饮人员提供口罩。 

-对于学生，卫生当局的建议如下： 

幼儿园的儿童应该避免带口罩；不建议小学生戴口罩，但如果学

生出现相关症状，在等待离校时，可以佩戴口罩；初中生和高中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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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佩戴大众口罩。 

父母应该为孩子提供口罩。国民教育部为每所初中和高中配备了

大众口罩，以便将其提供给没有口罩的学生。 

3.3 保持教室和其他教学场所的通风 

教学场所需要经常保持通风，且每次通风至少 15 分钟。在学生

到来之前、每个课间休息、午餐时间以及晚上清扫教学场所的时候必

须进行通风。此外，每三小时必须通风一次。如果是通过机械设备通

风换气，需要保证设备的有效运行和定期维护。 

4. 限制学生交叉碰面 

固定的班级和学习小组限制了学生之间的交往，因此也阻止了病

毒的传播。为了限制不同班级或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的交流，需要根

据班级和小组的规模来组织全天的课程和活动。由于目前社交距离的

规定变得灵活，因此更要加强限制不同组之间交流。以下几点需要格

外注意： 

- 学生们可以错时到达和离开学校。这项安排的具体实施取决于

每个教室可以接收的学生数量、在场工作人员的数量以及学校交通适

应弹性时间的可能性，包括需要考虑到残疾学生的交通和出行。 

- 校园中学生的活动轨迹和路线：学生的活动必须受到限制、组

织和监督。因此，建议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教室（除了专业教室和研

讨小组教室）。 

- 课间休息按班级或小组进行组织，并且需要遵循有关卫生行为

的建议；如果难以实现，可以用上课休息时间代替课间休息。 

-组织学生就餐时需要控制学生的流量和密度。在幼儿园中，同班

不同组的学生之间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对于小学生和初中生，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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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人数不允许保持至少一米的社交距离时，应组织一个班级的学生

一起吃午餐，并且与其他班级间隔一米。高中生在餐饮区域要注意保

持至少一米的距离。 

5. 对上课地点和用具的清洁消毒 

教学场所和设备的清洁和消毒是抵抗病毒传播的重要方式。在当

地社区的支持下，每个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根据以下原则进行消毒。 

- 地板和大面积区域（桌子，办公桌）每天至少清洁一次。 

- 学生和工作人员最经常接触的教室、研讨小组教室和其他公共

区域（例如门把手）中物体表面每天进行至少一次的消毒清洁。 

- 食堂桌面在每次使用过后进行清洁和消毒。 

- 室外的玩具、长凳以及公共场所每天都进行清洁和消毒（或十

二小时内不使用后）。对于同小组学生使用的室内公共用品（气球，

玩具，书籍，游戏，报纸，可重复使用的画册，铅笔等）确保每天最

少消毒一次（或在重新使用前二十四小时将物品隔离）。 

6. 培训，信息和交流 

在学术服务和所属社区的支持下，学校管理部门制定了详细的沟

通计划，以方便学生、学生父母和教职员工了解并参与到阻止病毒传

播的行动。 

6.1 员工 

管理人员、教师和所有其他工作人员均接受了阻止病毒传播的卫

生行为、社交距离规定以及为自己和为学生佩戴口罩的培训。此培训

必须在恢复课程之前或从复课第一天开始，尽可能照顾照顾到不同年

龄的学生的需求。国民教育机构的医生和护士将会负责此类培训活动。 

6.2 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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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父母将会被明确告知以下信息（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补充该

清单的内容）： 

- 学校或教学机构在疫情期间有效运行的条件以及学校采取的

新的卫生措施； 

- 学生父母遵守卫生行为对孩子和学校的重要性（向孩子讲解卫

生行为，提供一次性手帕，使用垃圾桶等）； 

- 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前，监控孩子的身体状况（体温必须低

于 38°C）； 

- 如果学生或教职员工出现新冠症状时需要实施的措施； 

- 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学生突发确诊病例时应该落实的程序； 

- 为家长提供卫生人员、医生和护士的联系方式，可用于获取相

关的信息和帮助； 

- 学生入校和出校的地点和时间； 

- 遵守接送学生时间以避免在上下学时人群聚集；  

- 午餐的组织安排。 

6.3 学生 

学生将会得到有关保持社交距离、阻止病毒传播的卫生行为，特

别是如何保持手部卫生的相关实用信息。还必须特别考虑到残疾学生

的情况，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辅助工具或者在陪同人的帮助下，根

据他们的年龄落实个人卫生行为和保持社交距离。卫生和健康教育在

课程设置或者 2S2C 教学活动设计中是特别要注意的主题。 

（撰稿：杨柳） 

参考资料： 

https://www.education.gouv.fr/22-juin-accueil-de-tous-les-eleves-des-ecoles-et-colleges-303546 

https://www.education.gouv.fr/22-juin-accueil-de-tous-les-eleves-des-ecoles-et-colleges-30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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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邀请 70 万青少年进行“学习型假期” 

