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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化学家获得 2020 年诺贝尔奖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10 月 7 日中午，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法国女科学家埃马纽埃尔 ·卡彭蒂耶

（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A.Doudna）因研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CRISPR / Cas9“基因剪刀”

而共同获此殊荣。该技术具有成本低、易上手、效率高等优势。

CRISPR/Cas9 技术使基因的修剪改造“普通化”，对临床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 

沙尔庞捷出生于奥尔日河畔于维西，曾在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博士

研究，并获得巴黎第六大学（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微生物学博

士学位。她也是法国科学院以及技术科学院院士。 

沙尔庞捷是第六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也是继玛丽居里及

其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之后获此殊荣的法国女性科学家。沙尔

庞捷认为 “女性科学家也可以对他们进行的研究产生影响”并希望向

有意从事科学职业的年轻女孩传递“非常强烈的信息”。 

法国诺贝尔奖 65 位获得者在众多领域脱颖而出也说明了法国在

许多学科中的卓越表现：15 个诺贝尔文学奖；14 个诺贝尔物理学

奖；13 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 个诺贝尔和平奖；9 个诺贝尔

化学奖；4 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法国也以其卓越的数学成就及 14 个

菲尔兹奖得主而闻名。 

（撰稿：姜佳宏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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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french-researcher-emmanuelle-

charpentier-nobel-prize-in-chemistry-2020 

 

法国出台创新就业相关政策 

为了鼓励和支持学生及年轻毕业生们积极发挥创新精神和创建创

新业务，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创新部门与法国公共银行（Bpifrance）

合作，于 2014 年创立了学生创新创业中心（Pôles étudiants pour 

l'innovation, le transfert et l'entrepreneuriat），并建立了专项的创业项目

比赛和奖项，旨在为年轻的学生创业群体提供初步的创业跳板，获奖

者可获得相应的经济援助与支持，以此来促进学生和年轻毕业生们开

展创新业务及表彰来自各个地区的年轻企业家们的奉献和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计划（Le plan "L'esprit d'entreprendre"） 

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

于 2019 年 5 月 2 日宣布了针对学生创业的“企业家精神”计划。该计

划反映了部长希望通过增加对企业家的培训，鼓励在他们学习期间开

展企业家项目以及提高对学生开发技能的认可，来将学生的创业作为

未来几年的优先事项。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中心 

自 2014 年以来，在高等教育网站上创建了 33 个学生创新创业中

心学生中心，分布在法国本土及一些海外国家；他们汇集了高等教育

机构（公立大学和高商）的经济参与者和相关网络信息。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培训的实施和汇总，

促进对学生或年轻毕业生开展的业务创建项目或活动的认可和支持，

并成立了全法学生企业家委员会。 

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french-researcher-emmanuelle-charpentier-nobel-prize-in-chemistry-2020
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french-researcher-emmanuelle-charpentier-nobel-prize-in-chemistr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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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BPIFRANCE 银行 

除了参与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奖的组织之外，Bpifrance 还为学生创

新创业中心 2020 获奖者提供支持，为此他们在 BIG 6 中为他们提供

了专门的课程，该课程今年以自由为主题组织，与专业的融资人士和

陪同人员，通过 Bpifrance 公司的媒体会议为参与者提供执行项目的

关键。 

学生创新创业奖（LE PRIX PEPITE） 

学生创新创业奖由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发起的。它是对拥有

全法学生企业家身份的学生和年轻毕业生开展的创新和创意业务创

造的项目支持系统,旨在通过奖励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中心的的最

佳项目，以经济资助的方式来支持青年人才的创业过程。该奖项致力

于建设一个绿色，更强大，更平等，更团结的社会的多样化和创造性

的项目。创新项目需要既具有经济效益，同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生创新创业奖 2020 年的获得者于 10 月 6 日揭晓，其中包括：

触觉计算机助手，环保除草剂，循环淋浴，翻新眼镜，个性化健康课

程，可重复使用的蛋壳，在家中制作生态化妆品等 29 个全国冠军项

目。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长向每位获奖者颁发了 10,000 欧元的奖

金 

十个团体奖（le Prix Pépites 2020）也在 2020 年 10 月 6 日颁发。

该奖项今年特别授予那些在健康危机中团结一致，通过重新定位产品

或技术而做出杰出贡献的公司（如：制作口罩和防护用品，支持护理

人员的日常生活和士气，打击对最脆弱人群的孤立...）。这十个项目反

映了年青一代企业家在社会危难时敢于挺身而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

鼓励了所有致力于并继续为疫情做出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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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企业家身份主要针对 28 岁以下的年轻人，学士学位或同等学

