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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具有一支高水平、业务精湛且品行良好的师资队伍、契合的授课内容与方

式、先进的教学设施等是保证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生态系统良性运行的基本要素.以此为前提,对 C９
高校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建设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研与分析,发现这些国内一流大学在课程和

课程体系建设上仍存在许多不足.针对这些问题,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生态系统

为目的,从教学目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授课方法、课程形式与教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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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１９８１年学位条例出台以来,我国学术学位硕

士生教育的发展历经３０多年,从无到有,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且相对独立的一个教育层次.同时学术

学位硕士生又是博士生教育层次的重要储备生源,
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阶段又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

学术人才培养阶段.在这两方面影响下,我国各研

究生培养单位在学术学位硕士生培养上形成了自身

特有的模式与特色,并获得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仅从数量上看,２０１５年我国在校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达９１９２６４人,在教育规模上,我国已经

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然而,在当前我国研究生教

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期,一些新问题

逐渐浮现,其中以课程教学建设的不足较为凸显.
“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我国学术学位硕士生培

养过程中依然存在,在宏观层面,院系专业设定的课

程体系有的已名存实亡,课程设置重复、层次模糊,教
学方法与教材老化,因人设课等情况屡见不鲜;在微

观层面,存在着教师敷衍、学生散漫,“教”与“学”双方

积极性不高等不良倾向.这些使得原本为硕士生阶

段进行知识储备与科研准备的课程教学过程,成为了

一种获取学分的“形式主义”,这无疑是对研究生教育

规律的违背,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顺利推行和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形成阻碍.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如汪霞等从目标设定、结构优化、内容改革、管理强

化等方面对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进行了

系统的阐述[１].郭雅丽等从分析当前研究生课程设

置中的问题入手,提出加大非必修课程比重、有效利

用网络资源等新颖建议,以使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在

课程教学中获得提升[２].杨玉春等从管理的视角,
基于对当前研究生课程管理的现状调查,提出加强

过程管理与评估指导,促进课程管理的科学化、自主

化与专业化[３].然而,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当前单



独对硕士生阶段课程教学现状的实证分析较少.本

研究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考察能够彰显或影响学术

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因子,并在此基础上

对C９高校硕士生开展实证调查.以揭示我国学术学

位硕士生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二、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学术学位

硕士生课程建设应然分析

教育生态学由生态学衍生而来,借助生态学的

观点,将教育所在场域视为处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

教育生态系统,并以生态学所特有的整体、关联的视

角,将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放置在教育生态系统中

审视,认为从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出发,才能对

教育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事物之间或各教育问

题之间的关联,主要通过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与物质

循环等过程实现[４].在此视角下,可以认为课程教

学生态系统是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

统.就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生态系统来说,招生、培
养、学位授予与就业是其三大核心环节,培养环节因

用时较长、内容繁琐、管理庞杂受到较多关注,而课

程教学与科学研究是其中的两大重要内容.课程教

学生态系统所处的位置及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

整体关联原理贯穿下,完善的课程建设应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一)以良好的师资队伍保证课程教学系统能量

流动的畅通

在教育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体现为智能与

人才的输入、加工与输出.从某一方面来看,硕士生

的课程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以知识为媒介进行

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因此,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

是课程教学系统能量输入的重要前提,授课教师的

专业水平与授课能力无疑对课程教学质量有着直接

的影响.此外,师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相长

是能量输入的应然结果,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消化、理
解与应用,以及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自身能力与授课

水平的提升,不仅是对课堂教学效果的体现,更是课

程教学促进科研训练作用的彰显.
(二)以契合的授课内容与方式保证课程教学系

统信息传递的有效

信息传递的畅通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关

键性的重要作用.对课程教学系统来说,信息传递

的内容以授课内容的形式体现,授课内容的质量则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与外界系统的关联性彰显.如授

