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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sumÜ: M is en p lace en 1992 dans le cadre de lcaccord offic iel s-i

no- franais des Üchanges Üconom iques et cu lture ls par la FacultÜ de

Comm erce de lcU niversitÜ de W uhan et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DÜpartem ent de Frana is, le programm e de licence Ñ doub le or ien ta-

t ion ( LDO franais/Üconom ie, B ac + 4 ) se dÜveloppe jusqucalors

depu is p lus de d ix ans. G rce aux efforts comm uns de la part ie

frana ise et ch ino ise, ce programm e bilingue jouit dcune tràs bonne

rÜputation tant sur le campus qucÑ lcex tÜrieur de lcuniversit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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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法经济双学位班发展概况

根据中国与法国政府于 1992年正式签署的《中法文化交流合

作协定》,在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干预下,在历届武汉

大学党政领导的积极关怀和协调下, 在商学院世界经济系和金融

系以及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下,中法经济双学

士学位班从 1992年 9月开始举办,至今已历时 12年, 累计招收学

生超过 300名,其中六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先后去法国高校留学,己

有部分毕业学生在法国银行业或企业界就职, 还有的承担起中法

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工作。在中法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经过长期发

展和不断完善,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目前不仅成为武汉大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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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之一,而且也是学校非常重要的对外交流窗

口和样板。

创办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的主要目的在于, 打破以往学校

内部各专业学科之间的传统界线, 有效地整合和配置武汉大学的

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学校不同院系的比较优势,把学生培养成

既具备国际经济专长,同时又熟练掌握法语的复合型高级人才,在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

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以开办中法双学位班为契机,进一步发展

中法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 增进双方的

彼此了解和相互信任。

按照武汉大学制订的培养计划,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的学

生来源由三个部分组成。在每学年伊始, 由世界经济系、金融系和

法语系从其当年录取的新生中各自选拔 10名左右的学生,或主修

国际经济辅修法语,或主修法语辅修国际经济。经过在校四年的

学习之后,由学校向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授予武汉大学经济学学

士学位和外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双学位也由此得名。中法经济

双学位班的创办无疑对学校以后推广其他双学位教学产生了积极

的示范效应。

根据前几期积累的办学经验, 武汉大学决定从 2000年开始,

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由商学院世界经济系专门负责承办,每年

从该系应届理科高考入学新生中择优挑选 25- 30名学生。在四

年学习期间,中法班学生主修国际经济与贸易, 同时辅修法语,主

辅修专业彼此补充,相互促进,均衡发展。自 2002年 9月以来,部

分四年级学生还可以在校际双边交流合作框架内,选择到法国巴

黎七大、里昂三大、克莱蒙一大、拉罗舍尔大学或卢昂高等商业学

校学习一个学期,其国外所获学分得到母校认可。

对于中法经济双学位班学生的主修专业要求完全与普通世界

经济系的学生相同,而辅修专业的学习则主要由法语系教师和聘

请的外籍教师共同授课,其中法语系主讲基础法语及语法,外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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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讲经济及商务法语。在学生临近毕业时,如果其两个专业的

学习成绩合格且通过论文答辩,由学校发给双学士学位证书。至

于学生毕业以后的去向, 目前主要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直接

进入社会寻求相关工作, 二是通过保送或入学考试继续在国内高

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三是到法国的有关高等院校 (包括综合

大学和一流高等商业学校 )进一步深造。

二、中法经济双学位班的教育模式

武汉大学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的培养目标是, 通过在国际

经济贸易和法语两个专业方向的学习,学生应当拥有扎实的经济

学基础知识,系统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国际

经济学基础理论,较为全面地把握当代世界经济的现状及发展趋

势,熟悉中国对外经济的有关政策法规,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法

语、英语和计算机技能, 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和职业竞争能

力,成为学以致用的从事涉外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更好

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根据 1999年高校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整,现在商学院世界

经济系中法双学位班学生在四年学习期间必须达到以下标准:主

修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方向规定为 160学分,辅修的法语专业方

向为 65学分,分别完成主辅修专业的毕业论文各一篇, 并且须通

过全国英语六级考试。以上指标尽管比过去有所降低, 但与学校

目前普通辅修专业 (又称第二学位 )所要求的 45学分相比, 中法

经济双学位班学生的学分标准仍然显得偏高, 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是考虑到学习一门新外语的特殊性, 学生需要在基础法语和专业

法语两个方面同时得到提高,毕业时的法语水平应不低于英语水

平。

由于中法经济双学位班学生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方向的学习

与其他世界经济系学生毫无差别,因此,中法双学位班课程设置的

重点便放在法语教学方面, 包括基础法语以及专业法语 (参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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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关于基础法语的学习一般参照外语学院法语系本科学生

