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改革

3 建立让所有人成功和卓越的学校

要要要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教育政策走向

纪俊男

9 法国高校的分分合合：传统与变革 张力玮

人物·观点

16 以教育交流合作浇灌中法友谊之花

要要要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马燕生

郭 伟 李广平

22 深化中法高等教育交流 探索国际合作新空间

要要要访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

合作专员鲍佳佳教授 张力玮 吕伊雯

高教·透视

27 巴黎政治大学：从法国政要孵化器到世界精英的

摇篮 吕伊雯

目 录 (2016 年增刊)世界教育信息（半月刊）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指 导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港澳台办公室)

出 版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

运 营 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

筅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筅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筅龙源期刊网收录期刊

社 长 周 一

总 编 辑 祁 伟

副 社 长 杨 阳

副 总 编 辑 王永丽

主 编 周 一

副 主 编 张力玮

编辑部主任 李广平

编 辑 部 许方舟 朱婷婷

吕伊雯

研究与服务部 杜永军 施永川

贺 庆

美 术 编 辑 石兴虎 张 娜

法 律 顾 问 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

徐长林 王 迅

16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马燕生

22
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
研究合作专员鲍佳佳教授及其同事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edinfo@moe.edu.cn

2016 年法国专刊

封面照片院巴黎第五区于勒姆街

渊La Rue d'Ulm) 渊摄影院吕伊雯冤
封 二院法国高校掠影

封 三院叶中国教育信息化曳杂志社

封 底院2016年封面一览

31 法兰西：同窗共和国渊摘编冤 俞 可

33 法国商学院主动应变的创新发展

要要要以巴黎高等商学院为例 吕伊雯

37 卓越之路：教师、学生与学科文化

要要要访巴黎高等商学院渊HEC Paris冤金融硕士专业常务主任

奥利维尔窑博飒德 马子悦 张力玮

45 高等工程教育的法国范本 张力玮

51 法国与中国葡萄酒专业及院校浅析 张 沛

合作·交流

56 法国高等教育署

要要要教育推广与服务提供 任一菲

61 产学研合作培养新型工程师激发创新精神应对全球挑战

要要要访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中心国际关系

主任米歇尔窑莱加尔特 吕伊雯 杨晓璐

彩页索引

文 章 投 稿 010-63020966

edinfo@moe.edu.cn
合 作 交 流 010-66092189尧66096335

world@moe.edu.cn
通 讯 地 址 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7号

教育部 2 号办公楼 410 室

邮 政 编 码 100816
国 内 刊 号 CN11-4123/G4
国 际 刊 号 ISSN 1672-3937
创 刊 时 间 1987 年

出 版 日 期 每月 10 日尧20 日

版权声明:

筅如未特别注明，本刊图片均来自本刊编辑部。

筅本刊发表的文章均系作者本人原创，如与其

他媒体（包括网站）出现版权纠纷，一切责任由作者

本人承担；对于一稿多投者，本刊拒绝接受该作者

投稿并适时向相关媒体公布。

筅未经《世界教育信息》杂志或相关权利人书

面授权，任何个人、单位、媒体、互联网站、商业机构

等不得使用上述作品，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

载、摘编、复制、发行、制作光盘、建立数据库、触摸

展示或将之在非本刊网站所属的服务器上做滤镜

等行为。

筅经《世界教育信息》杂志书面授权使用作品

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

筅本刊保留追究侵权者的相关法律责任。

国 内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128
国 内 发 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 内 定 价 人民币 15.00 元/期
国 外 订 阅 中国国际图书公司

渊北京 399 信箱冤
国外邮发代号 M2044
国 外 定 价 美元 15.00 元/期

广 告 许 可 京西工商广字 0167 号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37 巴黎高等商学院金融硕士专业常务
主任奥利维尔 · 博飒德

Journal ofWorld Education
(Semimonthly)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edinfo@moe.edu.cn

2016 年法国专刊

建立让所有人成功和卓越的学校

■ 纪俊男

要要要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教育政策走向

马克龙眼中的法国教育症结

马克龙认为，教育是实现国家团结统一的先决条件。他指出，当前法国

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体系的不公平在不断加剧，家庭的社会经济

地位对学生学业的影响持续变大；小学生数学和科学成绩在全欧洲垫底；

40%的小学生在毕业时未能全面掌握基础知识；每年有 11 万名学生在离开

校园时既无文凭也找不到工作；教师在入职时准备不充分；学校面临严重的

信任危机。

与此同时，马克龙认为，法国高等教育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教书

育人、促进就业和社会流动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挑战。如

今，法国高等教育民主化隐藏了深刻的不公平。法国高等专科学校 （又称

“大学校”） 预科班中只有 6%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而来自官员和高级知识

分子家庭的学生高达 49.8%。另外，虽然法国在科研领域有自己的优势，但

仍存在被前所未有的全球竞争淘汰的风险。在创新能力方面，法国虽然一直

致力于开展自上而下的改革，但缺少对一线教职科研人员创新能力和满足学

生多样化需求能力的信任。教育改革存在机械化、同质化、资金不足和缺少

地方能动性的问题。

此外，马克龙指出，虽然法国具有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但囿于法国社

法国高等教育也
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
是教书育人、促进就业
和社会流动的挑战，另
一方面是基础研究和
创新的挑战。如今，法
国高等教育民主化隐
藏了深刻的不公平。在
创新能力方面，法国虽
然一直致力于开展自
上而下的改革，但缺少
对一线教职科研人员
创新能力和满足学生
多样化需求能力的信
任。教育改革存在机械
化、同质化、资金不足
和缺少地方能动性的
问题。

2017 年 5 月 14 日袁法国当选总统埃马纽埃尔窑马克龙正式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第八任总统遥 这位年仅 39 岁的法国总统曾在今年 3 月宣布了社会政策偏左尧经济政策

偏右的竞选纲领袁强调既反对撒切尔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袁也反对闭关自守袁将推动教

育尧就业尧经济现代化尧安全与国际战略和政治廉洁六大领域的改革遥 教育一直是历届

法国政府的核心关切袁马克龙提出野建立让所有人成功和卓越的学校冶袁并基于当前法

国教育出现的问题袁提出了法国未来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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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鄙视体力劳动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面临认可度低、师资力量

不足、教学质量低下、毕业生社会地位和收入偏低等问题。在法国，通常

是初中学习成绩欠佳的学生才接受职业教育，法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教

学模式都有待提升。

马克龙的教育理念与主张

面对当前法国教育遇到的问题和挑战，马克龙表示，应优先关注幼儿

园和小学阶段学生基础知识的获得，加强初中阶段对学生的个性化辅导和

方向指导。高中应该多样化发展，既要让部分学生充分做好就业准备，也

要帮助其他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此外，教师应该被赋予更多的信任、

认可以及财政支持。他认为，中小学应围绕“仁爱、自由、责任”三个原

则进行组织。在高等教育领域，他提出“给予大学真正的自主权”，并在职

业教育领域提出“将工读交替的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

基础教育：聚焦公平与质量

马克龙在基础教育领域提出了六大教育改革目标。

目标 1院 让幼儿园成为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抓手

法国仅有一半申请入园的孩子能获得学位。因此，马克龙提出，未来

将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入园机会，具体措施包括：保证幼儿园学位创建；

要求各市镇在网上发布幼儿园学位分配标准，保证学位分配公平，并对学

位申请进行系统编号。

目标 2院 在学前和小学阶段重点学习 野读尧 写尧 算冶 基础知识

马克龙提出将从幼儿园起加强对学生的陪伴和个性化辅导，具体措施

包括：第一，将教育优先区小学一、二年级的班级人数减少一半，将师生

比控制在 1:12；第二，创建 4000~5000 个教师岗位；第三，每学期都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业总结，以此评估每个学生的学业进步情况；第四，通

过发展数字支持和数字应用，改进教学实践，完善对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培

训；第五，为学业困难学生提供暑期补习，补习将由教师志愿者有偿承担。

目标 3院 加强对初高中学生的辅导和方向指导

法国的初中不能改善自小学起出现的不公平，有太多学生离校时没有

拿到文凭或没有选择好未来发展方向。基于此，马克龙提出将为所有学生

提供课后辅导，并为学业困难的学生提供专门培训，以赶上学校的教学进

度。同时，还将在初高中广泛开展学业方向指导。未来五年，还将对 100

马克龙在基础教
育领域提出了六大教
育改革目标：让幼儿
园成为应对教育不公
平的抓手；在学前和
小学阶段重点学习 "
读、写、算 " 基础知识；
加强对初高中学生的
辅导和 方 向 指 导 ；将
对教师的 " 陪伴 " 贯
穿整个 职 业 生 涯 ；扩
大学校自主权，支持
学校结合学生和地方
需求进行调整；加强
家校关系，鼓励志愿
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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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无资质无工作的青年进行再培养。

目标 4院 将对教师的 野陪伴冶 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多项研究显示，法国教师在入职时大多感觉准备不充分，且入职初期通

常在条件较差的学校任教，教师既缺少自信也缺少认可。为此，马克龙提

出，不再将入职 3 年以内的教师派往教育优先区；重点教育优先区的教师

将得到更多支持和认可，每年将新增 3000 欧元的补助；从本科起就对想

要从教的学生提供工读交替的机会；在教育体系内建立更加雄心勃勃的培

训机制。

目标 5院 扩大学校自主权袁 支持学校结合学生和地方需求进行调整

马克龙提出赋予学校更多自主权，具体包括：让学校自主安排课外时

间；给予教育优先区的学校部分自主招录权；鼓励学校自主开展课程改革；

重新设立双语班和欧洲课程；为学校扩大自主权提供定期评估。

目标 6院 加强家校关系袁 鼓励志愿者参与

针对层出不穷的家校矛盾和信任危机，马克龙提出：重建信任纽带，加

强学校与家长的交流，普及家长工具箱的经验；提高家长在学校管理中的地

位；鼓励青年公务员加入幼儿园教育志愿者队伍；鼓励大学生和退休人员作

为志愿者对学生进行课后辅导。

高等教育：聚焦自主权与竞争力

马克龙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同样提出了五大教育改革目标。

目标 1院 将科研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领域

马克龙表示，“我希望法国是追求科研卓越的国家，我将在公共研究领

域出台强有力的措施”。马克龙将继续鼓励基础研究，加大对创新的投入。

具体措施包括：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自愿重组，成立国际化高水平大学；为

重点优先项目提供额外财政支持；发展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研究人

员创业。

目标 2院 释放大学活力袁 给予大学充分自主权

马克龙指出，中央集权制不再适应法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未来的法

国大学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以更好应对国际挑战。具体措施包括：第一，

允许高校自主开展教学活动，并将开发三年制工读交替的职业本科教育；第

二，允许高校基于国际标准自主招聘教职科研人员；第三，发展新型大学管

马克龙在高等教
育领域提出了五大教
育改革目标：将科研
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
领域；释放大学活力，
给 予 大 学 充 分 自 主
权；高校资金来源多
元化；营造有利于所
有学生成功的环境；
让每个学生毕业后都
能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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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第四，科研机构和大学的领导招录需遵循国际标准；第五，简化对

大学的评估程序。

目标 3院 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

目前，法国大学面临财政资金短缺且来源单一的问题，为此，马克龙提

出将推动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基于合同制对公立大

学及科研机构进行额外的财政拨款。大学就业率、开放程度以及科研成果等

将作为影响拨款额度的标准；第二，允许高校融资渠道多元化。支持大学办

分校、提高大学的借贷筹资能力、加强公立和私立部门的合作。

目标 4院 营造有利于所有学生成功的环境

如今，法国学生宿舍供不应求，只有 10%的学生能够申请到学生宿舍。

此外，图书馆开放时间的缩短也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学生和贫困

学生之间的差距。学生奖学金也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需求。为此，马克龙提

出：动员社会力量为法国青年人新建 8 万个宿舍，分配大学生 6 万个，职场

青年 2 万个；鼓励大学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阶梯式助

学金和奖学金系统。

目标 5院 让每个学生毕业后都能找到工作

近年来，法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攀升，青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

解决。为帮助青年人成功就业，马克龙提出：帮助学生进行职业方向选择。

每所高校都要公布各专业往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职方向，以提高学生对

未来职业方向的认识；大学将公布各专业对学生已有知识体系的要求；完

善中等教育至高等教育的衔接，鼓励中学和大学加强合作；发展大学继续

教育，推进终身职业流动和职业转换；在高中和大学新增 10 万个短期职业

教育培训学位，并加强行业部门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以提高职业教育的地

位。

职业教育聚焦学徒制改革

在职业教育领域，马克龙提出要“深入改革学徒制”，以应对青年失业问

题,提高民众的技能水平，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高法国竞争力。

众多研究显示，同等学历下接受学徒制教育的青年就业率高出仅接受学

校教育青年 10 到 15 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法国接受学徒制教育的学生仅占

同年龄段学生的 15%，获得学徒制文凭的职业高中学生不到 1/5。基于此，马

克龙提出，学徒制应在法国的教育系统内占据更大的比例，并提出发展学徒

制的两大目标。

马 克 龙 提 出 了
学 徒 制 发 展 两 大 目
标：让学徒制对企业
和青年更具吸引力；
将 发 展 工 读 交 替 作
为职业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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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院 将发展工读交替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

发展简化股份有限公司 （SAS），为即将毕业的初中生进行工读交替学习

的准备，以确保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并能顺利融入企业；在所有职业高中开

展工读交替学习模式，完善课程设计和培训组织并设置强有力的跟踪评估和

辅导机制；简化企业与学徒双选的流程，减免企业学徒税；建立三年制工读

交替学习模式的职业本科文凭，加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连贯性；使

工读交替学习成为进入中等技能工作岗位的主要途径；公布学徒毕业后的就

业率和薪酬情况；整治学徒招录中出现的一切歧视行为，并在学徒招录中采

用多样化的评价标准。

未来法国的教育
改革将主要围绕“公
平”“质量”“自由”和

“竞争力”这四个核心
关键词展开。其中“教
育公平”将以更多、更
公 平的 入园 机 会 ，基
础知识的掌握，教育
优先区的进一步推进
和加强对学生的课后
辅导为主要抓手；“教
育质量”将以加强对
教师的培训、认可与
支持，开展个性化教
学与指导，加强家校
关系以及发展数字化
教学为 主要 着力 点 ；

“自由”将以扩大中小
学及大学自主权 （自
主教学、自主招聘、灵
活管理等），允许大学
财政资金来源多元化
为重要落脚点；“竞争
力”将以追求科研卓
越，支持高校和研究
机构自愿重组，以及
大力发展学徒制为主
要手段。

目标 1院 让学徒制对企业和青年更具吸引力

法国现有的学徒制体系太过复杂，以至于企业已经无力管理：雇用补助

系统崩溃，财政拨款模式不清晰，学徒制合同过于严苛。

未来，学徒制的规范将更加简单、透明、清晰。具体措施包括：将现有

的拨款和补助整合成一个补助金，其金额将取决于企业规模和学徒技能水

平；为企业开通统一窗口，用来注册学徒制合同，提交补助申请；将现有的

工读交替合同合并成一个唯一、灵活、适应企业和行业需求，同时不设最高

年龄限制的合同；将全部学徒税用于资助学徒制发展；统一学徒薪酬等级，

由行业协商提高法律规定的工资上限。最低工资将取决于学徒的年龄、经

验、培训阶段、行业领域以及企业给予的实物补助总额，对青年学徒吸引力

不足的行业可以适当增加薪酬；行业将参与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大纲编写

和培训组织，并界定未来应该被重点培养的学徒制行业领域。

政策·改革

渊注院目前袁越来越多法国高校加入了学徒制教育的队伍袁巴黎戈布兰图像学院便是其中之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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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把他的竞
选之路比作“长征”，
他的教育改革之路无
疑也将会是一条“稳
中求进”的长征路。

政策·改革

法国未来教育改革走向要要要稳中求进的 野长征路冶

法国新任教育部长布朗盖近日在接受 《世界报》 的采访中表示，不会在教

育领域另立新法，但会对奥朗德政府的教育政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

说明马克龙任期内的法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将继续围绕奥朗德政府制定

的 《共和国学校重建导向与规划法》 （又称 《重建学校法》） 和 《高等教育与

研究法》 这两大纲领性教育法令展开，这也为马克龙的教育改革奠定了“稳中

求进”的主基调。

纵观马克龙的教育理念与主张，可以大胆推测，未来法国的教育改革将主

要围绕“公平”“质量”“自由”和“竞争力”这四个核心关键词展开。其中

“教育公平”将以更多、更公平的入园机会，基础知识的掌握，教育优先区的

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对学生的课后辅导为主要抓手；“教育质量”将以加强对教

师的培训、认可与支持，开展个性化教学与指导，加强家校关系以及发展数字

化教学为主要着力点；“自由”将以扩大中小学及大学自主权（自主教学、自

主招聘、灵活管理等），允许大学财政资金来源多元化为重要落脚点；“竞争

力”将以追求科研卓越，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自愿重组，以及大力发展学徒制

为主要手段。

总体来说，马克龙的教育理念和主张与奥朗德既有许多一脉相承的地

方，如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优先发展初等教育、增加教师岗位、加

强对教师培训、帮扶弱势地区和群体等。同时也有不少推陈出新的“药

方”，如马克龙提出将教育优先区小学一、二年级班级人数减少一半，禁止

在小学和初中校园使用手机，将高考必考科目减为四科，设置大学入学选

拔的新要求等。此外，马克龙还充分借鉴了右翼政府追求自由、效率与卓

越，扩大学校自主权，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合并重组，提高大学竞争力的

做法。可以说，马克龙在竞选纲领中提到的“建立让所有人成功和卓越的

学校”完美地诠释了他超越左右、博采众长的教育理念。

2017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马克龙将兑现部分竞选时的教改承诺：将重

点教育优先区 （REP+） 内的小学一年级班级人数减半，实行 12 人小班制。

未来，马克龙还会继续将这项改革扩展到教育优先区 （REP） 内的所有小

学一、二年级。此外，布朗盖表示，未来法国将允许地方通过协商自主决

定学校作息时间，恢复在初中改革中被废止的双语班、欧洲课程和拉丁希

腊语课程，并将启动高考改革。

马克龙把他的竞选之路比作“长征”，他的教育改革之路无疑也将会是

一条“稳中求进”的长征路。虽然现在尚不能对他的教育理念盖棺定论，

但这位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打破传统左右翼界限，务实应对改革问题

的态度无疑为法国的教育改革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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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等教育有着公认的优势和特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

计，法国是第三大留学目的国，保持着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学位的“含金量”

相对较高。但在新的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下，法国各界一直在探讨高等教育存

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教育不公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教学的创新性不足，教育

系统复杂且缺乏灵活性，国际影响力堪忧，大学生学业失败等。法国政府对这一

系列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前总统萨科齐提出建立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

（PRES），启动支持高等教育与研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卓越计划”，到 2013 年法

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明确新类型的科学文化专业类公共机构———大学与机

构共同体（ComUE），各类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加强联盟。ComUE 是法国高等教

