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 接

主编：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bwptx@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环球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3版2017年2月22日

与中国一样，法国非常重

视本国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

少改革被提上日程，比如从

2016 年开始的法语拼写改

革。这项改革不可避免地在

法国社会引发激烈讨论，各种

质疑和指责纷至沓来，法国教

育部因此深陷舆论中心。一

向被称作“最美丽的语言”的

法语为何要进行改革，对我国

又有哪些启示，本期聚焦法语

拼写改革。

法语拼写改革的“前世今生”
□张自然 编译

在世界各国语言中，法语向来以其语
言的精准与严谨著称，法国人也一惯以自
己的语言为自豪，称法语为“最美丽的语
言”。然而，语言的复杂性也为法语学习造
成了不少障碍。据调查，法国学生的法语拼
写能力近年来连续下降。2016 年初，为了
简化法语学习，法国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与
科研部（以下简称“教育部”）提出法语拼写
改革方案，并于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
改革主要涉及 2400 个法语单词的拼写简
化，此举一时在法国社会引发激烈讨论。法
国学术界权威代表——法兰西学院公开对
法国教育部的行为提出指责。

近日，法国官方公布法国小学毕业生
法语测试结果分析报告，回应大多数法国
民众对“法语简化”的质疑。

政府超过30年的长期关注

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对学生的法语使
用能力一直给予相当高的关注。一方面，语
言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另一方面，语
言是法兰西公民身份的体现。随着二战过
后的几次移民浪潮，法国社会的文化多元
化现象越来越显著。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
学生在接受近似同质的法语教学后，其法
语运用能力是检验学校教育体系成功与否
的重要标准，也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生
是否融入法兰西文化。

早在1987年，法国教育部就开始对小
学毕业班学生日常法语词汇拼写与语法配
合的掌握情况进行调研。调研以听写测验
的形式进行，听写内容为一篇短文，文段中
涉及主语与谓语搭配、名词性短语配合、动
词过去时等语法点。

听写是法国教育系统评估学生法语使
用水平惯用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运用在
大规模测试中，也在课堂上广泛使用。词
汇、拼写与语法是构成法语语言的三个最
基本元素，而短文听写是一种简便、高效且
同时考察三种元素的有效评估形式。在法
国教育体系中，课程大纲等官方文本都对
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拼写能力给予了极大
重视。

法国教育部公布的 1985 年至 2016 年
教学大纲中，拼写要求占据了一定比重，特
别是在2008年基础教育教学大纲中，关于
拼写能力有以下明确的教学目标：在写作
或听写中正确地拼写出一段十行的简单文
字，符合拼写规则、语法，掌握一定的词汇
量；掌握语法与词汇的拼写。而在 2015 年
的小学第三阶段教学大纲中，特别强调拼
写日常训练的必要性，学生的法语拼写能
力被置于绝对的教学重点。

2007年和2015年，为了了解学生的法
语拼写能力现状，法国教育部分别进行了
同一个测验，这两年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参
与了1987年所用文段的听写测试。经过对
比，2007 年测试结果较 1987 年成绩下降，
而2015年学生测试成绩则进一步下降，且
成绩下降幅度大大超出预期。

学生法语水平普遍下降显著

根据对1987年、2007年和2015年3个
不同年份学生法语拼写能力测试结果的分
析，在 28 年的时间跨度中，不论学生的性
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学生的拼写错
误都普遍存在。测试中听写的短文有67个
字，16 个标点符号，共计 83 个字符。1987
年，公立学校小学毕业生在该测验的总体
错误率为 10.6个，反映学生间成绩差异的
拼写错误数量的标准差为8.0。

2007 年，对同一篇短文听写，公立学
校小学毕业生的拼写错误则上升至 14.3
个，学生间成绩差异也有所增加，拼写错误
标准差为8.8。其中，在经济社会条件较差、
配备特殊教育资源的优先教育区，小学毕
业生的平均拼写错误高达 19.3个，拼写错
误标准差为9.4。优先教育区以外的普通公
立学校与私立学校表现并无太大差异，小
学毕业生的拼写错误均为 13.5个，但相较
而言，私立学校的学生成绩更为均衡，学生
间的拼写错误标准差为8.1，优于公立学校
学生的8.5。

