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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力组合是硕士生综合素质的一个侧面,英国为保持在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硕士研究生教育

比较重视培养学术研究能力,协作沟通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市场准入能力与职业伦理执行能力.为达成培

养硕士研究生能力图景目标,英国大学推行术业合一的导师制,提供多样化学习环境,科学规制课程体系,行

业协会参与硕士生培养,完善资源支撑.这对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具有一定启示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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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３月,英国教育质量保障署(QAA)修订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规范»,在原有质量规范基础之

上,重申硕士研究生能力框架、保障措施、评估技术

等,从而继续保持英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声誉[１].英

国文化协会认为在２１世纪多元文化融合以及全球

化背景之中,学生必须能够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使
用各种数字工具和资源做出有效决策;通过口头、书
面等各种媒介进行协作与沟通;拥有丰富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保持对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敏锐性;通过国

际合作深化学习,使学生能够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

创新知识;秉持诚实、自律,勇于担当,富有为他人安

全和利益做出贡献的同情心,拥有灵活多变的职业

和生活技能[２].能力框架涵盖了大学生批判性思考

和解决问题能力,合作与沟通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

能力,全球公民素养,数字素养,终身学习能力.其

实,早在２００８年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就发布了

«世界一流技术»教育改革纲要,认为能力框架不仅

是个人社会流动的基础,更是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计划到２０２０年,使英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准

入率达到世界第一[３].硕士研究生作为实现英国

“世界一流技能”雄心壮志的人力资源,其应该具备

什么样能力框架呢? 为了实现研究生预期能力图

景,英国大学又是怎样践行承诺呢? 厘清这些问题

对我国硕士生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硕士生能力图景

(一)科学研究能力

英国研究生教育比较重视学生科学研究能力.
学术研究能力是研究生的核心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旨在使研究生对知识要有系统理解,在知识理解的

基础之上对学科领域的前沿学术问题保持敏感性,
从专业角度对当前学术热点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见

解.为了避免硕士生科学研究收益递减,硕士生要

开阔学科研究范围,从学科交叉或者跨学科角度分

析问题.其次,硕士生对学科研究方法必须通晓,并
且熟练掌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

研究方法上,对各种研究模型、手段、方法、研究路径



能够进行经济学评估,最终达到资源消耗最小化以

及学术研究成果最大化预期目标.最后,硕士生科

学研究项目要对知识更新或者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贡献一定的智力成果[４].
对硕士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或者引导,主要

通过各学科专业委员会对大学研究生专业、学科进

行资助或者科研经费赞助而进行的,使硕士生科学

研究项目符合国家发展使命[５].为满足学术人才市

场对受过广博纯正的文化与科学训练人才的需求,
能够对现实问题与哲学问题发起进攻,英国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署提出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框架:
(１)对前沿学术问题研究批判能力;(２)应用学科研

究技术能力;(３)创造性解决复杂学术问题能力;(４)
适当条件下进一步研究能力[６].在培养硕士生专业

科研能力的同时,英国也非常重视硕士生对整个学

科知识体系高屋建瓴把握,质性与量化研究技术的

熟练掌握运用.剑桥大学研究生教育侧重于学生对

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有深入理解,表现出研究者独

有的洞察力与创新性.布里斯托大学重视研究生对

现实实践的质疑能力,从而推动知识与技术创新,应
对全球挑战.