育改革传承发展的结果，然而其实践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未来发展备受质

疑。而法国高等教育正在着分分合合的螺旋式发展中，坚守着自己的身份。

分分合合是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以巴黎的大学为例，

巴黎大学最早出现于 12 世纪，位于巴黎左岸的各学院的联盟，中世纪最重要的

大学之一。菲利浦二世统治时期，巴黎大学受到法律认可；1215 年，巴黎大学又

被英诺森三世教皇认可。巴黎大学培养国家机构的管理者和神职人员，在哲学

与神学方面享有很高声誉。在拿破仑专政期间，巴黎大学停止办学，取而代之的

是法律、医学、工程等领域的高等专科院校。在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要

求下，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之间纷繁复杂的合作和联盟关系正在经历

新一轮的整合重组。高校逐渐走出了同类院校的联盟，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类型

的院校建立联盟关系。

挑战与应对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持续推进，高校对生源的竞争愈演愈烈，声誉和品牌打

造成为其吸引留学生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法国高等教育系统复杂，各公

立院校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国家各部门战略的差别、地方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冲

突、研究和教学的分裂、大学校和综合型学校的隔阂，使得高等院校在新的政治

经济和国际环境中丧失了活力，难以应对新的挑战。

2007 年《大学自由与责任法》实施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逐步

法国高校的分分合合：传统与变革

■ 张力玮

ComUE 是 法 国
高等教育改革传承发
展的结果，然而其实
践遇到了重重困难和
阻力，未来发展备受
质疑。而法国高等教
育正在着分分合合的
螺旋式发展中，坚守
着自己的身份。

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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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大学数目多、规模小的局面，整合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在前总统萨科齐的

支持下，法国开始实施高校科研合作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PRES）。

2009 年 12 月，萨科齐亲自宣布启动高等教育与研究领域的“卓越计划”

（Initiative d'Execellence），作为国家经济刺激计划“大贷款”的一部分，在科研、教

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入选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的高校和机构资助。“卓越

计划”的目标是整合各类大学和机构，发展 5~10 所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国

际化高校。入选“卓越计划”的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有斯特拉斯堡大学、波尔多

大学、巴黎科学与文学大学、埃松大学、巴黎西岱大学、索邦大学等。此外，不同

类型和领域的高等教育机构还组成了各种集团。这些集团实施共同的国际化发

展战略，如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巴黎高科集团、技术大学集团。

法国总统奥朗德十分关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改革，上任伊始就组织了研究

者、教师、产业界代表讨论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话题。2013 年 7 月 22 日起实施

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法》，以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公平、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

求的高等教育为目标，为法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而该法提出建立一种新类

型的科学文化专业类公共机构大学与机构共同体（Communaut佴 d’Universit佴s et

Etablissements，ComUE），更是提升法国高等教育影响力、促进组织机构之间知

识分享、解决学生学业失败问题的最主要途径。

基于该法，法国 2014 年《高等教育国家战略（StraNES）》以建设高校、科研机

构的合作关系为重点，在确保与以往战略的协调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重绘高

等教育图景。因此，ComUE 的建立是一种改革的延续，不断深化高校和机构在国

际化竞争环境中的合作关系。为打造高等教育的品牌，无论是之前的 PRES 还

是 ComUE 形式的大学联盟，在实践中都被直接称为“大学”。[1]

法国高等教育改革趋势

法国高等教育以其高水平的精英人才培养而闻名。“大学校”提供的精英教

育与综合性大学提供的普通高等教育并存，但二者的经费投入差异很大，使高

等教育的不公问题备受质疑———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综合

性大学的宽进严出使得一些学生在入学时并没有很好的学业规划，导致重修率

高，学生不能顺利获得学位。大学校的学生则在层层的严格选拔、高质量的教学

中获得了学术和专业能力的不断提升。

在新的世纪，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创新的频率加快，不断学习成为个人、

组织，以及社会的迫切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法国政府意识到，国家的未来取决

于能为大多数人口提供的教育，而非过去针对少数“精英人才”的教育；法国高

等教育的角色急需改变，由过去重视精英人才的培养转变为向大多数年轻人开

放。人口的整体素养和能力不仅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更是增强社会凝聚

力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的公平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

2013 年 7 月 22
日起实施的 《高等教
育与研究法》，以建设
更加开放、包容、公
平、适应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的高等教育为
目标，为法国教育改革
指明了方向。而该法提
出建立一种新类型的
科学文化专业类公共
机构大学与机构共同
体(ComUE ),更是提升
法 国 高 等 教 育 影 响
力、促进组织机构之
间知识分享、解决学
生学业失败问题的最
主要途径。

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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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扫除地域、经济和社会、技术的障碍，保证高等教育入学的公平性，支

持学生在法国高校间的流动，鼓励学校向其他学校的学生开放课程，促进知识

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广泛分享，提升教育的卓越性、公平性和国

家的创造力，是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未来目标。

密切研究与教学的关系

《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同时涉及高等教育与研究，强调两者的密切关系，这

在法国尚属首次，彰显了以教育和科研合作撬动创新的战略选择。在《高等教育

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充分重视教学和科研的合作。一方面，战略

的制定本身就是不同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该战略与国家

科研战略中有一些是共同措施，充分体现了教育和科研协同发展的理念。

新的合作形式 ComUE 代替了 PRES，既有延续性又有新的变化。PRES 与教

学联系得较少，聚焦科研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很少涉及硕士研究生教育。

ComUE 则更多地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加强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的协同，提

供更多基于研究的教学，贯穿各高等教育层次，不断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这正

反映了法国政府对于加强教学与科研的协同的战略重点。

以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为例袁通过与其他高校与机构在课程资源和

研究方面的合作袁该校不仅能为其学生提供更多跨学科的尧基于研究的课程袁还
提升了学位授予的层次遥

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是 野巴黎科学与文学研究型大学共同体冶渊PSL
Research University袁由 25 所知名高校组成冤成员袁约有 700 名学生袁是一所小规

模公立行政野大学校冶遥 其创立之初的目标是培养与艺术相关的人才袁提升工业

产品的品质遥 作为一所精英学校袁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有着严格的入学

考试和升学考试遥 2015-2016 学年袁一年级学生入学考试中袁2222 名申请者中只

有 83 名学生被录取袁录取率仅为 3.74%曰二年级尧四年级的升学考试中袁通过率

也分别仅为 6.42%和 3.63%遥
2011, 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加入原 PRES 巴黎科学与文学研究型大

学研究集群渊2010 年 8 所卓越大学计划资助对象之一冤遥 2014 年袁该集群获得了

大学与机构共同体渊ComUE冤身份遥
巴黎科学与文学研究型大学共同体的成员院校都有非常强的科研实力袁并

十分重视将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袁合作提供课程和开展科研袁促进知识在两者

之间的转移遥 通过与成员学校渊国家高等戏剧艺术学院尧巴黎国家高等音乐和舞

蹈学院尧国家高等美术学院尧巴黎高师尧la F佴mis冤合作袁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

院的学生可以修习博士学位课程袁 获得 野科学-艺术-创造-研究博士学位冶
渊Sciences袁Arts袁Cr佴ation, Recherche袁SACRe冤[2]遥 野科学-艺术-创造-研究博士学

位冶的课程是跨学科的袁其学生也来自艺术尧创作尧精密科学理论尧人文社会科学

法国政府意识到，
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能
为大多数人口提供的
教育，而非过去针对
少数“精英人才”的教
育；法国高等教育的
角色急需改变，由过
去重视精英人才的培
养转变为向大多数年
轻人开放。

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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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扫除地域、
经济和社会、技术的障
碍，保证高等教育入学
的公平性，支持学生在
法国高校间的流动，鼓
励学校向其他学校的
学生开放课程，促进知
识在高等教育与研究
机构、企业之间的广泛
分享，提升教育的卓越
性、公平性和国家的创
造力，是法国高等教育
改革的未来目标。

专业袁将科研置于作品创作的中心袁旨在培养同时将创造和研究能力应用于作

品设计和研发的人才遥
在此合作之前袁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学制只有五年袁毕业生只能

获得室内建筑尧艺术空间尧多媒体尧服装设计等 10 个专业领域的硕士学位遥

加强跨领域产学合作下的科研创新

法国历来重视基础研究，特别是数学和物理的基础研究。当前，为解决就

业、激发创新活力，回应全球性重大挑战，法国越来越重视高校内部及其与研究

机构的合作研发、合作网络的建立和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巴黎南大学是一所以数学尧 物理领域的基础科研为特色的研究型大学袁在
健康科学尧法律方面也享有很好的声誉遥 巴黎南大学目前有 5 个教学和研究单

位渊UFR冤尧3 个大学技术学院渊IUT冤和 1 个工程师学院袁8 个校区的学生共计超

过 3 万名遥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袁巴黎南大学的工程师学院尧大学技术学院都与

研究尧产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袁在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其

与研究人员尧产业界沟通的能力的培养遥 仅其工程师学院就与 19 个校内实验室

或研究团队有着密切的合作遥工程师尧工程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尧公私立机构的

协同合作袁为基础科研尧应用研究和企业的技术开发研究建立桥梁袁是研究型院

校培育创新创业文化的基础遥
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合作袁大大提升了巴黎南大学的科研实力袁促进了科

研成果的应用转化遥其数学和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袁为信息技术尧化学和生物领

域的科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遥 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紧密合作袁促进了该校药

学研究的发展遥在医学研究方面袁巴黎南大学既注重基础研究又注重临床研究袁
使其在肿瘤学尧免疫学尧生物制剂疗法方面全法领先遥 在与研究机构尧企业的合

作方面袁巴黎南大学与 CEA袁CNRS袁Inserm袁Inra袁Inria 合作建立实验室袁共享科

研设备袁并将其科研设备尧科研人才资源向产业界开放遥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

科研的效率和成果转化率遥
除了院校自身内外部的合作网络袁巴黎南大学还与更多研究机构尧企业进行

更广泛的合作遥2004 年袁法国启动了野竞争力集群冶计划渊p觝le de comp佴titivit佴冤遥各
野竞争力集群冶由企业尧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组成袁在某个领域进行合作袁目的是

支持有发展潜力的创新科研和项目尧支持企业研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袁促进经济发

展和就业遥 巴黎南大学加入了野巴黎大区系统竞争力集群冶袁该集群汇集了 750 个

相关机构和企业开展野复杂系统冶渊syst侉mes complexes冤领域的研发遥巴黎南大学还

参与了其他的竞争力集群袁如治疗学领域的集群 Medicen袁公共交通和机动车领

域的集群 Moveo袁航空领域的集群 ASTech等遥 这些竞争力集群的合作为各实验

室带来了很多科研项目遥

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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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技术转移服务合作平台

法国很多高等专业学院的专业设置较单一，特别是一些工程师学院、商学

院。在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越来越注重跨学科的趋势下，一些法国高校加强合

作，优势互补，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并建设技术转移服务平台。

IMT Starter 就是一个由 3 所高校合作建立的孵化平台遥 该孵化器建立于

2000 年袁是电信管理学院尧南巴黎电信学院和国立高等工业企业信息工程学院

渊ENSIIE冤合作的机构袁主要帮助信息技术领域的项目发展遥 南巴黎电信学院和

ENSIIE 是工程师学院袁主要培养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遥 电信管理学院则主要培

养管理人才和信息技术人才遥 3 所学校都位于大巴黎埃夫里市 渊南巴黎电信学

院尧电信管理学院则共享校园冤袁在工程师人才尧商业和管理人才尧信息技术科研

和企业合作伙伴方面的优质资源汇集在 IMT Starter袁大大提升了创新创业和应

用型研究的水平遥 目前袁在该孵化器的支持下已成立了 150 多家企业遥

ComUE 建立后，教学和科研的合作再次激发了高校的创新活力，更为广阔的

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也应运而生。在“投资未来计划”的支持下，全法 14 个技术转

化加速学会之一的巴黎萨克雷技术转化加速学会（SATT Paris-Saclay）[3] 于 2014

年建立，它是对巴黎萨克雷大学 18 个同类机构的重组。学会成员大多来自于

产业界，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为其支持的各个项目提供了有效的建议。巴黎

萨克雷技术转化加速学会通过对创新项目和科研成果进行专业评估、对市场

需求和竞争情况进行分析、提供专利申请服务和资金支持，促进和支持技术转

化来服务巴黎萨克雷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各类企业，提升巴黎萨克雷大学科研

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基于所在地区的科研优势，巴黎萨克雷技术转化加速学会

主要聚焦五大市场的技术转移：机动车与交通，信息技术、电信和电子技术，清

洁能源、环境和绿色化学，健康和生物医学，国防和安全。该学会计划在成立 10

年之内投入资金 6600 万欧元，申请 1000 个专利、孵化 75 家创业公司。

揖案例铱ComUE 的典范要要要巴黎萨克雷大学

法国高校类型繁多，治理模式复杂。2013 年《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实施之

前，公立院校隶属于高教部、国防部、工业部等不同的部门；私立院校通常由行

业协会管理。公立院校可分为行政类公共机构（EPA）和科学文化专业类公共机

构（EPSCP），EPSCP 又可以分为综合性大学、不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学院、高等

师范学院和特殊机构 / 院校（grand 佴tablissement）。对于私立院校，有大学校预科

班和高级技术员班、教会学校、私立高等技术学院（包含工程师学院、商学院

等）、各领域的高等专科学院。这种复杂性不利于国外高校、学生对于法国高等

教育系统的了解，更不利于打造国际一流大学品牌、提升声誉，以及提高国家创

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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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新战略在鼓励各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保持多样性和特色的同时，以战

略合作为目的，鼓励和支持 ComUE 的建立，正是对以上挑战的回应。

根据 2013 年《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原来隶属于法国政府其他部门的高校

在该法实施后同时隶属于高等教育部。ComUE 是一种新的战略合作关系，各成

员高校仍是独立法人，但实施共同的发展战略，开展跨学科教学和研究。高校

与国家签订的“五年协议”（contrat de site）将由 ComUE 统一签署，成员高校不再

单独签署。这意味着，要实施跨部门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需要完善的协调合

作机制。为此，法国建立了跨部门委员会来落实新的《高等教育国家战略》，该

委员会由总理直接领导，秘书长是高等教育部长。

每个 ComUE 都由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机构组成。以

ComUE 巴黎萨克雷大学为例，目前，该共同体由 2 所综合性大学、9 所“大学校”

（包括工程师学校、高等师范学院和商学院）和 7 家研究机构组成。重组后，巴黎

萨克雷大学有 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5 位科学院士和 9 位技术院士；本科生 6.5

万人，硕士生 8000 人，博士生 5000 人，在法国可以称得上是“航母级”大学与机

构共同体。巴黎萨克雷大学在人才培养中注重跨学科和国际化，目标是让学生接

受最好的理论和技术教育，成为未来各领域的引领者。

巴黎萨克雷大学所在的地区有着近 70 年的科技传统。1947-1952 年，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埃松省建立，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在萨克雷（毗邻埃松省和

伊夫林省）建立，法国农业研究所（INRA）在伊夫林省凡尔赛建立，国家航空航天

学习与研究所（ONERA）在埃松省建立。随后，一些实验室陆续在这一区域建立。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一些政治家提出在这里建立科技城的想法，巴黎的一些大学

校随后开始迁入。1964年，巴黎高等商学院在伊夫林省 Jouy-en-Josas建立校区，巴

黎综合理工也于1967年迁入埃松省帕莱索。但高校迁入进展过程还是十分缓慢。

2008 年，2 所综合性大学、1 所高等师范学院、6 个研究机构、若干所工程师

大学校和商学院、1 个竞争力中心（p觝le de comp佴titivit佴）、2 个 PRES 决定合作建

立巴黎萨克雷大学，目标是打造一所在研究、教学和知识转移方面都在全球有

影响力的大学。2010-2012 年，在“校园计划”（le plan Campus）和“投资未来计

划”（PIA）的支持下，中央理工学院、加香高师、巴黎南大学医学院等高校再选

址，加入到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合作当中。2011 年，巴黎萨克雷大学正式成立（见

表 1）。2013 年《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实施后，巴黎萨克雷大学被赋予 ComUE 的

法律地位，治理体系得到不断建设和完善。

ComUE 的合作涉及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协调，机构和院校各主管单位

沟通，研究机构、大学校和综合性高校的协作，需要不断完善合作治理机制，以

保证其合作理念得到充分实践。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治理机构主要由行政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科学和创新战略委员会（由校外人士组成）、校长

和执行委员会组成[4]。行政委员会由 26 位成员组成，由各成员学校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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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研究人员、学生、企业代表等组成。成员委员会由各成员学校和机构的代

表组成，负责协调实施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学术委员会有 220 名成员，由各成员

学校和机构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校外人员等组成，发挥咨询作用。巴黎萨克

雷大学的校长由行政委员会选举产生，同时拥有管理权和学术权。在校长的领

导下，由十几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研究、教学、技术转移、信息化、校园、国

际化等战略和举措的执行。此外，巴黎萨克雷大学联合 20 个博士研究生培养成

员单位（佴coles doctorales)成立了博士研究生院（College Doctorale），负责制定和

执行 ComUE 层面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战略和计划、协调各博士研究生培养成员

单位的发展、提出创新的培养计划、评估博士研究生教育。

参考文献院
[1]Strat佴gie 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Sup佴rieur-StraNES[EB/OL].http://

www.enseignementsup -recherche.gouv.fr/pid30540/strategie -nationale -de -l -
enseignement-superieur-stranes.html袁2016-12-01.

[2]魪cole Nationale Sup佴rieure des Arts D佴coratifs. Doctorat d爷art et de Cr佴ation
SACRe-PSL[EB/OL].http://www.ensad.fr/admissions/sacre-psl袁2016-12-01.

[3]SATT Paris-Saclay[EB/OL].http://www.satt-paris-saclay.fr/presentation/,2016-
12-01.

[4]Universite Paris-Saclay. Gouvernance et Organization[EB/OL].https://www.
universite-paris-saclay.fr/fr/luniversite/gouvernance-et-organisation,2016-12-01.