2015 年，根据最新测验结果，不论接
受公立还是私立教育，小学毕业生拼写能
力都大幅度下降。在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
平均拼写错误从 13.5个上升至 17.3个，增
长幅度远远高于具有相同起点的私立学校

（13.5个上升至16.9个）。然而，私立学校的
毕业生成绩差别更大，学生拼写错误标准
差为 10.1，高于普通公立学校的 9.4。而对
于优先教育区公立学校，学生的拼写能力
依旧不能令人满意，学生平均拼写错误为
20.6个，学生之间成绩分化的程度也最高，
学生拼写错误标准差为 10.7，但学生拼写
能力下降的速率正在放缓。

而在1987年、2007年和2015年3次测
试的学生成绩分布方面，相关数据鲜明地
显示出小学生拼写能力大幅度降低。对比
2015 年和 1987 年小学毕业生拼写成绩分
布数据曲线，拼写错误在两个及以下的优
异成绩大幅度减少，而拼写错误在15个或
25 个及以上的成绩则成倍增加。相比较，
两个年度数据曲线呈现出近似平移的变
化，意味着法国小学生法语拼写能力的整
体下滑。2015 年，法国小学毕业生在短文
听写测试中，平均错误为17.8个，这个数字
是1987年的2倍之多。

为了更好地甄别小学毕业生拼写能力
下降的原因，研究队伍对学生试卷逐字进
行了错误率分析。其中，学生的词汇拼写错
误在28年中并没有过多增长，特别是那些
口语常用的词汇，学生的拼写错误并未明
显增加。学生的错误主要集中在语法上的
词类配合，特别是主语和动词之间的配合
上。比如对于听写中的动词，1987 年有

87.1%的学生能够正确拼写，而 2015 年这
一数字下降至55.8%。另外，在形容词与主
语、过去分词与主语的配合上，学生的拼写
正确率都锐减至原先的一半。

法国教育部另一项研究表明，2009年
至2013年，小学生平均成绩下降3分，其中
拼写下降6分，学生在大小写转换、阴阳性
转换、语言能力、文段理解能力均呈退步
趋势。

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初中生群体的法
语水平并未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很
大的改善。法国教育部 2016年 7月公布有
关初中毕业生法语使用水平的研究报告
显示，“将近 60%的学生达到可以继续接
受教育的法语水平，尽管他们中的一半人
仍需要继续提高其法语水平”。2015年，法
国教育部对 361 所初中约 9000 名初中四
年级学生进行法语语言水平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仅 1/4 的学生在初中教育结束后
掌握“良好或优秀的语言使用能力”。此
外，成绩中下等的学生人群比例也并不乐
观，约 15%的学生“基本上不具备或具备
较差的语言使用能力，并且在面对复杂的
文段或并不常用的词汇时，他们具有较大
困难”，其中 3%的学生使用自己的母语甚
至“非常困难”。

拼写能力下降原因复杂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短信息语言、
社交网络语言、拼写和语法检测软件、语音
识别软件等被广泛应用，而这些工具被视
为法国学生法语拼写能力下降的原因之
一。同样，伴随学生阅读能力的倒退，学校
法语拼写的传统教学方法备受法国民众
质疑。

在1989年至2007年间，据法国教育历
史学家安德雷·谢瓦勒观测，小学一年级至
初中最后一学年的法国学生拼写能力大幅
度下降，学生在语法与句法上的表现也令
人担忧。进入 21 世纪以来，法国教育部
2002 年和 2008 年实施的“语言反思性观
测”和“将语言视作思考产物”等方法，被认
为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学生的拼写问题，
但效果并不乐观。就此，法国语言科学荣誉

教授丹尼艾拉·玛奈丝表示，学生拼写能力
下降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显现，导致
学生拼写能力下降的原因很复杂，不能仅
仅归咎于拼写教学方法。