历在读学生，这是学生企业家所需的唯一文凭条件。 

青年毕业生的学生企业家身份 

希望自己创业的年轻毕业生可以获得学生企业家的身份。该身份

使他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受益：在学生身份期间的创建企业；进入学生

创新创业中心联合办公场所，并从建立业务所需的支持中受益；参加

创业和管理方面的培训，为创业项目启动做好准备。 

学生企业家身份的申请 

学生企业家身份是根据现实情况授予的，创业项目的质量和项目

负责人的素质是由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参与委员会负责审查，以达到高

等教育，研究和创新的部的要求。 

学生企业家可在在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获得资讯和信息服务；获得

来自老师和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网络的外部推荐人（企业家们）的支持

和帮助；同时有权访问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合作空间或合作伙伴，以

促进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多元化和学生企业家之间的联系；增加获得

与活动和就业合作社（C.A.E.），或具有人才培养战略的公司（une 

structure type couveuse）签订公司或项目支持合同（CAPE）的可能性。

学生可以用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认可的创业项目代替实习 ; 在国家文

凭中将“学生企业家”文凭（D2E）转换为欧洲学分（ECTS）的可能性。 

学生企业家建立文凭（D2E） 

获得方式：获得学生企业家资格的任何学生，在学生创新创业中

心的委聘委员会对文件进行审查后，即可注册学生创业机构文凭

（D2E）。有关信息可在 etudiant.gouv.fr 网站上在线获得。 

（撰稿：熊晶晶 核稿：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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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https://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154383/ceremonie-

de-remise-des-prix-pepite-2020.html 

2.https://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154517/remise-du-

prix-pepite-tremplin-pour-l-entrepreneuriat-etudiant-2020-29-laureats-et-

10-pepites-des-pepite-recompenses.html 

3.https://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79926/statut-

national-etudiant-entrepreneur.html 

 

 

国际水系统动力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近日落户法国蒙彼利埃大学 

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和蒙彼利埃大学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签署了三方协定，在蒙彼利埃大学建立国际水系统动力学

跨学科研究中心(ICIREWARD Montpellier)。这一中心的落户反映了蒙

彼利埃大学科研团队在水力科学领域的重要性和卓越表现，该中心拥

有近 400 名科学家和 150 名博士生，是法国这一领域规模最大的研究

团队，不仅涉及水和环境领域，还包括从物理、人文和社会科学到地

质、化学和生物。这个由教科文组织资助的科研中心将有助于应对知

识和适应方面的新挑战，以应对水资源领域出现的重大挑战(数量、质

量、极端事件和水文风险等)。 

蒙彼利埃国际水系统动力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第 2 类机构和中心，作为区域或国际专业知识中心向会员国、合作

伙伴和教科文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和服务。该中心将通过参与保护环境

和帮助抗击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建设和知识开发，为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设定的全球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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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陈俊彦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pid26414-

cid154850/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cid154850/l-

universite-de-montpellier-a-l-avant-garde-de-la-recherche-mondiale-sur-

l-eau-creation-d-un-centre-sous-l-egide-de-l-unesco.html 

 

 

法国高等教育署持续简化中国留学生来法签证程序 

根据 2007 年 12 月 10 日的法国教育服务中心（CEF）协议补充条

例规定，法国高等教育署每年有权免除一些课程或一些交换项目的法

语考试或预签证面试。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法国的高校正在努

力适应危机并于 2020 年 9 月全面复课迎接师生返校！针对中国留学

生，法国高等教育署实施部分学生的免面试及免法语考试简化流程。

法国留学预签证程序中现仅需要"法国高等院校的专业注册证明‘或’

法语培训机构的语言注册证明"，此规则即将开始普及。简单来说，原

来绝大部分留学的学生需要法国学校的语言通知书和专业预录取通

知书，为辅助证明孩子的留学动机如“先强化语言水平，然后再进入

某高校某专业继续进修”；而现在，语言过关的同学可像原来一样直

接申请法国学校专业录取，而现在可以只申请法国大学的语言学习而

不提供专业预录取，即可获得学生签证。 

（撰稿：熊子昂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288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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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中毕业会考改革 

2021 年起，法国将实施新一轮的高中毕业会考（BAC）改革计划，

共设置五门最终考试科目，其中一门为新增的口试环节，其余四门均

为笔试，即法语、哲学和两门专业选修课。作为此次改革的一大创新，

口试环节旨在评估考生的公众演说力，并于每年六月举行。2021 届高

三毕业生将首次参加于 6 月 21 日周一至 7 月 2 日周五举行的口试。 

法国国民教育部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发布的官方公报中详细说明

了此项口试，教育部网站（Eduscol）也明确了其实施方案。口试满分

为 20 分，普通类（Général）考试中其分值系数为 10，科技类

（Technologique）考试中其分值系数则为 14。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

盖（Jean-Michel Blanquer）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口试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占比很大，就是向所有教育体系发出了一

个信号，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的能力非常重要，这可以使我们从小学

到高中都保持自信。”口试评审团由考生高中校外的两名教师组成，

分别代表两门不同的学科。 

口试开始时，考生需要向评审团提供一张由专业课教师签署的纸，

并列出这一年围绕其研究项目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于普通类考生而言，

这两个问题与其选择的两门专业课有关，“就单一学科分别进行提问，

或以跨学科方法进行讨论”。相反，对科技类考生而言，这只与他们

所学习的其中一门专业课有关，也就是说“该项目对其选择的专业进

行了深入研究”。 

口试环节时长为 20 分钟，准备时间为 20 分钟，分为以下三部分：

考生首先提出自己的论点，随后通过与评审团的讨论拓宽思路，最后

双方就其项目定位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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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论证（5 分钟） 

