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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需要新的设计思路:课程目标凸显创新能力,课程设置强调意义建

构,课程实施关注学习情境;研究生课程资源需要进行重组:课程资源从专有走向共享,资源获取突破时间和

空间界限;研究生课堂教学模式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教学方式实现教学流程的重构,学习方式强调自组织

学习,评价方式从单一走向多维.在“互联网＋”时代,我国研究生课程要树立“互联网＋课程”深度融合的理

念,打造泛在学习资源共享平台、建立多路径师生学习共同体以及推行 MOOC课程的认可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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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５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

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

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通俗地理解,“互联网＋”就
是通过将信息技术、大数据平台与传统行业进行深

度整合,在提高传统行业科技含量的基础上,实现传

统行业的战略升级,开发出崭新的发展业态[１].如

今,“互联网＋”正在深刻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

个领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对教育的

影响是全方面的,其中对课程的影响最直接、最明

显.“互联网＋”对课程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

关注,包括对基础教育课程[２]、职业教育课程[３]、本
科教育课程[４]的影响,而有关对研究生课程影响的

研究则较为缺乏.基于此,本研究将针对“互联网

＋”对研究生课程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在“互联网

＋”时代,研究生课程需要新的设计思路,研究生课

程资源需要进行重组,研究生课堂教学模式需要发

生根本性转变.

一、“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设计的新思路

“互联网＋”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

呈现方式由“层状”转向“网状”,并且更加注重学习

的情境性.因此,研究生课程的开发与设计需要在

课程目标、课程实施以及课程教学等方面充分考虑

“互联网＋”对知识、学习带来的新变化.
(一)课程目标凸显创新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和

组织能否成功的关键,还关系到结构调整、经济转型

能否取得成效,最终关系到国家、民族能否在新的历

史潮流中取得竞争优势,这种影响比过去的任何一

场革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５].“互联网＋”时代创新

无所不在,对创新人才的渴望和需求比历史上任何

一个时期都更为迫切.２０１２年,教育部颁布了«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该«规划»明
确提出要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以
此来培养创新人才.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



高层次,需要担负起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早在

２０１０年,美国发布了«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

未来»,明确提出:“研究生教育不只是为学生提供高

等知识和技能,还要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批判思维能

力,以及培养创新人才[６].”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

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不可否认,课程在研究生创新人

才的培养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研究生创

新人才培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７].因此,“互联网

＋”时代的研究生课程设计必须确立培养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课程目标,以此来更好地满足国家对高端

创新人才的需要.
(二)课程设置强调意义建构

“互联网＋”时代,知识通过一种超链接形式将

所有的知识点或信息,连成一种错综复杂的三维立

体结构、网状结构,而不再像教科书那样按先后顺序

依次排列的线性结构[８].“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呈

现方式要求研究生课程设置需要从“层状”逐渐走向

“网状”,“要求课程围绕某一‘意义领域’进行设置,
唯有如此,学习的课程越多,知识结构的‘建构力’才
会越强,‘意义’才能一步步地得到加强并走向深

化”[９]１０２.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设

置不仅要注重课程之间的纵向联系,实现知识学习

的由浅入深,也要关注课程之间的横向联系,即研究

生课程应该围绕某一“意义领域”进行设置,实现思

维领域的延伸,能够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知识的

三维立体网络,从而更好地与“互联网＋”时代的知

识呈现方式相适应.
(三)课程实施关注学习情境

研究生课程实施“不能以完全抽象的、去情境的

方式去理解事物,不能将有关某一领域的知识与我

们同该领域的交往活动相剥离,更不能使知识的获

得游离于知识建构的情境”[９]２１２.但相关调查表明,
我国研究生课程实施过程存在去情境化的问题,课
程学习不能很好地与研究生的科研论文、实践活动

相结合[１０].可喜的是,“互联网＋”为关注情境化学

习的课程实施提供了可能,利用互联网可以为研究

生学习提供四个不同的场景:创设“情形场”,使研究

生感知客观事实和相应的知识技能;提供“互动场”,
实现研究生的自我反思和与他人互动交流;构造“假
设场”,使得研究生对科研题目进行不同方面的假

设,有助于研究生全面综合考虑问题;搭建“验证

场”,促进研究生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和实践[１１].
借助互联网平台,关注情境化学习的课程实施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教学活动:１．虚拟体验,主要是要

求研究生带着研究问题,在选定的虚拟空间进行探

索;２．网络调研,主要是要求研究生选定某一研究领

域的相关问题,以调查问卷或门户网站的形式开展

网络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研究报

告;３．虚拟建构,主要是要求研究生运用自己所掌握

的互联网技术,围绕所学的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制

作相关的学习展示平台;４．仿真实验,通过３D教学

模式,设置模拟的实验空间,让研究生在空间中体验

实验过程,获得真实的感受,从而更好地提升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１]１９４.