课内容对研究生科研、就业等方面的关切,是课堂教

学与科研、就业等硕士生教育系统内部各环节关联

性的体现;而从授课内容的前沿性、层次性等方面,
可对该系统与硕士生教育系统外环境、本科生与博

士生教育系统之关联性窥探一二.此外,良好的信

息传递方式是信息顺利传递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合

理授课方式的探讨也是构建课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是硕士生掌握扎实基础理论与学科专门知

识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以先进的教学设施保证课程教学系统物质

循环的富集

物质的投入支持与产出应用是教育生态系统运

行的重要基础.在课程教学子系统中,一定的财政

物质投入如教学硬件设施的配备与更新等,是对教

学便利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中,多媒体等先进教学设施的引入与应用,往往对课

堂中教学方法的改善、教学内容的丰富、教学互动的

优化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在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生态系

统中,课程建设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位置与重要性,对
硕士生系统掌握专业知识、培养科研素养等具有基

础性的铺垫作用,同时又受到系统内部各环节以及

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课程建设工作是一项

复杂、繁琐的工作,对其质量的考察也应从多个角度

进行.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从师资队伍水平、
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教学内容质量(关联性、前沿性、
层次性)、授课方式、教学设施等方面综合衡量,能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或彰显出某门课程教学的水平,如
图１所示.

图１　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生态系统示意图

三、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建设实然探讨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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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于２０１４年６月针对 C９高

校应届毕业研究生开展的研究生教育情况调查.本

研究选取该调查数据中的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

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共包含样本１４０４人,样本的

人口学特征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分布情况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７７０ ５４．８４％

女 ６３４ ４５．１６％

学科门类

文史哲法类 １０２ ７．２６％

经管类 ２５３ １８．０２％

理科类 ２３２ １６．５２％

工科类 ７０４ ５０．１４％

医科类 ９９ ７．０５％

缺失值 １４ １．００８

合计 １４０４ １００％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学术学位硕

士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逐一探讨课程教学生态

系统中各部分的具体情况.本研究所使用的软件为

SPSS１９．０和EXCEL,主要采用描述统计、相关性分

析、雷达图分析法等数据分析方法.
(二)数据分析结果

１．课程学习效果

以选择“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的学生人数占

总人数的比例作为满意度.数据分析显示,调查样本

对课程学习效果的总体满意度不高,为６１．２９％.其

中,表示比较满意的学生占总人数的３６．７６％,而感到

非常满意的仅有２４．５３％.此外,对课程学习效果感

到不满意的学生比例达１１．５１％.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学习效果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２．授课教师水平

对授课教师水平的考察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授课

师资队伍及课堂内外师生互动的满意度上.统计分

析结果显示,学术学位硕士生对授课师资队伍的满

意度为７９．７７％,其中有３３．６９％的学生表示比较满

意,而有４６．０８％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在师生互动

上,学术学位硕士生的满意度相对略低,为７２．７９％,
其中,表 示 比 较 满 意 与 非 常 满 意 的 学 生 分 别 占

３３．７４％和３９．０５％.具体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学术学位硕士生授课教师水平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图４　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师生互动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３．授课方式

学术学位硕士生对当前课程授课方式的满意度

偏低,仅为５８．７６％,其中感到满意的为３４．５８％,感
到非常满意的为２４．１８％,感到不满意的为１３．７０％,
如图５所示.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硕士生最期待的

授课方式,并与当前最常使用的授课方式加以对比,
如图６所示,研讨教学与理论灌输为当前学术学位

硕士生课程教学中较常使用的教学方式,学术学位

硕士生对研讨教学的授课方式有着较大程度的期待

与认同,而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是最不受硕士生

期待的教学方式.此外,硕士生对教学方法的多样

性有着一定的期待,对案例教学、混合型教学等教学

方式均有着较高的期待度.

４．课程内容质量

(１)课程内容的关联性

从教学内容对学生就业及科研的帮助考察教学

内容的关联性.学术学位硕士生对两方面关联性的

满意度均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对而言,硕士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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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学术学位硕士生授课方式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图６　学术学位硕士生授课方式现状及期待情况对比雷达图

就业关联性的满意度高于科研关联性的满意度.在

授课 内 容 与 就 业 的 关 联 性 上,学 生 的 满 意 度 为

７１．９０％,其中 感 到 比 较 满 意 和 非 常 满 意 分 别 为

３３．８４％和３８．０６％,具体如图７所示.