"青少年享有国家的优先权，让我们为年轻人全力以赴吧！"法国

国民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在城市部长朱利安·丹诺曼底

（Julien Denormandie）和加布里埃尔·阿塔（Gabriel Attal）的支持下，

于 6 月 6 日提出了 "学习型假期"的方案。国民教育部和市政府投资

2 亿欧元计划为 70 万青少年提供住宿或度假，受益的青少年主要来

自贫困街区。国家教育部正通过补贴的方式，将其影响力延伸到国民

教育。 

一、假期突显的不平等 

    假期增加了青少年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首先，每三个青少年中就

有一个人由于经济原因不去度假。这一比例在城市政策的优先区域翻

了一番（约 180 万青少年）。布朗盖指出，"假期可能造成两种不平

等：有的人不去度假，有的人在假期中失去教育的实质意义...7 月至

8 月间，一个弱势儿童的损失可能比一个优势儿童的损失更大。基于

以上原因，赋予夏令营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教育研究所（IREDU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ducation）

在 2003 年的一份说明中强调了假期对学校教育阶段，以及学校工作

的重要性。五个家庭中就有四个家庭做假期记录（或教师要求），这

使假期笔记本在放假后的数周内一直处于销量榜首。调查还表明，"

除了学习以外，最明显地将孩子区分开的是进行的活动类型"。做假

期记录等学校活动的孩子比不做的孩子更受益。对于懂得将假期活动

转化为学校技能的家庭来说，孩子受益更多。当然，假期的教育不是

进行学校教育，而是进行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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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型假期 "方案 

    基于以上研究，三位部长提出了 4个标有 "学习型假期 "的方案，

期望通过该计划减少可能出现的学习延误和辍学风险，让青少年体验

一个丰富的夏天。具体方案如下： 

一是 "开放学习型学校"（l'école ouverte apprenante），即学校或

教育机构针对 3 至 17 岁的青少年开展上午以基础知识为主的学校活

动，下午进行体育或文化活动。这项计划由来已久，但今年，布朗盖

希望将参加的青少年人数量从 7 万增加到 40 万。为了达到目标，该

方案也向职业高中开放，并由以往的优先教育机构和城市政策的优先

区域，扩大到农村地区。职业高中的学生针对那些在 6 月考试中未通

过但参与 9 月补考的学生，以及职业高中生涯即将结束的学生，目标

是进行再学习或专业整合。 

二是"野外学校"（l'école ouverte buissonnière）。城市青少年可

以到农村地区（2 至 7 天）或公共场所（5 至 14 天）露营，去发现自

然和当地的遗产。期望以更换环境的方式培养他们的自主性。 

三是"学习型夏令营 "（les colonies de vacances apprenantes）。这

是是一项全新的计划，以夏令营的方式来进行学校教育。得益于国家

（80%的费用）和地方当局（20%）的资助，这些营地将免费提供给

弱势儿童。夏令营提供有趣的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加强知识和技能，为

下一学年做好准备。夏令营意在 "培养学业成功所具备的基本技能：

能理解自己阅读过的文章或向他们读过的文章；以正确和清晰的语言

（口头和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 

四是文体中心的"学习者"，文体中心提供包含教育内容的活动，

"从教育游戏到复学动员"。7 月初所有文体中心可免费使用国家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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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CNED： Centre national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提供

的从小学到中学的在线学习课程。教育部还将一次性向地方和地区当

局提供 3,000 万欧元的特别援助，以促进休闲设施的开放，增加其接

待能力和教育内容。 

    根据 5 月 29 日教育部发给大学区区长和国家教育服务机构

（DASEN：Directeur Académique des Servic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的部级通知，教育部动员学校校长和负责人确定 "可以从该计划中受

益"的学生，并鼓励他们报名参加。但教育相关人士对于该计划是否

能成功实施仍存有疑虑。 

      (编撰：刘瑛东) 

 

资料来源 :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20/06/08062020

Article637271990808517553.aspx 

https://www.education.gouv.fr/ete-2020-des-vacances-apprenantes-pour-

un-million-d-enfants-303933 

 

法国“新冠一代”毕业生受到严重影响 

    疫情扰乱的不仅是法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从高中毕业生到大学毕

业生，他们的学习、考试以及就业受到严重影响。这届毕业生会成为

“被牺牲的一代”吗？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20/06/08062020Article637271990808517553.aspx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20/06/08062020Article637271990808517553.aspx
https://www.education.gouv.fr/ete-2020-des-vacances-apprenantes-pour-un-million-d-enfants-303933
https://www.education.gouv.fr/ete-2020-des-vacances-apprenantes-pour-un-million-d-enfants-30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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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报道，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法国今年的多场毕业考