二、“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资源的重组

以往优质的研究生课程资源只能被高校内部学

生所拥有,“互联网＋”实现了课程资源从专有走向

共享,使得研究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主选择教师

和课程.以往研究生课程资源的获取主要在教室与

图书馆,“互联网＋”使得课程资源获取突破了时间

和空间界限.
(一)课程资源从专有走向共享

一项调查表明“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计划并不

能完全满足研究生的学习需求,大部分研究生希望

获取其他高校的优质课程资源,但实际情况是,我国

高校用于共享的优质课程资源非常有限”[１２].“互
联网＋”为研究生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创造了有利

条件.２００１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了“开放课

件”项目,该项目的宗旨就是实现该校优质的课程资

源在互联网上免费开放,建立优质资源共享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２００２年采纳了“开放教育资

源”这一术语,并希望借助教育信息技术为社会提供

开放的教育资源.开放教育资源构建了大学与社会

之间的新格局,对高校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优质教育

资源,提 升 自 身 教 学 质 量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促 进 作

用[１３].２００２年,欧洲博士理事会(EURODOC)成

立,这是一个洲际范围内、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资源分

享平台.该组织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将不同专

业、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专家和研究生联结起来.
网站平台不仅要对已有的精品课程、图书资源等进

行整合,同时还统一发布各高校的学术会议、公开课

程等信息,为研究生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渠

道[１４].总的来说,“互联网＋”使得优质课程资源得

以最大范围的共享,为研究生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

的机会.同时,“互联网＋”时代的课程资源共享机

制打破了传统的师生关系,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形成

９２汪雅霜,等:“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的发展趋势与改革策略



“虚拟共同体”,相互分享资源,真正实现优质课程资

源的互通共享.
(二)课程资源获取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

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已开始探索和实践研究生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机制.比如,近年来上海高校

积极探索多种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形式与途

径,主要有“大学城”模式、“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模
式、“学位点资源共享”模式、“三区联动”模式、“联合

共建实验室”模式以及“研究生联合培养基础”模式

等类型[１５].这些资源共享模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研究生对优质课程资源的需求,但并没有完全突破

时间和空间界限,“互联网＋”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

陷.“基于因特网创建的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使

得资源获取更具主动性,也为研究生带来了个性化

的、能真正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术环境”[１４].以往研

究生课程资源的获取主要在教室与图书馆,而在“互
联网＋”时代,研究生只需拥有智能手机、电脑等移

动互联网终端,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课程资源.“互
联网＋教育”创造出一种信息共享、相互交流、互动

合作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从而实现了在线教学、在线

管理和在线交互式互动,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１６].同时,研究生课程资源的进一步研发也因此

有了可靠的数据支持,可通过后台技术统计,准确了

解学生点击率最高的课程资源,重播率最高的讲座

视频片段等,然后将统计数据反馈给课程资源的研

发团 队,为 未 来 工 作 的 改 进 提 供 科 学 的 数 据 支

撑[１７].可以看出,“互联网＋”时代的资源获取方式

不仅是技术手段的科学升级,而且也是思维方式的

颠覆转变,这无论是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还是对课

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互联网＋”时代研究生

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

“互联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翻转课堂等新型

教学方式由传统的“先教后学”变成了“先学后教”,
实现了教学流程的重构.在“互联网＋”时代,新型

的混合式学习方式成为未来教育的方向,混合式学

习方式是由教师的教向学习者个人自组织学习的回

归,教师的责任转变为帮助学生进行自组织学习.
“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分析为研究生多维课程评

价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对学习数据进行深

度挖掘,完整勾勒出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多维状态.
(一)教学方式实现教学流程的重构

有学者认为“教学过程是涵盖了三个领域的过

程:探究、理解教材内容的认知过程与知识生成过

程;在同别人交往中发现多元见解与感受,学习沟通

方式和社会交往的过程;面向自身的自我启发、自我

发展的个人成长过程”[１８].研究生相较于本科生而

言,不能仅仅停留在教材内容的认知过程,而要上升

发展到沟通交往、自我启发的阶段.在研究生培养

阶段,教师的教学方式应该让课堂拥有更多的“留
白”,在课堂中留下更多的思考余地.学生可以在讨

论合作中激发研究兴趣,在师生平等对话中迸发出

更多的思维火花[１９].
国内相关调查表明,讲授式教学仍然是目前研究

生课程实施中最主要的教学方式.讲授式的教学方

式对于部分课程的学习很有必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学

生高效率地获取知识,但对于实现培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课程目标,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营造“探究

场”的学习环境等方面,却有着先天的不足[９]１６３.“互
联网＋”为研究生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
中提到:“未来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将围绕互联网进行,
教师在互联网上教,学生在互联网上学,信息在互联

网上流动,知识在互联网上成型,线下的活动成为线

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２０].”“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翻

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方式由传统的“先教后学”变成了

“先学后教”,将大量的课堂时间用于学术问题的探

讨,能够有效地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
这与强调学术探究的研究生教育相契合.

