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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研究生国际化能力量表,对中德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开展比较.结果显示,我

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总体水平显著低于德国,其中在“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历”２个一

级指标上均显著低于德国,在“态度和价值观”上,无显著差异;同时,从二级指标来看,我国在“国际学术能力”

上显著高于德国,在“世界知识”、“全球化理解”、“工具使用”、“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化意识”等５项指标上显

著低于德国,在“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２项指标上,无显著差异.鉴于此,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研究生国

际化能力提升策略,以期能为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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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处

于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其不仅承担着为我国培养

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历史重任,更是基础科学研究和

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生力军,因此研究生的

国际化能力培养更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研究生国

际化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在思想层面上使研究生

认识到国际化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使研

究生具备在国际社会中开展各项工作所必备的技

能和知识.因此,着重提升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

不仅是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

要途径,也是有效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

力和 影 响 力 的 必 由 之 路.从 历 史 发 展 来 看,自

１９８１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３０多年间我国共

培养硕士研究生４２６万人,博士研究生４９万人,
其中 近 ５ 年 培 养 的 研 究 生 约 占 培 养 总 量 的

５０％[１].而且据有关报告预测,２０２０年左右,我国

在学研究生总规模将达到２９０万人[２].因此,随
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的研究生教

育机构如何在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培
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以应对全球化

时代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新挑战,已成为未来我国

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重要时代命题.
多年来,清华大学等顶尖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桥头堡,一直致力于通过

多种形式的国际化教育,培养研究生的国际竞争意

识和能力,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家

发展对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人才的需求,以有效

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那么我国顶尖研究

型大学研究生国际化能力发展现状究竟如何,以及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是否与

之存在差距? 基于国际化能力量表,本研究旨在通

过中德两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比较,了解我国研究

生国际化能力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国际化能力测量框架确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目前尚无

关于国际化能力的权威阐释与统一标准.国外对国

际化能力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９０年代初,
Schechter首次提出了国际化能力的概念,即帮助学

生获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

力[３].此后,Lambert、Olson和 Kroeger、Hunter、
刘扬和吴瑞林等人分别从国际化能力的内涵阐释、
维度界定和量表开发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

究[４Ｇ７].在对前人文献进行总结,特别是借鉴英国乐

施会教育培训机构(Oxfam GB)提出的“全球公民”
核心要素的基础上[８],本研究认为研究生国际能力

包括“知识与理解”、“技能/经历”和“态度和价值观”
三个维度,并将其定义为:掌握世界历史、文化、语

言、地理以及全球公共问题等基础知识以及专业相

关领域学术研究前沿等专业知识(知识与理解),拥
有对全球化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多样化的文化和

价值观保持理解和尊重(态度与价值观),并且能够

运用相关知识有效开展跨文化交际和学术研究的能

力(技能/经历).其中,“知识与理解”包括“世界知

识”、“全球化理解”和“国际学术能力”三个方面;“技
能/经历”包括“工具使用”和“跨文化交际”两个方

面;“态度和价值观”包括“国际化意识”、“国际化态

度”和“价值观认同”三个方面.
(二)研究工具

在测量工具方面,本研究在刘扬和吴瑞林编制

的大学生国际化能力量表的基础上[７],通过专家咨

询的方法对其进行修订,形成３个一级指标、８个二

级指标以及２９个具体阐释指标的“研究生国际化能

力量表”,用于测量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表１).
表１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阐释

知识与理解

世界知识 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地理等知识有基本的了解

全球化理解 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并了解全球化的相关知识与发展趋势

国际学术能力
关注并了解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前沿,能够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信息,并掌握进行国

际学术论文发表的能力

技能/经历
工具使用

能有效运用语言、符号、信息技术和工具,如 PC、互联网等;能熟练运用国际常用数据

库开展学术研究,如 WebofScience、EBSCO、Scopus等

跨文化交际 能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顺利进行信息情感交流,并达成理解和信任

态度和价值观

国际化意识 拥有开放的国际意识,愿意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之交流并建立联系

国际化态度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中,愿以开放的态度尊重,理解和欣赏对方的文化与价值观