评审团在两个问题中选定一个后，考生有 20 分钟的准备时间。准

备结束后，考生需要在五分钟内说明这个问题并作答，不得借助任何

笔记。评审团对考生的论证能力与口语流利度进行评估。 

与评审团的讨论（10 分钟） 

考生陈述完毕后，评审团会对其进行提问，“引导考生明确并深化

思想”。评审团也会就“高三研究项目的任何部分”提出更广泛的问

题。 

关于考生项目定位的讨论（5 分钟） 

最后，评审团与考生有五分钟的时间，讨论其项目定位。想要成

为业士（即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合格者），考生必须阐述这一年如何准

备这两个问题，以此“启发今后的学业计划，甚至是专业项目”。于

评审团而言，他们非常关注“考生产生并表达个人想法的能力，这能

证明其求知欲和表达动机的能力”。 

 (撰稿：张舒裴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1.https://www.super-bac.com/articles/bac/grand-oral-bac/ 

2.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bac-le-deroulement-detaille-du-

grand-oral-enfin-devoile_f8a1cac6-4bf1-11ea-8d1f-f6db9695b2f5/ 

 

 

法国政府通过各项津贴提高教师待遇 

学校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支柱，是建立价值观的地方。而

当前的社会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促使法国相关教育部门思考，如何

为老师以及整个教育系统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教育系统中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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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如何共同努力，提升教师职业价值，使教师这一职业回归社

会中心位置。 

法国国民教育部出台了众多改革举措，其中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是

重要手段。数据显示，法国事业初期教师工资比经合组织成员国

（OECD）同等时期教师平均工资数低 7 个百分点。经过长期的思考

与规划，2020 年 10 月 13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向各教师工会公布了

薪资建议书，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i 

第一，向事业初期教师发放总额为 2.6 亿欧元的吸引力津贴

（Prime d’attractivité）。 

津贴将从 2021 年 5 月开始发放，涉及公共和私营教育单位的所

有教师，包括教育心理学家，教育顾问，合同雇员。国民教育部提供

了 4 种方案，覆盖率最广的方案涉及 42％的教师。 

方案 1 涉及教龄 9 年（不包括 9 年）以内的教师，占教师总人数

的 14％。第 2、3 两级的津贴净额为 135 欧元/月（1 624 欧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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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 5 级的津贴净额降至 61 欧元/月。该方案的特点是，各个教育阶

段的教师津贴净额是一样的。 

方案 2 涉及教龄 12 年（不包括 12 年）以内的教师，占教师总人

数的 22％。该方案将惠及至第 6 级教师，以幼儿园、小学教师为例，

津贴净额从 1 453 欧元/年递减到第 5 级的 726 欧元、第 6 级的 427 欧

元。该方案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性：幼儿园、小学教师的津贴（第 2 级

方案 1 

等

级 

教龄（年） 幼儿园、 

小学教师 

津贴（欧

元） 

中学教师 

津贴（欧

元） 

大学教师 

津贴（欧

元） 

1 1 -  -  -  

2 1-2 1 624  1 624  1 624  

3 2-4 1 624  1 624  1 624  

4 4-6 1 410  1 410  1 410  

5 6-8.5 726  726  726  

6 8.5-11.5 -  -  -  

7 11.5-14.5 -  -  -  

8 14.5-18 -  -  -  

9 18-22 -  -  -  

10 22-26 -  -  -  

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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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额为 1 453/年）高于中学教师（1 368 欧元/年）和大学教师（1 282

欧元/年），该方案缓解了各个教育阶段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方案 2 

等

级 

教龄（年） 幼儿园、 

小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中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大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1 1 -  -  -  

2 1-2 1 453  1 368  1 282  

3 2-4 1 453  1 368  1 282  

4 4-6 1 026  940  855  

5 6-8.5 726  641  556  

6 8.5-11.5 427  342  256  

7 11.5-14.5 -  -  -  

8 14.5-18 -  -  -  

9 18-22 -  -  -  

10 22-26 -  -  -  

11 - -  -  -  

 

方案 3 涉及教龄 15 年（不包括 15 年）以内的教师，占教师总人

数的 31％。在该方案中，幼儿园、小学教师的津贴（第 2 级净额为

1 197 欧元/年）高于中学、大学教师的津贴（1 026 欧元/年）。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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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递减趋势增大，比如，第 7 级幼儿园、小学教师的津贴净额只

有 427 欧元。 

方案 3 

等

级 

教龄（年） 幼儿园、 

小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中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大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1 1 -  -  -  

2 1-2 1 197  1 111  1 026  

3 2-4 1 111  1 026  940  

4 4-6 769  684  598  

5 6-8.5 684  598  513  

6 8.5-11.5 427  342  256  

7 11.5-14.5 427  342  256  

8 14.5-18 -  -  -  

9 18-22 -  -  -  

10 22-26 -  -  -  

11 - -  -  -  

 