的教学计划进行安排,例如初级法语、中级法语、高级法语、法语写

作、法语口语、法语报刊选读、法国概况等,而专业法语的教学则是

在学生已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知识的基础上, 更加强调和注重对

商务法语、贸易实务、市场营销、金融管理、投资分析、跨国公司经

营、欧盟经济等课程的拓展及深化。经过四年的系统强化训练,学

生在听、说、读、写、译等五个方面均能较自如地运用法语。

为使学生能够尽快和熟练地掌握法语辅修专业的知识,中法

双学位班的师资力量堪称雄厚。外语学院法语系由副系主任牵

头,共安排四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 (包括一名博导 )承

担中法双学位班四个年级的基础法语教学工作。法国驻华使馆专

门委派一名教育顾问长驻武汉大学, 负责教学指导并讲授法语口

语。学校国际交流部另行聘请一名长期法国外教主讲经贸专业法

语,同时商学院世界经济系也派出一名教师负责整个中法双学位

班的教学组织和协调工作。此外通过校际交流关系, 武汉大学还

在每个学期邀请法国有关高等院校的教授, 专程来校为中法双学

位班的学生进行短期集中授课,如巴黎三大、巴黎五大、拉罗舍尔

大学、巴黎高等经贸学校 ( ESSEC )、卢昂高等商业学校等, 讲课内

容涉及经济管理、公司财务、欧洲经济、国际商务、数理金融等。显

而易见,中法经济双学位班的全程教学真正体现了中法教育合作

的特色。

尽管对于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四年课程所需教材的选用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无论是在基础法语或是在专业法语的教学实

践过程中,中法双方的主讲教师基本上均采用法语原文教材。除

了及时引进由法国有关权威出版机构新近出版的原版教材和参考

书之外,例如: LeN ouveau SansF ron tiàres, F ranais des Affaires, P ra-

tique de la Communication en F ranais, La Corresp ondance Comm ercia-

le, F ranais C ommercial, E conom ie EuropÜenne, E conom ie de lcEntre-

p rise, E conom ie M ond iale, E conom ies Emergentes, La F 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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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Ümatique, H istoire de lcEuropeM onÜtaire等, 双学位班各年级学

生还能够广泛地接触到多种法国出版的主要报纸或期刊, 如 L e

M onde, L e F igaro, LcExpress, LcE cho, Le F ranais dans le M onde, L e

N ouvel Observateur, Le P arisM atch等,有时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使用

由法国任课教师自编的专业讲义或复印资料。

三、中法经济双学位班的教学管理

首先,进入中法经济双学位班的学生需要经过认真严格的选

拔。目前,武汉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录取大

约 80名新生,并且分数线在全校各专业学科中属最高之列。以

2002年湖北省为例, 应届理科高考中学生升入武汉大学本科的最

低分数为 596分, 而世界经济系的最低起分线则高达 639分, 生源

质量无疑显得更优。在新生入学一个月左右的军训时间内,根据

自主自愿原则,先由学生本人向世界经济系提出攻读中法经济双

学士学位的书面申请,然后经世经系与法语系相关教师组成的专

门评审委员会对申请者进行面试,从中择优挑选大约 30名左右的

学生进入双学位班,而且最终结果还要听取法国教师的意见。对

双学位班学生的综合选拔标准主要包括学生的英语水平、数理基

础、学习动机、对法国及欧洲的认知程度、交际反应能力、身体条

件、性格特征、家庭状况以及毕业志向等。

其次,中法双学位班的教学遵从循序渐进的指导原则。由于

新生是在入学之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法语, 并且辅修专业与主修

专业同时并进,因此, 第一学期基础法语的教学工作由法语系教师

负责, 主要的学习内容包括法语语音、日常词汇及用语、基本语法

等。从第二学期起,法国使馆派驻学校的教育顾问也参与教学,重

点对学生进行商务法语方面的口语强化训练。进入第三学年后,

由学校另外聘用一名长期法国教师负责专业法语的教学, 同时还

邀请法国有关高等院校的教授来校进行短期讲学,专门给中法双

学位班学生集中授课,时间通常为一至两个星期。根据目前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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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划安排,除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外,法语辅修专业课程的

每周平均学习时间在 10学时以上, 如果再考虑到主修专业的学

习,学生的周平均课堂学习时间一般在 40学时左右, 学习负担显

得相当沉重。

第三,中法双学位班采用严进严出的考核淘汰方法。为确保

实现中法双学位班的办学目标,所有学生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任何学生不能因为辅修专业的学习压

力而耽误主修专业的学习。为了减少学生起初在专业选择时的盲

目性和片面性,防止本末倒置, 凡是进入中法双学位班的学生均可

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主动要求中途退出,以便专注于主修

专业的学习并兼顾其他专业兴趣。而更有竞争意义的是, 在每个

学年的期末,对于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由世界经济系和法国教

育顾问共同提出意见,劝其退出中法双学位班。这不仅能够更好

地督促学生刻苦努力地学习,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中法双学位班的

办学质量,进而赢得广泛的可信度及其声誉。

第四,注重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并为其创造

多种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同世界经济系的其他学生一样, 中法双

学位班的学生也必然面临今后走向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了不断适

应国家经济建设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实际需要,努力提高中法

班学生将来的职业竞争能力,经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教务部等主

管部门与法国有关方面的共同安排, 商学院世界经济系已经建立

起比较稳定的校外交流网络和平台。在大学四年期间, 学生可以

到设在武汉地区的相关外资企业进行短期参观或实习, 如雪铁龙

汽车有限公司、家乐福、诺富特饭店、麦德龙 (M etro)、可口可乐公

司等。在每年的 12月份, 由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牵头, 邀请湖北

地区的主要外资公司负责人到武汉大学举办 /企业日 0活动。此

外,部分双学位班学生在四年级上学期还可以选择到法国有关高

校学习。总之,通过实地接触企业和跨国校际交流,目的是为学生

今后择业或进一步出国深造增添重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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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法经济双学位班的国际化目标