价值观认同 认为自身对国家的发展有意义,认同自己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量表采用５点李克特式自评方法设置题项,同
时根据得分具体情况将国际化能力水平分为三个等

级:３分以下为较差;３~４分为一般;４~５分为较

好.同时,本研究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信度

检验采用常用的 Alpha信度系数,量表整体的α系

数为０．９１３,其中“知识与理解”维度的α系数为０．
９２４,“技能/经历”维度的α系数为０．９１２,而“态度与

价值观”维度的α系数达０．８９４.这表明,量表整体

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均接近甚至超过高信度水

平,因而量表整体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检验主要

采用结构效度分析的方法,其 KMO 值达到０．９０７,
说明量表整体的结构效度良好.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德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国

际化能力比较调查研究项目,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清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作

为中德两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其国际化程

度都非常高.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７年全球最国际化大学排名”,两校的国际化水

平分别居于本国的第４位和第１位.因此,选择两

校开展中德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比

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主要采用分层随机抽

样的方法抽取研究对象,根据性别、学历层次和学科

类别等三个层次对研究生群体进行分层.清华大学

和柏林自由大学最终回收有效样本分别为４８９份和

４６４份,回收率分别为６８．６％和５４．８％.总体来看,
清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样本结构有很大相

似性(见表２).从性别来看,两校均以男性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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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左右.从学历层次来看,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占
七成左右.从学科类别,以理工学科为主,占六成左

右;社会学科次之;人文学科最少.
表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清华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３１０ ６３．４％ ２６８ ５７．８％

女 １７９ ３６．６％ １９６ ４２．２％

学历

层次

硕士研究生 ３３６ ６８．７％ ３２４ ６９．８％

博士研究生 １５３ ３１．３％ １４０ ３０．２％

学科

理工学科 ３０２ ６１．８％ ２６８ ５７．８％

人文学科 ６８ １３．９％ ６６ １４．２％

社会学科 １１９ ２４．３％ １３０ ２８．０％

三、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比较结果

(一)研究生国际化能力一级指标比较

从一级指标来看(表３),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国

际化能力处于一般水平;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的国

际化能力处于较好水平.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M
＝４．０４,SD＝０．７４)的国际化能力显著高于清华大学

(M＝３．８２,SD＝０．７８).在国际化能力三个维度的

平均水平中,两校研究生均为“态度与价值观”水平

最高;清华大学在“技能/经历”上得分最低;柏林自

由大学在“知识与理解”上得分最低.从两校的比较

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

历”两个维度上均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态度与价

值观”上,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
(二)研究生国际化能力二级指标比较

从二级指标来看(表４),清华大学研究生在“国
际化态度”、“价值观认同”和“国际化意识”等３项指

标得分较高,处于较好水平;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在

“国际化态度”、“国际化意识”、“跨文化交际”、“价值

观认同”和“全球化理解”等５项指标得分较高,处于

较好水平.从两校的比较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

“国际学术能力”上显著高于柏林自由大学;在“世界

知识”、“全球化理解”、“工具使用”、“跨文化交际”和
“国际化意识”等５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

学.在“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２项指标上,
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

表３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一级指标比较

维度
清华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N 平均值 标准差 N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国际化能力总分 ４８２ ３．８２ ０．７８ ４５７ ４．０４ ０．７４ －２．９１∗∗

知识与理解 ４８２ ３．７６ ０．８７ ４５７ ３．９２ ０．７６ －２．２６∗

技能/经历 ４８２ ３．４８ ０．８５ ４５７ ３．９８ ０．７２ －５．４３∗∗∗

态度与价值观 ４８２ ４．０７ ０．６９ ４５７ ４．２４ ０．７１ －１．８４

　　注:∗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

表４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二级指标比较

一级指标
清华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N 平均值 标准差 N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世界知识 ４８２ ３．５８ ０．８４ ４５７ ３．９０ ０．７７ －２．９４∗∗