表 1 巴黎萨克雷大学成员院校

机构类型 机构名称

综合性大学
巴黎南大学渊Universit佴 Paris-Sud冤
凡尔赛大学渊Versailles Saint-Quentin-en-Yvelines University冤

野大学校冶

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渊AgroParisTech冤
高等电力学院渊CentraleSup佴lec冤
加香高等师范学院渊魪coleNormaleSup佴rieuredeCachan冤
综合理工学院渊魪cole Polytechnique冤
高等光学院渊Institut d'optique Graduate School冤
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渊ENSAE ParisTech冤
法国高等科技学院渊ENSTA ParisTech冤
巴黎高等商学院渊HEC冤
高等矿业电信学院渊Institut Mines-T佴l佴com冤

研究机构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渊CEA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渊CNRS冤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渊INRIA冤
法国农业研究所渊INRA冤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渊INSERM冤
高等科学研究所渊IHES冤
国家航空航天学习与研究所渊ONER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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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袁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成立袁成为两国之

间继高层战略对话尧 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之后的第三个副总理级

年度对话机制袁也是中法关系的第三大支柱遥 首先袁请您就此问题

谈谈自己的看法遥

被访者

马燕生袁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袁曾任北京外

国语大学副校长尧中国驻欧盟使

团教育文化参赞尧中国常驻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副代表尧中
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馆教育参

赞等职袁几十年来一直在人文外

交外事领域一线工作遥 马燕生公

参在访谈中介绍了中法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启动后教育领域

的合作情况尧 法国教育的特色尧
对赴法留学生的建议遥

以教育交流合作浇灌中法友谊之花
———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马燕生

■ 郭 伟 李广平

在中法高级别人
文 交 流 机 制 的 框 架
内，双方教育部门紧
扣各自发展与合作需
求，同时努力兼顾双
方共同利益，先后签
署 了 数 十 项 合 作 协
议，涉及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学生交流、语
言教学、人才联合培
养、合作办学、教育督
导等各个方面，其中
既 有 开 拓 型 合作 ，也
有加强型交流。

长期以来，教育交流与合作一直是中法人文交流的核心领域，

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框架

内，双方教育部门紧扣各自发展与合作需求，同时努力兼顾双方共

同利益，先后签署了数十项合作协议，涉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

生交流、语言教学、人才联合培养、合作办学、教育督导等各个方面，其中既有

开拓型合作，也有加强型交流。

2015 年，中国选派了 240 名校园足球教练赴埃克斯 - 马赛、波尔多、图卢

兹、蒙彼利埃等地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集中培训，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

的体育教师集体留学项目。我陪同到访法国的教育部时任副部长郝平专程前

往当地看望这些学员。

中法教育交流合作在人文交流机制顶层设计下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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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法两国还积极探讨涉及大学生实习交流的项目，进一步丰富法国

“中文国际班”项目内涵和形式，包括向职业院校增设并开放一门非语言类科

目、为优秀学生赴华学习提供便利等。在使馆教育处的推动下，北京外国语大

学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合作开展了非通用语人才联合培养项目，为实施

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培养亟需人才。可以说，一系列“接地气”的中法教育

交流与合作项目在人文交流机制顶层设计下，陆续孕育而生并不断健康发展。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在巴黎召开，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刘延东表示，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建立以来，机制建设稳步推进，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形式内容推陈出新，取得

了丰硕成果。双方要汇聚民智民力，进一步增强两国人民的参与度、感知度和获

得感，推进人文交流机制化、长效化，提升人文交流的高度、深度、广度、热度。

此次会上，双方又签署了数十项教育合作协议，一方面继续巩固高等教

育、人员交流、语言教学、体育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如启动“中法中学”项目，促

进双方中小学开展校际交流；发挥双方优势，共同打造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合作

培养的高水平项目。此次会议的配套活动“中法高等工程教育论坛”总结了过

去双方的合作成果，并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开展创新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此外，

双方还合作举办了“中法青年众创论坛”，两国青年创业者和大学生会聚一堂，

深入交流创业经验和体会。

根据双方有关协议，2016 年中方继续选派 240 名校园足球教练员赴埃克

斯 - 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波尔多和鲁昂等地进行培训；中法大学生体育交

流活动也在两国蓬勃发展，通过互办友谊赛，两国青年交流热度节节攀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上双方还签署了合作建设巴黎国际大学城

“中国之家”项目的框架协议，这是中法教育合作新的里程碑，也为中法人文交

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教育合作与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成果不断扩大，必将

为开创更为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作出更大贡献。

“平安留学”是留学工作重中之重

教 育 合 作 与 交
流领域不断拓展，内
容不断丰富，成果不
断扩大，必将为开创
更 为 紧 密 持 久 的 中
法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新 时 代 作 出 更 大
贡献。

您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期间袁亲历了在法留学的

中国学生数量日渐增多尧双方教育文化领域合作日益密切的局面遥
对此袁您有什么建议给在法的中国留学生钥

近几年来，法国安全形势严峻，一些地方社会治安不好，因此

使馆教育处一直将“平安留学”作为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指导各

地学联和新建校级学联建立并完善应急安全机制，在全法已经形

成了上下联动的应急安全保障体系。无论何时何地发生涉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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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三个着
力”赴法留学工作计
划：一是配合国家创
新创业需要，着力搭
建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和为国服务平台，推
动并促成“春晖杯”创
新创业大赛在法国设
立首个欧洲赛区；二
是配合国家战略和重
点 行 业 发 展 人 才 需
要，着力打造公派留
学精品项目；三是立
足法国实际，以组建
校级学联为突破口，
着力加强留学人员团
体建设。

很多世界知名的
奢侈品品牌都来自法
国，出自法国的能工
巧匠之手，这些成绩
不仅与法国世代传承
的“工匠精神”有 关，
也与法国教育体系重
视各个级别技术类人
才 的培 养密 不可 分。
法国职业教育学徒制
鼓励学生进入中职和
高职院校学习，并有
效 激发 工匠精神，这
就是法国职业教育的
特色。

留学生的突发事件和事故，各地各校学联有关负责人都能及时到位并参与处

置，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精神令人感动。随着我国来法留学人员数量不

断增加，学生安全和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自 2013 年起，驻法国使馆教育处每年

第四季度举办全法中国学联应急安全培训会，旨在加强学生干部的安全意识和

责任，并为其提供学习和交流平台。今年的培训会由全法学联承办，邀请了巴黎

最大公立医院急诊主治医师纳娜博士和法国紧急医疗救助热线急救培训部负

责人于勒博士，给与会者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业急救技能培训，讲解深入

浅出、实用性强且风趣幽默。同学们利用此次机会认真参加培训，并分享各自工

作经验和好的做法。我们还借助教育处网站、华文媒体和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影

响力，拓展宣传渠道、增强宣传效果。总之，使馆教育处的老师们将和各地各校

学联干部共同努力，落实平安留学、健康留学，为广大留学生成功留学保驾护

航。

为贯彻落实 2014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精神，使馆教育处将

2015 年确定为“留学工作年”，确立并实施了“三个着力”赴法留学工作计划：一

是配合国家创新创业需要，着力搭建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平台，推动

并促成“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在法国设立首个欧洲赛区；二是配合国家战略和

重点行业发展人才需要，着力打造公派留学精品项目；三是立足法国实际，以组

建校级学联为突破口，着力加强留学人员团体建设。

在法留学人员社团建设基础总体较好，但随着赴法学生人数的急剧增长，

原有的以城市和地区为单位组建学联的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全方位

开展留学工作的需求。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目前法国各地共有中国学联近 50

个，新建校级学联 20 个；中国高校法国校友会 24 个，比 2013 年增加近一倍；还

有 12 个同教育处保持密切联系的专业人士协会。这三类留学人员团体关系密

切，有些职能还互有交叉，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对团结、服务广大在法留学人

员，“聚人心、接地气”发挥着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国学徒制有利于激发“工匠精神”

2016 年两会期间袁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袁要培

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遥这是野工匠精神冶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袁令人耳目一新遥 请问袁法国教育也强调野工匠精神冶吗钥

众所周知，很多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品牌都来自法国，出自法国

的能工巧匠之手，这些成绩不仅与法国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有

关，也与法国教育体系重视各个级别技术类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

法国职业教育学徒制鼓励学生进入中职和高职院校学习，并有效激

发工匠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法国职业教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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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就业情
况 最 好 的 有 两 种 人
才———“精英大学校”
毕业生和有一技之长
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当
前，中国青年劳动力最
大的缺口不是普通大
学毕业生，而是接受
过高等教育并熟练掌
握专业技能的人才。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学制一般为三年制，法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则是两年

制，许多公立大学和高中举办高职教育。在中国，众多高等院校是四年本科教

育，而且许多高校刻意区分本科教育和高职教育，存在着对高职教育的轻视与

偏见。在法国，许多高中举办高级技师班（二年制），全法有 2300 多个，学生毕

业被授予高级技师证书，可直接就业；许多公立大学设有技术学院（二年制），

可授大学技术文凭，优秀毕业生也可转攻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这是因为法国

认为公立大学和职业教育资源是可以共享的。比如，大学教师不仅教授本科

生、硕士生，也要给高职学生上课；许多大学校园内设置了职业教育的实习车

间和场所。

中国高校四年制本科生大多是朝着研究式人才方向培养的，这与就业市场的

需求显然有巨大偏差。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法国教

育界有人认为，云集精英学生的工程师学校提供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英式职

业教育。近十年来，为适应就业需要，许多法国工程师院校逐步实行双轨制培

养模式，学生毕业时不仅获得工程师资格证书，还要争取拿到一个与管理相关

的硕士学位。因此，他们既是高层次专才，也是复合型人才。

法国教育实行学徒制，学校的导师和企业的“师父”都会为学生提供指导。

在实习过程中，学生既是学生也是学徒工，还可以通过劳动取得合理报酬。这

种体制有利于鼓励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并有效激发工匠精神。我认为，这

是中国应该向法国学习的地方。

在法国，就业情况最好的有两种人才———“精英大学校”毕业生和有一技之

长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当前，中国青年劳动力最大的缺口不是普通大学毕业

生，而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并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

赴法留学前应了解法国教育体系

您刚才谈到了奢侈品品牌袁法国在这一领域享有盛誉遥 同时袁
奢侈品管理专业也吸引了众多中国学子的目光遥 您是怎样看待这

一现象的钥

目前，中国在法留学生总数已突破 4 万。留学生们万里迢

迢来到法国，在这里度过宝贵的人生阶段，希望将来能够学有

所成，实现自身追求和梦想。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因人而

异。首先，要看学生有能力学什么。如果是希望到法国念本科的

高中毕业生，用中国高中毕业会考的成绩直接申请法国的精英大学，成功

率是很低的。但如申请法国普通高校的本科，则是有可能的。现在，奢侈品

管理专业在中国炒得很热，到法国学习的学生人数很多。事实上，不少商校

的奢侈品管理、品牌管理等专业水平一般，但收费不低，不建议大家“一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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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来 法 国 留
学，一定要事先把法
国 的 教 育 体 系 研 究
好。千万不要没有目
标出来留学，先学两
年法语再做打算。学
习法语，不要等来法
国后再开始，可以在
国内高校或语言培训
机构先学起来，打下
一定基础，这样来法
后会更快地适应。

目前法国在华留
学生已 过 万 人 次 ，每
年通过中国政府奖学
金项目赴华学生人数
持 续 增 长 ，
2016-2017 学年达到
112 人，创历史新高。
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
已成为选拔法国优秀
学生赴华学习深造的
重要渠道。

蜂”学这个专业。

目前，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是选择英语授课课程的，因为法国

很多高校的硕士课程可以使用英语教学。我遇到过不少到法国留学几年但基

本法语都讲不好的中国学生。到法国学习却不能成功掌握法语，可以说这是有

很大缺憾的留学。在法国留学 2~3 年，就算拿到了学位却不大会讲法语，说明

这个学生跟法国社会缺少交流，这就谈不上社会融入，更谈不上成为中法交流

的使者。

现在袁留学日趋野低龄化冶袁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钥

尽管国家鼓励留学的政策中不包括“小留学生”，但是家长和

学生有权利选择出国留学，具体情况因人而异。站在对学生、家长

和家庭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不鼓励高中以下的学生出国留学，

高中以上但未成年的学生则一定要选择好合适的监护人才能出

国留学。

目前，中国留学生低龄化的趋势明显。一般来说，年龄越小的学生适应能

力越差，家长和学生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因此，孩子在所在国的监护人和亲

友一定要经常关怀并帮助解决问题，而且这类学生最好选择寄宿制学校。

我觉得，选择来法国留学，一定要事先把法国的教育体系研究好。千万不

要没有目标出来留学，先学两年法语再做打算。学习法语，不要等来法国后再

开始，可以在国内高校或语言培训机构先学起来，打下一定基础，这样来法后

会更快地适应。我们发现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很“抱团”，每天在一起上学、生活、

讲中文，这样非常影响法语学习的进度和效果。

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具有互利性与互补性，潜力巨大，空间广阔

教育对外开放不仅包括野引进来冶袁还包括野走出去冶遥 来中国就

读的法国留学生也日益增多袁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袁以及使馆教

育处所做的工作遥

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壮大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

提高有目共睹，中国各高校也在不断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通过教

育部“留学中国计划”的积极推动，法国赴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

质量显著提高。目前法国在华留学生已过万人次，每年通过中国政

府奖学金项目赴华学生人数持续增长，2016-2017 学年达到 112 人，创历史新

高。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已成为选拔法国优秀学生赴华学习深造的重要渠道。

我们鼓励外国学生申请奖学金到中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比如，中国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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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校希望继
续扩大中国优质生源，
中国高校希望两国继
续加强高端人才联合培
养，不断丰富合作办学
形式并扩大规模。因此，
中法两国高等教育合作
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
互补性，仍然具有非常
巨大的潜力和更为广
阔的空间。

济、历史、法律、社会、语言等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非常欢迎外

国学生就读。目前，赴华奖学金生录取率约为 1/4，以后申请的人会越来越多，

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随着中法高校间合作交流规模的扩大，法国各高校与国内高校的学生

交流与科研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繁与密切。法国学生赴华的学习领域也愈

加广泛，除了进行语言学习，涉及专业已涵盖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并从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扩展至西安、成都、昆明、武汉等地的高校。通过在中国的学

习生活，这些法国学生更加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学会用客观、理性的眼光看

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毋庸置疑，这些精通两国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世

界观的青年人才将会成为推动中法交流的重要使者，为促进中法关系增加全

新活力。

近年来袁中法高校间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袁您如何评

价当前中法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及其前景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法高等教育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

应该说各有所长，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法国高等教育历史悠

久，体系完备，以精英教育见长。2013 年启动的高教重大改革，主

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新一轮高等院校重组，加强多学科交叉和

专业协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水平，同时提高法国高

等教育的世界知名度和吸引力。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一些名校和重点学科专业已位居世界前列。尽管如此，法国高等

教育的不少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借鉴，尤其是在高

层次复合型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办学等方面。法国高校希望继续

扩大中国优质生源，中国高校希望两国继续加强高端人才联合培养，不断丰富

合作办学形式并扩大规模。因此，中法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

互补性，仍然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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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应保持优良传统，共创发展新高度

首先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遥 您曾在中国任教袁到过中

国很多城市袁 请问您这次作为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

科研究合作专员来华袁工作重点都有哪些不同钥

我也非常感谢你们给我提供这次访谈的机会。这次来华，的确

和以往有所不同，以前我是以教授的身份来到中国，这次是我职业

生涯中第一次作为外交官来华。法中高等教育合作在两个大国的

公共外交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的新职务和之前的工作具有很强的衔接性。

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我将尽我所能向两国的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两国青

年的交流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增加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更深入

地了解和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

法中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我非常荣幸可以为保

持和发展这一传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两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大的

作用，在教育领域有相同的原则，尤其是认为教育不是消费品，而是面向更

多人群的服务，激励年轻人获取更高的学业成就等。我非常高兴和我的中国

朋友共同推进这些事情。

深化中法高等教育交流 探索国际合作新空间
———访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合作专员鲍佳佳教授

■ 张力玮 吕伊雯

被访者：
鲍佳佳渊St佴phanie Balme冤教授袁法国

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合

作专员尧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遥
鲍教授是中国法律方面的专家袁曾担任众

多欧洲和国际组织顾问袁 出版著作 怨 本袁
发表论文 50 多篇曰 她曾在清华大学法学

院渊2006 年-2012 年冤尧香港中文大学尧阿

育王大学渊新德里冤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

分校渊蒙特利尔冤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渊温

哥华冤尧哥伦比亚大学渊纽约冤等校担任访

问教授遥 2014 年袁她入围野中法建交 50 年

50 人冶名单袁该活动旨在向为中法关系作

出贡献的人士表达敬意遥

两 国 在 全 球 化
进 程 中 发 挥 着 重 大
的作用，在教育领域
有相同的原则，尤其
是 认 为 教 育 不 是 消
费品，而是面向更多
人群的服务，激励年
轻 人 获 取 更 高 的 学
业成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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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形式多样、项目丰富

请介绍一下目前两国高等教育领域合作的具体情况遥

法中两国在高教和科研领域的合作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我们

的合作项目非常多，种类也很丰富。我想简单列出几个数字说明一

下。法国是欧洲范围内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留学生目的国，中国自

2015 年起成为法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

将近 4 万名，占法国所有学生总数的12%。2016年，有 1.1万名中国学生赴法国留

学，主修领域有管理与贸易（43%）、科学与工程学（15%）、语言与文学（12%）、艺术

（8%），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中国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其中约一半在大巴黎地

区学习。赴法留学的中国学生中，约 50%的第一外语是英语，这就意味着他们要

学习法语，当然短期培训的学生除外。因此，中国学生在学业结束时有望成为三语

人才。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符合中国政府鼓励中国高校国际化的目标。目前

在华的法国留学生超过 1 万名，位居在华留学生人数第 10 位以及在华欧洲留

学生人数第 2 位。近年来，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我们和中国的合作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第一，学生交换项目。双方高校互

认学分，学生有可能获得两校文凭，目前此类项目超过 700 个。第二，法中合作

办学项目。目前有 44 个项目经中国教育部审批，还有很多正在筹备和审批过程

中。第三，法中合作办学机构（Institut franco-chinois）。通过中国教育部审批的有

8 所法中合作办学机构，还有 8 所正在审批过程中。第四，面向有志于到法国

攻读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暑期班项目和面向中小学生的法中学校项目。我们

的工作涵盖所有层次的学生，从高中生到博士生。第五，职业教育合作领域。

法国的职业教育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如旅游、酒店、体育和可持续发展城

市等职业培训课程。

在这五种形式中，法中合作办学项目 / 机构是两国合作成果的精华，被中

方合作伙伴视为传播优质教育的媒介。工程师教育领域的合作办学机构有北航

中法工程师学院、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

学院、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上海交大 -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

院、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此

外，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法国巴

黎索邦大学、保罗 - 瓦莱里大学、KEDGE 商学院共同创办的第一家以人文社会

科学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这些优质的合作项目 / 机构很受中国学生欢迎。目前通过合作项目赴法留

学的学生人数已超过所有赴法留学生人数的 50%，我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

法中合作办学项
目 / 机构是两国合作
成果的精华，被中方
合作伙伴视为传播优
质教育的媒介。目前
通过合作项目赴法留
学的学生人数已超过
所有赴法留学生人数
的 50%，我希望双方
进 一步 加强 合作，未
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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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未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中法合作办学机构提供三语教学、企业实习、职场人际网

您认为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模式有何特色钥

在我看来，所有法中合作办学机构有如下共同点：一是提

供高水准的教育；二是颁发获两国政府认证并得到国际承认的

文凭；三是使用中、英、法三语教学，具有高度的国际开放性；四

是教学注重创新，与企业关系密切；五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

导；六是与全球著名院校开展合作交流；七是提供企业实习和

职场人际网，保证学生高质量就业。

说到实习，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新的重点项目———千人实习生计划。千

人实习生计划是两国政府为增进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大学毕业生开展国际交

流、提升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两国首次互派实习生开展交流活动。通

过千人实习生计划，中国实习生可以到法国境内的企业实习，法国实习生可以

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实习。

政策驱动，法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

请谈一谈法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方面的发展趋势与战略重点遥

法国教育部在 2016 年 2 月发布了教育白皮书，清楚地表明了

法国希望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意愿。

自《博洛尼亚宣言》签署、三级学制（学士、硕士和博士）实施、伊拉

斯谟项目成立 30 年以来，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相当国际化并

且同时欧洲化了。目前，法国在全球开办了 140 所学校。这些学校接待了 3.7 万

名大学生，其中 38%来自亚洲，28%来自非洲，18%来自中东。摩洛哥、越南和中

国是法国在境外发展高等教育合作较多的国家。若以学生人数统计，中国以

4514 名留学生人数名列前茅。之前已经讲过，目前通过中国教育部审批的有 44

个法中合作办学项目、8 所法中合作办学机构，还有 8 所法中合作办学机构正在

审批过程中。法国同时是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待国。

未来，法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战略重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推进奖学金政策，如埃菲尔奖学金、伊拉斯谟奖学金。