(二)协作沟通能力

英国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仅要求硕士生在

研究室或者实验室进行论文写作,作学术报告或者

埋头书桌进行文献梳理,还注重增强其社会实务工

作中的协作沟通能力以及面向公众的研究能力.分

工协作不仅可以让硕士生在学科研究分工中,加快

研究进程,更可增加其与不同学科专家进行知识对

话的可能性.研究生沟通能力具有外溢效应,一方

面向社会公众传播学术成果,扩展影响;另一方面具

有研究灵感与学术趣味转向的功用.之所以重视硕

士生沟通能力与其硕士生自身能力不足有关.据英

国教育部调查发现,包括硕士生在内１４％的毕业生

缺乏沟通能力,４５％的毕业生缺乏团队协作能力[７].
英国研究委员会提出硕士生需具备沟通和人际

关系技巧、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个人效能、诚信和

道德行为、教学能力、社会和公民责任、领导力、研究

管理、知识动员和知识翻译、职业管理等１０项能力.
其中人际沟通能力涵盖:(１)书面沟通能力,即是能

够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得到专业期刊认可,公开发

表.(２)同行评价能力,即是对他人建设性反馈能够

从专业角度分析评价.(３)合作能力,硕士生能与同

行进行协同研究,展示个人学术能力.(４)公众演讲

能力,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向各种媒体与受众进行有

效沟通[８].这些沟通能力是社会以及雇主所期待的

硕士生必备资质,不论是口语表达还是专业写作能

力,都是硕士生在职业场域清晰传达观点的需要.
除了上述沟通能力以外,英国社会还期望硕士生拥

有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团体建设,达成共识来发展个

人沟通协调能力以及解决冲突对话谈判能力[９].
(三)市场准入能力

传统古典型大学培养的学术型研究生主要从事

学术研究工作,一般在大学、智库或者专门研究机构

就职[１０].但是,英国授课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主要是使研究生获得知识,应用生产实践中,并非以

培养科研能力为导向.授课型硕士研究生通过一年

的课程学习,在学业结束时能够具有明确的就业趋

向.现代技术类与工科类大学为了提升硕士生未来

在就业市场准入水平,英国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学

生实际工作能力规训与训练.通过职业规划,专业

实习,大学与政府、公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

硕士生,为硕士研究生提供实训机会,将学术研究带

入真实工作环境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和就业能力.
巴斯大学为提升硕士生市场就业竞争能力,获得雇

主青睐,实施“安置服务”项目.所谓“安置服务”是
指巴斯大学与大型公司、咨询机构、中小型企业或研

究机构合作,将学生安置在这些机构进行工作学习.
硕士生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在读硕士生;二是企业准

员工.
英国工商界对研究生就业准入支持主要是为工

程和科学专业学生提供奖学金.政府机构对研究生

职业发展支撑与赞助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拨款委员

会(HEFCE)设立研究生专门基金,按照“双重支持

标准”分配资金,一方面支持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
另一方面资助研究生特定计划和项目,包括研究生

职业培训和专项研究计划.牛津大学为硕士生提供

在研究团队或者博士培训中心工作机会,为学生进行

职业培训,在就业指导、职业建议、实习等方面与校

友、毕业生、在校学生建立持久联系,从而使硕士生获

得广泛就业支撑资源.[１１]帝国理工大学专门为硕士

生开设职业规划课程,包括简历制作、写求职信、填写

申请表格、面试技巧以及识别潜在就业市场,编制职

业人际关系网络等内容,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求职时明

确自己的优势与专业发展领域,改善就业能力.
(四)终身学习能力

硕士生获得研究生学位并不意味着学习生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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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英国强化硕士生终身学习能力建构,研究生在校

学习期间,大学为学生提供终身学习技巧,将终身学

习能力视为促进个人应对环境变化的不可或缺能

力.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英国大学联盟发布«终身学习宣

言:让终身学习成为现实»,宣言主要目的是鼓励学

生在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学习方式互动,提升未来

自我能力与雇主资质要求匹配度[１２].为应对老龄

化社会挑战,科技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变化,经济

全球化等机遇与挑战,英国科学署呼吁硕士生具备

以下终身学习能力:(１)学习控制能力;(２)创新学习

方式能力;(３)参与符合自身学习风格的能力;(４)通
过学习提升职业发展的能力;(５)在学习中提升社会

融入能力;(６)参加各学科学习的能力[１３].为提升

硕士生终身学习能力,英国女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

学研究性学习中心开展“探究式学习”项目,让硕士

生在研讨会、实验室、工作现场学习特定学科知识.
目的是通过信息识别、追求、制作、创作,帮助硕士生

积累自我学习经验,发展终身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
包括一系列的自主学习、批判思维、团队合作、信息

素养和学习动力等能力维度[１４].爱丁堡大学通过

“编码俱乐部”为毕业硕士生提供免费在线课程,提
升终身学习素养.