方案 4 涉及教龄 18 年（不包括 18 年）以内的教师，占教师总人

数的 42％。该方案将惠及至第 8 级教师，但在该级别，幼儿园、小学

教师的津贴净额只有 171 欧元/年，中学教师的津贴净额只有 85 欧元

/年，大学教师没有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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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4 

等

级 

教龄（年） 幼儿园、 

小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中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大学教师 

津贴净额

（欧元） 

1 1 -  -  -  

2 1-2 1 111  1 026  940  

3 2-4 1 111  1 026  940  

4 4-6 855  769  684  

5 6-8.5 684  598  513  

6 8.5-11.5 427  342  256  

7 11.5-14.5 342  256  171  

8 14.5-18 171  85  -  

9 18-22 -  -  -  

10 22-26 -  -  -  

11 - -  -  -  

 

第二，每年为每个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增加每人净额 150 欧元

的电子设备津贴。 

津贴将于年初二月或三月发放，涉及约 895 000 名教师。所有教

师将逐渐拥有自己的电子设备，并且该电子设备使用 3 至 4 年后可以

更换。该津贴举措将有助于教师在不断变化的教学实践背景下进行更

有效的教学。 

第三，为相关人员提供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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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向小学校长以及各个教育单位管理人员发放额度为

4 500 万欧元的特殊津贴。 

第四，提高高职称级别教师的晋升率。 

国民教育部计划将高职称级别教师的晋升率提高至 18%。该措施

将惠及部分不具备领取吸引力津贴资格的教师，每年将有约 1 700 名

教师因此而获益。国民教育部为此做出的年度预算为 1 100 万欧元。 

（撰稿：陈淑婷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20/10/14102020Artic

le637382578434736459.aspx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Documents/revalo131020.pdf  

 

法国加强学校体育教育 

    体育运动在法国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学校体育运动的

发展成了涉及到学生健康、发展、平等、成功的关键问题。而体育

运动能充分促进儿童的发展，使孩子们能够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基础

上获得自信心，更好地了解、开发自己的身体，因此从小就将体育

锻炼纳入日常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法

是汇集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努力，在学校与国家体育协会之间架

起更多的桥梁，使法国成为一个更加运动、更自信、更健康的国

家。努力、快乐、卓越、友谊、团结和尊重——体育的价值也是共

和国学校的价值。法国将通过在学校推广体育运动、‘星期三’计划

和‘教育城市’计划，保障 3 至 18 岁儿童课内课外从事体育运动的时

间。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20/10/14102020Article637382578434736459.aspx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Pages/2020/10/14102020Article637382578434736459.aspx
http://www.cafepedagogique.net/lexpresso/Documents/revalo131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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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国民教育部体育事务部长级代表 Roxana Maracineanu 表

示，一个体育强国是一个健康、自信、繁荣的国家。这就是他希望

一定要加强体育教育在学校课程当中的地位的原因，为从小就在孩

子的生活中加入持久的运动习惯，为学生的成功和平等机会做出贡

献，同时也为培养思想开明的公民。学会游泳和独立骑自行车，这

是学校必须使共和国的每个孩子获得的基本技能。 

   另外，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发起日常体育锻

炼的倡议，鼓励每个学生每天在课内或放学后的时间里进行 30 分钟

的体育锻炼。 

（撰稿：应菲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education.gouv.fr/plus-de-sport-l-ecole-une-grande-priorite-

pour-le-sport-306483 

 

 

法国格雷纳尔教育改革计划 

2020 年 10 月 22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提出格雷纳尔教育改革计划

（Grenelle de l’éducation）。该计划涉及教育系统各个方面，包括教职

工、学生家长、教师工会和社团组织等，主要改革事项包括课程设置、

职业培养、数字教育、社区人力资源、职业健康。该计划旨在加强教

育界各方面之间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提高法国学校和教师在国家

中的作用和地位。 

格雷纳尔教育改革计划进度： 

2020 年 11 月 3 日 格雷纳尔教育孵化器研讨会开始 

2020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普瓦捷法国数字教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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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9 日 完成与教育工会的对话 

2020 年 12 月 1 日-21 日在法兰西学院举行专家研讨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举办格雷纳尔教育孵化器讲习班 

2021 年 1 月底 向国民教育部长提交建议书。 

2021 年 2 月 完成格雷纳尔计划提案 

（撰稿：姜佳宏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https://www.education.gouv.fr/grenelle-de-l-education-306837 

 

 

法国学校调解的发展与现状 

杰基·贝勒罗（Jacky Beillerot）在《调解，教育和培训》一文中

指出：近年来，调解的概念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概

念被他理解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种介入的第三方或多或少被认

为是中立的，他在人，组织，机构，决策机关甚至国家之间建立或维

持链接，即使这些链接是不足的或者不存在的，有时也可能是已经被

损坏的”。基于此，调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结构化过程的纠纷解

决方法，这种方法涉及第三方干预，但是不会对当事双方施加可强制

执行的决定”。 

当这个概念被应用在学校及教育领域时，就催生了“学校调解”