第二，使签证更加便利。取得法国硕士文凭的学生或是法国高等专业学院委

员会（CGE）认可的职业学士文凭（Licences professionnelles）、专业硕士（MS）、理学

硕士（Msc）获得者，如果参加工作或者创办自己的公司，则可享有 12 个月的临

千人实习生计划
是两国政府为增进友
好关系，促进两国大
学 毕 业 生 开 展 国 际
交流、提升就业能力
的一个重要项目，也
是两国首次互派实习
生开展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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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居留许可。

第三，参与欧盟高等教育交流计划。“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7 年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该

计划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神学家和教师伊拉斯谟命名，

旨在促进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青年学生交流，并一直持续到 2013 年底。

从 2014 年开始，欧盟又推出了“伊拉斯谟 +”计划（Erasmus+ Programme 或

Erasmus Plus Programme）。该计划合并了“伊拉斯谟”计划、“伊拉斯谟世界”计

划等欧盟在教育、培训和青年领域的 7 个原有计划，并首次涉足体育领域，期限

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欧盟希望能在整合多个计划后，更简单明了地开放申

请，给现代化的教学提供更多机会，在教育界和实业界之间建立新的桥梁，预计

将有400万人在7年内受益于“伊拉斯谟+”计划。

第四，提供英语授课项目。这一项目的数量逐年增长，但我们也鼓励留学

生学习法语，因为同时掌握英语和法语的学生相对来说更有优势。

第五，建立大学与机构共同体（ComUE），提升法国高校的国际知名度，目

前这一改革措施正经历考验。法国新政府可能推出新的高校联盟战略。从 2013

年开始，很多法国大学、学院和大学校正在合并组合成大学联盟，这些合并在全

法范围内进行。合并有三个目的：首先，加强各个机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之

间的协调；其次，建立不同专业之间的配合；最后，通过设立统一的机构及鼓励

跨学科科研项目，加强学校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因为大学联盟的规模更大，这

使得各教学集群在国际上更有知名度，而且这些大学联盟开始以联盟内院校

的名义颁发毕业文凭。

在之前一段时间，国际化可能仅限于个别高校，目前法国高等教育总体来

说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同时应该注意到，境外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和质量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加深了解，拓宽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发展新空间

对于两国未来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袁您有何设想或规划钥 在接

下来的几年中袁您的工作重点或优先事项有哪些钥

近十年来的法中高教合作主要侧重于理工科领域，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推动这一领域的合作，让中国学生到法国最好的院校和实验

室学习，专业主要涉及纳米技术、老年医学、农学（葡萄种植）、环境

学等。同时，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人文社科领域感兴趣，未来我们会

鼓励将合作扩大到以下领域：法学、教育学、世界历史、遗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

增值、预防考古）、可持续旅游、艺术和时装。

近十年来的法中
高教合作主要侧重于
理工科领域，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推动这一
领域的合作，让中国
学生到法国最好的院
校和实验室学习。同
时，未来我们会鼓励
将合作扩大到以下领
域：法学、教育学、世
界历史、遗产学（文化
遗 产保 护与增 值 、预
防 考 古）、可 持 续 旅
游、艺术和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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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和学生们见面，包括中国西部地区的学生。目前，我们

已经走访了甘肃、内蒙古、陕西的院校，其中西安是我们重点合作的城市，未来

还计划走访山西以及西部省份。我们工作的重点包括鼓励、支持更多的法中高

校开展可授予双学位的合作办学项目 / 机构，推广博士层次的合作；鼓励硕士、

博士层次的学生流动；深度挖掘职业教育合作的空间；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科研

现状，这有助于两国开展更好的合作。

多方协同推进中法高校合作

在让更多中国高校管理者尧 教师和学生了解法国高等教育尧推
动中国高校与法国高校合作方面袁您有何想法钥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了解法国高等教育，并希望到法国求

学。隶属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法国高等教育署（Campus France）在中

国大陆境内有 6 个中心。他们主要负责推广法国教育、预签证程序、

留法学友网络，组织了很多教育展、开放日活动，开设了网站和在线

讨论会等，随着留法学友俱乐部（Club France）的壮大，现已成立了 7 所行业分

会，今年还会组织奖学金获得者的相关活动。中国大陆还有 13 个法语联盟（Al-

liance Fran觭aise）。除法语培训之外，他们定期到全国高校开展文化推广活动。

法中双方重视加强质量认证合作。法国驻华使馆开展促进人员流动的

项目（提供艾菲尔优秀学生奖学金、高级访问学者奖学金）、“探索中国”项

目；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于 2015 年签署共同开展认可“高质量

中法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合作协议；与中国留学基金委联合开展蔡元培项

目和徐光启项目。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和我的团队一起像“沙漠商队”那

样，一一拜访中国高校并和学生们会面。最后，更好地将研究和高等教育合

作结合是提高我们工作质量所必须要做的。

请对有意愿与法国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的中国大学说几句话遥

法国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国度，开放性很强，她的高等教育和

科研体系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法国教育领域大部分的投入来自

政府，也就是通过纳税人来承担。因此，我们的教育质量很高，但

所需的花费是相对低的。我们的原则是对法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一

视同仁。我们也将尽力向赴法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最好的服务。

最后预祝法中高校合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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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诞生的学校

普法战争结束，法国割地赔款,经济一蹶不振。欧洲霸权地位逐渐衰落使法

国弥漫着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法国人翘首期待着能够解决这些危机的精英

的出现。1872 年，巴黎政治自由学堂（巴黎政治大学前身）的建立就是法兰西第

三共和国对这种危机的回应。这所诞生于危机中的学校，培养了振兴法国的济

济人才，对于国内外面临的种种挑战和自身的定位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下文简称巴政）是法国行政类大学校（魪cole d’

Administration）的代表之一。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左岸，从巴政步行到卢浮

宫大概只需 10 分钟。就在一些巴黎高校纷纷在郊外选新址的时候，巴政不仅

依然坚守在巴黎第七区（7e Arrondissement），而且陆续购入学校周边的传统建

筑，逐渐扩大其在巴黎市中心的领地。校址占据如此地理优势，校舍又保有古

典建筑风格，巴政显然更有傲视群雄的资本。从这里走出的精英不胜枚举，联

合国秘书长加利、“二战”后 7 位法国总统中的 5 位、4 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等。坐在巴政的大礼堂里，一不小心就和法国总

统成了同桌。

精英学校的自我改革

在法国以及少数其他国家，存在着一种精英培养的特殊方式，即大学校的

巴黎政治大学：
从法国政要孵化器到世界精英的摇篮

■ 吕伊雯

“这是一所在危
机中诞生的学校，而
当今世界正处于危机
之中，因此，我们有责
任去培养符合当下时
代需要的人才。”

要要要弗朗西斯窑
维里奥袁 巴黎政治大

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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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班。优秀高中毕业生才有资格在课程繁重的预科班用 2～3 年准备参加要

求极其严格的“大学校”入学考试。建立在高水准的知识要求、紧张的学业、强

大的心理压力以及大量通用知识学习基础之上的“大学校”及其预科班，构成

了法国的精英教育模式。然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之下，通过逐步完

整掌握并精通一门学科的专业教育面临着挑战，社会质疑这种模式能否培养

出可以理解当今社会复杂性并提出创新型问题解决方法的人才。

以革新为传统的巴政早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本科阶段教育（Coll侉ge
Universitaire）模式尝试着给出一些答案。巴政秉持其核心使命———“有效地

培养思想自由的精英，既为公共部门也为私营部门作出贡献”，并不断前

行、不断突破。1989 年，阿兰·兰斯洛特（Alain Lancelot）校长发起教育改革，

强调通识教育、国际化和专业化。1999 年，戴安国（Richard Descoings）校长，

大举革新、调整课程结构，将学位课程从 3 年学制延伸至 5 年，并要求所有

本科学生必须在国外完成第三年的学习。2014 年，现任校长弗雷德里克·弥

雍（Fr佴d佴ric Mion）领导制定了《巴政 2022》，明确持续国际化、科学发展战

略，并对其各地校区进行资产重组和发展，旨在继承传统优势的同时，将巴

政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学。

跨学科教育：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之基

位于法国高等教育体系顶端的大学校，其专业设置各有侧重，培养的都是

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正如巴政副校长弗朗西斯·维里奥（Francis V佴rillaud）所
言，当今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现在

的世界也已经没有了 18 世纪时明确的“技术边界”。因此，在教学上也应该发

展出同时兼顾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问题的课程。

顺应时代要求，巴政为来自全球的学生提供一种经典的、以社会学科为基

础的、多学科交叉的教育。7 个本科校区的主要课程都包含了经济、法律、历

史、社会学、国际关系以及政治学并专注于世界上一个特定地区的研究。巴政

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在本科第三年强制留学期间，学生可以选择

拓宽其通识知识的学习，也可以精深其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们

可以提升外语水平和在多元文化的团队中协作的能力。硕士项目则以职业需

求为导向，包括社会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小组集体实践项目，在两年的

学制中包含 6 个月在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实习或交换学习。巴政还欢迎来自全

球的精英来深造：1973 年，巴政建立高管教育部门，凭借其社会科学领域的卓

越研究、跨学科模式及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为高层管理者和领导人打造的高

管项目（Executive Education）。

巴 政 为 来 自 全
球的学生提供一种经
典的、以社会学科为
基础的、多学科交叉
的教育。

高教·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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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将学生“踢出”法国

巴政不仅希望学生具有跨学科的背景，还期望学生在多元文化的世界环境

中能够游刃有余。巴政有 1.3 万在校生，47%来自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其中

70%左右的国际学生为学历生。其国际化不仅体现在众多的国际申请者和交换

生，而且体现在其国际合作伙伴。目前，巴政与超过 400 所国际交流院校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巴政看重的国际合作是基于彼此交流的关系，在分享和给予的同

时也吸收和学习。

巴政有三年本科项目。本科前两年，学生在巴政七个校区之一进行学习，第三

年在海外学习。巴政将每一位本科生都送出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副校长弗朗西斯·

维里奥表示，“如果学生不到海外学习，不去学习另一门语言，何谈国际视野？那样

眼界将太过狭隘。因此，我们希望学生亲身去感受。每年我们都将1500多名巴政学

子‘踢出’法国，到我们顶尖的合作院校去学习知识、语言，感受多元文化。”

各具特色的七个校区

巴政的本科教育分布在全法国的七个校区遥 除巴黎校区之外袁2000 年袁巴政在

南希建立第一个巴黎校区之外的本科校区袁 随后分别在普瓦捷 渊2001冤尧 第戎

渊2001冤尧芒通渊2005冤尧勒阿弗尔渊2007冤尧兰斯渊2010冤建立本科校区遥发展不同特色尧不
同教学语言的校区袁也有助于巴政能够克服语言障碍袁接收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学生遥 与此同时袁不同的校区也会专门面向某一个地区的学生遥
欧洲-亚洲校区渊Europe-Asia campus in Le Havre冤-英语授课项目

欧洲-北美校区渊Europe-North America campus in Reims冤-英语授课项目

中欧东欧校区渊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mpus in Dijon冤-英法双语授课

项目袁法语授课项目

中东地中海校区 渊Middle East and Mediterranean campus in Menton冤-英语

授课项目袁法语授课项目

欧洲-非洲校区渊Europe-Africa program in Reims冤-英法双语授课项目

欧洲-拉丁美洲校区 渊Europe-Latin America campus in Poitiers冤-法语葡萄

牙语西班牙语三语授课项目

法德欧洲校区渊European Franco-German campus in Nancy冤-法语英语德语

三语授课项目

此外，巴政、巴黎第一大学、巴黎共和理工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

合作实施“联盟”计划（Alliance），培养双学位人才，每年联合举行学术会议。

“联盟”计划创建于 2002 年，这个平台旨在通过共享学术研究资源，追求教

育与研究的创新发展。以巴政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4 年制本科双学位项

学生体验：“所有
的学科之间是有关联
性的，如物理学和经
济学与我现在学得金
融是有非常紧密的联
系的。巴政培养学生
是使我们有一个更广
博的视角、更加深入
的思考，这样培养出
未来企业的决策者或
是 国 家 的决 策 者 ，能
够从更全面的角度去
分析一个问题。这是
我 在 巴 政 最 大 的 收
获。”

要要要张钟仁 渊巴政中

国学生冤

高教·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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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例，学生们前两年在巴政学习，后两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毕业后获

得两所大学的本科文凭。这种双学位项目吸引了很多国际学生，他们有机

会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体验不同的教育文化。巴政还与柏林

自由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悉尼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建立了双学位项

目。巴政也将这种培养模式延伸至硕士课程，其中有三个与中国高校合作

的硕士双学位项目，分别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2 个），还即将要与清华大学

建立相关项目。

巴政期待的国际学生

申请到巴政学习的学生应该是真正想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他们想要承

担不同领域的职责，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活跃的一份子。社会科学是了解这个

世界的工具，但不要专攻社会科学，而是要跨学科去涉猎，这才是更好的了解

世界性问题的方法。当今世界问题非常复杂，学生选择巴政是要学习更多知

识、更广阔的眼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其能为这个复杂的世界作出贡献。

申请巴政

本科申请

在法国本土以外获得高中文凭的同学可通过国际学生录取通道进行申请遥
申请程序院申请者首先需在官网提交材料袁通过材料选拔后袁参加巴政在全

球 70 多个城市举行的面试遥 面试共持续 1 小时袁包括阅读新闻文章并针对该新

闻做 10 分钟演讲渊Presentation冤,演讲之后是面试官与候选人就相关话题的问答

环节渊20 分钟冤遥
申请时间院每年秋季(10 月)至第二年春季(4 月)
入学时间院秋季

语言要求院巴政本科课程分为英语授课与法语授课课程袁学生可根据自己

情况进行申请遥

研究生申请

在法国本土以外获得本科文凭的同学可通过国际学生录取通道进行申请

申请程序院申请者官网提交材料袁各院系审材料并决定申请结果

申请时间院每年秋季(10 月)至第二年春季(4 月)
入学时间院秋季

硕士语言要求院英语授课专业要求雅思 7 分(小分不低于 6 分)或托福 100
分遥 法语授课专业院TCF C1(选考部分不低于 14/20)或 DALF C1 以及雅思 6.5
分(小分不低于 5.5 分)或托福 90 分

学生体验：“希望
未来的申请者能够 注
重对实事的思考和与
伙伴讨论的热情，实时
保持自己的能动性，一
直不断前进，而不是只
局限在自己定好的 一
个专业里，而是给自己
一个跨专业的成长。”

要要要杨旸渊巴政学生冤

高教·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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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统治：法兰西式统治

1945 年 10 月 9 日建校的国家行政学院堪称法国政要之摇篮。按国家行政

学院的奠基人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意图，创

建该校旨在为饱受战争沧桑的法兰西共和国输送栋梁之才。该校门厅的一面

墙上挂满杰出校友的相片。在这区区 8 平方米的墙面，当今法国国家权力巅峰

一览无余。在全球，独一无二。而重达三公斤的校友册（Annuaire）如同名人录，

铺展开来便是一部法兰西共和国史。国际上，举世无双。

其实，仅有约百分之一的国家行政学院人驰骋政界。无可辩驳的事实却

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内阁成员三分之一至半数为国家行政学院人。法兰

西第五共和国实为 魪narchie（国家行政学院统治）。

等级森严的精英教育：法兰西式人才培养

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犹如一座金字塔，等级森严。塔底为各级各类高等院

校，接纳 200 余万学子，众多大学校（Grandes 魪coles）构成金字塔上部，拥有

逾 20 万名学生，塔尖是最年轻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大学校的使命是

向各级各类政府机构输送效忠国家的管理精英，专业设置各有侧重使各校

特色鲜明。

大学校之“大”是指机构性质，即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领域中重大的公共

机构（Grand 魪tablissement）。法国《教育法》（Code de l’魪ducation）第七章“高等

教育机构”（Les 魪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Sup佴rieur）对此作出严格规范。

大学校其实以小而精著称，通过严厉的入学筛选机制，每年的招生名额平均为

400 人左右。谁闯过刀山火海般的精英学府入学考试（concours），成为一名大

学校的学子（佴l侉ve）以及校友（anciens 佴l侉ves），便可飞黄腾达，法国企业百强的

六成老总毕业于大学校。而备考期即预科（Pr佴pas）可长达两年，只有那些全

国会考（baccalaur佴at）中的佼佼者方可进入预科。自 1990 年，concours 不再是

通向大学校的唯一途径，申请者也可以展示在职场累积的专业素养（Validation
des Acquis Professionnels）。

法兰西：同窗共和国渊摘编冤
■ 俞 可

当然，国家行政
学院人偏爱以机关管
理的方式来领导一家
企业，这便与当下的
股 东 价 值 至 上

（Shareholder-Val-
ue）时代格格不入。成
立至今，该校始终与
质疑、批判结伴而行。

高教·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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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复始的权力生产：法兰西式培养

为争夺国家行政学院的 120 个入学名额，每年约 3000 名考生展开殊死较量。

报考该校通常须满足三个条件之一：高校毕业，政府部门在职，拥有 8 年非政府部

门工作经历。

该校学制为 27个月，分为 15个月的研习阶段和 12个月的实习阶段。在实习

阶段（stages），学生直接进入省政府、大使馆或国际组织，受命于省长或大使，能

随时获取内部信息，甚至可以代表省长或大使在正式场合亮相。其待遇的奢华

程度只有瑞士私立高校可相提并论。学生实习期间竟然下榻于巴黎高级公寓，

且由专职厨师和保洁伺候。学院甚至为在校生支付公务员薪水，每月 1400 欧

元，相当于法国最低工资标准。撰写求职报告当然多此一举，政府部门与知名

企业自然会锁定这些年轻人。毕业成绩（classement）优异者拥有优先权，通常选

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Grands Corps de l'魪tat）。
无论哪届毕业，哪怕未曾相识，国家行政学院人见面均以“你”而非“您”

相称。各类顶尖会所为散布各界的国家行政学院人攒足人脉资本（Reseau）提供

便利。然而，这种非同寻常的团体精神往往会异化为结党营私并党同伐异，如前

几年发生的里昂信贷银行（Cr佴dit Lyonnais）事件。当然，国家行政学院人偏爱以

机关管理的方式来领导一家企业，这便与当下的股东价值至上（Shareholder-
Value）时代格格不入。成立至今，该校始终与质疑、批判结伴而行。

同窗共和国：法兰西式民主

国家精英孵化器虽然是国家行政学院的顶层设计，而如今，该校出品更多

的是随波逐流且批量生产的技术官僚。2007 年法国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贝鲁

（Fran觭ois Bayrou）参选时便力图终结精英学府体制，尤其是取缔国家行政学

院。他认为，这是一家“俱乐部”，其成员“接受相同教育、相互熟识、使用共同

语言”，只是“法国人不再听得懂这种语言”。

至于选民能否与
政治家共享同一话语
体系，则另当别论，政
治家只是沉湎于窃窃
私语。该校从巴黎迁
至斯特拉斯堡意味着
别离国家权力中 心，
民众似乎捕捉到一线
权力垄断机制式微的
希翼，但事与愿违。