试被取消。初中毕业生考试（Brevet）、高中毕业会考（Bac）、专业

技能考试（CAP）以及高级技术文凭考试（BTS）只以平时成绩（平

时考试和平时作业）作为评分标准。高校这一学期的考试大部分在网

上完成，通过线上测试或家庭作业进行评估。 

总之，从中学到高校，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考试模式。学校是否

还能否保证毕业生的水平？“新冠一代”毕业生的文凭是否会贬值？ 

1.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其实不作为高校录取唯一参考 

法国高中毕业生会考的含金量在下降，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可以通

过考试，会考文凭不在是考量学生真实学习水平，而只是一个象征性

考试，一个通往高等教育的通行证。近年来，高中毕业会考通过率不

断上升，据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出生于 1967 年至 1971

年的孩子高中会考通过率为 42%，1987 年至 1991 年出生的一代高中

会考通过率为 69%，到了现在则是 79.7%。很多高校在高招平台

Parcoursup 招生时不只考量学生的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多数学校主要

审核学生高中第一年和最后一年的成绩。 

2.高校毕业生本学年结束时间延长 

禁足令实施以来，大学生们就一直在进行网上授课，考试也是通

过远程进行。为了给今年的毕业生文凭保值，本学年的结束时间推迟

至 12 月 31 日，学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毕业实习。 

3.高校毕业生遭遇就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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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近日报道，由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使今年的高校

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联

盟主任 Yannick L’Horty 表示年轻人首当其冲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

响，工作质量、入职薪水和合同类型等都将低于预期。OECD 经合组

织就业与收入部部长 Stéphane Carcillo 指出年轻人迈入职场的步伐

将会因此减缓，但各行业也存在差异：比如在新技术和健康领域，将

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高校招生在线平台的数据显示，护理和医学专业

成为了今年高校录取专业的热门专业，报名人数远远高于预期人数；

而酒店、餐饮、旅游、奢侈品行业学生就业受到重大打击。 

总之，虽然新冠疫情严重改变了法国正常的教学秩序，但其文凭

的含金量不会严重“贬值”，同时“新冠一代”毕业生就业的确是困

难重重。法国政府表示正在研究出台相关措施，帮助今年的大学生特

别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共同克服疫情对其带来的各方面困难。 

（撰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0/06/13/la-generation-

covid-premiere-victime-de-la-crise-economique_6042707_3234.html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0/06/13/la-generation-covid-premiere-victime-de-la-crise-economique_6042707_3234.html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0/06/13/la-generation-covid-premiere-victime-de-la-crise-economique_6042707_3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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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大学教师管理制度调研报告 

根据法国高等教育署公布数据，法国为名副其实的科研强国，其

已经注册的科研项目申请数量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四，在科学出版方

面排名世界第七。法国在世界著名科研奖项方面都收获颇丰，比如截

至 2018 年，法国共拥有 6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13 位菲尔兹奖获得

者等，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而在实现这些成就的过程中，大学教师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法国 2000 年颁布的《教育法典》

的相关规定对法国大学教师管理制度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一、法国大学教师的类型和特征 

在法国，广义的大学教师主要包括四种类型：教学人员

（enseignants）、研究员（chercheurs）、讲师（maîtres de conférences ）

和大学教授（professeurs des universités）。此外，助理教师（enseignants 

associés）或客座教师（enseignants invités）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提

供全日制或兼职服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

究，并且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教授是由政府部

门任命的公务员。 

法国大学教师岗位的特点在于：1.大学教师除了为学生提供基础

教学任务之外， 他们还可以经学校同意后，在一定时间内从事教学

活动之外的工作。2.大学教师并不一定完全在大学任教，他们也可以

在其他科学、文化类的公共机构里任职，因此，大学教师仅仅是一种

                                                   
2 数据来源：法国高等教育署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zh-hans/france-international-research-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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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 

二、法国大学教师的权利和职责 

1. 权利 

根据《教育法典》第 L952-2 条的规定，教学研究人员在执行教

学和研究任务时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在遵守《教育法典》

和坚持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按照宽容和客观的原则开展工作。 

法国的大学教师有权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

之间、或者在研究组织和高等教育基金会之间进行流动。他们也可以

在法国或赴国外开展各种公共服务性质的活动以及推动公共机构与

企业之间的互动研究。 

根据法国 1983 年 7 月 13 日制定的第 83-634 号关于国家公务员

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大学教师除了正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之外，还享

