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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较

晚、竞争实力相当悬殊的条件下,只有深刻认识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树立“自知自信、

自立自强、自省自闯”的战略思维,并从目标定向、师资建设、苗子选拔、机制建构、现实导向和国际合作等方

面采取“超常规”的改革行动,才能尽快建成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促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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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没有

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大学.要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

教育.这是由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特殊

地位和关键作用所决定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如果从１９８１年正式

建立学位制度、１９８４年全国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算

起,至今不到４０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深

刻认识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深
入领会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
进而树立科学的战略思维,选择超常规的改革路径,
才能尽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促进“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一、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人们在研究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当今世界

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时,往往更多地关注其一流的

本科生教育,而其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则常常成为“遗

忘的角落”.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长河考察,还是

从现实的视角审视,一流的研究生教育都是世界一

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一)历史上: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得益于一流

研究生教育的崛起

历史上,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历史就是其研究

生教育崛起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第一所

现代研究型大学并不是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而是

曾经后来居上的霍普金斯大学.１８７６年１月２２日

霍普金斯大学创立,其后在极富创新精神的吉尔曼

校长领导下,该校借鉴德国柏林大学的先进办学理

念,在实用主义占据社会思潮主流的美国大学之林

中,坚持以“自由探求真理”为办学灵魂并开展了大

规模、制度化的研究生教育,其科学研究在极短的时

间内声名鹊起,一跃成为美国当时最著名的一流研

究型大学.当时,在科研影响力上,即使哈佛、耶鲁

等经典老牌大学也稍逊一筹.二战时期,哈佛大学

虽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中原子弹研制的核心技术

研究,但仅是“提供辅助数据的大学”,而霍普金斯大



学独立承担了“无线电引信雷达研制”重大科研项

目.[１]直到今天,无论 “QS世界大学排名”,还是“泰
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或者“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霍普金斯大学仍以其卓越的研究生教育、显赫

的科研成就和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杰出人才培养

成就而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
霍普金斯大学的崛起,迅速形成“霍普金斯效

应”.[２]在其影响下,当时的芝加哥、密歇根、康奈尔、
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等２０余所新型和老牌大学也

迅速崛起,纷纷仿效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模

式,建立起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不断提

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术影响力,进而形成了蔚为

壮观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今天,哈佛大学拥有的研究生院数

量居于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前列,全校１３个学院

中,除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属本科生院外,其
余１１个学院均为专业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成为

其保持科研创新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其保持世界一

流大学的强力支撑.
(二)现实中: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高度重视

和着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面对异常激烈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即使已经

拥有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当今世界一流大学都在

通过严格导师责任制度、加大研究生奖助力度、推进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强化跨学科交叉培养等途径进

一步发展研究生教育,以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绝

对优势.牛津大学近年来在坚守“追求卓越的精英

教育理念”的同时,通过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

化、着力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等途径不断提高研究

生教育质量.据其官网统计显示,牛津大学２０１４年

共有１０１７３名研究生,来自全球１４０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来自欧盟及欧盟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研

究生数量为６３３５人,留学研究生比例高达６２％以

上.[３]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牛津大学实行大学部制

和跨学科交叉培养,在全校设立人文学部、数学物理

与生命科学学部、医学部、社会学部、继续教育部五

大学部,含盖６５个部门、院系和中心以及近百个专

业,各学部有渗透、各学科有横跨、各专业有交叉.[４]

向来以保守著称的耶鲁大学则特别注重研究生选拔

的综合性、课程体系的多元性和科研训练的多维性.
在学生选拔上,不但要求学生具有优异的学业成绩,
还要具备优秀的领袖潜质和科研潜力,同时还要看

学生有无文艺才能和对科学的好奇心;在课程体系

上,导师拥有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及研究兴趣自由

设计和申请课程的权力,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研究生

课程设置体系.比如,在耶鲁法学院,每年为研究生

开设的课程就达２００门之多.[５]而以富于改革创新

精神著称的哈佛大学也不甘落后,除了在强化导师

责任制度、严格招生选拔与培养淘汰制度、加大研究

生奖助学金额、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促进跨学科

交叉培养等方面与牛津、耶鲁等大学具有共通之处

外,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生助教制”,全面培养

研究生的教学与科学能力,从而使其研究生教育在

欧美大学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独领风骚.