图７　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内容与就业

关联性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在课程内容与科研的关联性上,如图８所示,学
生满意度仅为５５．６７％,感到满意的为３１．３２％,感到

非常满意的为２４．３５％.而有１８．２５％的学生表示不

满意.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是学术学位硕士生培养

过程中紧密相关的两部分内容,根据Pearson积差

相关的检验结果显示,硕士生对课程内容科研关联

性、科研活动的满意度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如表２所示.由此,提升课程内容的科研关联性颇

具意义.

图８　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内容与科研

关联性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表２　学术学位硕士生满意度相关性检验

均值 标准差 Pearson相关系数

课程内容科研关联性 ３．９４ １．０２

科研活动 ３．８１ １．０５
０．５４９∗∗∗

　　注:∗∗∗p＜０．００１
(２)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与层次性

学术学位硕士生对课程内容前沿性与层次性的

满意度均在７０％以上.课程内容前沿性的满意度

为７２．６７％,其中表示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的学生分

别占３４．１５％与３８．５２％,具体如图９所示.学术学

位硕士生对课程内容层次性的满意度达７６．０２％,有

３９．４１％的学生感到比较满意,３６．６１％的学生感到

非常满意,具体如图１０所示.

图９　学术学位硕士生授课内容前沿性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图１０　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内容层次性满意度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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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教学设施

当前学术学位硕士生对教学设施的满意度较

高,达７６．３２％,其中有３４．９２％的学生感到比较满

意,４１．４０％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而感到不满意的

学生比例仅占总人数的７．９２％.体现了学术学位硕

士生对当前学校课程开设的硬件条件有较高程度的

认可.具体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学术学位硕士生教学设施满意度情况分布表

(三)讨论与总结

学术学位硕士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平均为

６９．４７％,分布在５５．６７％－７９．７７％之间.其中,学
生满意度最高的方面体现在授课教师水平上,达７９．
７７％,其次为教学设施,达７６．３２％.这与 C９ 高校

师资队伍优良的现状相吻合,同时体现出 C９高校

对教学设施等后勤保障条件投入的高度重视.学生

满意度最低的方面为课程内容与科研关联性,为５５．
６７％,彰显了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脱节的现实问

题比较严重;其次为授课方式,满意度为５８．７６％,是
课程体系进一步建设与提升过程中需要着重加强的

方面.此外,学生课程学习效果的满意度也偏低,为
６１．２９％,这与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一些不足有关,
同时,硕士生自身对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是

影响课程效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四、提升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质量的思考

我国C９高校在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建设上已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具有了较高质量的授课师资

队伍、先进的教学设施保障等,然而也存在着诸多有

待进一步完善与改进之处.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

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生态系统上,提出以下几个

方面的建议:
(一)明确以提升学生核心能力为教学目的

明确教学目的是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对课程

教学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作为学术学

位硕士生教育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课程教学的目的

应依托于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培养目标而设定.那

么怎样定位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培养目标? 硕士生

教育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上,打好了研究基础的

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５],而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则

更为注重与强调学术性.从社会需求及硕士生个人

发展的角度看,学术学位硕士生教育应以构建专业

知识结构、培养学术能力为目的.因此,课程教学的

目的设定应凸显硕士生培养的专业性与学术性.粗

略地讲,课程教学应能帮助硕士生扎实掌握某一学

科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培养学术兴趣及科研素养,同
时使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等得到锻