(五)职业伦理执行能力

英国大学教育传统是培养能够在社会公共事务

中发挥领导与模范作用的“绅士”.绅士所展现的教

养与趣味有助于其保持尊严、施展能力同时履行生

活职责所需的知识、修养、表达能力、性格以及各种

相当均衡和成熟的品质[１５].硕士研究生教育继承

了英国绅士教养传统,大学在硕士生就读期间重视

其学术研究恪守诚实、信任、公平、尊重和责任的价

值标准.培养研究生学术诚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

研究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学术写作能力、文献阅读

提取能力.为培养学生恪守学术伦理道德,莱斯特

大学教授学生写作技巧.包括帮助学生分析论文题

目、作文献综述、正确引用参考文献、改写标准等内

容.谢 菲 尔 德 大 学 成 立 大 学 研 究 伦 理 委 员 会

(UREC)赞成各个学院建立各个专业研究伦理规范

标准,使硕士生以及博士生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

保护研究参与者合法权益,履行作为科研专业人员

的道德义务.
从大学衍生到社会,英国大学更希望硕士生作

为一名专业人员立足现实,承担更多超越个人利益

之上的责任与义务.英国社会工作者守则协会在

«道德规范»提出八项职业伦理执行能力,分别是:
(１)对客户的道德义务.优先考虑客户利益,保护其

知情权,尊重客户文化意识,恪守客户信息隐私;(２)
职业关系中的道德义务.明确职业界限,不得以权

谋私,告知对方彼此利益冲突以及权利,公关中的身

体接触符合约定俗成礼仪,禁止性骚扰;(３)同事之

间的道德责任.相互尊重,通力协作,讯息共享,管
理冲突;(４)工作场所中的道德.维护自我职业道德

与利益,提请仲裁机构解决双方冲突,坚守服务标准

至上原则;(５)私人执业的道德义务.确保承诺真实

性,向客户声明利益冲突;(６)研究中的伦理义务.
确保研究风险最小化,参与者知情同意,匿名性,保
密性,研究结果报告准确性;(７)对职业的道德义务.
不断提升行业道德水准;(８)对社会的道德义务.维

护社会正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社交[１６].英国工程

师协会(NSPE)认为工程类硕士研究生提供的服务

需要诚实、公正、公平、平等,并且必须致力于保护公

共健康、安全和福利.工程师必须在遵守道德行为

最高原则的职业行为标准下行事[１７].

二、硕士研究生能力路径架构

(一)术业合一的导师制

导师制小组教学具有灵活性、互动性、参与性等

优势,在特定社会与文化环境,让学生以个性化方式

反映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导师制小组教学灵活性

意味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个人需求量身定制教学方

法.差异化(也就是说,为了满足个别学生的学术和

社会需求而改变教学方式)使教师能够深入了解学

生,需要开发的具体知识和技能.在有效地完成这

种个性化教学和学习后,学生不仅可以深化对专业

科目知识认知,而且培养硕士生批判性思维和分析

等高级智能与学业技能.硕士生与专业领域学者进

行密切个人交流可以让学生形成紧迫的学术与纪律

认同感,从而促进参与正在进行的实质性科研活动.
反过来,导师也可以直接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从而

改进导师教学实践.在评估方面,导师与学生高水

平互动意味着教师可以向硕士生提供形成性进展评

估(也称为学习评估),而不是仅仅关注总结性或课

后/考试类型的评估结果.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评估,
学生可以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中的累积进度,而不是

将评估视为学习体验的产物[１８].
牛津大学核心教学基于对话,通常是两到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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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他们的导师,导师是学科研究领域的专家.
根据课程差异,导师每周举办主题研讨会、讲座、实
验研究、语言课程.通常,导师每周对硕士生进行一

两次辅导.教程通常会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在此期

间,导师会给学生,通常是一两个教程合作伙伴,提
供有关特定主题的准备工作的反馈.学生也可能利

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个新的话题并讨论这个话题.学

习专题教程结束时,导师将为学生提出下一个学习

任务与阅读书目.在未来一周中,导师希望学生独

立收集文献,不断扩充资料,避免下次讨论课中学生

不知所措.一个教程依赖师生彼此之间思想交流,
所以学生需要做好准备,提出问题,论证自己观点,
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并倾听别人意见.这种定期和严