二、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

对于一流大学来讲,一流研究生教育与一流本

科生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从一流大学的国

际影响力来看,一流研究生教育更显前沿和重要.
对此,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状

况还是其未来的根本前途,关键都取决于研究生教

育.”[６]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最高层次的教育,承载

着更为前沿的使命,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人才培

养、一流的社会服务、一流的学科建设以及优秀的文

化传承等均赋予研究生教育更为艰巨的使命.
(一)一流研究生教育支撑一流大学的前沿科学

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表明,没有一流的研究生

教育,就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没有一流的科学研

究,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正如前述,１８７６年建校

的霍普金斯大学,与１６３６年建立的哈佛大学相比,
建校历史整整晚了２４０年,但为何在十九世纪后半

期声名鹊起? 其秘密就在于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历

史上第一个开创了大规模、制度化的研究生教育,最
先建成了美国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进而在后来的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特别是高科技研发中能够独挡

一面,为二战中的美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支撑了霍

普金斯大学一流的科学研究,而一流的科学研究又

使霍普金斯大学赢得了一流的学术声誉.不仅如

此,在“霍普金斯效应”影响下的包括哈佛大学在内

的一批古典和新型大学崛起的史实,以无可争辩的

事实证明了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科学研究的极

端重要性.

０２ 白　强:一流大学视角下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二)一流研究生教育支撑一流大学的高端人才

培养

纵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为其杰出的人才

培养成就而叹服! 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

流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活跃于政界、商界、科技

界的社会精英.牛津大学８００多年来培养了７个国

家的１１位国王、１９个国家的总统、６位英国国王、２６
位英国首相和４７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３８０
年里培养了３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３０多名普利策

奖获得者以及８位美国总统.如此卓越的人才培养

成就无不与其卓越的研究生教育紧紧相联.这一

点,仅以美国一流大学的政界精英人才培养成就为

例即可得到充分证明:前总统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

里同时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前总统乔治
沃克布什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即将

卸任的总统奥巴马拥有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等

等.可见,一流研究生教育支撑着一流大学杰出人

才的培养,无愧为精英人才成长的摇篮.
(三)一流研究生教育助推一流大学的前沿学科

发展

大学学术组织的特性在于其“学科性”.大学的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最终都要落实到“学
科”这个最基本的学术单元.因此,一所大学是否拥

有一流学科也就成为衡量其是否为一流大学的重要

标志,而评价一个学科是否一流的标准,除了一流的

大师、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外,还有一

流的学科建设水平.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
涉到学科的布局、方向的凝炼、队伍的建设、制度的

构建、平台的完善以及环境的营造诸多方面,但要建

设一流学科,“最核心的要素是学术队伍,没有一流

的学术队伍,就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学科,也不可能

有世界一流的大学.”[７]而研究生本身就是学术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创新接

力和繁荣学术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施一公科研团

队,一个“６０后”(施一公教授)加上三个“８５后”博士

生(闫创业３０岁、杭婧２６岁、万蕊雪２５岁)而在世

界上首次取得了捕获“真核细胞剪接体复合物的高

分辨率空间三维结构”的重大原创性突破就是典型

的一例.[８]

三、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

战略思维与路径选择

毫无疑问,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

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

承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令人欣慰! 但整体上

仍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

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催人奋进! 社会的

发展进步、国家的兴旺发达、国际的激烈竞争、民族

的伟大复兴,迫切要求我国大学树立“六自”战略思

维,并付诸于“超常规”的改革行动,才能尽快建成世

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
(一)树立“六自”的战略思维

一是要自知自信.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先

有自知之明.古人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

天.”高超的智慧并不在于能够评价别人,而在于能

够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其
实是极度困难的.就像我们的眼睛虽能远观百米之

遥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一样.其实,自己才是最

大的敌人,只有首先战胜自己才能最终战胜别人.
审视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崛起,无不得益于