(二)学习方式强调自组织学习

研究生学习与本科生学习最大的不同是研究生

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与选择权.研究生的成长则主

要是通过知识的内化、经验的重构以及实践的强化

来实现[１９].“互联网＋”时代学习最突出的特点是

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学习,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学习者完全是自己选

修课程;其次,学习变成了协作式、探究式的深度学

习;第三,学习过程更加关注自我评价及学员互评,
强调学习者自己以及学员之间对学习过程和学习成

果的评价[２１].在“互联网＋”时代,混合式学习方式

成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混合式学习方式将传统

的课堂学习(线下)与现代网络技术(线上)深度融

合.无论是资料的查找还是问题的解决,混合式学

习方式带给学生广阔的自我发挥空间,将教育的责

任回归个人.所谓将教育的责任回归个人,本质上

是以解放和发掘人自身具有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发

０３ 汪雅霜,等:“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的发展趋势与改革策略



育成长的动力为旨趣,由教师的教向学习者个人自

组织学习的回归,教师的责任转变为怎么帮助学生

进行自组织学习,而不是关注怎么去教,根本上实现

由教向不教的转向[２２].自组织学习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实现学生个性化知识结构

的构建,而研究生只有具备个性化的知识结构,才有

可能成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三)评价方式从单一走向多维

在传统的研究生课程评价中,教师往往依据学

生最后的课程论文、考试成绩以及出勤表现来对研

究生的学习情况做出评估.这种单一的课程评价方

式虽然操作简单,但无法完整勾勒出研究生课程学

习的多维立体状态.“互联网＋”时代,研究生教育

产生的数据除了可用二维结构进行逻辑表达的结构

化数据,如数据库中的数据档案、文件等,还包括教

学视频、课堂讨论记录、链接信息、往来邮件、网络社

交、学术报告等众多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２３].
这些数据可以借助“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分析技

术进行深度挖掘,提炼出数据背后的价值,可视化地

呈现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全貌.“互联网＋”时代,在
线课程学习系统是课程评价从单一走向多维的重要

载体.因为研究生在使用在线学习系统过程中会产

生海量数据,系统会对研究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完整

的记录.在美国,除了在线学习系统外,班级论坛、
电子档案袋等也是研究生课程评价中经常使用的网

络评价工具[２４].这些工具的综合运用使得研究生

课程评价方式从单一走向多维成为可能.

四、“互联网＋”时代研究生课程的改革策略

尽管“互联网＋”与研究生课程的深度融合是未

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但有关研究表明,“互联

网＋”与课程之间的融合程度还有待加深[２５].有学

者提出“互联网＋课程”要做到三个融合,分别是“互
联网＋课程内容”“互联网＋课程教学”以及“互联网

＋课程分析”,其中,第一个融合是“互联网＋课程”
最本质的融合,但教师对此的关注却远远不够,现有

“互联网＋课程”的融合还停留在后两个层面,未深

入到融合的本质即课程内容层面[２６].而教师对互

联网与课程教学以及课程分析融合的认识上也存在

误区,有很多教师认为互联网与课程教学的整合就

是资料与信息的大量搜集,用多媒体课件代替传统

板书,过度关注信息处理技术[２７].因此,“互联网＋
课程”如何突破把计算机、网络等当作辅助工具的技

术型层面,达到深度的层面融合,这是“互联网＋”时
代研究生课程所担负的重要使命.