有兼职工作的权利。 

2．职责 

根据《教育法典》规定，法国大学教师的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1）教学任务，包括讲授基础知识或开展在职辅导，这是大学

教师的基本工作职责；（2）研究任务，法国的大学教师须承担大量的

研究工作，这也是法国基础研究竞争力较强的重要原因；（3）在传播

知识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和谐共同发展；（4）促

进国际合作；（5）加强与企业的沟通。 

此外，医学院的教学人员除了负责设计课程，为学生指导职业定

位以及协调教学团队以外，还会承担一些医院的护理任务。 

如前所述，大学教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还可以进行兼职。大学

校长可以不承担任何学术教学和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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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大学教师的选拔和聘用 

大学教师的聘用和选拔一般由政府主管部门来统筹管理。 

关于大学教师的聘用和评估，当申请者通过选拔后，最终由高等

教育部部长任命教师资格。根据法国国务委员会（Conseil d'Etat）法

令规定，没有法国国籍的人士也可以申请法国大学教师职位。 

根据法国公务员管理法律（Loi n° 84-16 du 11 janvier 1984 portant 

dispositions statutaires relatives à la fonction publique de l'Etat）规定，

针对通过国家高等教育竞争性考试应聘的工作人员，其首次任用资格

应当符合《教育法典》第 952-6 条所规定的候选人资格条件，若无学

校董事会机构，则应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最终审议。学术委员会由教

学人员和研究人员组成，其中至少一半的成员来自该机构外部，成员

资格条件应不低于应聘人员的等级。其成员由学校校长提出，并由学

术委员会任命；或者由学校董事会成员组成，并经过非董事会的其他

机构任命。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选择主要基于学术能力，成员主要是所

涉及学科相关方面的专家。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也将均衡地代表女性和

男性。 

具体看，不同学科的大学教师应聘录取的要求也不同。 

1. 除法律、政治、经济和管理以外的其他学科大学教师的选拔步

骤 

首先，申请注册，申请者须满足以下申请条件中的一项： 

（1）持有研究资格认证（L'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或同等学历证明。 

（2）证明在过去 8 年中有至少 5 年的专业活动，其中不包括教学

或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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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为一名全职助理教师（enseignant associé）。 

（4）已为一名被分配到大学的教师。 

（5）属于研究所主任团队或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 

其次，参加竞争性选拔： 

全法国的竞争性选拔分为五种类型： 

（1）针对持有研究资格认证或同等学历证明的候选人的选拔。 

（2）针对有研究资格的高级讲师的选拔。该项选拔要求候选人在

参加选拔当年的 1 月 1 日前已经接受了至少 5 年的高等教育或完成

了至少 4 年的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 

（3）主要针对在欧盟或者欧洲经济区缔约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亦

或者在科技文化合作背景下的另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或科技性质的公

共机构，完成了 10 年（包括 5 年的讲师或实习生）研究工作的高级

讲师。法国全国大学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universités，简称 CNU）

会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并提出反馈意见，除非候选人先前已获得了

CNU 的认证资格。 

（4）开放式选拔。尽管是开放式选拔，但是要求申请者至少具备

以下条件之一：第一，申请人在参加选拔当年 1 月 1 日前，在过去 9

年中至少有 6 年的专业活动，不包括教学或研究活动。第二，已经是

全职助理教师。第三，属于法兰西学院的讲师成员。第四，属于高等

教育研究所主任，被任命为一流大学的教授。 

（5）对讲师（maîtres de conférences）3和教师-研究员（enseignant-

chercheur）4开放的选拔，该项选拔需要研究人员证明有研究资格，并

                                                   
3 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后，获得了法国全国大学委员会（CNU）的资格认证之后即可担任讲师。 

4 在法国，教师-研究员（enseignant-chercheur）具有教学和研究的双重任务。其负责组织相关课程的教学

和考试，同时也需要完成相关领域的研究，而教学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分配由大学的校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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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以下两个累积条件：第一，在选拔当年的 1 月 1 日前，在过去 9

年中至少有 4 年在一个科学、文化和专业性质的公共机构中，从事相

关领域的研究，并且促进了该领域的专业整合，开展了持续培训，转

让和利用了研究成果，进行了教学创新，完善了制度治理，开发了数

字资源，拓宽了国际伙伴关系，加强了文化、科技、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联系。第二，作为大学研究所或任何其他机构的同等内部组织的