谨的学术讨论会以仅仅通过讲座无法实现的方式来

开发和促进学习.教程是探索想法并获得新视角的

绝佳方式,教学通过对话、讨论、辨析培养学生思考

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学生在学业上取得成就的

关键技能,也是最佳雇主在牛津毕业生身上最渴望

看到的最有价值资质.导师定期教程还可以对学生

学习进度进行监控,可以在必要时迅速提供额外的

支持帮助.
(二)科学的课程规划

一是严格的必修课课程与选修课程.英国布里

斯托大学化学专业硕士课程必修课程包括理学硕士

研究方法、功能材料化学、实用物理技术、无机化学

等;选修课程包括物质性质与反应、材料化学等.还

包括研究方法练习课程,涵盖沟通科学、技术革新、
知识产权处理等内容.必修与选修基本上囊括了化

学专业核心知识模块,必修课程涉及到硕士生知识

框架建构的必须要素,而选修课程主要是提升硕士

生处理与专业相关领域的综合素质以及实务处理能

力.例如向大众传播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问题

处理等领域.辅修(Minor)课程旨在提高研究生的

综合素质和文化素养,涵盖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

专业研究的范围,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
政治学、历史、商业、公共及环境事务等.二是面向

实践应用领域的专业课程,培养硕士生在真实复杂

环境中应用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伯明翰大学

在«U２１大学联盟教育创新集群立场声明»提出未

来课程内容都是基于并有助于学生在研究领域具有

尖端知识.课程设计确保课程是回应新知识发展和

学生理解需要,以及回应社会优先事项和学生作为

学习 者 的 变 化,通 过 参 与 尖 端 课 程 来 提 高 学 习

成绩[１９].
(三)综合化的学习环境设施

现在学科越来越向综合化以及交叉方向发展,
硕士生学习更加呈现综合化以及跨学科方向发展.
在英国,许多大学的研究生选题来自生产实际,涉及

到多种学科领域,需要有关学科的专家和研究生协

同工作.因此,一些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研究生往

往是由几位导师共同指导的.跨学科学习有利于拓

展硕士生知识深度与广度,增益学术视野.最重要

的是跨学科能让学生接触不同学科界限与思想领

域,产生创造性思维.伦敦大学艺术与科学硕士专

业课程融合艺术和科学专业内容,学生可以在不同

学院主修文化、健康与环境、科学与工程、社团等课

程.学生还会研修专门设计课程,以增进对不同分

支知识相互关联理解.这些核心课程使硕士生获得

跨越多个学科有效工作所需的技能和概念.伦敦大

学鼓励艺术与科学专业硕士生可以通过将传统学习

与跨学科相结合进行.例如,主修科学艺术和哲学

课程的研究生可以在伦敦大学博物馆参与艺术,人
文,社会科学等各个学术部门研讨会,通过博物馆艺

术品展示,帮助学生理解视觉表征在科学和艺术实

践中的作用[２０].
(四)行业协会参与硕士生培养

英国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领域的高级实

用人才,尤其是研究性硕士专业,主要是为各行各业

培养技能人才,能够在工作岗位解决各种复杂问题,
实践性色彩较浓.行业参与到硕士生教育的培养,
主要是为硕士生提供实习机会、项目培训以及学术

研究项目.行业协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利益,
是行业利益代言人,行业组织最了解本行业领域的

技术前沿、内在运作规律、人才需求情况.行业协会

具有一定的行业发展前景预见能力,能够理性地看

待企业的长远利益,协调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与高校

的关系,达到内外的有效沟通、信息互补[２１].除此

之外,英国行业协会参与研究生培养是彼此之间的

利益互补:一方面企业行业发展遇到新问题需要专

业学术支持;另一方面硕士生需要职业准入前的实

习锻炼.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英国医学协会在沃尔波举

办了十周年研讨会,与会代表达成«英国医学和牙科

临床学术培训原则和义务»协议.协议承诺全英国

医学协会成员为临床医学硕士生提供个性化培训方

案,包括学生在培训期间达到的预期培训标准,培训

假期安排,工资报酬支付方式等内容.学生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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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临床学术培训计划制定,以及医学生研究和管