高教·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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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商学院变革背景和国际化战略

随着英美两国留学政策日渐收紧，其在全球留学市场的领先地位或被取

代。与此同时，法国将“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在欧盟和全球的影响力”上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2007 年《大学自由与责任法》实施后，法国开始实施高校科研合作

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PRES）。2013 年 7 月《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实

施，进一步支持大学与研究机构建立共同体[1]。然而，政府推进的强强联合面临

的挑战不断、广受质疑，一些高校逐渐退出。对此，马克隆政府提出高校在自愿

的基础上进行结盟。

法国高校规模小、学科单一，多年前高校间联合就是其应对挑战的有效策

略。商学院也不例外：兰斯高等管理学院（ESC Reims）和鲁昂高等商学院

（ESCRouen）于 2013 年合并成立法国诺欧商学院（NEOMA Business School）；波

尔多高等商学院（BEM）和马赛商学院（Euromed Management）于 2013 年 7 月合

并成立 KEDGE 商学院。

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新一轮结盟前途未卜。很多高校则将战略重点放在海

外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法国政府不断寻求新的措施推动法国高等教育发展，比

肩世界主要跨国教育输出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压力过大，高校均面临公共

资助持续降低的局面。

法国商学院对海外市场的应对战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不同国家设立海

外校区。例如，由中国深圳大学和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Audencia Business

School，以下简称南特高商）合作建设的深圳南特商学院（Shenzhen Audencia

Business School, SABS）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揭牌成立；法国高等经济与商业科

学学校（ESSEC）位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非洲 - 大西洋校区于 2017 年正式投

入使用；2015 年，法国里昂商学院（EMLyon Business School）与华东师范大学签

署了正式协议，联手建立亚欧商学院（Shanghai named Asia-Europe Business

School）。另一类，以巴黎高商为代表，选择与全球顶尖商学院发展合作伙伴关

法国商学院主动应变的创新发展
———以巴黎高等商学院为例

■ 吕伊雯

法国商学院对海
外市场的战略大体有
两类：设立海外校区
和与全球顶尖商学院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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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共建双学位项目，并为两校间师生提供访问、交流的机会。

法国商学院的典范：巴黎高等商学院

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的法国商校共 79 所[2]，主要包括以下

四类：一是隶属于公立综合性大学的商学院，如里昂第三大学（University Jean

Moulin）的企业管理学院（IAE of Lyon Business School）；二是私立商学院，如欧洲

商务管理学院（INSEAD）；三是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四是由法

国商会主管的商学院集团，如巴黎高商、巴黎高等商业学校（ESCP Europe）。

在法国高等教育改革之中，法国商学院一直走在前沿，是最为主动应变的主

体之一。巴黎高商（HEC Paris）作为商业大学校②的典范，由巴黎商会于 1881 年创

立，是法国历史上最久负盛名的大学校之一，是法国首个获得英国工商管理硕士

协会、欧洲质量改进体系、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三大国际权威认证的商学院。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巴黎高商逐步建成其现当代的培

养模式，包括 EMBA（1930）、高管教育（1967）、MBA（1969）、博士项目（1975），并

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在 130 多年的发展中，巴黎高商一直吸引着天赋异禀、开

拓创新、思想开放的人才，并将“培养未来世界的建设者”作为其肩负的使命。

专注打造国际化、信息化的一流合作平台

联合名校学科优势，打造跨学科双学位课程项目

顺应时代的要求，巴黎高商与国内、国际合作院校打造双学位硕士课程项

目（见表 1）。巴黎第一大学、乔治敦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在 2016 年 QS 世界大学

排名中的名次分别是第 228 名、第 214 名、第 123 名，而这三所大学与巴黎高商

合作的学科，即巴黎第一大学的法律、乔治敦大学的法律、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

政策与管理，在同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分别名列第 26 名、第 21 名、第 34

名[4]。另外三所大学自身也都具有显著的学科优势。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在科技前

沿领域融合尖端研究、学术与创新；其与巴黎高商合作的大数据商务双学位硕

士项目为致力于开展需要大数据专业知识的商务的学生同时储备工程技术与

战略眼光。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是莫斯科久负盛名的人文科学院校，特别

在法国高等教育
改革之中，法国商学
院一直走在前沿，是
最为主动应变的主体
之一。

世界名校发挥各
自的学科优势，与专
注于管理教育和研究
的 巴 黎 高 商 形 成 合
力，以帮助学生扩充
知识、提升技能、开阔
眼界、增长见识。

表 1 巴黎高商双学位硕士课程项目[3]

国别 合作院校 项目

法国 综合理工大学 大数据商务双学位硕士

法国 巴黎第一大学 管理与商法双学位硕士

美国 乔治敦大学法学院 管理与商法双学位硕士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 管理与公共事务双学位硕士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管理与公共事务双学位硕士

德国 慕尼黑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与创新双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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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有志于国际关系的学生；其与巴黎高商共同打造的管理与公共事务双学位

硕士项目的研究方向是共同治理和全球网络外交，这个项目的设置反映出当前

经济管理、公司法、国际关系之间密切的联系。慕尼黑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依托慕

尼黑理工大学在工程学方面的学科优势，已经兼备了工程与管理的特色；在与

巴黎高商合作的管理与创新双学位硕士项目中，更是聚焦在技术创新方面，致

力于培养技术创新管理人才。

这些合作院校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与专注于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巴黎高商

形成合力，以帮助学生扩充知识、提升技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调动创业生态系统之合力，加速孵化器发展

1978 年，巴黎高商开设“企业家”课程，开创了法国创业教育的先河。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如今创业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成为巴黎高商最主要的

全球战略组成之一，证明了其在法国、欧洲甚至全球的领先地位。学校鼓励学生

通过早期实习、创业资助、业务升级和扩展来进行创业。于 2007 年创建的巴黎

高商孵化器（HEC Paris Incubator）每年主持近 30 个创业服务项目和社会项目。

作为企业家中心的一部分，巴黎高商孵化器是个多部门创业支持项目，三

大支柱分别是 à la carte 项目、参与型社区、知识工厂。2016 年 12 月，巴黎高商

孵化器与 VCs、脸谱网（Facebook）作为第一批成员入驻世界最大创业园区

Station F。该创业园区位于巴黎的老火车站，占地 3.4 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超过

1000 家创业公司。巴黎高商系主任彼得·托德（Peter Todd）表示，“巴黎高商加入

Station F 是因为相信，通过将联合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力量，发挥巴黎高商品牌

和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将强化我们在 Station F 启动的项目，从而为全球

创造价值并影响世界。”

携手世界领先的在线学习平台，推出在线学位课程

巴黎高商和世界领先的在线学习平台 Coursera 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共同

发布了在线学位课程———创新与创业（OMIE）。该项目旨在指导商业领袖推动

企业创新发展，引领创业者用创新思路创办企业。OMIE 项目现已开放第一期的

课程申请，并将于 2017 年 9 月 17 日正式开始在线授课。

OMIE 课程与巴黎 HEC 商学院所有其他学位一样，具有一定的可选性。但同

时这个项目灵活度很高，学生在 Coursera 平台上注册之后即可马上开始学习。在

项目完成之际，学生们将懂得如何整合人才和资产，通过利用他们所学到的决策

技能来管理企业的快速增长并降低潜在的风险。该项目也鼓励学生们在面临社

会、政府和生活中的不同际遇时，尝试发现新思路，从而获得合理的解决方式。彼

得·托德解释说：“HEC 将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向业界顶尖人士学习的机会。通过创

新的在线互动课程，学生们将为在未来创办新企业，或在现有企业内部推动创新

发展做好十足准备。这绝对是一个获得 HEC 硕士学位，并加入校友会、扩宽人脉

的绝佳良机。”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里，学生们将就其选择的领域进行团队合作，

1978 年，巴黎高
商开设“企业家”课程，
开创了法国创业教育
的先河。经过 30 多年
的发展，如今创业中心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成为巴黎高
商最主要的全球战略
组成之一，证明了其
在法国、欧洲甚至全
球的领先地位。

Coursera 首席 执
行官 Rick Levin：HEC
作为一个全球顶尖学府
为提供公平教育机会作
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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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从草拟商业计划到完成具体实施的整个过程。他们每周都将获得经验丰富

的资深企业家和商界领袖们的指导。此外，优秀毕业生还能申请来自学院的基础

投资，在巴黎 HEC 商学院的创业孵化器中真正落实自己的创业计划，实现理想。

2013 年，巴黎高商是法国首个在 Coursera 平台上推出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

（MOOC）的商学院。在此经验之上推出全新的在线学位项目，借助 Coursera 全球

2500 万用户的基础，将巴黎高商的优质课程推荐给更多优秀的企业家以及商业

领袖们，帮助他们迅速应对不断变化且极速发展的商业需求。Coursera 首席执行

官里克·莱文（Rick Levin）希望 OMIE 课程能够使顶尖商学院的学习体验在全球

范围内都变得触手可及：“这是一个专为那些希望跻身于国际化企业家阵营大

展宏图、并致力于打造企业帝国的学生所设计的学位。该课程设计的独特之处

在于：学生们可以按照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和安排，同期获得多个专业资质认

证。他们既可以只选择一门课程，也可以选择专注研习某个领域，当然也可以选择

完成整个项目所有领域的学习，从而获得一个完整学位。同时，这个学位的开放也

意味着，HEC作为一个全球顶尖学府为提供公平教育机会作出了显著贡献。”

以科研与教学创新回应未来挑战

除了全球竞争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商学院的发展还面临更深

层次的诉求。对环境问题的广泛认知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有望从全球议程、

国家战略成为个体的价值追求和实践。人们也期待企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社会

角色。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者行为也在改变着传统企业。对于商学院，商业、管

理领域的科学研究、知识生产、教学与课程只有不断创新以应对发展需求，才能

在人才培养中保持全球竞争力。

注释院
淤贯彻精英教育理念的大学校源于近代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

知识分工的细化袁社会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强袁因而如工程技术尧行政尧
师范尧商业等专业大学校相继成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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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黎 高 商 50%
课 程 的 授 课 者 是 顶
尖的行业从业人员，
这 种 实 践 教 学 至 关
重要。这些教授实际
上是银行家、交易员
或资产管理者，他们
每 天 从 银 行 或 交 易
中 心 的 工 作 中 休 息
几天，来到学校，利
用 他 们 的 实 操 工 作
经 验 为 学 生 讲 解 他
们擅长的领域。这种
独 特 的 融 合 使 课 程
具 备 坚 实 的 学 术 基
础，同时高度务实，
专注于业务操作。

新金融时代的金融硕士专业：特色与优势

众所周知袁巴黎高等商学院渊HEC Paris冤作为法国最负盛名的高

等商业管理学院袁也是欧洲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袁其金融硕士项目

多次被叶金融时报曳等权威媒体评为世界第一遥 作为巴黎高商金融硕

士专业常务主任袁请您介绍一下项目特色和发展历程遥

巴黎高等商学院的金融硕士项目开始于 1987 年，正好是在 30

年前。1999 年，也就是 18 年前，当我开始在这里教书时，它仍然是一

个非常小的项目，只有大约 30 名学生，而且只用法语授课。项目开

设 30 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学生数量扩大到 175 名，其中 93%不是法

国人，学生来自 30 个不同的国家。所有课程（核心课程和选修科目）都以英语

授课。

我们的学生具有许多不同的背景和文化，极富国际多样性，使得我们学生

之间的互动非常丰富。金融硕士项目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清华

2016叶金融时报曳的排名评比了世界顶

尖商学院的 55 个 野无职业经验冶 类课程项

目遥 在 18 项评分标准中袁 巴黎高等商学院

渊HEC Paris冤渊以下简称野巴黎高商冶冤的国际

金融硕士项目渊MIF冤凭借其校友国际流动

性(排名第一)尧工资(排名第二)尧学生对项目

的满意度三项指标拔得头筹遥叶金融时报曳指
出院野2008 年的金融危机袁 以及新法规和新

技术对金融的挑战日益加剧袁都使人们对金

融学硕士项目更感兴趣遥正是在这种需求不

断增长的背景下袁巴黎高等商学院成功地连

续六年蝉联世界最高排名遥 冶为深入了解该

专业建设情况袁本刊专访了巴黎高商金融硕

士专业常务主任奥利维尔窑博飒德先生遥

卓越之路：教师、学生与学科文化

■ 马子悦 张力玮

要要要访巴黎高等商学院渊HEC Paris冤金融硕士专业常务主任奥利维尔窑博飒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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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建立了独特的双学位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选择清华经管学院成为

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对学术卓越的追

求。

在课程方面，我们的金融硕士课程提供了学术和实践的独特融合。我们

有非常完善的学术课程设置，配备了优秀的研究和教务人员：总体来说，我

们在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常设教学人员来自 28 个不同的国家，在过去 5 年中

获得了 119 项各类奖项，并在 2015 年投稿 82 篇学术论文。这意味着我们的

教学人员始终站在研究创新的前沿，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项目是独一无二的。

与这一强有力的学术服务相伴的是，我们 50%课程的授课者是顶尖的行

业从业人员，我认为这种实践教学至关重要。这些教授实际上是银行家、交

易员或资产管理者，他们每天从银行或交易中心的工作中休息几天，来到学

校，利用他们的实操工作经验为学生讲解他们擅长的领域。

这种独特的融合使我们的课程具备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高度务实，专

注于业务操作。

我们项目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我们会配合雇主的需求不断改进课程，从

而让我们的学生在 2017 年及以后的新金融世界中更具优势。

我们已经在许多课程中整合了监管层面的教学。例如，分析 《巴塞尔协

议 III》 （ ）、 《偿付能力标准 II》 （ ） 与 《欧盟金融工具市

场法规》 （ ） 等新的法规如何影响了 （并将要影响） 人们开展业务的

方式，如资本充足率、报告要求等。

此外，尽管大多数传统的理论定价框架以流动性、高效率和透明的市场

为基本假设，我们的项目还融合了越来越多的实际交易约束，例如流动性的

影响和以对冲为目的的“暗池”的使用。

最后，由于技术成为一些业务领域的关键 （例如高频交易和大数据分

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不仅掌握实用的 C++ 或 Python 的编码技能，而

且能在整体上更好地掌握技术问题。

理想的金融硕士项目申请人：定量研究和分析能力、热情、领导力

与团队合作能力

在招生方面袁 贵校金融硕士项目有哪些特别的要求袁 主要看重

学生的哪些特质钥

总体来说，我们每年收到大约 2000 名候选人的在线申请，而

我们最终录取的不到 200 人———基于卓越性的筛选过程是保持项目

获得成功和声誉的关键。

基 于 卓 越 性 的
筛 选 过 程 是 保 持 项
目 获 得 成 功 和 声 誉
的关键。巴黎高商的
理 想 学 生 要 对 金 融
充满热情，具有创造
力、定量研究和分析
能力、团队精神与谦
虚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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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希望我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定量研究和分析能力。我们尤其看重

本科学校的排名、学生的绩点和推荐信，以及他们的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

（GMAT） 分数———通常高于 710。

除了学业成就以外，我也更希望能录取那些对学习金融有热情的学生，

而不是那些仅仅因为想要赚钱而学习金融的学生。

对于我来说，一个理想的候选人需要对金融充满激情。我欣赏那些对特

定市场感兴趣的申请人，或者喜欢研究本国经济、特定部门，甚至是一支特

定的股票的申请人。我希望录取那些能对金融感到兴奋的学生，因为如果从

事金融行业，他们可能每天将在这个领域工作超过 12 小时，而这一过程可能

会持续超过 40 年，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可能比与家人共度的时光还要多，

因此他们真的需要喜欢金融！

除了激情，我也在寻找那些有潜质成为未来世界领袖的候选人。创造力、

创新性、谦虚的品格，以及良好的团队精神，是我在录取学生时比较看重的

素质。

我个人会亲自面试所有通过金融硕士项目基本筛选的候选人，方式包括

面对面谈话或通过 Skype 面试，因为我需要这种直接的互动来评估候选者。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工作量很大并且非常耗时的任务，但我确实认为这个选

择过程是我履行职责的一个关键部分：只有将优秀的候选人吸纳进项目，才

能在走出校门后得到优秀的校友！

什么样的金融从业者可以被称为创新性的金融领域人才钥 为了

培养创新性的金融领域人才袁 需要重点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钥

我认为关键词是激情！你需要充满激情，才能培养出创造性和

创新性的心态。

显然，发展战略思维和展现领导特质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我相信革新者需要对周围一切事物产生好奇心，这在复杂而迷人

的金融世界中尤为如此。因此，我试图让我的学生们对金融市场发生的一切

都感到兴奋。每天早晨，我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与学生们交流，分享我

对市场的看法，并与他们进行关于时事话题的对话。我试图提高他们的金融

意识，让他们在一学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金融“文化”的观点，从而可以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判断。

能够见证学生们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成熟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他们将迅速塑造自己的想法和战略思考，最终拥有一个真正的创新和创业心

态。

高教·透视

39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edinfo@moe.edu.cn

2016 年法国专刊

在法国学习金融专业的优势是什么钥

法国位于欧洲的腹地，有着悠久的金融市场历史。虽然全世

界三大主要金融枢纽是伦敦、纽约和香港，但由于有了穿越英吉

利海峡隧道的高速列车，现在从伦敦到巴黎只需要两个小时十五

分钟。

我们项目 55%的学生将在伦敦工作。但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对金融

相关工作也很有吸引力 （大约会吸收我们另外 23%的学生）：巴黎在兼并和承

购领域具有很大优势 （主要银行有罗斯柴尔德、拉扎德公司、法国兴业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等），德国的法兰克福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上市的衍生物产品

市场的关键城市，而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的私有银行和财富管理产业非常

活跃。

在所有这些金融卫星城市的中间，我们的巴黎校区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位置，让学生在整个欧洲都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最后，巴黎的创业生态系统越来越活跃，就像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

（Z-Park） 一样，因此对创业感兴趣的学生将会极大地受益于巴黎良好的创业

条件。

最后，从纯粹的个人角度来看，法国也深深吸收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文

化和艺术气息，因此，在巴黎学习的机会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往往是一个独特

的记忆，对于整个人生阶段来说都将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巴黎高商的一大资本：校友网络与校友情谊

在英国 叶泰晤士高等教育曳 公布的 2017 年度全球 CEO 母校

排名中袁 巴黎高等商学院排名第三袁 其校友包含多位世界 500 强

企业 CEO 及政界菁英遥 学校将如何利用强大的校友网络为学生

提供就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钥

巴黎高商校友网络是所有巴黎高商金融毕业生的另一大资本。

我们的 52300 名校友遍布全球 132 个国家，仅在金融部门就有约

7000 名校友，这些校友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的学生和新的毕业生们实现他们

的志向。这种强有力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我们的校友求职招聘会、伦敦学习之

旅等重大活动中，还体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校友辅导计划。

校友网络持续地加强了我们的学生和商界的交流，并为学生提供宝贵的

支持、指导，甚至可以在学生毕业求职时提供直接的帮助。

除了例行的校友聚会以外，每一天，我都会至少在我的日程中留出一个

小时的空闲时间，以便在电话或 Skype 上与巴黎高商的校友们保持联系。这

巴黎位于伦敦、
法兰克福、阿姆斯特
丹、苏黎世和日内瓦
的中间，具有独特的
地理优势。巴黎高商
能帮助学生在欧洲找
到最好的工作。

巴黎高商校友网
络是所有巴黎高商金
融 毕 业 生 的 重 要 资
本。我们的 52300 名
校友遍布全球 132 个
国家，仅在金融部门
就有约 7000 名校友。
这些校友非常愿意帮
助我们的学生和新的
毕业生们实现他们的
志向。我们希望，若干
年后巴黎高校的学生
不 需 要 自 己 申 请 工
作，雇主和校友们会
向 他 们 提 供 工 作 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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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是一个收集校友反馈、及时跟进金融行业雇主需求的宝贵机会，以