(一)树立“互联网＋课程”深度融合的理念

“互联网＋课程”的融合,不能等同于计算机辅

助教学等技术型融合,两者真正的融合更应是在课

程内容层面的深度融合,即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传

统课程的“细胞核”和互联网这一“细胞膜”实现深度

交汇融合,在课程理念、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课程评

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变革,实现研究生课程

在信息化时代的战略转型[２].
在课程理念层面,“互联网＋课程”的深度融合

要求我们紧密结合互联网自身属性,树立与现代信

息技术紧密契合的终身学习、开放学习和动态学习

的课程理念等[２],充分发挥理念对实践的先导作用.
在课程资源层面,“互联网＋”的时代则要求我们广

泛聚合不同渠道的优质课程资源,包括国内外一流

大学、社会团体以及网络媒体等,建立研究生课程资

源共享平台,从而推动研究生课程建设实现数字化、
信息化.在课程实施层面,“互联网＋”时代要求教

师在研究生课堂中将在线教育平台中的优质课程资

源融入到授课过程之中,学生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国内外一流大学的优质课程,也可将学习资料提前

上传到在线平台,学生提前学习基础性知识,课堂以

交流研讨为主,并推动教学服务平台和数字化课程

中心等信息系统建设,为研究生课程教学提供信息

和技术支持”[２８].在课程评价层面,“互联网＋”要
求我们借助于在线教育平台及时沟通的特点,改变

传统单向度的、沟通较为低效的课程评价方式,学生

可随时对授课教师进行评价,反映自身学习诉求,教
师可直接收到学生的反馈,了解学生诉求,调整教学

内容,也有助于教师快速将学习情况反馈给学生,帮
助学生及时认识到学习存在的误区,为实现高效的

过程性学习评价提供支持.
(二)打造泛在学习资源共享平台

网络课程资源的建设已经从单纯的数字化开发

转变为基于泛在学习环境的体系化建设[２９].泛在

学习指的是 “无时无刻的沟通,无处不在的学习,是
一种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使用手边取

得的科技工具获取所需信息的方式,通常简称为４A
(Anyone,Anytime,Anywhere,Anydevice)”[３０].
泛在学习蕴含着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和教育理念,而
推动泛在学习不仅有助于构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３１],也能够真正实现学习和生活的互融,实现寓

学习于生活之中,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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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在的学习资源、无处不在的学习服务和无处不

在的学习伙伴[３２].因此,高校构建泛在学习资源共

享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研究生提供了

海量的学习资源,并为来自不同高校、不同区域的学

习者架构起学术沟通的桥梁.
打造泛在学习资源共享平台一方面要求学校加

大教育信息化方面的投入,为研究生获取资源提供

移动终端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要求学校创造一个

有利于学生泛在学习的数字化校园环境,为学生提

供基于情境感知的学习资源与个性化服务功能等软

技术支持,教师在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之中尝试逐步

运用与泛在学习特点相适应的学习与教学理论、学
习活动与教学策略设计、学习评价方法设计等[３２],
以此来实现泛在学习逐步融入到研究生的课程内容

之中,真正实现“互联网＋”与研究生课程的深度融

合.泛在学习资源共享平台也要求参与者充分建立

共享的理念,不仅仅是获取所需资源,更要懂得分享

优质资源,除此之外,要想实现平台的长久发展,也
要加强对多元化主体所分享资源的监管,真正建立

起生态化的、融学习于生活的资源共享平台.
(三)建立多路径师生学习共同体

目前,我国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导师与研

究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没

有真正形成学习共同体.我国高校可借助“互联网

＋”这一“东风”来扩大研究生的学习参与和建立与

教师、学生等多样化主体的多路径连接关系,师生共

建学习共同体.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学范畴的概念,
首先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楠腾尼斯在«社区和

社会»中提出的,“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联,
特别是形成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共同体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这个理念要求有交流的存在,而且这种交

流,不仅仅是单向的教师讲授、传授的活动,更是双

向(师生交流)和多向(师生、师师和生生之间)的交

流和共生”[３３].“互联网＋”则为教师、学生之间实

现双向和多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将学生与教师紧

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师生虚拟化的

学习共同体.虚拟学习共同体是学习者进行网络学

习的全新组织形式,由学习者及助学者共同构成的

学习共同体,在该共同体中,所有人进行学习交流和

沟通,分享学习资源,并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的

人际关系和某种“共同体文化”[３４].
而基于“互联网＋”背景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的、与时代特点紧密结合的师生虚拟学习共同

体,具有诸多优势.一方面,学习不再是存在于权威

和每个学生之间独立的经历,而是实现学生在这种

虚拟共同体中共同经验的分享,是一种融入互联网

思维和云技术、教学场域更加开放、教学情境更加虚

拟、教学资源更加丰富、教学互动更加频繁、群体文

化更加多元的教学共同体[３５].另一方面,师生虚拟

学习共同体能够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始于课堂,又
不止于课堂[３３],并为多主体课后之间的密切交流提

供了支撑,为学生创建与授课教师交流、沟通的便捷

渠道,也为教师能够及时发布教学信息、进行学习评

价提供了平台.共同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师生之间的交流打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建立了一