理技能培训计划,涵盖临床医学研究方法、实验设

计、统计学、数据分析,职业生涯阶段管理和领导力

培训等方面[２２].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通过“工程教

育资助计划(EEGS)”,每年设立８０万英镑奖学金

为工程专业学生提供短期培训项目,提升其工程素

养.研究型大学与经济组织搭建研究生培养合作关

系,建立了产学一体化的格局,使得大学培养成果与

社会需求遥相呼应,发挥大学服务社区功能.
由企业协会、政府培训机构、行业理事会、大学

学院等社会组织组成的产业大学,凭借“全国学习

网”将各个学习中心连接起来.通过远程教育、慕
课、光盘、课本、在线课堂,以及这些机构的图书馆、
实验室、博物馆、多媒体设施、体育馆,为包括兼职研

究生在内的学生提供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学习

内容.
(五)完善的资源支撑

硕士生作为准学术研究力量或潜在市场劳动

力,英国在研究生“出口”培养阶段,为硕士生能力发

展提供多样化与个性化硬件资源与软件资源支持.
在英国研究生教育阶段,硕士生入学之后都会加入

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社区.学术社区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硕士生,大学会给这些加入学术社区的硕士生

配备专业研究人员或者学科教授,他们不仅指导学

生课程学习,也给硕士生提供职业发展建议.为培

养硕士生信息传达能力,学术社区一般采用日常会

议混合教学法让学生自由演讲、发言.为支持硕士

生开展学术研究,大学各个学院建立专业图书资料

情报中心、图书馆、移动设备终端接口.例如剑桥大

学教 育 学 院,有 独 立 的 教 育 图 书 馆 (Education
Library),馆藏有５５０００多件教育领域相关资料.
教育图书馆采用开放式网络结构,硕士生在图书馆

能够通过互联网免费浏览权威文献.为培养硕士生

国际视野,大学给研究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资助有

潜力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爱丁堡大学“校长职业

发展博士奖学金”每年为４５名优秀硕士提供１５０００
英镑奖学金,资助硕士生攻读博士,使他们能够在教

学、公众参与、创业、数据科学、学科研究等领域有所

贡献[２３].“爱丁堡全球研究奖学金”,这项奖学金旨

在吸引高质量的海外研究生到爱丁堡大学.牛津大

学专门为硕士生提供助教岗位,每小时向硕士生支

付１３．８英镑工资,硕士生每周担任助教工作１５个

小时.硕士生担任助教主要是协助导师,负责本科

生实践课程,例如本科生实验课.除此之外,研究生

助教还向本科生提供课业辅导,定期维护与保养实

验室仪器设备[２４].这些措施都是为硕士生职前发

展提供各种资源支持.

三、英国硕士生能力框架对我国

研究生教育借鉴与启示

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逐步向质量提升方向迈

进.硕士生能力框架不仅关乎整个研究生教育发

展,更是与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建设有着千丝万缕联

系.通过英国研究生能力框架梳理,制定规范的硕

士生能力发展框架,优化硕士生能力发展路径,已经

成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必经之路.结合英国硕士

生能力发展框架,本文提出些许建议:
(一)因时制宜制定硕士研究生能力发展框架

英国硕士学位分为授课型研究生与研究型研究

生,学位不同,能力资质要求各有差异.英国硕士生

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占据科技、人才

发展领域的制高点.目前,我国现阶段正在投入“一
带一路”“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中国制造２０１５”等重

大工程建设.尽管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针对

学科边界发布«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确定硕士生基本素质和基本学术能力等方面做出具

体规划与指导,能够使整个硕士生教育遵循统一能

力发展框架.但是,能力框架相对较为笼统,操作性

不强,学科特色不足.因此,硕士研究生能力框架必

须结合我国社会发展需求,重点发挥硕士能力框架

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力输出功效,制定可操

作、可评估并且彰显学科特色的硕士研究生能力

框架.
(二)合理规划硕士研究生课程教育体系

我国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分为主修与选修,但
是选修课程跨度范围较小,仅仅涉及到所属邻近学

科.应该加强硕士生辅修课程体系建设,厚实硕士

研究生学科知识体系,扩大学科视野范围,人文学科

硕士专业尤其应加强研究方法课程,特别是自然科

学研究方法、数据科学等课程跟进.工程类与理工

类硕士研究生应加强实践课程建设,为其提供前沿

生产领域的实习机会,采用大学与企业联合培养方

式,让行业协会参与到理工类硕士研究生课程建设

规划.根据人才市场对硕士生就业反馈,及时评估

硕士生课程.研究生课程不同于本科课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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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的在于启发学生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因