毫无疑问,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是武汉大学在不断改革开

放过程中成功办学实践的经典范例之一。经过中法双方的长期不

懈努力,中法双学位班现在已成为武汉大学最具影响力的一流品

牌专业,在海内外均拥有极高的声誉和可信度。中法双学位班的

学生素质不仅在国内高校及实际部门得以证明,而且也得到了法

国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中法经济双学位项目还在 2001年荣获湖

北省优秀教学改革成果奖。然而根据国际惯例, 所谓 /双学位 0更

确切地应当指在大学某一阶段的学习时间内, 学生通过双边交流

进行合理的校际流动,经考试合格后而同时获得两个不同高校的

同等学位证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目前中法双学位班的 /双学

位 0一词在严格翻译时只能译作 /双方向的学士学位 0, 需要进一

步地完善以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贯彻培养优秀复合

型高级人才的办学宗旨, 按照学校提出的 /三创0教育指导思想,

中法经济双学位班今后的发展也应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势, 以期尽

快地同国际接轨。2003年武汉大学 110周年庆典期间, 商学院与

法国拉罗舍尔大学亚太管理学院协商达成一致,选拔 5名左右的

三年级学生送到拉罗舍尔大学亚太管理学院, 与该院的三年级学

生共同学习生活一年,考试成绩合格者,由拉罗舍尔大学正式授予

法国学士文凭。学生回国后继续在世界经济系完成第四年的学

习,符合毕业要求的又将获得武汉大学学位证书。该合作项目计

划从 2004年秋季学期开始启动, 作为双方原有校际交流的有益补

充。如果上述双边合作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则中法双学位班学生

在跨国完成四年的学习任务之后, 将可以获得中国和法国两所不

同大学的学士学位,一方面使双学位班更加名副其实,同时把现在

的中法班提升到中法合作办学的更高层次。此外, 学校还正在与

法国克莱蒙二大进行密切商讨,争取尽早达成类似的交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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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4月,法国拉罗舍尔大学亚太管理学院院长 Laurent

AUG IER先生应邀来武汉大学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讲学,主要为

中法双学位班的二年级同学讲授经济管理概论课程。此外,

LaurentAUG IER先生此次来校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负责从

目前二年级学生中选拔部分同学, 直接进入拉罗舍尔大学完成三

年级的学习。通过与同学们在课堂内外的多次接触并经过对学生

正式进行面试之后, Laurent AUG IER先生最后挑选了 14名学生

正式于秋季学期到拉罗舍尔大学学习,其中 9名同学录入亚太管

理学院,另 5名同学则进入应用语言学院。显然,入选学生的人数

远远超出了当初双方商定的规模, 这是法国方面对中法经济双学

位班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一种最好肯定。在 2004年 9月期间,

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还组织了一个小型代表团专程去法国访问,

实地考察和评估法国有关高校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 以便今后

的系统派遣工作打下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利用这次出访机会,学

校还同克莱蒙一大就中法班的硕博连读合作项目初步进行了积极

和有益的探讨。

面临这一新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 重新定位中法经济双学

士学位班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目标显得至关重要。在坚持国际化和

开放办学的原则下,在继续立足于国内自主培养的基础上,在稳步

推进中法教育合作的过程中,学校今后要不断为双学位班学生能

够进入法国高校深造创造更好的客观条件, 以充分发挥武汉大学

长期形成的国际交流优势,培养更多具有跨国经历和更强职业竞

争力的一流国际经贸管理人才。例如,通过法国方面组织的五校

全球联考 ( C IAM ), 学生进入法国知名的高等商业学校攻读工商

硕士学位,或在现有双边校际交流框架内,选择到巴黎七大、里昂

三大、克莱蒙一大、拉罗舍尔大学、卢昂高等商业学校继续完成硕

士阶段的学业 (参见附表二 )。与此同时,武汉大学还将进一步拓

展与法国其他高等院校的合作交流, 为中法班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留学机会。当然,双学位班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偏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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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出国学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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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法经济双学位班法语辅修专业课程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授课学期 (周课时 )

1 2 3 4 5 6 7 8
课教师

初级法语 24 8 8 8 8 中 方

中级法语 10 6 6 中 方

高级法语 3 4 中 方

法语听说 8 2 2 2 2 法国教师

法语写作 3 2 2 法国教师

法国概况 2 3 法国教师

商务法语 2 3 法国教师

欧盟经济学 2 3 法国教师

国际贸易与市场学 2 3 法国教师

国际金融及风险管理 2 3 法国教师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2 3 法国教师

法语毕业论文 5 2 法方 /中方

合 计 65 8 10 10 10 13 14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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