联合主任，履行了职责。 

此外，讲师（maîtres de conférences）和教师-研究员（enseignant-

chercheur）需要通过参加竞赛来参加选拔，而且在选拔当年 1 月 1 日

前的 5 年内有 4 年作为科学、文化和专业性质的公共机构负责人。 

2. 法律、政治、经济或管理学科大学教师的选拔步骤 

根据有关法律、政治、经济和管理学科的特殊规定，大学教授是

通过每个机构的公开选拔招募的。至于讲师，候选人必须首先被列入

CNU 建立的大学教授资格清单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总体而言，

法国为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两条竞聘路线： 

（1）持有博士或同等学位的候选人参加国家考试选拔；  

（2）参加上述五种选拔。 

四、法国大学教师的薪酬待遇 

法国大学教师的薪酬待遇和法国公务员相同，根据职务不同而有

所差异，总体有三个等级（classes），其中，第一等级包括三个档次， 

第二等级包括七个档次，特殊等级包括两个档次。月薪包括基本工资

加上各种津贴。 

大学教师的薪酬待遇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是不断调整的，根据不

同的步骤和级别而进行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不同级别和步骤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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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但是一旦满足，薪酬会自动增加。大学的

特级教授还会被授予额外的奖金。 

大学教师根据专业不同其薪酬会有一些差异。比如《教育法典》

对医学院教授的薪酬进行了特殊规定，即医学院教授除了法兰西教授

的基本薪酬之外，他们在医院从事诊疗活动的收入不受医院从业人员

薪酬表中设定的退休金扣除额的限制。下表为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

创新部公布的 2018 年大学教师薪酬： 

阶段 大学教师每月薪酬 

工作初期 3 102.14 € 

工作两年后 3 458.28 € 

第二等级最后一档 4 976.55 € 

特殊等级最后一档 6 204.29 € 

（数据来源：《教育法典》第 L952-17 条） 

五、法国对大学教师不当行为的处罚措施 

根据《教育法典》第 L. 712-6-2 条的规定，如果大学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或者法律，首先由科学、文化和专业性公共机构的学术委员会

进行审查。其成员由大学教师所代表的选区进行分配。对每个案件的

审查，负责人的级别应当不低于被审查人员。大学纪检部门对教师实

施的制裁并不妨碍该教师原籍地的纪检机构对其进行再次审查和处

罚。 

根据《教育法典》第 L. 952-23 条规定，可适用于大学教师的惩罚

措施包括以下几种： 

1. 责备； 

2. 延迟大学教师职称评定，延迟期限最长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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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降低职称级别； 

4. 禁止参加更高级别职称评定，禁止进入更高级别机构工作，其

限制期限最长为两年； 

5. 禁止在企业或任何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执行任何教学或研究

任务，限制期限最多五年，剥夺一半或全部薪酬； 

6. 自动清退； 

7. 撤销大学教师级别。 

如果大学教师被处以第六类或第七类处罚措施，无论该处罚是暂

时的还是永久的，其都将可能会被禁止在公共场所或私人机构行使任

何教学研究任务。 

六、法国大学教师退休制度 

根据法国政府关于国家公务员退休年龄的规定，大学教授退休年

龄为 67 岁。需要说明的是，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

授年龄限制是 70 岁，因为这所学院是法国特有的教育机构，被法兰

西学院邀请的教授基本都是极富盛名的学者。 

此外，当大学教授达到 67 岁法定退休年龄时，如果他们愿意继续

工作，他们可以提出要求，但最晚退休年龄不超过 68 岁。高等教育

部门的大学教师以及科技性公共机构的研究主任和向高等教育部长

报告的其他大学教学人员，如果确有教学服务的需要，并且得以证明，

那么，同样可以任职至年满 68 岁后次年的 8 月 31 日。 

确认退休的大学教授被授予荣誉教授头衔的条件，以及退休金的

期限和该头衔所附带的权利由国务委员会（Conseil d'Etat）的法令确

定。法国通行的养老金法案，即 《民事和军事退休养老金法》（Code 

des pensions civiles et militaires de retraite）第 L. 86-1 条的规定并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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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退休的大学教授。 

作为研究所成员的大学教授和那些拥有科学界认可的头衔之一的

教授，其名单根据国务委员会法令确立，一旦被录取，其即成为名誉

教授。 

七、总结 

法国大学教师管理模式特色鲜明，首先是对大学教师的解释较为

广泛，尤其将没有法国国籍的研究者也赋予了相应的权利。法国大学

教师属于公务员身份，这和很多国家的制度有所差异。大学教师的选

拔非常严严格，不同专业要求不同，但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在

权利方面，大学教师可以在公务员身份之外从事某些兼职活动。在具

体的职责上，法国的大学教师与企业、社会和经济等保持密切的关系，

这和法国先进的工程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有很强的关联。 

除了完善的权利义务体系，法国还对大学教师违规行为制定了一

系列惩戒措施，这些措施具有明确的程序和严谨的逻辑性。法国大学

教师的退休年龄相对较迟，养老金制度也与其他行业不同。总的看，

完善的制度建设对法国大学教师的发挥个人能动性和提升教育质量

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保障。 

（撰稿：王春桥 马凯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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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立音乐学院体制及文凭层次调研报告 