便我们能够相应地调整我们的项目。

通过与我曾经的学生们保持直接联系，我每星期都能从巴黎高商的校友

网络中为现在的学生们争取到一些工作机会。

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若干年之后，我的学生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申请

一份工作，因为雇主和校友们会直接向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巴黎高商校友网络不仅在欧洲 （例如巴黎和伦敦） 非常强大，在亚洲也

同样如此。在北京参加“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期间，我见到

了巴黎高商校友会北京分会主席郑先生 （他曾是汇丰和高盛的银行家），他

告诉我，在北京的 20 多名巴黎高商校友每个月都会举行聚会。

在会上，我还遇见了来自巴黎高商 2014 届的校友王卿棠。我们一起吃

午饭时，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新创业项目“琢磨教育文化”，项目在北京已经

有了 30 名雇员。

今年，我将至少为 4 名学生在香港介绍工作机会，其中两位是通过巴黎

高商校友网络直接获得工作机会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去年 9 月，我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巴黎高商校友网络活

动，一群 2011 届校友向我保证，“无论我们中的哪一位校友因为任何原因

丢掉了工作，我们都会竭尽所能使他 / 她受雇于我们的现任雇主”。我真的对

这样紧密的校友情谊感到十分感动。

我对巴黎高商神奇的校友网络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会保持谦卑，这是

我们的项目的主要优势之一。作为金融硕士项目的执行主任，我也将维护、

丰富和壮大这个惊人的校友网络作为我的主要角色和职责之一。

创新与创业：激发创业精神，提供创业支持，促进社会和道德价值

观的发展

法国的金融教育一贯重视学术研究和创造性思维袁 将创造新

的思维与牢固的基础学科技能相结合袁 是法国金融教育的学术传

统遥 巴黎高商金融硕士项目如何推动创新创业教育钥

从 1881 年 （136 年前） 创立至今，巴黎高商始终将创业精神

作为核心价值贯穿于所有的项目中。我们对创业和创新的三大承

诺如下：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将会对创业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并将

学习创业精神；所有希望发展雄心勃勃的创业项目的学生都会得到支持，特

别是通过我们的巴黎高商创业中心；我们力求通过创业和创新来促进社会和

道德价值发展。

巴黎高商在创新
创业方面向学生做出
三大承诺：让所有学生
对创业具有独特的敏
感性，并有机会学习创
业精神；所有希望发展
雄心勃勃的创业项目
的学生都得到支持，特
别是通过巴黎高商创
业中心；力求通过创业
和创新来促进社会和
道德价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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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创业教育，我还试图在金融硕士课程中培养创造性思维。

我们开展了大量基于计算机的案例研究、实践研讨会和模拟模型。我们还定

期进行逆向教学 （Reverse Teaching），即让学生就一个特定的题目或案例向全

班作展示。

在课程中进行实践教学也是培养创造性思维文化的关键。

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曾经在巴黎、法兰克福和伦敦的国际银行拥有 20

余年的工作经验，我对于巴黎高商任命我掌舵金融硕士项目感到非常谦卑和

自豪：选择我而不是一个研究型教授作为项目主管，这事实上意味着巴黎高

商有多希望推进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卓越。

对于那些真心希望创立并扩展一个商业创新项目，并将其变为现实的学

生，巴黎高商也会通过创业中心全力支持项目的成熟、孵化和加速推进。

我们在今年刚刚推出了新的创业和创新理学硕士在线项目 （可通过

“Coursera”平台注册并学习），旨在提高学生的进一步创造和创新能力，同时

帮助他们制定一个有效的创业构想。

教育国际交流：学生流动与院校合作

近年来袁 入读法国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遥
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金融硕士项目的中国学生的情况遥 您如何看待

这一趋势钥 学校为国际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哪些帮助钥

我非常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往往在数学方面有着出色的背景，

以及更成熟的分析技巧。

2016-2017 学年，金融硕士项目有 19 名中国学生，他们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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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本科都曾在中国最顶尖的几所大学 （C9 league universities） 学习，例

如复旦大学 （4 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6 人） 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

人），以及其他优秀的大学 （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

除了我们的双学位合作机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我们并不能保证每年接

受面试或入学的中国学生名额。

的确，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越来越热，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的“一

带一路”倡议下。此外，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因此，每年有越来

越多的中国学生希望在金融领域工作。

然而，我不希望盲目扩大项目规模，因为我对于项目质量的重视远远超

过对数量的重视。

在过去两年里，金融硕士项目稳定地保持着 175 名学生的规模，我希望

能在明年保持同样的数量，因为在这样的项目规模下，我相信自己能为所有

学生提供更加有效的就业指导服务。在去年，99%的学生都在毕业后 3 个月

内得到了一份工作。

此外，我认为保持良好的背景和文化多样性是很重要的。今年，在 175

名学生中有 19 名中国学生恰好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比率。

因此，我避免有太多的学生来自同一个国家或文化背景。但归根结底，

候选者的学术表现和个人素质才是项目的主要选择标准。

在支持国际学生方面，首先，我们的中国学生都有机会获得中国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CSC） 的奖学金。两天前，我曾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高

等教育专员会面，以便为就读于巴黎高商的中国学生争取更多的国家留学基

金委员会奖学金名额一事进行协商。

巴黎高商基金会还将收入和捐赠中的 25%，用于为各国最优秀的学生提

供基于学术表现的奖学金。

在就业方面，我们的中国学生表现非常出色，毕业后三个月的就业率是

100%。约有半数的人决定返回中国，另外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倾向于留在欧洲

（主要是伦敦），或到香港或新加坡工作。但五年后，往往会有许多人决定回

到中国，用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经验来帮助祖国发展。

2013 年袁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 叶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曳袁 中

国金融教育正在稳妥推进遥 您认为袁 在发展创新性的金融教育方

面袁 巴黎高商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高校借鉴钥

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无需向我们借鉴经验。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世

界上的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

在 过 去 两 年 里 ，
巴黎高商金融硕士项
目稳定地保持着 175
名学生的规模，我希
望能在明年保持同样
的数量。在这样的项
目规模下，我相信自
己能为所有学生提供
更加有效的就业指导
服务。2016 年，99%
的学生都在毕业后 3
个月内得到了一份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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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行拜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合作者———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硕

士项目学术主任刘淳教授以及他的令人尊敬的同事们，他们亲切地与我分享

了他们对于金融硕士项目的见解和规划。刘教授向我详述了他今年开设的

19 项新的选修课程，目的是让项目不断地适应市场需求，这一点令我印象

深刻。

我也有机会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进行

礼节性访问。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同行的学术专长和专业精神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我唯一可能提供的建议也许是继续推进国际交流，例如提高英语授课的

比率。

举例来说，今年金融硕士项目接受了 6 名来自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但

反过来，只有一名巴黎高商的学生明年将在清华学习，这一数量上的差异主

要是由于对语言的不同要求。

不难想象，学习汉语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很有难度的。因此，我非常鼓励

我的孩子们早早学习汉语，我的女儿 （今年 14 岁） 已经学习汉语 3 年了，

我的儿子 （10 岁） 也将从今年开始学习汉语！

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的大学需要我们提供任何经验，但我们

一定会继续通过相互学习和不断交流来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巴黎高商 50%课程的授课者是顶尖的行业从业人员，这种实践教学至关

重要。这些教授实际上是银行家、交易员或资产管理者，他们每天从银行或

交易中心的工作中休息几天，来到学校，利用他们的实操工作经验为学生讲

解他们擅长的领域。这种独特的融合使课程具备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高度

务实，专注于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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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经济危机中“最安全”的职业

在欧洲债务危机、经济持续疲弱的社会环境下，工程师被法国媒体称为最

“安全”的职业。根据 2014 年法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学会（IESF）《工程师观察》

（l’Observatoire des ing佴nieurs）的一项调查，在法国，2013 年新聘约 10 万名工

程师，与 2012 年相比增加了约 14450 人。另有调查显示，在“是否对自己在

2016 年获得一份好工作有信心”这一问题上，约 70%受访的工程专业学生持

肯定态度，52%的商学专业学生持肯定态度。法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学会的杜瓦

（G佴rard Duwat）将原因解释为“工程师的失业率低于 4%……相比前两年，2015

年工程师毕业生离校后找到工作用时更短、薪酬更高”。根据《工程师观察》的

调研，初入行的工程师平均年毛收入是 3.4 万欧元，工程师整体平均年毛收入

是 55200 欧元，双学位（文凭）的工程师平均年毛收入能达到 7.5 万欧元。其中

一些领域的工程师收入较高，采掘业的工程师年毛收入可达到 9 万欧元。在法

国技术大学（UT）和 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每年统计学生就业情况的指标

是毕业后找工作花费的时间，而非就业率。

法国工程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全球也颇具竞争力。其原因归结

为：以开放合作的精神继承工程师培养体系的优秀传统并结合产业需求不断

创新。

悠久的工程教育传统

法国的工程人才培训可追溯至 16 世纪。1571 年，阿库勒斯海事学院（CM

Accoules）成立，专门培训军事工程人员。18 世纪 40 年代，法国成立了首批工

程师学院，如皇家工程师 - 建筑师学校、皇家路桥学校。

法国大革命爆发，封建君主专制瓦解，旧制度下建立的工程师院校相继关

高等工程教育的法国范本

■ 张力玮

法 国 工 程 教 育
具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优
势，在全球也颇具竞
争 力 。 其 原 因 归 结
为：以开放合作的精
神 继 承 工 程 师 培 养
体 系 的 优 秀 传 统 并
结 合 产 业 需 求 不 断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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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新生的共和国亟需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公共设施、整肃军队、培养高素质的

军事人才。培养军事人才和服务国家基础建设的工程师，成为工程师学院在那

时的两大使命。1794 年，在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持下，中央公共工程学院

（1795 年改名为综合理工学院）应运而生。1805 年，拿破仑将其改为一所军校。

直至 1970 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一直都有着军校与工程师学校双重身份。如

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同时隶属于法国国防部和教育部。

19 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直接促进了工程师学校的发展，法国成立了多

所工业领域的工程师院校，如巴黎中央理工学院（EC Paris）、里昂中央理工学

院（EC Lyon），培养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工程教育得到了更全面

的发展，逐渐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从 19 世纪下半叶，随

着各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专业工程师院校，如电信、航天航空等领域的

专业工程师院校相继出现。20 世纪中叶，法国工程师教育进行了一次改革，由

传统的偏重理论的工程师教育，转化为重视并且紧跟工业发展需求，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工程人才。教师自主创新教材使其紧跟最新科技发展。毕业生实践

能力强，非常受雇主的欢迎。

20 世纪下半叶，法国大学与产业届的联系逐步紧密，一些大学在内部建

立了工程师院校，如国立高等工程师学校（ENSI）。二战后，里昂国立应用科学

学院（INSA Lyon）成立，INSA 集团逐渐形成；一些新成立的工程师院校则以技

术大学命名，如贡比涅技术大学、特鲁瓦技术大学。

在专业、高质量的工程教育的支持下，工程师在法国有了特殊的意义：工

程师不仅遍布军事、商业领域，还在政界占有一席之地，广受人们尊重，“工程

师治国”的说法受到认同。仅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例，自 1848 年法国设立总

统一职以来，共有 3 位总统、6 位总理来自这所学校。

法国工程教育的特色

重视基础教学，选拔优秀学生

法国历来重视基础研究，把数学和物理学科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这一传统体现在工程教育中，就是重视对学生数学和物理素养的测试和培

养。工程师学校的选拔严格、淘汰率高。申请五年制工程师院校（其学制是

2 年预科加 3 年是工程师教育，如 UT 和 INSA）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要经

过以数学和物理知识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竞考，其中最优秀的学生脱颖而

出，成为工程师储备人才。在前 2 年预科课程里，学生主要进行的还是数学

和物理知识和方法论方面的学习。三年制院校则通过竞考的方式选拔并录

取高中预科班学生或具有大二（Bac+2）水平以上的大学生，学生学习三年

后可获工程师文凭。

重视学生数学和物理素养不仅体现在录取标准上，更体现在教学模式中。

在专业、高质量
的 工 程 教 育 的 支 持
下，工程师在法国有
了特殊的意义：工程
师不仅遍布军事、商
业领域，还在政界占
有一席之地，广受人
们尊重，“工程师治国”
的说法受到认同。仅
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为例，自 1848 年法国
设立总统一职以来，
共有 3 位总统、6 位总
理来自这所学校。

重视学生数学和
物理素养不仅体现在
录取标准上，更体现在
教学模式中。比如特鲁
瓦技术大学 （UTT）的
工业工程管理系要求
学生具备非常好数学
基础，因为其采用是
以数学建模为主导的
科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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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特鲁瓦技术大学（UTT）的工业工程管理系要求学生具备非常好数学基

础，因为其采用是以数学建模为主导的科学管理模式。

重视产学合作，保证毕业生就业

法国工程教育的学位和课程设置是基于产业需求的。实践领域的发展日

新月异，如果教学的发展无法赶上企业需求的变化，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必然

不受企业青睐。法国工程师院校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就欢迎具有博士学位的产

业界人士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学校董事会中就有一定比例的产业界代表。

在一些工程师学校，产业界代表占到近一半。在 UT，董事会主席由法国大企

业 CEO 担任。为工程师大学直接注入企业元素，根据企业的发展和需求制定

学校的办学方针。

工程师院校的教学管理具有充分的灵活性，综合性大学很难做到这一

点。将产业界代表和教师、研究者、管理者召集在一起，共同决定人才培养目

标、课程开设、教学原则和实施方法，学校开设的课程才不会与人才需求脱

节，所开展的教与学才真正有效。产业界人士除了被邀请到学校开讲座，还教

授学校的一些课程。法国政府给予特殊政策和投资，允许工程师大学聘用一

定比例的企业人才到大学任教。这样有利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专业课

学习中参与企业小型课题研发。企业不仅愿意其员工到学校授课，还会资助

一些课程的开设、设备仪器、奖学金和实习机会。法国大多数工程师学校通常

为学生安排 2 次实习。其学生就有机会了解一个企业真实的运转情况 和组织

流程，企业是如何提高效率的，以及需要毕业生具备哪些能力等。学校和企业

这种密切的关系，保证了毕业生的就业率。

法国工程师院校的专业课的教学和企业产品项目直接挂钩，具体体现在

每一门专业课由三部分组成：理论知识、以 2-3 位学生为一组完成一个产品

设计制作、毕业答辩。

权威教育质量评估，确保工程师培养标准

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下设工程教育职衔认证委员会（CTI）对法国工程

师大学定期进行考察与评估。这个机构于 1934 年成立，专门负责授权工程师

学校颁发工程师文凭。CTI 每年发布工程教育领域的标准文件，出版工程师学

历教育认证指南，所有工程师学校都要依照 CTI 发布的文件开展教学。每五

年，CTI 会对工程师学校进行评估，检查学校是否按照其规定办学，不符合要

求的学校须在一至两年半的时间内进行整改，如还是无法做到其各种规定，

CTI 将取消该校颁发工程师文凭的资格。

法国工程教育普遍是五年制教育，工程师证书即是职业资格，又等同于英

美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硕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截至目前，中国有

4 所大学得到工程教育职衔认证委员会认证，分别是中国民航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中山大学与 上海交通大学。这四所学校也可以像法国本土的工程

法国工程师院校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就
欢迎具有博士学位的
产业界人士参与到学
校管理中来，学校董事
会中就有一定比例的
产业界代表。在一些工
程师学校，产业界代表
占到近一半。在 UT，董
事会主席由法国大企
业 CEO 担任。为工程
师大学直接注入企业
元素，根据企业的发展
和需求制定学校的办
学方针。

法 国 工 程 教 育
普遍是五年制教育，
工程 师 证 书 即 是 职
业资格，又等同于英
美 等 西 方 国 家 以 及
中国硕士，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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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校一样，给完成学业并通过考核的学生颁发符合法国标准的工程师文凭。

法国工程教育面临的挑战

院校规模小，专业单一

在其他国家，开设工程学和相关专业的高校通常规模较大，拥有相关学

科，如建筑学、医学，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培养复合型人才和开展跨学科研

究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发展的优先战略。法国工程师院校规模小，开设的专业较

单一，其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因此，工程师学校需要通过创

新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开 展合作研究等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已经成

为工程师院校的共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工程师院校组成了高

校联盟或高校集团。如巴黎高科集团、中央理工集团、国立应用科学学院集团、

技术大学集团。近年来，工程师院校逐渐走出同类院校合作的模式，越来越多

得与不同类型的院校开展深度的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

以巴黎南电信大学为例袁她是唯一一家能够培训由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

渊ANSSI冤认可的信息系统安全专家的高校遥 其前身是国立电信学院渊INT冤袁建
立于 1979 年遥 为突破开设专业单一尧规模小和国际影响力小的局限袁巴黎南

电信大学重视与法国本土和国外院校的合作 院 她是巴黎萨克雷大学

渊Universit佴 Paris-Saclay冤的创始及成员院校尧矿业-电信学院渊l爷Institut Mines-
T佴l佴com冤成员院校袁与毗邻的电信管理学院在教学尧研究尧创新创业上深度合

作遥 此外袁该校还与 43 个国家的百余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袁其中有 15 个国

际双学位项目遥 其学生要获得工程师文凭袁 须在其他国家至少学习或实习 2
个月遥

运行成本高，经费不足

经费问题是困扰全球很多大学的普遍性问题。法国工程师培养的成本很

高，国家拨付的经费不足以支撑公立工程师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除了接受国

家拨付的经费外，企业也是公立院校经费来源之一。法国企业通过缴纳学徒

税、设立研究项目、提供基金及奖学金等方式支持学校办学。近年来，工程师学

院招收越来越多的学徒也是 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根据法国工程师学校校长联

合会（CDEFI）的统计，2004 年，只有 19 所工程师院校提供学徒制培训；2014 年

已达到 140 所，超过半数。学徒有一半的时间在企业工作，另一半时间在学校

上课。企业向学校支付学费，并向学生支付工资。

在法国媒体 l爷佴tudiant 2017 年工程师学校排行的学徒比例排行中袁排名第

八的巴黎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综合理工学院 渊Polytech Paris-UPMC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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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提升国际影
响力的需要，工程师
院校在同类院校之间
组成了广泛的联盟关
系，并积极与综合性
高校、科研机构加强
联盟与合作，打造工
程教育的品牌。

越来越多从工
程 师院 校走 出 的毕
业生拥有双重身份：
工程师 - 经理、工程
师 - 医生、工程师 -
设计师、工程师 - 记
者等。

年建校冤 目前有 45%的学生 渊304 人冤 是学徒遥 2014-2015 年袁Polytech Paris-
UPMC 收到的学徒税用于更新部分软件和硬件设备袁并资助了一些学生实习袁
帮助一些学生实现了其工业作品遥