其不敌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的自知.可见,创建一

流研究生教育首先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要敢于亮开

自己的“家底”,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多从自身分析存

在的不足,多从自身解剖差距的原因,多从自身拿出

解决问题的对策.如此,方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同时,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

必须树立坚定信念.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研

究生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是西方所

不具备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是全

体高校战线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为我国研究生教

育“增速提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研究生教

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发展步入攻艰期,矛盾复

杂、难点很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如果

“前怕狼,后怕虎”,势必丧失改革信心,进而坐失发

展机遇.“自信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在攻艰克难

的关头,必须保持足够的“定力”,对改革方向充满自

信、对改革能力充满自信、对改革前途充满自信,才
能最终实现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梦想.

二是要自立自强.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自

我造血输血.民族自立则振兴,国家自立则昌盛.
回望新中国从建国至今走过的历程,中华民族坚持

独立自主,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取得了世人瞩目的

丰功伟绩,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 审视当今世界

一流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走过的历程,无不经历“自
立自奋”之历史.剑桥立志不跟牛津、哈佛立志不循

剑桥、耶鲁立志不仿哈佛,然而它们都是当今全球公

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
究其个中缘由,“自立”当为重要原因之一.自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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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悬崖峭壁上挺拔的青松,能在艰苦的环境里自汲

营养而傲立霜雪! 可见,创建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贵
在充分挖掘自身潜能,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与输

血能力,方能实现永续发展.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

还必须做到锲而不舍.有道是“古之立大事者,不惟

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改革是革旧布

新的创举,是继往开来的伟业,在成功喜悦的背后,
更多的是改革者的“阵痛和凶险”.十九世纪艾略特

在哈佛推行的包括改造专业学院发展研究生教育在

内的一系列改革无不遭到校内外保守势力的群起反

对,哈佛校务委员会一度强烈要求其辞职.在几乎

断送校长执政生涯的极度险境下,长达４０年锲而不

舍的改革,终于使哈佛赢来生机,获得新生,其本人

也“转危为安”,实现了从“异教徒”到“哈佛历史上最

伟大人物”的根本转变! 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竞争

实力相当悬殊的形势下,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改

革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方有所成.
三是要自省自闯.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常

怀思危之心.荀子曰“君子博学而省乎己,则知明而

行无过也.”世界进化无疆,万物变化无穷,发展永无

止境,唯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勤于自我反思、善于

自我质疑、敢于自我批判,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哈佛大学一百多年来之所以雄居世

界一流大学前茅而傲视群雄,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其

“总是在心神不定地担忧”自己“有什么敌对力量存

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毫无疑问,竞争既是大学

的改革之道,也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存法则,在创建世

界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征程中,断不可因一时成绩而

居功自傲,沾沾自喜,亦切忌“兔子与乌龟赛跑”而
“大意失荆州”,唯有时刻自我反省,才能催人奋进;
唯有不断奋进,才能不断进步、永立潮头.创建世界

一流研究生教育还要敢于自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标准模

式.只有自己闯出来的路才是适合自己的路,而只

有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正确的路! 牛津有牛津的道

路、剑桥有剑桥的模式、哈佛有哈佛的特点、耶鲁有

耶鲁的特色.值得强调的是,在创建世界一流研究

生教育的改革进程中,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但绝不是复制

模仿而是参考借鉴,不是简单移植而是批判创造.
因此,对于任何一所胸怀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

梦想的大学来说,切忌只埋头不看路,盲目跟风,同
质竞争,重复建设,内耗资源而得不偿失,而应秉承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创新原则,敢

于破常规、出新招、解难题、创亮点、塑特色,才能在

高手如云的研究生教育竞争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二)付诸“超常规”的改革行动

一要高远定向:面向全球培养世界一流人才.
志向决定高度,目标决定规格.与当今世界一流大

学相比,我国大学研究生培养目标总体上“趋同”而
“平实”,西方大学研究生培养目标则“个性”而“高
远”.同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牛津、哈佛、麻省理