（Médiation en milieu scolaire）和“学校调解员”（Médiateur）。我们可

以把学校调解看作是一种第三者的介入，专业的学校调解员不仅与学

校内的教师学生建立关系，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整体的校园环境的变化。

学校调解作为一种相对平等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尽量避免使用压制性

的方法解决校园矛盾，从而达到缓解紧张校园局势，维护或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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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气氛的目的。 

本文将通过对法国学校调解的发展现状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一个

相对客观的认识，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国教育环境中调解的优势和

局限性。 

学校调解的出现 

1998 年，学校调解的概念首次在比利时正式出现。在这之前，校

园中其实已经出现和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调解手段一样的干预手段，但

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1998 年比利时颁布的《中等教育学校调解法

令》（Décret De la Médiation scolaire dans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明

确了学校调解的目的是“促进，维持或重建学生和其父母与学校之间

必须存在的信任”。2013 年，21 号法令明确了学校调解员的任务变化，

即“通过第三方的介入调解行动防止校园暴力和学生辍学”。比利时的

学校调解员工作主要包括：一、分析和测试是否需要学校调解的干预；

二、学校空间规划，帮助学校建立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自由空间，在此

空间里学生能够自主行动；三、和其他在从事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合作。 

学校调解员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学生个人，同学关系，老师或家人

的问题上。但是在比利时，一些调解在学校中也可以被“制度化”，

负责学校某些方面的行政管理，例如学校旅行。比利时的学校调解员

下属于义务教育总局，但同时独立于学校。为保证学校调解的发展，

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学校调解”（Mediscola）的协会。 

在法国，自从费里法案（Lois Jules Ferry）颁布以来，全民义务教

育就成为法国教育的三大原则之一。但是面临法国的社会和文化多样

性，学校作为国家共同文化的承载者，在实现这个原则方面面临着诸

多挑战：例如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辍学问题和学校的社会再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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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上述现象，首先必须从孩子本身的独特性和外部环境的

角度将孩子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观点于 1989 年通过莱昂内

尔·约斯平（Lionel Jospin）法令实现普及，该法令旨在使学生成为学

校的核心。在一些观念里，学校是知识构建和核心，但是考虑到学校

的构成，它也是人的建构的核心。从 19 世纪末起，法国学校的目标

不仅仅是为共和国培养未来公民，更多也是在多文化背景下传播一种

国家文化，在建立文化认同的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的

文化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法国 1989 年颁布的《教育方向法》（La loi 

d’orientation sur l’éducation）中，在以对话和倾听为中心概念的基础

上提出公民作为个人的发展问题，从而提出在年轻学生追求身份认同

的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在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内在自信是和他所处的参

考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学生的参考环境包括学校，家庭，社区和城市

等。所以 20 世纪末在法国调解概念应运而生，在学校，社区和城市

间广泛传播。 

作为法国政府部际合作的一部分，法国调解协会（France Médiation）

自 2012 年以来一直在全国学校中试行“学校调解员计划”（PROJET 

MÉDIATEUR À L’ÉCOLE）。旨在通过对校园暴力和辍学的预防管理

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完成公民培养。2013 年出台的佩永法案（La 

loi Peillon）强调校园氛围的重要地位。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学校在

人才培养和人生建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学校教育不应该仅把学生的

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应该兼顾学生的所有方面，包括心理健

康和全面发展等。学校逐渐开放，通过密切家校联系等措施建立合作。

学校通过这种合作在学生的参考环境中进行调解，为学生营造一个良

好的校园环境，目的是是所有学生能够全面发展，即在取得学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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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具有合格公民的素养。良好校园环境的形成既涉及学生，也涉

及各种教育工作者，这也要求学校调解员因地制宜，能够有效阻止校

园冲突的发生或者在冲突爆发时能够采取最适合的措施。 

今天的法国学校调解  

在一些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社区中，一些社会问题也会在学校内

部体现，这对学生的学业和校园氛围产生很大影响。法国调解协会发

起的“学校调解员计划”将一种新的职业—学校调解员引入教育领域。

学校调解员通常在初中或高中工作，承担三个主要任务：一、保障公

民教育，促进学生沟通和宽容能力的形成，二、预防和治理校园暴力

和性侵；三、预防和治理学生缺课辍学。要成为学校调解员，必须接

受社会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最低大学本科（Bac + 3）水平。毕业之

后，调解员将接受所在部门的强化培训，在此期间，他将对儿童和青

少年心理学的知识进行深入学习，并且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和在心理

学家指导帮助下工作组。学校调解员不一定仅仅受雇于学校，也有可

能被社会调解协会雇佣。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调解员的中

立立场。除了保持中立，学校调解员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应该扮演平等

的倾听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不加任何评判地倾听学生的烦恼和矛盾，

提出合理建议和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例如，如何在和他人的相处中

合理地表达自己，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管理冲动情绪等。一些学

校工作者倾向于以惩罚的形式解决校园冲突，这使一些处在校园冲突

中的学生为了躲避惩罚不愿意向老师倾诉，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加剧校园环境的恶化。调解员的职业特性使其没有传统教师权威对于

学生的威压，比起惩罚，调解员所做的更多是为学生进行疏通和提出

建议。除了谈话形式，观察也是调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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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观察能够及时预知和避免一些暴力行为，在一个