法国公立音乐学院隶属于法国文化部，是根据音乐类人才的培养

规律和专业特点来建立的独特教育体系与学历制度，旨在广泛地吸收

具有音乐特长和热爱音乐的人才，通过教学与考评的逐级竞争录取机

制选拔出更高层次音乐人才，并最终实现培养理论高且技艺精的音乐

专业人才的目标。本文通过梳理介绍法国公立音乐学院的体系、法国

音乐教育的分级以及对应各层次文凭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对法国公

立音乐学院文凭的学历学位层次的界定建议。 

一、法国公立音乐学院体系 

法国公立音乐学院（简称音乐学院）隶属于法国文化部，是根据

音乐类人才的培养规律和专业特点来建立的独特教育体系与学历制

度，旨在广泛地吸收具有音乐特长和热爱音乐的人才，通过教学与考

评的逐级竞争录取机制选拔出更高层次音乐人才，并最终实现培养理

论高且技艺精的音乐专业人才的目标。严格的淘汰制培养体系不仅使

最具潜力和能力的音乐人才得以最终析出，而且使通过各级学习与考

核之后的高级音乐人才具备更加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为推动音乐领域的未来发展以及职业音乐家培养提供了重要保证。法

国音乐学院的体系构建与人才培养在结构上保持高度一致，呈金字塔

形。这既保证了高质量艺术人才培养的成功率，同时也承担了音乐的

启蒙学习与兴趣培养个等教育普及任务。  

音乐学院不仅涵盖了大多数西方音乐类专业，如：器乐（木管乐

系、铜管乐系、弦乐系等）、声乐、音乐文化（视唱练耳、音乐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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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子学科；还包括舞蹈专业（芭蕾舞、现代舞、爵士舞、舞谱学）和

戏剧专业（部分院校开设）。截至目前，全法共有公立音乐院校 379

所，其中：40 所大区级公立音乐学院[Conservatoire à Rayonnement 

Régional (CRR)] ， 100 所市级公立音乐学院 Conservatoires à 

Rayonnement Départemental (CRD)，还有包括 2 所国立高等音乐学院

[巴黎高等国立音乐舞蹈学院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 (CNSMDP)和里昂高等国立音乐舞蹈学院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Lyon 

(CNSMDL)]，以及其他 300 多所各类提供音乐基础[Conservatoires à 

Rayonnement Communal ou Intercommunal (CRC/CRI)]和高等教育[如

Pôle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aris Boulogne-Billancourt (PSPBB)或

École Supérieure de Musique Bourgogne-Franche-Comté (ESM 

Bourgogne-Franche-Comté)]的院校。音乐学院级别的确立，不仅体现

了法国公立音乐学院的体系，同时也是对文凭授予权利的一种限定。 

二、法国音乐教育的分级  

法国音乐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专业文凭教育阶段，其教育体系详

见法国音乐教育体制图解（下图）。 

（一）音乐基础教育阶段 

音乐基础教育阶段招收小学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针对学生能力

的差异性，学制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学习期限为 6-8 年，相当于我国

内音乐学院附中的教育。音乐基础教育阶段共分为三个小阶段(Cycle)，

每个小阶段可分为 3-4 年不等。启蒙阶段 3-4 年；初级阶段 3-4 年；

业余阶段 3-4 年。音乐基础教育阶段毕业后，成绩合格者会取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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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Certificat）即：CEM（Certificat d'Etudes Musicales ）和 CEC 

（Certificat d’Études Chorégraphoques）文凭。 

（二） 音乐专业教育阶段 

音乐、舞蹈、戏剧（DEM、DEC、DET）专业文凭阶段。取得专

业证书之后，可以通过选拔性考试进入系统的音乐专业学习并获取相

应的专业文凭（Diplôme）即：DEM (Diplôme d'Etude Musicale，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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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凭)，DEC(Diplôme d'Etudes Chorégraphiques，舞蹈学习文凭)和