此,必须在研究生课程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

批判意识、创新意识.
(三)开设硕士研究生专项科学研究计划

为硕士研究生开列专项研究项目,特别是学术

型硕士生,培养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我国硕士生

虽然能够参与到导师课题之中,接触一些科学研究.
但是硕士生在整个学术研究梯队处于边缘化的地

位,没有真正进入到课题研究核心之中.因此,大学

应该通过竞争性方式,公布各个学科研究课题,让硕

士生自己申报校级科研立项.这样,不仅能够检阅

大学硕士生科研能力,而且能够激发硕士生对科学

研究兴趣.除此之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

学基金中设立硕士研究生专项计划,吸引全国优秀

硕士生申报.对工程、法学、生物技术、医学等实践

性较强的专业,同企业行业合作,加强真实模拟训

练,训练操作能力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应变能力,帮助

其积累专业应用经验.

参考文献:
[１]QAA．The revised UK Quality Code for Higher

Education[EB/OL]．(２０１８Ｇ０３)[２０１８Ｇ０４Ｇ２５]．http://

www．qaa．ac．uk/en/Publications/Documents/RevisedＧ
UKＧQualityＧCodeＧforＧHigherＧEducation．pdf．

[２]BritishCouncil．CoreSkillsandCompetencies[EB/OL]．
(２０１４Ｇ１)[２０１８Ｇ０４Ｇ２５]．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
za/sites/default/files/annex_３_Ｇ_core_skills_and_

competencies_Ｇ_sa_０．pdf．
[３]DepartmentForBusinessInnovationSkills．WorldClass

Skills:Implementingthe Leitch Review ofSkillsin
England[R]．The Secretary ofStateforInnovation
UniversitiesandSkills,２００８Ｇ７．

[４]QAA．UKQualityCodeforHigherEducation[EB/OL]．
(２０１４Ｇ１０)[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２０]．http://www．qaa．ac．uk/en/

Publications/Documents/qualificationsＧframeworks．pdf
[５]伯顿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７７．
[６]QAA．Master＇sdegreecharacteristics[EB/OL]．http://

www．qaa．ac．uk/en/Publications/Documents/MastersＧ
degreeＧcharacteristics．pdf．

[７]UKDepartmentforEducation．CorrectionstoEmployer
SkillsSurvey２０１５ publications[R]．Departmentfor
Education,２０１５．

[８]UK ResearchCouncil．SkillsExpectedfrom Graduate
Studentsin SearchofEmploymentin Academicand
NonＧAcademicSettings[R]．UKResearchCouncil,２０１１．

[９]MTD Training．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EB/

OL]．http://promeng．eu/downloads/trainingＧmaterials/

ebooks/softＧskills/effectiveＧcommunicationＧskills．pdf．
[１０]蒋春洋．英国课程硕士研究生教育探析[J]．研究生教育

研究,２０１２(４):９３．
[１１]UniversityofOxford．StrategicPlan２０１３—２０１８[EB/

OL]．https://www．lwsd．org/uploaded/photos/About_

Us/Strategic_Plan/LWSDＧStrategicＧPlan．pdf．
[１２]University Alliance． Lifelong learning manifesto

Makinglifetimelearningareality[EB/OL]．(２０１６Ｇ１１)
[２０１８Ｇ０４Ｇ２８]．https://www．unialliance．ac．uk/wpＧ
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１１/UAＧLifelongＧlearningＧ
positionＧpaperＧNovemberＧ２０１６．pdf．

[１３]UK GovernmentOfficeforScience ．Educationasthe
UnderpinningSystem:Understandingthepropensity
forlearningacrossthelifetime[EB/OL]．(２０１６Ｇ１１Ｇ２６)．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

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５９０４１９/

skillsＧlifelongＧlearningＧlearningＧacrossＧtheＧlifetime．pdf．
[１４]Queen＇sUniversity．InquiryＧBasedLearning[EB/OL]．

http://www．qub．ac．uk/directorates/AcademicStudent
Affairs/CentreforEducationalDevelopment/UsefulInfor
mation/Linkingresearchandteaching/InquiryＧbasedlearn
ingIBL/．