由法国文化组织的学校调解员专题采访中，一位初中调解员说到她在

学生的日常行为中注意到一些很暴力的游戏，在一些大人的固化观念

里这是儿童的天性，但是实际上儿童会产生暴力行为的原因是他们不

知道怎么纾解自己的暴力情绪。因此调解员也对学生进行一种心理干

预和辅导。 

鉴于目前专职学校调解员的人数不足，一些社会调解员也将参与

到学校调解中，他们每个人都负责几个“对口学校”。调解员受学校

负责人的职能授权，由具有专业经验的社会调解机构聘用和监督。到

2020 年底，将有 130 个社会调解员介入 11 个法国大省和海外部分共

250 所中小学，届时将惠及 75,000 名学生。 

当地“学校调解员计划”和当地学区及调解协会建立紧密联系。

这种合作方式可以将社会调解员整合到教育团队中，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 

鉴于学校和外部环境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学校调解员的工作地

点不局限于校园，他们也干预学校以外的活动。根据校园氛围采取行

动以为着打破校园的局限性，着眼于学校所处的大环境，所以有时学

校调解员不得不陪伴学生回家，甚至干预学生的校外斗殴。升学（小

升初），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以及儿童教育的各种参与者（父母，

教育社区，合作伙伴）构成了调解员的横向行动。基于此，学校调解

员在促进学生，学校和家庭交流对话中起到重要作用。 

调解员的介入可以改善校园氛围并且防治校园暴力和辍学，这个

积极作用已经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评估实验室的一组研究数

据所证实。其中一名研究人员妮娜·居荣指出“口头、身体和心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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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生率和骚扰率都下降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初中一年级的男孩

作为最容易遭受校园暴力的群体，骚扰事件减少的程度也最大：初一

男生被骚扰的概率下降了 46%。”除了校园暴力概率的下降，学校调

解员也“对改善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有影响，他似乎拉近和加强了

家庭和学校的联系。”在缺勤方面，学校调解也取得一定成果：不仅

学生的缺勤率有所下降（逃课学生比例下降 30%），教师的缺勤比例

也急剧下降：在一些城市或者区域，教师会因一些社会问题遭到来自

各界的暴力，而在引入学校调解机制后，教师的缺勤比例从 52%到

18%，学校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做是改善学校氛围的一种关键

因素。 

结论 

学校调解员通过倾听谈话，观察学生行为动态等方式，有效地预

测和减少校园暴力，性侵行为的发生，同时让更多的学生老师回归学

校，帮助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有力地保障了学生的学业。学校调解

工作旨在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学校氛围，帮助学生掌控情绪，正确沟

通，支持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建立

一个更加和平开放包容的社会。 

(撰稿：王文殊 核稿：王娟) 

参考资料： 

1.Beillerot, Jacky. 2004. « Médiation, éducation et formation ». Tréma 

(23):27 34. doi: 10.4000/trema.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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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程师学院中的人文学科培养 

一、总述 

法国工程师学院作为培养国家工业人才的园地，以其通用课程体

系的独特性而在世界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实际工程问

题愈发复杂的 21 世纪，这一模式愈发凸显出自己的价值。这其中，

人文学科的建设更是对所有教育体系都有着深远的参考价值。这一建

设从最初的生产实际需要到后来教学相长的 SHS 学科体系，反映的

不只是法国工程师培养的曲折演变，更是法国工程师阶层对于自身社

会定位的时代思考。同时，由于教学模式的不同，中国大学内各理工

学院的人文学科建设可能在也能从这一演变发展中思考出属于新时

代中国理工学院人文教学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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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工程师学院人文学科的历史与现状 

2.1. 人文学科在法国工程师学院历史中的曲折发展[1] 

法国工程师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于其共和制度历史的启蒙运

动时代，当时的宗旨也还是局限于为以王室为核心的王国服务。但可

能也正因如此，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这些工程师学生们在改变了国家

观念后，也可以自然地把为公众服务的社会使命感与自身职业规划紧

密联系起来。同时，在重视语言和哲学的法国传统大学体系、启蒙时

代文理交融的渊博文化遗产、随资本主义兴起而日益成熟的政治学与

经济学这三重影响下，人文学科在工程师学院建设的初始阶段就受到

了充分的重视。 

当然，真正的人文学科建设，就和工程师学院本身的建设一样，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工程师由学院培养，步入社会后面对实际的时

代形势又反过来重新省视学院模式的不足，从而提出自己的建议。可

以说，这一过程不但是工程师学院体制的革新完善，更是工程师这个

阶层对自己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而这其中，人文学科建设是这一演

化极为关键的方面之一。 

初期的工程师面对工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面临企业管理、工程

规划和行业竞争等问题，管理学和经济学就成为了他们探索科学生产

模式的重要理论来源。这也是人文学科在工程师学院建设中能占据一

席之地的最初原因。而随着这方面的精进，加上自身本来便掌握的具

体技术，工程师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一演化使得他们慢慢

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在实现功能需求后重视起产品的审美

需求，从而开始追求文学、艺术等其他更高层次的人文需要，相对应

的一系列人文课程也在这个阶段不断充实到工程师学院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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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同时，随着自身社会使命感的增强，工程师也在经济危机等社