个随时随地探讨学问的场所.
(四)建立 MOOC课程认可机制

MOOC在２０１２年进入到中国以后,就掀起了

研究和关注的热潮,我国教育部也大力倡导网络课

程的建设,积极引导 MOOC的发展[３６].我国部分

高校也正努力探索和开展 MOOC课程以及在校教

育平台的建设.清华大学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正式

加盟美国在线教育平台edX,成为该教育平台的首

批亚洲高校成员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于

２０１３年７月签约 MOOC平台Coursera.２０１４年５
月８日,网易云课堂与“爱课程网”合作推出的“中国

大学 MOOC”项目,上线之初就推出了浙江大学、北
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等１６所高校的

６１门课程.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很多自主研发

的 MOOC平台[３７].
世界 三 大 MOOC 平 台 (Coursera、Udacity、

Edx)的课程已经覆盖到各个学科领域,基本能够满

足各专业研究生的选课需求,其全新的学习方式也

能够提升研究生的学习能力,提高研究生课程体系

的国际化水平,因此将 MOOC引入研究生课程体

系具有重要价值[３８].«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中也明确规定,
“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度创新,
鼓励高校制订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将
通过本校认定的在线课程纳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

划,并制订在线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办法和学生修

读在线课程的学分认定办法[３９].”但目前我国研究

生课程体系对 MOOC学分的认定并没有做出相关

的规定,我国高校亟需建立 MOOC课程的认可机

制,加 强 对 学 生 选 修 MOOC 课 程 的 管 理.将

MOOC纳入到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之中,完善现有的

研究生培养方案,这是我国研究生课程应对“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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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来临所做出的积极有效反映.MOOC课程

认可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能够提高学生选修 MOOC
课程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学生选修 MOOC
的质量,从而使得 MOOC真正成为提高我国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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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TrendofPostgraduateCurriculumintheEraof“Internet＋”andReformStrategy

WANGYashuang,WANGXia,FUYuyuan
(InstituteofEdu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３)

Abstract:Theauthorsstateinthispaperthatintheeraof＂Internet＋＂,thedesignforpostgraduatecurriculumneedsnew
ideas,i．e．,thegoalofthecurriculumshouldbestressedoninnovationability,andtheformationofthecurriculumshouldbe
emphasizedonsensemaking,andtheexecutionofthecurriculumshouldbeconsideredonlearningsituation;thecurriculum
resourcesshouldbereorganized,i．e．,theselectionofcurriculumresourcesshouldchangefrom whereexclusivelyownedto
wherepublicallyshared,andtheaccesstoresourcesshouldbreaksthroughtimeandspaceboundaries;andthepostgraduate
classteachingmodeshouldtakeafundamentalchange,i．e．,theteachingmodeshouldhaveateachingprocessreconstruction,
thelearningmodeshouldgiveemphasistoselfＧorganizedstudy,andtheevaluationmethodshouldchangefromsinglemodeto
multidimensionalmode．Furthermore,theauthorsproposethatintheeraof＂Internet ＋＂,thedesignforpostgraduate
curriculumshouldhaveadeeplyintegratedconceptof“internet＋courses”,aresourceＧsharingplatformforubiquitousstudy
shouldbecreated,andamultiＧpathlearningcommunityestablishedandaMOOCendorsementmechanismpromoted．
Keywords:“Internet＋”;postgraduatecurriculum;ubiquitousＧlearning;learningcommunity;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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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constructionof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
PostgraduateEduc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LiberalEducation

—Basedonthethinkingonthedevelopmentofhumanities

TUYanguo,WU Hejiang
(SchoolofEduc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９)

Abstract: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referstotheteachingandlearningrelationshipinwhichpostgraduatesfulfill
coursestudy,participateinresearchprojects,writeacademicdissertationsandlearnhowtostudyandformmentalityunderthe
guidanceofsupervisors．Atpresent,therearethreeabnormalformsin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the
humanitiespostgraduateeducation,i．e．,“bossＧemployee”,“absoluteauthoritative”,and “totallyunattended”．Theauthors
believethatliberaleducationistheeducationfordemocracy,equality,independenceandselfＧconsciousnessanditisanideal
optionforreconstructing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particularlyinhumanities．Forthis,theauthorspropose
somemeasurestoreconstructtherelationshipwiththeconceptofliberaleducation,i．e．,postgraduatessetupanindependent
developmentconcept,supervisors maintainpersonalauthoritativestatus,andthetwosidesconductonlypureacademic
research,buildaculturalcommunityandpromoteintegratedemotionalrelations．
Keywords:liberaleducation;postgraduateeducation;humanities;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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