炼与提升,以使学生能较为顺利地开展科学研究

活动.
(二)构建系统性与灵活性并存的课程体系

在明确课程教学建设目标后,构建课程体系是

课程建设具体工作的首要内容.虽然课程体系会因

学科专业的不同而异,但其构建工作的出发点应具

有一致性,即应以让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专业基础

知识,构建宽广个性化的自我知识结构为依据.因

此需遵循系统性与灵活性两大规则.系统性是要对

课程体系进行整体、宏观的规划,根据学科专业特

点,按照学科专业知识结构,严谨设定学科专业基础

课程、专业学位课、研究方向选修课程、研究方法课

程、跨一级学科或公共选修课程等的具体内容,并合

理分配各类课程的课时与学分数量.灵活性是认识

并尊重研究生个体的差异性,给予硕士生充分的选

课自主权,让硕士生能够在课程学习中达到对自身

专业知识的查缺补漏,以及实现个体的个性化发展.
(三)设置教研结合与精优化凸显的课程内容

研究生教育阶段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过程,在学

术学位硕士生培养中,教学与科研两大部分并不存

在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同时抓住这两方面,让学术

学位硕士生教育的发展能够两条腿走路,才能有更

稳定、更快速的发展.在具体的做法上,有必要在课

程学习阶段为学术学位硕士生开设研究方法课程,
同时应鼓励将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成优质的教学资

源,以激发学生学术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批

判精神,达到“教、学、研”三方面的相长.
而为保证课程内容的精优化,应以全局的眼光,

严格依照课程体系规划课程内容,明确每门课程的

教学目的,杜绝因人设课或教师随意更改课程教学

大纲或授课内容等现象的发生;同时,为弥补授课教

师个人知识范围对课程内容造成的局限,应鼓励教

师之间的合作教学,尤其是学科专业基础课程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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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课程的联合授课,形成课堂中教师之间的优

势互补,切实提升课程质量.此外,要注重课程内容

的及时更新,鼓励教师将授课内容与学科前沿与热

点问题融会贯通,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培养

创新思维、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四)引入启发式与引导式导向的授课方法

根据前述分析,研讨式教学或研讨班是较为有

效的教学方式,应在学术学位硕士生课程教学,尤其

是专业课教学中大力推广.此外,学术学位硕士生

对授课方法多样性存在着一定的需求,而多样化的

教学方式更有利于个体对知识的消化吸收.因此,
可采用专题讨论、案例分析、前沿讲座、名著阅读等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方法选择与使用上,应
充分考虑到学术学位硕士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及对课

程的需求趋向,注重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与

交流,以对硕士生的启发、引导代替强制性的理论灌

输,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学习能力等在课堂教

学中得到培养与激发.
(五)探讨多样化与开放式指引的课程形式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课程形式本身已经趋

于多样化,比如以 MOOC为代表的新型在线学习

模式,翻转课堂的模式等等,为研究生课程及教学形

式多样性的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培养单

位不仅可以尝试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在时间地点上的

限制,借助网络平台、校园信息化数字平台等,推动

在线课程、假期开放课程等的建设,还可以考虑制定

通过参加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坛等学术交流与互动

活动获取相应课程学分的细则.从广义上说,学术

交流活动可以看成是高校内部课程范畴的有益延

伸.这一做法在欧美等国已成为常态,是对研究生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视与鼓励,也是对传统获取

课程学分固定模式的突破.
(六)提倡协同化与有效化视角的教学管理

研究生培养单位上下协同配合的教学管理与客

观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估,是课程教学体系顺利运行

的重要保障.课程建设是涉及高校内部各部门、多
个利益相关者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高校各

相关职能部门、各群体间的信息沟通与密切配合极

其重要.
在课程教学评估上,全校上下都要转变观念.

开展课程教学评估是当前提升教学水平和反映学术

学位硕士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必须

加强宣传力度,解除培养单位对评估的戒备与顾虑,
使其自觉参与到各项评估活动中,积极构建包括学

生评教、教师评估(教师评学)、毕业生反馈等内容在

内的多角度、多方参与的教学质量全面管理评估体

系.此外,还应鼓励社会中介机构实施第三方评估,
实质性地参与到评估实践中.只有这样,才能进一

步提升课程教学评估的客观性,进而全面提升学术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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