全球化理解 ４８２ ３．７９ ０．８２ ４５７ ４．０７ ０．６９ －２．８６∗∗

国际学术能力 ４８２ ３．８５ １．０８ ４５７ ３．７３ ０．８４ １．９８∗

工具使用 ４８２ ３．４７ ０．９６ ４５７ ３．８４ ０．８６ －３．８６∗∗∗

跨文化交际 ４８２ ３．５０ ０．７８ ４５７ ４．０９ ０．６１ －６．４８∗∗∗

国际化意识 ４８２ ４．０１ ０．６８ ４５７ ４．２８ ０．７５ －２．５４∗

国际化态度 ４８２ ４．１４ ０．６４ ４５７ ４．３２ ０．６６ －１．８９

价值观认同 ４８２ ４．０４ ０．７２ ４５７ ４．０８ ０．７８ －０．６４

　　注:∗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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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二级指标的具体阐释指标比较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清华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世界

知识

我了解其他国家地理,包括气候、地形、资源分布等基本知识 ３．５４ ０．９３ ３．９７ ０．８９ －４．４８∗∗∗

我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与变革、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等 ３．５１ ０．９２ ３．７５ ０．９４ －２．５４∗

我熟悉除本国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语言文

化、风俗习惯或宗教信仰
３．６９ １．００ ３．９７ １．０１ －２．７３∗∗

全球化

理解

我理解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发展趋势 ３．８３ ０．８５ 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９１∗∗

我理解全球化的影响,包括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各方面的影响 ３．８１ ０．８６ ４．１５ ０．８７ －３．０２∗∗∗

我理解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当今社会发挥的作用 ３．６６ ０．８８ ４．０８ ０．８６ －４．２８∗∗∗

我经常关注当今国际时事及重大国际事件 ３．８６ １．０８ ３．８９ １．０５ －０．４２

国际学

术能力

我会及时了解自己研究方向的国外最新成果 ４．１３ １．１４ ３．５３ １．１０ ７．０２∗∗∗

我会经常关注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 ４．０３ ０．９８ ４．０５ ０．９４ －０．２７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我有与国外同行对话的自信 ３．７１ １．１１ ３．６３ １．０５ １．４２

我可以熟练的开展外文学术发表 ３．６２ １．１６ ３．７４ １．１２ －１．９９∗

工具

使用

能有效运用语言、符号、信息技术和工具,如PC、互联网等 ３．８６ ０．８８ ４．０２ ０．９２ －２．３８∗

能熟练运用国际常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如 WebofScience、

EBSCO、Scopus等
３．１８ １．１８ ３．６８ １．１４ －５．８９∗∗∗

跨文化

交际

在与外国人交流时,我能自如应对１个小时以上 ３．３６ ０．９４ ４．１５ ０．９０ －８．６４∗∗∗

我能用另外一国的文化视角来分析和评价问题 ３．３４ ０．９９ ３．８６ １．０２ －６．１８∗∗∗

我试着了解外国人,以便我们能一起工作或生活 ３．６０ ０．７９ ４．３３ ０．７５ －７．９４∗∗∗

在与外国人共同学习和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注意到文化差异 ３．９３ ０．８０ ４．３ ０．７６ －３．９６∗∗∗

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我能迅速地找到与别人的共同语言 ３．３６ ０．９７ ３．８８ ０．９３ －６．１８∗∗∗

在外国文化情境中,我能灵活调整自己的用语、沟通方式和

态度
３．４８ ０．９０ ３．９４ ０．９３ －４．８２∗∗∗

我能在外国文化的环境中自如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３．４１ ０．８４ ４．１３ ０．９０ －７．８８∗∗∗

国际化

意识

我愿意与外国人接触,而不是回避他们 ３．８７ ０．８９ ４．３１ ０．８５ －４．７８∗∗∗

我愿意走出自己的文化,体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生活 ４．０８ ０．９４ ４．１３ ０．９ －０．７１