DET(Diplôme d'Etudes Théâtrales，戏剧学习文凭)。 

在完成音乐基础阶段学习之后，需要通过选拔考试进入攻读

DEM、DEC 和 DET 文凭的阶段，学制 2-5 年。进入法国公立音乐学

院首先需要参加入学资格考试(Concours d’entrée)，考官一般为校长和

相关专业主任教师，将根据考生现场所展现的实际专业能力决定其是

否具备入学资格和相应的就读阶段，而不会考虑学生在其它国家是否

已获得本科或者高中毕业证书，只依据入学考试水平划分确定录取与

否，并确定学习年限。 

根据我留法学生的受教育特点，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需要适应法

国音乐教育体系以及法语教学环境，不管其原本专业水平的高低，其

面临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法语环境问题都一样，所以也经常出现有高

中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在同一年级的情况。 

据了解，中国学生申请 DEM、DEC 和 DET 入学考试分为两种类

型：1）申请学生本人已在法国：需要拍摄表演视频送至音乐学院，之

后学院会根据视频情况决定学生是否参加面试，或直接去学院咨询和

报考。根据学校级别与所在地区的不同，考试的难易程度也会有所差

别。级别高的音乐学院和大巴黎地区的音乐学院入学难度更大，某些

大巴黎地区 CRD 市立音乐学院（例如 CRD de Cachan 卡尚市立音乐

学院）入学考试难度甚至高于外省大部分 CRR 大区级音乐学院。此

外，如果学生水平不足以进入 DEM，DEC 和 DET 阶段，但其具备

发展潜力，学院会考虑降级录取进入基础阶段学习。 

2）申请学生本人在国内：约 2005 年左右，法方各音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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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专业系主任都在一年内的不同时期（多数为一月份），经中国

相关中介机构邀请或在法艺术类协会组织亲自去中国各大城市面试

招生，在中国不同的城市组织招生面试，全程由来自法国的艺术类专

业人员陪同。目前，这种招生仍缺乏统一管理和相应标准。通过面试

的学生会在一个月左右之后取得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另需说明的是，

根据相关进入法国公立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经历，法国音乐学院录

取的学生一般为中国在校大学生或者持有国内任一所正规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这样学生才能顺利获得签证。学生抵法后直接进入专业学

习，同时将被要求进入当地语言学校学习法语。 

DEM、DEC 和 DET 三种文凭是音乐专业教育的第一级文凭，由

法国大区级公立音乐学院 CRR 和市级公立音乐学院 CRD 颁发。DEM

和 DEC 只有大区级和市级公立音乐学院可以授予，DET 只在部分大

区级公立音乐学院可以授予。学生必须通过本专业的毕业考评，并且

副科课程达到毕业要求方可获得。由于 DEM、DEC 和 DET 是国家级

文凭，为保证文凭质量，考试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考评组一般

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为考评组主席，主席及考评组成员均为非本学

院或本大区专业人士，学生的专业水平需经过主席和至少一名考评组

成员的肯定方可通过考试。在公立或私立音乐学院，除专业课外，其

他所有必修课也须全部通过才可最终获得学校文凭。 

需要说明的是，舞蹈类教育在整个音乐教育中具有特殊性。法国

公立音乐学院对舞蹈类专业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其中高等公立音乐学

院的芭蕾舞专业招生年龄为不高于 18 岁，现代舞专业不高于 20 岁，

大区级公立音乐学院的这两个专业招生年龄不高于 24 岁。舞蹈专业



 

 

 

27 

文凭（DEC）是法国大区级公立音乐学院可以颁发的舞蹈类教育的最

高层次文凭。 

自 2006 到 2009 年左右，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推动文凭改革，部分

学院(如里尔 Lille 和普瓦捷 Poitiers 等）开始颁发具体专业方向的

DNOP 文凭（Diplôme national d’orientation professionnelle，专业方向

国家文凭），其实质等同于 DEM、DEC 与 DET。部分大区级公立音

乐学院和当地公立大学开展音乐类教育文凭合作。土伦公立音乐学院

与土伦大学合作、大贝桑松大区级公立音乐学院与弗朗什·孔泰大学

合作，在大区级公立音乐学院学习相关专业，如视唱练耳、乐理、音

乐史、和声分析等，在公立大学学习音乐理论。毕业时学生可获得 

DEM、DET 文凭，同时也可获得公立大学的本科文凭。 

专业进修（Perfectionnement）阶段。上述文凭的取得，标志着

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专业知识与能力。为了进一步培养能力较为出色

或具有一定潜力的音乐学生，大区级和部分市级公立音乐学院开设了

学制 1-2 年的专业深造阶段，称为进修（Perfectionnement），吕埃-玛

尔梅松大区音乐学院 (CRR de Rueil-Malmaison) 的专业进修文凭

(perfectionnement)其第一年称为 Prix d'excellence，第二年称为 Prix 

virtuosité。另需说明的是，从 2018 年起已有部分学校陆续将

perfectionnement 阶段更改为 Cycle préparatoire à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C.P.E.S.) ，其中包括 CRR de Paris，CRR de Saint-Maur，

CRR de Boulogne-Billancourt，CRR d‘Aubervilliers 等，此阶段学制及

考核要求不变与中国艺术专业进修不同，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为准备

进入更高阶段（如 concertist 阶段，Pôles supérieur 学院，法国国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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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音乐学院 CNSM 或国外其他高等音乐学院）学习的学生们的专项