会动荡中，逐渐担负起工人榜样的道德责任。法学和政治学也随之扩

充到了工程师学院的学科建设中去。但是这一时期的所有人文课程都

是较为独立课程，没有真正纳入学院的体系设计，在学院内也并未对

工程师们起到预想中的作用。19 世纪末，这些人文课程甚至过度发

展，使得艺术生占到了当时土木工程师协会的 20%。故而，越来越多

的学院开始反对这个有舍本逐末倾向的培育机制。1968 年的事件更

是重燃了这种“工业界对学院向来带有的不信任感，指责其为只能培

养有名无实或痴心革命的空谈家”[2]。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要求大量技

术强悍的工业士官，来支持国家在镀金时代的运作，这些人文学科的

课程建设被视为不小的障碍。这些反对声造成了人文课程在学院中一

时的衰落，但并没有彻底取缔工程师培养行业中人文课程的存在。 

而随着 1950 至 1970 年代的经济重建时期，面对与工人阶级日益

频繁的交流冲突，以及商学院学生对于工程师管理者角色的冲击，工

程师们逐渐质疑其工科技术的全能型，开始重视起自身社会角色对于

自己在人文和社会层面的要求。他们认为许多实际问题，往往不是技

术出现了缺陷，而是工程师在应对市场经济与社会关系时的基础薄弱。

故而，上述的人文学科框架也在多所工程师学院的体制改革中出现了

一些开创性的举措。虽然在 1960 年代还是少数学院的愿望，但是随

着 20 世纪的到来，在国际教科文组织和法国管理联合会的呼吁下，

以人文、经济学、法学、社会学（SHEJS）为主的人文学科终于在 1990

年代的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危机中，终于在长期以来的激烈辩论中被提

到了必要的位置，并在工程师学科框架中形成自己日益完整的体系。

同时，以此为契机也诞生出了一系列致力于通用工程师培养的新式学



 

 25 

院。这段时期内，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等高等学院所专门创

建的科研室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与研究。这些研究不光将带来人文学科

的第二次发展，也同时使得由这些研究组成的教育科学也逐渐在学院

建设中开始成型。教育科学也在人文学科体系下日益得到重视，在包

含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室中逐渐成熟，也反过来搭建了人文学科

与工业科学间的科学桥梁。 

2.2. 人文学科在工程师学院中的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在力求以科学理性将经济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的

愿景中，学院围绕工程师社会定位展开了一系列争论。1990 年代，丹

尼斯·勒梅特(Denis Lemaître)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教育科学，尤其是课

程社会学的理念，来定义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他将其具体分为三类: 

1. 通用工程师学院引导的人文学科培养模式应该使学生致力于

社会自由和道德红利。该模式包含了文化通识、历史、哲学和人类

学等学科。 

2. 个人发展模型应该允许学生维护个人主张，并以自身职业为

荣。该模式包含了职业通识培养（简历、求职信的书写等）、沟通表

达能力培养、心理学、体育、艺术、外语和实习。 

3. 工程师的社会人文科学(SHS)模型必须提供理论、技术和管理

策略，以确保学生的专业能力。它包括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产业

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等课程。 

各学院都偏爱这三种模式进行混合运用，但必然会有一种模式在

其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勒马特本人也提倡一种三模式均势并行的

联合配置模式。[3]随着 2006 年 Ingenium 论坛上众多学院教师对于

SHS 模式的推崇[4]，法国工程技术委员会（CTI）也与 2010 年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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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三元模型[5]。这一模型也和早期的其他三元模型殊途同归地

将工程师的培养框架大致概述为三个方面：文化通识（savoir，即理论

知识）、个人发展（savoir-être，即社会认知）、管理技巧（savoir-faire，

即实践能力）。但是这一模型将人文学科视作工程师培养中人文关怀

方面的弥补 ，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其在工程师学院教育体系中的定

位问题。人文学科还是处于非技术非专业的情怀补品或着职场工具这

样一种尴尬地位。 

 

图 1 21 世纪法国工程师学院中人文学科的比重 

而且，这种三元模型的组合形式其实是有局限性的。凯瑟琳·罗

比在分析了 1970 年代以来的 SHS 教育实践后，通过 6 个极端类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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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于实践中的结果进行了具体的定性分析： 