我愿意与外国人交流和学习,并建立一定的联系 ４．０９ ０．８８ ４．３１ ０．８４ －２．４８∗

国际化

态度

与外国人沟通时,我愿意尽力去理解外国文化的价值观 ４．０９ ０．８ ４．１８ ０．８２ －１．７１

与外国人沟通时,我尊重对方国家的价值观 ４．２１ ０．８２ ４．３ ０．７９ －１．７２

与外国人沟通时,我愿意尝试去欣赏对方的文化和价值 ４．１３ ０．８２ ４．３２ ０．７８ －２．１４∗

价值观

认同

我对本国的价值观很有自信 ４．０２ ０．７８ ４．０８ ０．８４ －０．８４

我对本国的文化很有自信 ４．２０ ０．７６ ４．２１ ０．８２ －０．１４

我对本国的政治制度很有自信 ３．９０ １．１４ ３．８４ １．１０ ０．８５

　　注:∗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

　　将两校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二级指标的具体阐

释指标得分列出(表５)可知,清华大学研究生在９

项具体阐释指标表现较好(４~５分之间),占总体的

３１．０％;其余２０项指标表现一般.柏林自由大学在

６８ 胡德鑫:中德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比较研究



１７项具体阐释指标表现较好(４~５分之间),占总体

的５８．６％;其余１２项指标表现一般.其中清华大学

得分较高的阐释指标主要分布在“国际学术能力”、
“国际化意识”、“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等４
个二级指标;柏林自由大学得分较高的阐释指标主

要分布在“全球化理解”、“跨文化交际”、“国际化意

识”、“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等５个二级指

标.从两校的比较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我会及

时了解自己研究方向的国外最新成果”上显著高于

柏林自由大学;在“与外国人沟通时,我愿意尝试去

欣赏对方的文化和价值”等２０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柏

林自由大学.在“我会经常关注国外同行的研究进

展”等８项指标上,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需要指

出的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在“跨文化交际”的６个具

体阐释指标的得分均大幅低于柏林自由大学.

四、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研究生国际化能力量表为研究工具,
对中德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国际

化能力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其中清华大学研究

生在“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历”２个一级指标上

均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态度和价值观”上,两校无

显著差异.这说明虽然中德两国的研究生都对全球

化持较为积极的开放性态度,能够对文化差异抱以

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在全

球化所需的基础知识以及运用有关知识在国际环境

下开展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方面尚不及德国.
从二级指标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国际学术

能力”上显著高于柏林自由大学;在“世界知识”、“全
球化理解”、“工具使用”、“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化意

识”等５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

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２项指标上,两校研究生无

显著差异;其中从“跨文化交际”的６个具体阐释指

标上来看,清华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的差距尤为巨

大.这说明与德国相比,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研

究生的“国际学术能力”上表现较好,这可能与我国

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中较为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学

术研究/发表能力有关.根据«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

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权威期刊所刊载的１２３４７篇论

文的数据显示,研究生以第一或二作者发表的论文

篇数为８２６９,占总数的６７．０％.可见,研究生群体

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发表的重要生力军,对我国的

学术进步推动的贡献非常大.同时,二级指标及其

具体阐释指标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与德国相比,
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虽然对全球化持以充

分的理解和尊重,但是欠缺全球化相关知识和运用

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总体来看,与国外相比,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

研究生在“态度和价值观”上已保持较高水平,但在

“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历”上却亟待加强.这种

现象的形成可能是有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虽然我

国的研究生已经意识到国际化能力对其自身的发展

的重要性,但当前研究型大学尚未构建出有利于研

究生提升其国际化能力的体制机制,也未提供充足

的相关资源与条件,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的资源;二
是研究生自身虽然对国际化抱以积极支持的态度,
但却缺乏将思想上的支持态度转为实际行动的动

力.因此,我国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策略应围绕

高校和研究生个人两方面展开.一是从高校层面来

看,应着重加强高校制度建设(办学理念和目标)和
提供充足的资源条件(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并实