工程教育体系繁杂，难以形成品牌合力

法国工程教育体系结构复杂，院校种类繁多，不利于院校品牌的形成和推

广。法国工程师院校有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两大类。公立院校隶属于不同的部

门，如高教部、交通部、国防部、工业部等；私立院校则通常受到行业协会的管

理。有的工程师院校是独立的学校，有的则被隶属于综合性大学（但具有自主

权）。

目前，全法共有两百所工程师院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根据学校在法国

的地位应该是：如中央理工学校（EC）、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和技术大学

（UT），隶属于大学的综合理工学院（Polytech），如里尔大学综合理工学校

（Polytech Lille）；国立综合理工学院（INP），如图卢兹国立综合理工学院（INP

Toulouse）；高等专业院校（IENFPPU），大型高等专业学院（GET），如格勒诺布尔

国立综合理工学院（INP Grenoble）。基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要，工程师院校在

同类院校之间组成了广泛的联盟关系，并积极与综合性高校、科研机构加强联

盟与合作，打造工程教育的品牌。

培养面向未来工程人才

有着悠久工程教育传统的法国工程师学校，一直高度关注社会对工程师素

质的要求。21 世纪的工程师，不仅需要能埋头设计、操作系统，还要懂得合作与

沟通，懂得理解不同的文化并在国际化的团队中工作，需要接受建筑、医学、管

理等领域更为全面的教育。

加强院校合作，实现跨学科人才培养

法国的工程师院校正在设法让其学生掌握多种能力和素养。越来越多从工

程师院校走出的毕业生拥有双重身份：工程师 - 经理、工程师 - 医生、工程师 -

设计师、工程师 - 记者等。拥有双学位（文凭）可能被认为是基本素养、学习能

力和成熟度的一种保障，让年轻人能够更快地成长。企业也在寻找拥有多学科

背景和适应力强的应聘者，如工程师 - 管理者，这些毕业生既掌握尖端科技，又

对于公司运营有深刻理解，能够管理复杂的项目。虽然，学生可能需要多学 1-2

年的时间，但拥有双学位（文凭），可能成为应聘时的一张“王牌”。如今，已经有

超过一半的工程师大学校与其他高校合作提供双学位课程。

这种合作模式在发展学生多学科能力的同时袁还能够为那些对于进入其他

领域有所犹豫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遥 巴黎高等化工学院渊Chimie ParisTech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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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黎高等农业学院渊AgroParisTech冤尧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尧加香高师尧巴黎多

菲纳大学尧巴黎勒奈窑笛卡尔大学等院校合作提供双学位课程遥

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

法国工程师院校不拘一格探索多元化、国际化的合作关系。在 l爷佴tudiant
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 2017 年工程师学校排名，且专门发布了国际化排

行。168 所工程师学校参与了调查问卷。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工

程师学校都要求学生在国外院校或企业实习，一些院校甚至要求学生从预科

第一年起就赴国外学习。英国是最受法国工程专业学生欢迎的学习和实习的

目的国，但像排名第一的位于南希的欧洲材料工程工程师学院①（EEIGM

Nancy）还要求学生在非英语国家进行学习和实习。

EEIGM 的学生须在其自己国家的合作院校和南希完成基础课程的学

习遥 根据选择的专业袁学生还要另外选择 7 所合作院校中的一所完成 1 个

学期的课程和六个月的研究项目遥 这种国际合作为学生提供了获得高水平

课程尧多语言文化背景尧双学位甚至三学位渊文凭冤的机会遥 除了母语外袁掌

握其他三种语 言也成为其毕业生在求职时最大的优势之一遥 此外袁学校还

与日本尧巴西尧摩洛哥尧突尼斯尧加拿大等国家的七所高校签订了学生交换尧
双学位尧科研合作方面的协议遥 2003 年袁EEIGM 通过法德大学的认证渊l爷U.
F.A.冤袁希望获得法德双学位的学生可以在对方国家的学习期间渊通常为 3-
4 个学期冤得到资助遥

在培养国际化工程人才和提升法国工程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需求下，法国工

程师院校积极回应新挑战，以合作与开放的理念，传承优良的工程教育传统，

探索法国工程教育的新模式，在不断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注释院
淤EEIGM院洛朗大学 10 所工程师学校之一尧德法大学成员之一袁由 6 所欧

洲院校于 1991 年合作建立院 洛林大学尧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尧 瑞典

Lule覽 Tekniska 大学尧德国萨尔大学尧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尧俄罗斯国立科

学技术大学遥 在学校中袁法语尧英语尧德语和西班牙语都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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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葡萄酒的结缘应该说在我去法国学习葡萄酒专业之前就已经开

始了。我 2003 年学习葡萄酒专业，当时国内只有一所葡萄酒院校———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这个学院也只有一个专业，即葡萄与葡萄酒工

程专业。本科毕业后，我去了法国进修葡萄酒方面的研究生，2010 年毕业

回国，然后就一直在国内最大的葡萄酒教育机构———逸香葡萄酒学校工

作至今，是一名全职葡萄酒讲师。

虽然在法国学习葡萄酒专业仅仅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在这个世界上

最知名的葡萄酒大国的学习经历，使我在葡萄酒人才培养上有着很深的感受，

法国葡萄酒教育在很多方面都与国内有很大的不同。

学校申请

首先，在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与葡萄酒相关的学校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公立综合类大学，另一类是高等专业学院，后者又分为工程师学院（魪cole
d’Ing佴nieur）和商学院（魪cole de Commerce）。

公立综合类大学通常更偏向理论和技术，葡萄酒技术科研机构多设于

此；并且基本都为崇尚全民教育的公立机构，不收学费，每年只有几千人民

币的注册费，从开销上来讲，就相当于中国大学一年的学费。经济成本往往

是许多留学生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公立院校是许多留学生的首选。

法国与中国葡萄酒专业及院校浅析

■ 张 沛

在法国的高等教
育体系中，与葡萄酒相
关的学校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公立综合类
大学，另一类是高等专
业学院，后者又分为工
程师学院和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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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上的就是公立院校。

但是，公立院校通常为法语授课，所以，在申请学校时通常要求申请者

具备一定的法语成绩，甚至还会有面试。如果你申请的是研究生专业，则要

求必须跟本科专业对口———也就是说，如果研究生想学葡萄酒专业，那么

本科一定是学葡萄酒专业。我是本科毕业后到法国的，一到那边就开始申

请研究生专业，总共申请了十几所学校，总共被四五所学校录取，所以专业

对口是很容易申请的。当然，如果申请的是葡萄酒本科专业，就没有特别的

门槛了。

课程设置

法国的葡萄酒文化历史悠久，相关法律法规十分健全，教育体系也比较

完善，所以，公立院校葡萄酒专业会有更细致的方向划分。简单来说，分为两

大主要方向：种植酿造类和市场贸易类。学习者选择的专业方向决定了其将

来的从业方向。就是说，如果学种植酿造类，将来在法国就业，一般就是从

事种植、酿造技术方向或者搞科研等；如果学市场贸易类，将来就主要从事

品牌推广、国际贸易、销售、服务等。所以在申请专业时，要对自己的职业方向

有所规划。当时录取我的四五所院校中，种植酿造类和市场贸易类的专业都

有，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我选择了市场贸易类方向。我当时就读的是阿维尼

翁大学（Universit佴 d’Avignon）的国际葡萄酒商品化专业（Commercialisation In-

ternationale des Vins）。

从课程来看，葡萄酒专业通常没有教材，复习考试时全凭笔记。刚入学时，

涉及到大量的法语专业词汇，难度很大，语言方面还是需要一个适应阶段。另

外，课程量也不小，上课时间经常从上午 8 点持续到晚上 8 点。葡萄酒专业与

其他的专业不太一样，需要大量的实践。所以，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我们还

有品尝课和酒庄实践课。品尝课就是学习各种品尝技巧，品尝不同风格的葡

萄酒并进行对比。酒庄实践课都是去酒庄实地学习参观，了解葡萄酒从生产

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但大多以参观学校所在产区的酒庄为主，品酒也有一定

局限性，通常也以本产区为主。

法国大学非常注重实习，公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通常是两年，每年都要

实习 4~6 个月，学校会有部分推荐实习的名额，但是更多时候都是学生自己

去找实习机会。我的两个实习都在酒庄里：第一个实习在一个小酒庄做国际

贸易，主要工作是帮酒庄开拓中国市场，找一些中国的进口商；第二个是在一

个非常知名的大酒庄做酒窖零售，主要工作是给客人品酒、讲解、销售。

总的来说，公立院校宽进严出———入学注册并不算太难，但在规定学

制内毕业却不容易。相对于市场贸易类专业，种植酿造类专业的学习难度

会更大。在我看来，最大的难度就是专业术语的记忆，因为会涉及许多葡萄

法国国家酿酒师
文凭（DNO）是种植酿
造方向最难获得的文
凭之一，“覺nologue”
的意义：专业人士，全
权负责葡萄汁、半成
品、衍生产品及产品
的设计，实现产品的
数据分析和工艺的设
计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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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专有名词，包括很多化学、生物词汇。教师中有很多在

葡萄种植或酿造领域做专项研究的教授，有些教授出题非常难，学生留级和

重修是普遍现象。著名的法国国家酿酒师文凭（Dipl觝me Nationald’覹nologue，

DNO）即属此类。

DNO 可以说是种植酿造方向最难获得的文凭之一了。根据词源来说，

“覺nologue”代表着“掌握葡萄酒科学的专业人士”，一般被称为酿酒师。

“覺nologue”是法语词汇，不能完全等同于英文中的“winemaker”，前者有着更为

广义宽泛的意义：专业人士，全权负责葡萄汁、半成品、衍生产品及产品的设

计，实现产品的数据分析和工艺的设计及改进。很多酒庄的庄主、酿酒师都是

学习 DNO。

文凭类型

DNO 培养的是生产方面的高级管理人员，擅长葡萄酒及其副产品的工

艺处理及实验分析，主要学习葡萄种植、葡萄酒工艺学、葡萄酒感官分析、高

级品尝、葡萄酒法律法规及葡萄酒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葡萄园产品、外

语等。学习通常要经过 2 年时间，第一年包括 3 周的采摘实习，第二年包括

4~8 个月的实践实习。DNO 将来的职业方向有：葡萄酒企业、酒商、商会、酿酒

实验室，顾问审查中心、顾问组织（农业联合会）、行业协会组织、技术研究

院、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教育及研究机构、酿酒工业产品的研发与服务（如商

业、零售、技术支持等）。

在法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所教学机构能够提供授予 DNO 的高等教育项

目，其中以波尔多二大葡萄酒学院（Universit佴 Bordeaux-II Segalen Facult佴d’
Oenologie）和勃艮第大学葡萄酒学院（Institut de la vigne et du vin Jules Guyot）最

为著名，这两所学校是法国葡萄酒教育领域的“泰山北斗”；除此以外，还有兰

斯大学（Universit佴 de Reims Champagne-Ardenne）、蒙彼利埃一大（Universit佴
Montpellier I）、蒙彼利埃高等农学院（SupAgro Montpellier）、图卢兹高等农学院

（魪cole Nationale Sup佴rieure Agronomique de Toulouse）、图卢兹三大（Toulouse

III-Paul Sabatier）。

除了 DNO，还有葡萄种植和酿造工程师文凭（Ing佴nieur de la Fili侉revi-
ti-vinicole），著名的院校有叙兹拉鲁斯葡萄酒大学（Universit佴 du vin de Suze La

Rousse）；农业工程师种植酿造文凭（Ing佴nieuragricole option viti-oeno），由著名

的罗纳 - 阿尔卑斯农业与食品高等研究院（InstitutSup佴rieurd’Agriculture et d’

Agro-alimentaire de Rh觝ne-Alpes）提供。

这几种技术类文凭都相当于硕士学位（Bac+5）或以上的文凭，通常都需要

学生拥有生物化学或农学、植物学相关的本科教育背景，所以葡萄酒“小白”们

基本就不用考虑这些文凭了。

除了 DNO，还有
葡萄种植和酿造工程
师文凭，农业工程师种
植酿造文凭，这几种技
术类文凭都相当于硕士
学位（Bac+5）或 以 上
的文凭

高教·透视

53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edinfo@moe.edu.cn

2016 年法国专刊

葡萄酒类商学院

商学院这样的高等专业学院（Grande 魪cole），是法国特有的教育体

制，在其他国家并无对应，被法国人称为“精英学校”。精英学校崇尚的是

精英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学生所学课程和实际工作联系紧密，通常都强

制要求完成一定时间的实习才能毕业。比如，葡萄酒类的商学院一般会安

排很多的葡萄酒产区参观活动，让学生熟悉产品。既然是精英教育，又要

参观各种产区，学费价格自然偏贵———葡萄酒商学院的学费通常是十万

人民币起，而且价格一直在上升。所以，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建

议选择这类学校。

商学院虽然录取要求严格，要通过递交申请材料、英语和法语语言水

平考试、面试等环节，但对于学生本科所学专业不像公立学校那么严格。

就是说，如果学生本科学的不是葡萄酒专业，但是跟商科有关，就有可能

被录取。

商科类院校将来的就业方向也大多从商，即从事酒庄或酒窖管理、葡

萄酒讲授、葡萄酒国际贸易、葡萄酒市场营销、侍酒师等职业。法国最著名的

葡萄酒商学院项目大多分布在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勃艮第和香

槟地区。

以勃艮第的第戎高商为例，学制一年半，法语教学，入学时间在葡萄收获

和初酿结束的 11 月初，次年 5 月底结束学习，然后开始为期最短四个月的实

习或工作，第三年年初论文答辩，春季颁发文凭。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安排

非常紧张，周一至周五从早到晚都有课程，没有空档；此外，还包括五个星期

的学习旅行，会参观法国和意大利或西班牙（两国产区每年轮换）的主要葡

萄产区。

课程内容涵盖葡萄酒世界的方方面面，每门课程皆是领域专家教学：酿

造方面和第戎大学酿酒学院合作，教师是和第戎酿酒师一样的学术派，教授

葡萄园种植、葡萄酒酿造、生产效率管理、酿酒微生物等课程。学生在第一学

期集中学习生产，圣诞节假期后开始考试。这些教师出题大多非常难，涉及

很多细节，及格不易。

第戎高商在葡萄酒产区和品酒知识方面也是细分为几门课程：一门是在

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感官分析，这是品酒的基础经典课程，包括对味觉和嗅

觉的基础训练；一门是为期两学期的品酒课，学生一学期下来品酒良多，期

末考试是盲品若干酒；另有一门国际上流行的教授葡萄酒和烈酒产区知识

的品酒师课程，英语授课，期末结束后全班直接参加英国葡萄酒与烈酒基金

会（the Wine & Spirit Education Trust，WSET）高级（三级）考试。第三门课也是

现在国内葡萄酒教育机构中开设最多的一门课程，叫做品酒师认证课程，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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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发，教授全世界葡萄酒与烈酒的理论及品鉴知识，也是现在国内葡萄酒行

业从业者人手必备的行业“敲门砖”。

以市场贸易类专业方向为例，很多教师都拥有丰富的营销经验或教育经

验，他们中有国际贸易操作的专家，亦或是酒庄庄主、商业主管、品牌大使，

或者世界知名侍酒师等，让学生们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试也会更

加接地气，通常会考到产区地图，要求写出小产区名称，甚至酒名。跟公立

学校相同的是，第戎高商平时也没有教材和讲义，都要靠自己在上课时记笔

记和参观产区时记产区名、酒名和品酒笔记。

国内葡萄酒专业

在 2003 年我在国内学习葡萄酒专业时，当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

酒学院是亚洲唯一的葡萄酒学院，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专业。最开始是从

园艺学院分离出来的葡萄种植专业，之后慢慢才有酿造专业，大一、大二两

年都是公共基础课，如化学、物理、生物、高数等，大三时才开始学习葡萄酒

专业课，分为两个方向：技术类和贸易类。课程内容和法国略有不同，国内

会涉及一些葡萄栽培学、葡萄酒工艺学、葡萄酒品尝学等公共课和不同方

向的课程。十多年前，国内学习葡萄酒课程的条件有限，品尝用酒大多以国

产酒为主，现在随着葡萄酒行业越来越成熟，除了西北农大，还有很多农业

院校都推出了葡萄酒专业，如山东农大、宁夏农大、中国农大等，再加上早

期毕业学生的回馈，高校也给学生们开设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葡萄酒专题

课程，也让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品尝到国内外的葡萄酒。学生通常会

在大四实习，实习场地以国内各个酒庄为主，以前通常为技术实习，现在

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市场实习中来。研究生通常都会有自己的导师，

进行特定课题的研究，学制通常为三年。选择技术方向的学生，将来可能

从事生产或者市场方面的工作；而选择市场方向的学生，大多都会从事

相关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对口的职业划分。

其实，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法国学习葡萄酒专业，学校里学习的内容都有

局限性，更多地还是要在工作中实践。而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已经不仅仅是

本科或研究生文凭，不管从事技术还是市场，各种各样品酒师、侍酒师认证的

考级，如今已成为一种风潮，让大家可以越来越多地了解全世界葡萄酒，让葡

萄酒行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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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推广工作由法国高等教育署 （Campus France） 统一

协调。该机构在大多数国家设有分支中心，帮助驻在国学生了解法国高等教

育，制订赴法留学计划，还通过在各国不定期举办各类推介活动，积极宣传

赴法留学优势和特色，提升法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法国高

等教育署已发展成为法国高等教育对外展示的窗口和平台，在吸引各国学生

赴法留学及广泛宣传推介法国高等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国高等教育署基本情况

法国高等教育署前身为“公共组织 Campus France” (Groupement d'int佴r俸t
public Campus France)，2011 年与外国留学生和国际交流接待管理中心

（EGIDE)合并，业务领域更为全面多元。2012 年，法国高等教育署又接管了

全法大中学校事业中心(Centre national des oeuvres universitaires et scolaires)的国

际业务，为外国留学生在法生活提供服务。

整合后的法国高等教育署，被定义为具有“工商业性质的公共机构”，是

法国政府进行高等教育国际推广的唯一对外窗口。目前，法国高等教育署在

法正式工作人员有 230 余名，在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超过 300 名，在

全球范围内已设立 235 个中心及办事处 （Espaces Campus France），覆盖 121

个国家，其中 31%分布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这一比率分别为 24%和 19%。

如今，法国高等教育署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教育部共同领导，并与两部

法国高等教育署渊Campus France冤是法国高等教育国际推广的重要窗

口袁已在全球范围内设立 235 个分支机构袁覆盖 121 个国家遥 法国高等教育

署与法国各驻外使领馆合作袁利用多样平台推广法国高等教育袁管理各国官

方项目奖学金生袁同时为在法留学生提供学业指导尧生活娱乐尧文化交流等

服务遥

法国高等教育署

■ 任一菲

要要要教育推广与服务提供

法国高等教育署
是法国进行高等教育
国际推广的唯一对外
窗口，在全球范围内已
设立 235 个中心及办
事处。该机构在帮助驻
在国学生了解法国高
等教育，制订赴法留学
计划；通过在各国不定
期举办各类推介活动，
宣传赴法留学优势和
特色，提升法国高等教
育在全球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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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相关直属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其在各国的分中心或办事处一般设在法国大