训练。专业进修（Perfectionnement）阶段只针对已经获取 DEM 文凭

的专业学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考评的方式择优录取，每学年学

习结束都会以音乐会等实践形式的考核方式选拔进入更高年级，毕业

考核对于实践能力也有严格要求，其中包括： 

1、完成本阶段规定数量和规模的演出实践； 

2、毕业考核需通过参照国际比赛通用标准所设定的评分体系。 

此阶段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学生需要通过高强度、长时

间的系统训练，全面深入地掌握和运用专业技术技法。因此，也是师

承关系与流派学习的深化阶段和个人风格的塑造与发展时期。专业导

师将投入更多的个人精力对学生进行单独教学和培养，学生也将得到

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与更高的演出平台，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最大

限度的锻炼和磨砺，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精进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演奏家（Concertiste）阶段。Perfectionnement 阶段的完成，意味

着学生已经拥有了扎实、全面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音乐素养与鉴赏力，

并已得到了专业导师及其他业内人士的认可，但与演奏家（Concertiste）

阶段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演奏家阶段入学考试水平与国际比赛基本相

同，其中不乏国际大奖获得者或知名演奏家，所有考生均已具备深厚

的职业资历和精湛的专业技艺。演奏家阶段的学制为 2-3 年，全法只

有两所高等音乐学院与一所大区级音乐学院有权授予，仍然采用高淘

汰率的考评模式获取学历。巴黎大区音乐学院(CRR de Paris)的器乐专

业可以授予演奏家(concertiste)文凭。声乐专业也只有巴黎大区音乐学

院(CRR de Paris)可以授予演奏家(concertiste)文凭。这一阶段属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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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高级阶段，此阶段力求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演绎与风格流派

的掌控达到技艺纯熟、演绎细腻的高难水平。导师与所属音乐学院将

根据学生的能力特点，推选其参加业内具有影响力、权威性的大型比

赛、音乐会、大师班以丰富职业经历，为高、精音乐人才成长为音乐

家的职业生涯做出建设性的发展规划。 根据法国音乐类人才培养模

式，只有在取得专业进修文凭（Perfectionnement）之后才有可能进一

步攻读演奏家文凭（Concertiste），不存在取得 DEM 文凭后直接攻读

演奏家文凭的可能性。而此文凭也是法方少数顶尖音乐学院能够颁发

的最高等级文凭，全法范围内每年能拿到此文凭的学生数量也非常少。

虽然相对而言缺乏研究性学习过程和论文报告，但其具备国内同层次

人才所无法比拟的专业实践经验与能力。 

三、对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文凭的学历学位层次的界定 

法国公立音乐学院属文化部管辖，这些学院颁发的上述文凭属于

音乐行业专业文凭，除个别院校正在开展的改革尝试外，这些文凭一

般不与法国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部所属院校颁发的学位证书相对应。

考虑到法国公立音乐学院的专业人才培养特殊性和实际水平，以及我

国赴法学习音乐类专业学生的不同情况，对上述三个阶段文凭的学历

学位层次的界定提出以下初步考虑： 

DEM：学制 2-5 年，主要由大区级或部分市级公立音乐学院所授

予。凡我国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来法学习该文凭的学生，应可以界定其

学业水平为音乐本科毕业水平； 

凡我国大专、本科阶段院校毕业来法学习该文凭的学生，应可以

界定其学业水平为音乐硕士毕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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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学制 2-5 年，主要由大区级或部分市级公立音乐学院所授

予。凡我国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来法学习该专业的学生，应可以界定其

学业水平为戏剧本科毕业水平； 

凡我国大专、本科阶段院校毕业来法学习该文凭的学生，应可以

界定其学业水平为戏剧硕士毕业水平。 

DEC：学制 2-5 年，主要由大区级或部分市级公立音乐学院所授

予，凡我国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来法学习该专业的学生，应可以界定其

学业水平为舞蹈本科毕业水平； 

凡我国大专、本科阶段院校毕业来法学习该文凭的学生，应可以

界定其学业水平为舞蹈硕士毕业水平。 

Diplôme de Perfectionnement、Prix d'excellence、Prix Virtuosité，

学制 1-2 年，主要由大区级或部分市级公立音乐学院所授予。应可以

界定其学业水平为音乐或戏剧硕士学位水平； 

Diplôme de Concertiste，学制 1-2 年，主要由巴黎大区级音乐学

院（CRR de Paris）授予。应可以界定其学业水平为音乐博士学位水

平。 

（撰稿：吴易欣、张丹妮、顾晋宇 ） 

参考资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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