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便更好地契合和满足日

益增长的提升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要求;二是从研

究生个人层面来看,应有效推动其意愿与行动的统

一,即激发研究生自身积极提升其国际化国际化能

力的热情,使之真正付诸行动,进而通过实际行动弥

补自身在国际化知识学习和技能运用方面的不足.
(二)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策略

１．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标

办学理念和目标是高校长远发展总体指导思想

的具体体现,它指明了学校的发展方向,可以为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当前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要求高校在制定办学理念和培养

目标时,把研究生的国际化水平置于核心.研究型

大学作为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力军,建立系

统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办学理念尤为重要和紧

迫.但从目前来看,我国高校普遍未制定系统、科学

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规划或政策,这就在制度层

面上决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远不及欧美等发

达国家.美国的众多一流大学在很早就确立了国际

化办学的目标,例如,密西根大学提出了“为全世界

服务”的办学目标,波士顿大学则将其使命定位为培

养“世界公民”,华盛顿大学的培养目标增加了“国际

理解和交流”,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则推出了“全球

校园”的战略布局等.
因此,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

标已迫在眉睫.当然,由于研究型大学的历史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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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身特色不同,国际化水平体现的层次、类型、结
构和程度也就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各大学挖掘自身

特色,根据自身的外部环境,制定切合实际的国际化

水平的办学理念和目标[９].在制定国际化的办学理

念和目标时,必须遵循全面战略管理的基本思路,考
虑能够影响学校国际化水平的各种要素,比如,办学

理念、师资队伍、生源情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
术文化氛围等.这些都是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所要

着力的地方.此外,对国际化办学理念和目标的实

践情况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监督、评估体系,以确保其

能起到有效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作用.
２．加强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建设是研究型大学推动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大学教师在促进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如果教师拥

有国外留学、讲学经历,他们就可以通过讲课和讨论

与学生分享这种经历,从而使研究生受到国际化的

教育和熏陶.但从目前来看,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根据«重
点高校国际化调查分析报告(２０１５)»的数据显示,我
国重点高校中外籍专任教师平均不到４０人,仅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２．３％,远低于德国的９．５％.因此,加
强国际化的师资建设以提升其在国际竞争力已势在

必行.总体来看,加强国际化的师资建设包括“走出

去”和“引进来”方面.首先,应该为本土研究生导师

创造出访合作交流的条件,通过国际科研合作、出国

研修、考察访学、国际学术活动等方式,增加其接触

世界学科前沿理论的机会和拓展其国际化视野,努
力提升本土教师的国际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化科研水

平[１０].其次,聘请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家学者、
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者以及具有国际留学

经历的海外留学人才作为研究生导师来华任教,其
拥有的国际化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将有力促进研究

生的国际化科研及创新能力的提高[１１];另一方面邀

请外籍顶尖专家学者来华参与科研合作项目或短期

讲学,促进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以便国际先进技

术、思想以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引进,以及推动研

究生教学和科研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课程建设要最大限度地反映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的实际需求.但根据«重点高校国际化调查分析报

告(２０１５)»的数据显示,我国重点高校平均使用全外

语授课的课程仅占开设课程总数的２．５％.因此,大
力推动课程建设的国际化已经迫在眉睫.目前,我
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课程的建设,必须

从课程内容、课程管理、教学方式、外语教学等多种

途径进行改革.通过开设专门性的国际课程,穿插

国际学科的前沿性知识,增设国际认可的课程门类,
运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

力的人才.比如,课程的设置应该尊重学生多元化

的国际化需要,针对不同国家需要、民族传统和文化

特色,增加课程选择的弹性;推进全英文课程建设;
开设注重国际主题的公共课程,如国际关系、国际比

较文化;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及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作

为研究生的教材,等等.
３．积极开展国际间研究生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开展国际间研究生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的有效着

力点主要包括发展留学生教育和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等两个方面.首先,留学生教育作为衡量高等教育