工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各具特色、凸显卓越.牛津大

学要培养“引领世界研究的人才”、哈佛要“培养全球

领袖精英”、MIT要培养“为国家和世界作出杰出贡

献的人才”;而“掌握学科领域宽广知识＋独立从事

学术研究能力＋做出创造性贡献＋成为高级专门人

才”几乎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培养目标表述的

基本范式.可见,已经具备雄厚研究生教育实力的

研究型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首先要

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二要壮大师资:内育外引打造一流导师队伍.

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直接责任人,其学术水平

与道德修养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可以断

言,没有一流的导师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考

察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崛起,无不得益

于一批世界级顶尖学者的云集.显然,“大学最重要

的决定,就是你所聘用教授的质量.”[９]因此,已经具

备相当实力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必须在导师的招聘、
选拔、考核等诸环节采取“更严格”“超常规”的手段,
外引一流大师,内强培养提质,才能真正创建世界一

流的研究生教育,进而培养一流的高端人才,产出一

流的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
三要精挑苗子:大刀阔斧改革招生考试选拔制

度.审视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选拔制度,虽然近些

年来有很大的改革完善,但仍带有“高度集中”“整齐

划一”的明显特征,“笔试分数”仍然是进入“后续选

拔”环节的“敲门砖”、来自“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的考生

倍受青睐、“全才”式学生依然是高校选拔学生看好

的对象,偏才、怪才、奇才难以“出彩”.而世界一流

大学选拔学生在注重学业成绩优异的同时,也非常

看重“特殊才能”和“发展潜力”.因此,只有大刀阔

斧改革现行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构建“国家放权、
院校自主、多元选拔、导师决策”的管理机制,进而形

成形式多元、百花齐放的招生选拔局面,才能使更多

的偏才、怪才、奇才脱颖而出.
四要厉行淘汰:严格执行研究生学业淘汰制度.

淘汰是竞争基础上的“再竞争”,一直是世界一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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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机制杠杆.无论牛津和剑

桥,还是哈佛与耶鲁,不仅有“高淘汰”的招生选拔机

制,而且在培养过程中都有各自近乎“残酷”的淘汰

制度.比如,哈佛博士生必须经过严格的课程考试、
资格考试、综合考试、论文答辩等系列环节后才能最

终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审

视我国高校现行研究生淘汰制,实乃有其名而无其

实,“严进宽出”甚至“只进不出”似乎已成为研究生

培养的通行“惯例”.鉴于此,唯有彻底破解观念制

约和机制束缚的障碍,方有“大浪淘沙”后精英人才

的诞生.
五要面向现实:聚集前沿培养原始创新能力.

霍普金斯大学因其研究生教育的创建、科学研究的

发展及面向现实的服务而崛起的事实表明,居于高

等教育最顶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研究生教育,应
当树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度统一的理

念,着眼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服务于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紧扣国际学术前沿,依托各自优势,整
合团队力量,推进组织模式创新,聚集战略性、全局

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切实提升解决重大问题和原始

创新能力,为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

现做出实质性贡献,才能使研究生教育“接地气”“显
实效”,实现跨越式发展.

六要强化合作:增强研究生教育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的系

列重要论述对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要创建世界

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必须增强研究生教育的国际话

语权.而在总体形势西强我弱、国际教育竞争异常

激烈的形势下,唯有在强化交流、增进合作、促进协

同的国际化进程中,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研究生教育

的规则制定、教学评估与质量认证,才能切实增强我

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起中国研究生教

育的良好形象,进而彰显“中国特色”、凸现“中国风

格”、展示“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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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we mustclearlyunderstandhow significantafirstＧclasspostgraduateeducation meanstoafirstＧ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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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firstＧclasspostgraduateeducationassoonaspossible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worldＧclassuniversities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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