从 20世纪 60年代至今，频繁的听写、
大量的训练等拼写教学方法遭到质疑，法
国民众认为无效率的教学方法应该被取
代。丹尼艾拉·玛奈丝认为，教师培训中相
关能力的培养确实存在问题，教学中对拼
写的重视程度也在下降。2013 年，法国教
育部评估与预测司调查显示，49%的小学
法语教师将“正确的口语表达”作为教学
首要目标，他们中仅有 41%的教师将“正
确的拼写”作为第二选择。67%的受访教
师在教学中经常使用听写，而 33%的教师
则表示有时、偶尔或从未在课堂进行听写
训练。手机和短信息语言的频繁使用，也
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学生的拼写。然
而，丹尼艾拉·玛奈丝同时指出，学生在使
用短信息语言时，能够有意识地区分正确
拼写和简写，所以说影响学生拼写的根本
原因不在此。

学生的家庭背景也被认为是造成法语
使用能力下降的重要因素。当前，法国基础
教育存在较大的学业不平等，法国或国际
测试都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是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法国2015年初中
毕业生法语语言水平抽样调查中，成绩优
秀的学生群体同样也是家庭背景较好的群
体，而在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优先教育
区，27.4%的学生处在法语使用能力较差的
水平。

在移民子女的法语水平问题上，专家
普遍认为移民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法语
的获取性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法国多数
移民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孩子必须掌握法
语，但教学的设置更多关注“交流”，而忽略
了系统、彻底地教授移民出身的孩子词汇、
句法、语法。这也构成了优先教育区——移
民密度较高地区学生法语能力较弱的一大
原因。

对于学生法语水平下降现象，最客观
又最为普遍的解释是法语学习课时的减
少。对比 1970 年，2010 年法国学生学习时
间每周增加了 6 小时，然而小学基础教育
中的计算机、可持续发展、公路安全等学
科的课时也逐渐增加，法语课时从比例上
看反而相对减少。而自 1982 年以来，由于
教学方法的变化，学生做更少的听写、更
少的训练，课堂教学涉及更少的拼写、更
少的语法，这无疑加剧了学生拼写能力的
下滑。

中小学法语科目教师严重缺乏

近年来，法国中小学法语科目存在较
为严重的教师岗位空缺现象。2016 年，法
国教师考试录取情况总体令人满意，大多
数科目的教师岗位都获得了及时补充，但
个别科目的教师招聘结果并不乐观，如古
典文学科目，共提供230个岗位，仅有68名
候选人符合标准获得录取。

怎样才能聘到有资质的法语教师，是
法国教育部当前面临的重要困境之一。据
法国教育部评估与预测司调查，教师在课
堂的教学实践与学生法语语言水平有着极
强的相关性。小学法语教师制定的教学目
标重点，对其课堂教学有极强的指导性。因
此，法国教育部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除
了课堂教学外，根据《有关学校内推广共和
国核心价值观的 16 项措施》，学生的法语
学习将被视为绝对优先问题，每一位小学
生都将在毕业班接受测试，教师需要甄别

该学生的法语学习难点，并提出针对性的
学习策略。

依靠外语学习提升法语能力

2016年，法国中小学外语教学面临新
一轮改革，改革措施非但没有增加法语教
学时间，反而增加了学生学习外语的语种
数量并提早了外语学习的时间。自2016年
9 月开学起，每个法国学生将学习包括英
语在内的两门外语，第一门外语课程在小
学第一年开始，第二门外语课程在初中第
二年开始。在课时安排上，每学年第一门外
语课程的课时较以前增加54小时，而在初
中第二学年至第四学年，第二门外语课程
每周课时为2.5小时，比以前的外语课时共
增加54小时。对于那些将英语以外的语种
作为第一外语的学生，可从初中第一学年
开始学习英语，其外语课时将较以前增加
72小时。