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其能通过与不同国家

留学生的学术交流、合作和相互学习,有效促进研究

生教育方法、内容、手段和模式的改革,提高教育质

量和国际竞争力.目前,从数量来看,世界一流大学

留学生的比例一般都在２０％以上,我国的研究型大

学普遍远低于这一比例.比如,数据显示,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留学生的比例分别仅占５．８％和８．１％.
从结构来看,来华留学生结构相对单一,基本由来自

亚非拉国家的学生构成,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

较少.有研究显示,北京大学中的留学生有近７０％
来自亚洲,其中仅韩国一个国家就占４０％左右[１２].
因此,对于我国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如何进一步提高

留学生比例和优化留学生结构是关键.
其次,作为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之一,中外合作办学可以使研究型大学在国际上通

行并实践的办学模式、师资培训、专业课程设置、质
量保证措施等方面的经验得到共享,并有效开拓学

生的国际视野和帮助学生树立中西合璧的教育理

念.目前,我国中外合作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我国各

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到２４０３家,其中

９０％左右分布于高等教育领域.但目前在境外优质

教育资源引进、区域分布、专业设置以及健全法律法

规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１３].因此,要想推动中外

合作办学的长远健康发展,如何科学、合理应对其质

量提升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显得尤为关键.
４．鼓励研究生为提升国际化能力做好积极准备

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职业选择逐渐呈

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１４],但不论其选择何种职

业,国际化能力越来越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必备技能.
因此,按照国际化的标准培养人才已成为我国研究

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核心.调查结果显示,有
近７０％的研究生认为国际化能力对其未来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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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关重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研究生群体却没

有将这种思想上的支持态度转为有效的实际行动,
仅有不到３０％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处于较好水平.

因此,应该通过塑造能激发研究生提升其国际

化的环境和机制,激励研究生自身花费更多的资源、
时间和努力提升其国际化能力.比如,鼓励并引导

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鼓励研究生积极

参与海外短期访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建立多种形式

的国际学生协会组织、鼓励与外国留学生开展多种

形式的交流,等等.丰富多样的国际化相关活动或

项目可以使研究生了解国际化发展路径、理解国际

化动力因素,有力地提高研究生应对高等教育国际

化带来的压力与挑战的能力,促其在日益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找准自身的位置.同时,针对研究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较弱的现象,研究生自身也要主动利用

研究型大学较为丰富的国际化资源,注重与来自不

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与合作,努力通

过多种方式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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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StudyonInternationalCompetenceof
PostgraduatesbetweenTopResearchuniversitiesinChinaandGermany

———TakingTsinghuaUniversityandFreeUniversityofBerlinasanexample

HUDexin
(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４)

Abstract:Inthecontextofeconomicglobalizationand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highereducation,theinternationalcompetence
hasbecomeoneoftheimportantcriteriatomeasurethe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atresearchuniversities．Basedonthe
AssessmentScaleofCollegeStudents’InternationalCompetence,theauthormakesacomparativestudyontheinternational
competenceofthepostgraduatesatresearchuniversitiesbetweenChinaandGermany．Theresultsshowsthattheinternational
competenceofthepostgraduatesattopresearchuniversitiesinChinaisapparentlylowerthanthatinGermany,particularlyin
thetwograde１indexesof“knowledgeandcomprehension”and “skills/experience”,but,thereisnoobviousdifferencein
“attitudesandvalues”．Inthegrade２indexes,thecompetenceofpostgraduatesfromChinaisremarkablyhigherthanthose
fromGermanyintermsof“internationalacademiccompetence”,butclearlylowerinthefiveindexesof“worldknowledge”,
“understandingofglobalization”,“useoftools”,“crossＧculturalcommunication”and “internationalizationawareness”．In
“attitudetointernationalization”and“valuesacceptance”,thereisnonoticeabledifferencebetweenthetwo．Inviewofthis,the
authorfurtherstudiesstrategiestoimprovetheinternationalcompetenceoftheChinesepostgraduates,attemptingtoprovide
referenceforpromotion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reforminChina．
Keywords:postgraduates;internationalcompetence;highereduc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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