1. “专业驱动”类别对应于以下培养：通过“企业通识”或

“个人规划”这些课程，SHS 课程致力于发展专业技能专业人士。 

2. “企业文化”类别对应于由临时培养人员提供的培养，这些

培养的重点是获得专业技能和管理，以掌握公司的经济和社会环

境，而与 SHS 课程并没有直接联系。 

3. “社会融入”类别与上一类培养相对应，但区别在于临时培

养人员和常任教师会提供诸如书信写作，艺术和若干 SHS 课程的培

养，以允许促进企业中工程师学生的个人融入和全面发展。 

4. “人文熏陶”类别与上一个类别接近。但是，它更多地关注

社会和道德问题。它有时还明确地响应基督教的灵性。常通过一个

具体部门，支持学生的个人项目，并促进社团项目和人文项目，从

而引导学生的个人发展。 

5. “多学科与人文混合”类别对应于 SHS 课程，书信写作和艺

术这些方面的培养，并由附属于科研室的教师或研究人员提供支

持。它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他们敢于质疑技术引导的

工程选择。它不要求立竿见影的培养效果，但和前四类一样，仍与

具体的科学技术培养有所脱节。 

6. “跨学科整合”类别对应于科研室团队设计的 SHS 培养计

划。它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以下这一认识：技术是复杂的问题，会

涉及多个维度，所以只能希望通过 SHS 学科之间以及 SHS 学科与

工程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来理解，故而工程师学生必须具有一定

的跨学科适应能力。此项培养应使工程师学生将来能够对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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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批判性的了解，以便可以在原则和价值观基础上进行充分反

思后，再采取适当的行动。 

由于多数工程师学院对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培养的功利性太强，前

四种极端并没有对于 SHS 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后两者又仅涉及

到农业高等学校（ESA），国家应用科学研究院（INSA）和国家理工

学院（INP）等少数学校。[7]但是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转变。一方面，

法国工程技术委员会对于 SHS 学科研究的重视，使得工程师学院至

少出于考核评分的考虑会按规定尽力举办一项相关的研究活动；另一

方面，Ingenium 论坛的存在也使得 SHS 学科研究可以在学院间交流

共享，使得 SHS 学科的科学建设更加成为当代工程师学院的共识。

就像法国工程技术委员会在 2012 至 2014 年名为“分析与观点”的报

告中说的那样，各学院都逐渐认同了“如今，SHS 学科培养必须像其

他学科一样，被赋予自己专属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SHS 学

科领域的研究活动也为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8]这一观点。在 2010

年代，诸如 GIS 等研究组织也继续在现有 SHS 学科培养模型的基础

上，通过实践不断更新着具体方案，力求寻找出最符合当下工程师历

史角色的 SHS 学科培养模式[9]。 

三、 工程师学院人文学科建设的实际借鉴意义 

基于对于工程师学院人文学科培养的演变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法

国工程师学院在人文学科建设的几大独到之处。 

首先，法国工程师学院对于学科建设的考虑是基于工程师时代定

位的反思而不断调整的。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人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自

己的价值，而大学阶段的学生其实已经通过志愿填报基本确定了自己

大致的人生方向。而学院应该做的，便是基于自身方向对应的社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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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进行与时俱进的思考，为学生筛选整合出最恰当的通识课程搭配，

从而提供最适应该社会角色的一套全面培养模式。 

其次，法国工程师学院的当代学科教育是成体系建设的。从之前

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这些学院也在初期探索中忽视过学科之间的关

联性。其实人文学科培养的演变折射出了现代教育的三组矛盾：理论

教学与实践培养的矛盾，理工学科与人文学科的矛盾，教学与研究的

矛盾。只有注意到了这些矛盾，真正的把这些矛盾的双方有机结合起

来，才能培养出符合这个高度发达时代的实际工业需求。法国工程师

学院的很多学科其实是多个学科的有机混合，比如宏观经济、会计学

和企业管理的混合，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混合，课题设计和项

目管理的混合等等。这些混合的背后，都有着学院人文学科科研室出

于工程师定位的大量思考。 

最后，法国工程师学院的人文学科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投入到教

学实践中去，使得教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形成闭环，从而探索出更

合适的培养模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三点对于其他教育体系有着一定的参

考意义。21 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蓬勃发展，其展现出来的强大创造力

和能动性使世界上其他任何教育机构都会为之叹服。但通过与和法国

工程师学院学科体系的比较，我国现行的以英美大学专业化培养为主

的教育体系似乎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不足。 

首先，就学科体系而言，虽然大学内部可以选择到不同科学、技

术、人文等通识课程，但是其实每门课程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教学大纲。

这一点在理工院系开始的人文课程中表现更加明显：其他学院和经济

管理专业的经济管理课程，只有考核详略的区别，去没有真正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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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教学方案上的区别。这些课程的组合更像是由一对独立的部件组

成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部件之间的契合。而这些很可能造成学生知

识体系最后的离散性，对于其真正工作的跨学科运用造成一定的阻碍。 

同时，这样的教学也缺少对于学生自我社会定位的一种潜移默化

的引导，而只有没有针对性的心理认知活动和偏于形式主义的浅层实

习。这可能会造成学生虽然专业技术和道德素质达标，却对于自己具

体的社会责任存有迷茫，从而不能真正成为工程师那样具有领导能力

和榜样意识的社会建设指挥者。 

最后，虽然中国各学科实验室成果对于实际生产生活的运用极为

高效，但是缺少真正针对于教育科学进行研究实践的团队。这很可能

使得教育停滞于在知识技术、科研能力等方面授业的层面，而注意不

到关于时代职业定位思考引导的“传道”职能的缺失。 

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技术井喷的 21 世纪，实际工程问题已经愈

发复杂，跨学科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各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法国工程

师学院有别于主流的英美专业化学科培养模式，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撰稿：周金浛  核稿：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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