法国公众对法语课时减少的质疑早已
积聚，对此，法国教育部长纳贾·瓦洛-贝尔
卡塞姆引用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言回应：“不
懂得外语的人对自己的母语会一无所知。”
纳贾·瓦洛-贝尔卡塞姆指出，歌德的名言
是当前法国外语教育战略的行动指导核
心，学习外语同样是增进学生对法语理解
力的有效方式之一，能帮助学生开启对其
他文化的认知，更能帮助学生在未来就业
时获得绝对优势。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一门
外语，不仅是就业的工具或融入世界的必
备能力，更是为了获得超越国家或地理边
界局限的广阔视野。法国教育部向法国企
业发放的在线问卷结果显示，45%的企业表
示语言是雇佣职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因此，法国教育部选择了一条更为激
进、不为民众理解的路线：放宽法语语言严
谨性标准，增加外语教学的时间和比重。新
课程大纲在内容上将更好地刺激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自信心，尽可能帮助学生取得法
语和外语使用能力的双重提高。

高校建立法语“拼写补习”辅导中心

除基础教育进行努力外，法国多个高等
教育机构也动员学生提高自身的法语拼写
水平，勃艮第大学“法语书面、口语”实践中
心更是为大学生提供法语拼写补习课。2013
年，勃艮第大学对700余名法律、文学学院学
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70%的学生在拼写能
力上低于应有标准。该结果受到学校的高度
重视，一个致力于提高学生拼写水平的中心
很快在勃艮第大学成立。作为法国在这个领
域的先驱者，该中心汲取美国大学写作辅导
中心的办学思路与模式，自2013年成立以
来，很快正式接收第一批学生前来“补习”。
课程本着免费、自愿的原则，面向全体学生
开放。根据第一批参与者的反馈，他们对补
习经历给予了正面评价。

一名勃艮第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表
示，导师指出其研究生一年级论文存在大
量拼写问题，他很快下决心赴“法语书面、
口语”实践中心进行拼写补习。系统课程开
始前，他先在中心做了一项评估测试，结果
显示：没有句法、词汇错误，但存在大量的
发育动词变位问题。该中心针对他的个人
拼写问题提供了两种补习方式：两阶段 9
小时的高强度小组课程或 3个月每周 1小
时的单独辅导。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
后，这名学生表示收获非常大，相关测试也
表明效果良好。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

法语拼写变化：长音符不会完全消失
此次法语拼写改革，主要是简化法语拼写，大约2400个法语单词的拼

写将发生改变，一些语法也会有所变化。其中，法国民众最关心的是长音
符会不会完全消失。整体而言，字母“a”“e”和“o”的长音符仍然保留，“i”
和“u”的长音符可选择使用或不使用。但是，以下 3 种情况需保留“i”和

“u”的长音符：用于动词词尾，具体涉及简单过去时、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
以及虚拟式愈过去时；当长音符保留与否影响词意时，长音符不能任意去
除和添加；专有名词。

此外，一些合成词的连字符消失，如“porte-monnaie（钱包）”写成
“portemonnaie”。一些单词的闭音符变为开音符，如“réglementaire（合乎
章程的）”变为“règlementaire”。法语代动词的过去分词性数不再有变
化。列举一些不规则情况：一些单词中，去除不发音的字母，简化单词拼
写，如“oignon（洋葱）”变为“ognon”，或者在不影响发音的情况下，采用更
为简洁的拼写方式，如“nénuphar（睡莲）”写为“nénufar”；同一家族中的
词使用更合理的写法，“chariot（四轮货车）”参照“charrette（大车）”的拼写，
变为“charriot”；外来词遵循法语的变化规则。

虽然新的拼写法被写入教材，但许多法国人对拼写改革并不买账。他
们认为，正是这些特例、难点构成了法语的独特性，拼写改革是对法语严谨
性和纯洁性的破坏，是对“莫里哀的语言”“伏尔泰的语言”的破坏。他们认
为，仅仅出于简化法语学习的目的而改革得不偿失，更有因噎废食的嫌疑。

（据“国际在线”报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