使馆文化合作处，除组织活动吸引当地学生赴法留学之外，也负责政府间官

方项目派出留学生的管理工作。法国高等教育署还与 327 所法国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留学服务论坛(Forum Campus France),致力于制定提升

法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方针政策，并增强法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与此同时，法国高等教育署在全法五个主要地区成立了区域办事处

渊D佴l佴gation R佴gionale冤，并与当地公共服务部门、大学生服务中心以及银行、

保险等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抵法后的国外学生提供各方面协助，帮助

他们更快适应当地生活。

服务范围

大力宣传法国高等教育

法国高等教育署在 80 多个国家设立 30 多种语言的官方网站，尽可能使

用各国当地语言介绍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其网站内容涵盖留学法国、赴法准

备、法国生活的最新信息，以及办理法国签证、申请相关资助等实用内容，

并可通过预约面谈或电子邮件的形式与专业留学顾问建立联系，制订个人留

学计划。为帮助各国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课程，网站还完整介绍了法国

各类高等学校及相关课程，包括法国普通高等教育、英语授课的高等教育课

程、法国高等艺术院校等，以方便外国学生选择心仪的专业。网站还准备了

在法生活小贴士等实用内容，包括生活费用、饮食文化、交通概况、就医常

识、文化娱乐等各方面。

调查显示，浏览法国高等教育署官方网站已成为广大计划赴法学生了解

信息的第一选择。此外，法国高等教育署还印发内容充实的宣传手册和相关

书籍，以多种途径全方位宣传法国高等教育。

提供全面完整配套服务

法国高等教育署还为有意赴法学生提供一系列全面完整的服务内容，覆

盖赴法前、在法期间和离法后三个阶段。学生可通过信件、电话或在线形式

获得免费的个人咨询，并与专业服务人员制订个人初步留学计划，法国高等

教育署随即提供一系列后续服务，包括法语学习课程、推荐赴法学校、法语

考试报名及申请赴法签证等。

各国学生抵法后，法国高等教育署将跟进其在法期间的学业进展和生活

事宜，提供各项有偿服务。具体工作从学生抵达法国即刻开始，如从机场接

机并将其送往学校或住所、提前为外地学生预定从巴黎至各地的火车票、预

约学校宿舍或租房房源，并专门设置 24 小时求助热线。待学生安顿下来后，

法国高等教育署向来法的留学生提供“一条龙”服务登记：包括从注册学习，

通过警察局和移民局转换相关学生证件，到申请住房，看病和办理学生保险

法国高等教育署
网站内容涵盖留学法
国、赴法准备、法国生
活的最新信息、办理
法国签证、申请相关
经 济 资 助 等 实 用 内
容，完整介绍了法国
各类高等学校及相关
课程。调查显示，浏览
法国高等教育署官方
网站已成为广大计划
赴法学生了解信息的
第一选择。

法国 高 等 教 育 署
还为有意赴法学生的
提供赴法前、在法期间
和离法后三个阶段的
服务内容。

合作·交流

57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edinfo@moe.edu.cn

2016 年法国专刊

等，为学生们节省了办理手续的时间。此外，法国高等教育署还在学业方面

给与学生指导和关注，定期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在法国各大高校举办讲座，

向国际学生介绍法国考试、实习相关要求，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帮助各国学

生快速适应在法学习生活，顺利完成学业。

法国高等教育署还利用留法校友会 （France Alumni） 为毕业生与毕业院

校、法国企业搭建平台，使各国学生在离法后依然与就读学校保持紧密联系，

并可通过该平台向法国企业求职。自 2014 年成立以来，留法校友会已吸纳近

3 万名毕业于法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此外，法国高等教育署还积极活跃于各

社交平台，使其成为留法校友在世界各地依然保持与法国紧密联系的桥梁和

纽带。

法国高等教育署于 2008 年在中国创立了“留法学友俱乐部”，为各界留

法归华人士搭建在中国的联谊网络，组织各种职业发展和文化社交活动。目

前，该俱乐部已聚集近万名会员，并设立航空、可持续发展、法律、金融、

科学和健康等不同主题的分会，方便会员进行职业交流。为帮助会员更好地

就业，留法学友俱乐部每年都会邀请中法招聘机构举办招聘论坛，并设立创

业奖，鼓励具有创业精神并提供最佳创业计划的会员。

协助管理各国公派奖学金生

法国高等教育署还担负着法国和其他国家派遣的政府奖学金生管理工作。

2015 年该人数达到 3.37 万，其中法国政府奖学金生占 65%。由于法国高等教

育署的国际学生接待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和全面性得到广泛认可，近年越来越

多的国家已将其公派奖学金生服务与管理和奖学金发放委托法国高等教育署。

考虑到各国政府对公派奖学金生在法学习生活质量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

注，法国高等教育署除了为其提供面向所有学生的常规性服务，还特别开展

专项服务，如抵法之前在语言、专业、学习方法论等方面的先期培训、利用

假期时间前往法国学习法语、学生抵法后与其所在学校行政人员和一线教师

定期沟通，追踪学业成绩和适应情况，并定期将学生表现汇报其派出机构。

各国政府根据法国高等教育署所提供服务，向其支付一定酬劳，建立良好合

作机制。

积极举办各类宣讲活动

法国高等教育署还致力于在各国举行大型宣讲会和高校见面会，组织法

国各类知名高校与当地学生深入交流，激发学生赴法留学兴趣，并进一步提

升法国高校知名度。2015 年，大型宣讲会已在全球举办 40 余场，参与院校

达 240 余所，参观人数近 35 万，比 2014 年增加 20%。

高校见面会则以小规模的方式充分实现学校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主要面

向有意赴法攻读硕士或博士的学生，并为参会学生提供与校方 20 分钟的一对

一面谈，学生可就申请该校的各项事宜向校方代表进行咨询，学校也可通过

法 国 高 等 教 育
署 还 利 用 留 法 校 友
会（France Alumni）
为 毕 业 生 与 毕 业 院
校、法国企业搭建平
台，使各国学生在离
法 后 依 然 与 就 读 学
校保持紧密联系，并
可 通 过 该 平 台 向 法
国企业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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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发掘优秀学生，与品学兼优的学生签署预录取协议。见面会前期，法

国高等教育署提前推出活动预约网站，以便学生及学校双方畅通交流。一方

面，学生可通过访问该网站提前了解院校信息，上传个人简历以及与心仪的

院校预约面谈时间。另一方面，法国高校代表可了解学生情况，选择满意的

学生并与其预约面谈。

密切追踪国际留学动向

法国高等教育署于 2015 年启动大数据分析系统，通过与法国驻外使领

馆合作，收集各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相关信息和动向，并以多种形式定期

对外发布,包括信息摘要 （国外学生各项最新数据、其在法留学情况概览及

对法国留学整体评价等），国际时讯 （定期分析国际留学趋势及各国留学政

策），国家特刊 （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深度剖析其高等教育及海外留学发展现

状）。同时，其与各国驻法使馆、法国大学、留法校友会等组织密切联系，

关注国际留学形势，深入研究各国高等教育及相关政策，了解各国在法留

学生学习生活现状，掌握法国在国际留学市场中的优劣势以增强其竞争力，

为法国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提供参考。

工作特色

全面到位的宣传手段和传播平台

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官方网站之所以成为赴法留学生参照查阅的第一选

择，得益于网站不断更新的内容和各类翔实的信息。该网站不但介绍法国

的各项基本概况，还详细阐述了法国不同阶段的教育体制、学校类型及课

程设置，并有针对性地为各类学生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在该网站可找到

奖学金完整目录及申请指南、法国学士 - 硕士 - 博士授课项目名录、英语

授课的课程、博士教育介绍材料、针对法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留法规划等

介绍材料，所有学生不论任何专业、任何年级，都可在网站找到适合自己

的相关课程，一目了然，清晰完整。网站还提供了赴法生活的各类常识提

示，内容涉及生活各个方面，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学生的后顾之忧，帮助学

生为赴法做好周全准备。

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各项服务也显著提升了赴法留学的吸引力，专人一

对一的留学咨询保证学生得到最有针对性的建议和规划，同时充分利用其

与法国高校和法国公共服务部门的密切合作，为学生公布最及时的生活信

息，并可为学生提供优先安排大学宿舍等切实帮助。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官

方网站凭借其服务性和实用性，在各国赴法学生中获得良好口碑。

丰富多样的落地活动和留法人员广泛参与

通过与法国驻外使领馆合作，在各国开展丰富多样的落地活动是法国

高等教育署对外推广法国教育和文化的又一重要途径，活动覆盖书籍、摄

法国高等教育署
与各国驻法使馆、法
留法校友会等密切联
系，关注国际留学形
势，深入研究各国高
等教育及相关政策，
了解各国在法留学生
学习生活现状，掌握
法国在国际留学市场
中的优劣势以增强其
竞争力，为制定高等
教育国际化政策提供
参考。

近年来，法国高
等教育署重点宣传法
国高校的英语课程，
并与相关机构不断完
善针对留学生的法语
授课培训体系，努力
消除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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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电影、美食等多个领域，并向当地民众开放，潜移默化中将法国文化

和法国情结植入人心。为广泛吸引各国优秀留学人才，法国高等教育署积

极参加各国教育展，并组织法国高校在当地开展学生见面会和宣讲会。近

年来，面对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在全球留学市场的长期垄

断，法国高等教育署重点宣传法国高校的英语课程，并与相关机构不断完

善针对留学生的法语授课培训体系，努力消除语言障碍，同时积极拓展高

校见面会等活动的范围和广度，将法国高校的优势和特色传播至更多国家

和城市。在重视一线城市留学动向的同时，法国高等教育署也已着手开拓

中国二三线城市的留学市场，争取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

此外，各国的留法校友会也是法国高等教育署的重要工作抓手。例

如，法国面向中国留法回国人员设立创业奖，不仅为两国青年及中小创新

企业催生更多合作创新机会，也将留法人员作为法国高等教育的代言人和

受益者，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彰显法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

优越性。

追踪国际留学发展趋势，及时提供留学政策建议

追踪分析国际留学趋势是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又一主要工作内容，特别

是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普及，法国高等教育署将其对重点国家对外教

育发展形势的研究成果定期出版，为法国制[A7]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如法

国高等教育署于 2014 年发布 《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报告》 渊Vers
une internationalisation renforc佴e de l爷 enseignement sup佴rieur chinois冤，内容

涉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等文件，介绍

了中国发展成果及国际化趋势、教育领域各主要涉外机构的基本情况、两

国高等教育合作现状及前景。报告还就中国学生的留学动机、留学偏好、

留学顾虑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横向比较法国与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面向中国留学市场的优势和不足，不失为一份颇具

参考价值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分析报告。近年来，法国高等教育署也针

对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意大利、摩洛哥等重点国家的留学市场做了

深度研究，以便其根据各国不同实际情况，制定本土化的发展策略，为各

国学生赴法学习提供更加全面性、更加人性化、更富吸引力的留学服务，

也为法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和建议。

随着大数据等技
术的广泛普及，法国
高等教育署将其对重
点国家对外教育发展
形势的研究成果定期
出版，为法国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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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培养新型工程师
激发创新精神应对全球挑战

■ 吕伊雯 杨晓璐

要要要访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中心国际关系主任米歇尔窑莱加尔特

集大学校和综合性大学优势于一身，发展独具特色的工程技术大学

成立于 1994 年的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是法国最大的工程学

校之一遥 她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同类学校的特色钥

我认为以下几点让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成为一个独特的学习

之地。

首先，为了更好地理解她的独特性，就要知道法国基本上有

两类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工程学学位：大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特鲁瓦工程技术

大学是这两种类型的结合，综合了二者的优势。她是一个公共机构，但不同

于综合性大学，我们可以自主选择学生和从工业界聘请国际教师、研究员和

专业人士来组建教师队伍。

其次，与大多数大学校不同的是，我们有自己的博士生院；与所有大学

校不同的是，我们进行基础和工业导向型的研究。不过，我认为最明显的特

点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在工程领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要成为优

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渊UTT冤建于 1994 年袁是法国当前最大的工程师院校

之一遥 UTT 注重发展定制的学习项目尧卓越的科学研究尧合作伙伴关系袁加强与产业

界的合作袁创新管理方式袁在法国媒体 L爷Etudiant 于 2011 年开展的法国工程师学校

排名中位居第 6遥 本刊对 UTT 国际中心国际关系主任米歇尔窑莱加尔特渊Michel
Legault冤进行了专访遥 在访谈中袁他表示袁UTT 作为一所工程技术大学的独特之处在

于她集合大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袁不仅培养工程领域的伟大科学家袁而且要将

其培养成为优秀的管理者曰UTT 通过教育尧学生流动和伙伴关系与世界接轨袁追求

卓越与多元曰联合商业尧教育和研究领域满足学校自身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求袁形
成共赢曰多途径支持学生创业袁积极鼓励和激发其创造力和自主性遥

UTT 是 一 个 公 共
机构，但不同于综合
性大学的是，我们可
以自主选择学生和从
工 业 界 聘 请 国 际 教
师、研究员和专业人
士 来组 建 教 师 队 伍 。
与大多数大学校不同
的是，我们有自己的博
士生院；与其他大学校
不同的是，我们进行基
础和工业导向型的研
究。单 UTT 最大的特
点是，我们培养的学生
不仅要在工程领域成
为伟大的科学家，而且
要成为优秀的管理者，
能够领导团队并在关
键时刻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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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管理者，能够领导团队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决策。因此，要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的每个工程学项目中，有 1/3 的内容是由管理学、沟通技巧和人

文课程组成的。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能从科学家的视角，也能从未来领袖

的角度理解当今的世界。

除此之外，我们工程学系的学生在毕业之前，需要在公司实习至少 13

个月，以发展他们的实践技能，将在学校学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

最后，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的工程学课程还包括一段为期 6 个月的、必

修的海外学习，帮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我们希望培养出的工程师能够成功

应对当今全球化世界的挑战。这所有的一切将促使我们的工程师为他们的公

司作出巨大的贡献。

通过教育、学生流动和伙伴关系与世界接轨，追求卓越与多元

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有一句口号 野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要要要
与世界接轨冶遥 那么袁 在贵校的全球发展战略里袁 会优先考虑哪

些领域呢钥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希望学生不仅满足法国社会的需要，

而且要直面当今全球化的挑战。做法有几种，因此不是只有一个

而是有几个优先项。

首先，我们尽可能聘请具有国际履历的教师，这让我们的学生一开始就

可以对全球化有一种直观感受。

其次，送学生出国留学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们想要学生完全沉浸在国

外的新环境中，所以会避免在同一时间送大批学生去同一个地方。

最后，我们需要大量的外国合作机构，同时期望她们与我们一样，以卓

越的学术和研究为目标。与这样的机构合作，就能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彼此既类似又互补。类似于我们在所有的活动中都一样地追求卓越，互补体

现在我们各自在特定的领域具备专业优势，相辅相成。

将国际网络和卓越的学习项目结合起来，可以简化确定优质合作伙伴的

过程。例如，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是 GE3 网络的成员，参与了 BRAFITEC

项目和伊拉斯谟计划，还管理着独一无二的 UT/INSA CSC 博士课程。因此，

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通过教育、学生流动和伙伴关系实现国际化，同时优先

追求卓越和多元化。

贵校是设立上海大学中欧技术学院的三所法国技术大学之

一袁 拥有如此多的国际教育合作机会袁 你们挑选合作伙伴的标准

是什么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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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任何国际协议之前，我们都会仔细研究该机构的发展潜

力，与我们学校的相似性，以及长期互补发展的能力，满足这些条

件的机构才是“共赢”的伙伴。比如，在与学术伙伴机构交换学生

时，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必须现代化、工业发达，也必须具有文化代表性，以使学生

拥有丰富的跨文化差异体验，同时感受文化融合。

其次，大学必须得到当地官方的支持和正式认可，并且拥有高质量的学

生群体。她要能让我们的学生得到妥善的对待，或至少需要有这样的潜力。

比如，我们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多年，该校的学生在我们那里生活和学习，

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将自己的学生派过去的可能性。

最后，可以促成不同类型的活动之间的合作，比如研究、师生交流、双

学位授予和特别课程的开展。

联合商业、教育和研究领域形成共赢，满足学校和企业的发展需求

贵校与工业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袁 并专注于风险管理科学技术研

究遥 请您在商业尧 教育和研究三者的结合方面与我们分享一些经验遥

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的三大使命是教育、科研和技术转化。因

此，本质上，我们必然会将商业、教育、研究相结合。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我们的学生到公司实习。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希望学生在校期间获

得职业经历，这样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能很快适应。这是学生学位课程的必修内

容之一，这些实习必须在我们的教师和实习公司的导师的联合指导下完成。因此，

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的教师们必须与公司的导师沟通，以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

学生、教师和实习导师可以讨论彼此的需求：大学需要专业人士提供部分讲座，

公司需要做研究。80%的法国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并不一定建有自己的研发部门，

但它们有具体的研究需求。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要联合产业、教育和研究的需

求：公司负责学生的实习，大学的部分研究是基于公司的研发需求而进行的，一

些专业人士来大学演讲。当然，我们也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参加了一

个政府项目，即在中小型企业进行研究工作，这个项目50％的费用由政府承担。

挖掘学生的最大可能性，使其冲破思维的藩篱

贵校积极倡导创业袁 在您看来袁 大学应该对创业提供什么支持钥

我认为大学应该致力于挖掘学生的最大可能性。对于一名工程

学的学生来说，除了成为科学家，他们也应该拥有将想法和计划进

行商业转化的技能和工具。他们需要的技能是通过受教育、实习和

UTT 的三大使命
是教育、科研和技术
转化。因此，学校与产
业 界 有 着 紧 密 的 联
系。因此，到企业实习
学生学位课程的必修
内容之一，这些实习
必须在我们的教师和
实习公司的导师的联
合指导下完成。

对于一名工程学
的学生来说，除了成
为科学家，他们也应
该拥有将想法和计划
进行商业转化的技能
和工具。他们需要的
技能是通过受教育、
实习和研究活动而习
得的，他们所需要的
工具也由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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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动而习得的，他们所需要的工具也由大学提供。比如，大学里的初级

商业社团给学生提供合作的、开放式的空间，方便他们与教师和其他同学交

流；大学组织与公司领袖、官方机构、商业投资人和专业机构的会议；大学

提供法律和行政意见。又如，与公司联合举办竞赛、与当地的孵化器建立牢

固的联系也是大学支持创业的方式。但是，我认为最终能创建公司的关键因

素是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地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当他们冲破思

维的藩篱，不得不做出决定时，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企业家。

未来的工程师不仅是科学专家，也是管理者和企业家

在您看来袁 成功的工程师应该拥有哪些特质钥 您对中国大学

在培养工程人才方面有什么建议钥

中国大学在培养工程学的学生上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特别

是在发展他们的科学知识上面。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的中国交换

生展现出的科学素质经常让我印象深刻。通过教育、实习和研究，

与当地工业界建立紧密联系有助于学生理解企业需求，从而更高效地开启职

业生涯。我们希望未来的工程师不仅是科学专家，也是管理者和企业家，让

他们有机会发展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置身于激发想象力的学习活动中，变

得有创造力、责任感和自主性。我们把他们推出“舒适区”，让他们不得不运

用知识和技能创造明天的世界。

渊图片来源院UTT 官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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