[１５](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

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４０．
[１６]BASW．CodeOfEthics２００７[EB/OL]．(２００７)[２０１８Ｇ

０６Ｇ０１]．http://www．nbaswＧatsnb．ca/download/

Complete％２０Code％２０of％２０Ethics．pdf．
[１７]NSPE．CodeofEthicsforEngineers[R]．NSPE,２０１７．
[１８]TheHigherEducationAcademy．Smallgroupteaching:

atoolkitforlearning[R]．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２０１３．

[１９]UniversityofBirmingham．U２１EducationalInnovation
Cluster Position Statement[R/OL]．(２０１７Ｇ０４Ｇ０８)
[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４]．https://www．birmingham．ac．uk/

Documents/collegeＧsocialＧsciences/business/U２１Ｇ
PositionＧStatementＧForＧPresidentsＧMeeting．pdf．

[２０]ChiaraAmbrosio．InterdisciplinaryTeachingthrough
ObjectBasedLearningACaseStudy[EB/OL]．(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４]．http://www．ucl．ac．uk/silva/museums/

ourＧwork/bestＧpractice/caseＧstudies/caseＧstudy１．docx．
[２１]孙健,王继国．论行业协会参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８(１):３５．
[２２]UK clinical academic training in medicine and

dentistry:principlesandobligations[EB/OL]．(２０１５Ｇ
１０)[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４]．https://wellcome．ac．uk/sites/

default/files/ClinicalＧprinciplesＧandＧobligationsＧ２０１７Ｇ

８８ 鲍　嵘,等:硕士研究生能力图景及发展研究———来自英国精英大学的实践经验



１２．pdf．
[２３]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Principal＇s Career

DevelopmentPhD Scholarships[EB/OL]．(２０１８Ｇ２Ｇ５)
[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１５]．https://www．ed．ac．uk/studentＧfunding/

postgraduate/ukＧeu/universityＧscholarships/

development．
[２４]Universityof Oxford．Departmentof materialsjob

description[EB/OL](２０１７Ｇ２Ｇ１８)[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１５]．http://

www．materials．ox．ac．uk/uploads/file/postgrads/TA_

Jobdescription_Dec２０１７．pdf．

StudyontheCompetencePictureandAbility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s
——— PracticalExperiencefromUKEliteUniversities

BAORong,ZHU Huawei

(InstituteofEducationScienc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３２１０００)

Abstract:Abilityintegrationisanaspectoftheoverallqualityofpostgraduatestudents．Inordertomaintainitsleadingposition
inhigherlearningintheworld,UKpaysmoreattentioninitspostgraduateeducationtocultivatingacademicresearchability,

collaborationandcommunicationability,lifelonglearningability,marketaccessabilityandprofessionalethicsexecutiveability．
Inordertoachievethegoalinfosteringthecompetencepictureofpostgraduates,UKuniversitiesadoptan＂academicstudyＧ
professionalknowledge＂integratedsupervisorsystem,providevariouslearningscenarios,scientificallyregulatecurriculum
system,encouragetradeguildstoparticipateinpostgraduatetraining,andimproveresourcesupport．Allthiswillprovidesome
inspirationandreferencesignificanceforChinatodevelopits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postgraduates;competencepicture;development;UKelite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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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又要明确界限.三要明确导师在研究生招生、培
养、就业、管理过程中的责任,赋予导师相应权限,树
立导师责任意识和工作职责.四要强化导师育人主

体责任,在教师职称评聘、经费申请、评奖评优、职务

担当等方面强化育人责任考核,实行师德考评一票

否决制.对优秀育人导师加强奖励和激励,对育人

不合格导师要采取必要的惩处举措,综合施策,多管

齐下,确保导师育人工作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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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ExplorationoftheIntegrationofMoralEducationinto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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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chool,Nanjing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３)

Abstract:Moraleducationisanimportantpartofpostgraduateeducation,butsuchproblemsasweakpositionofmoral
educationi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laggingbehindin moraleducationdevelopmentandreform,lackofmoral
educationvaluesupporttothetraininingsystem,andthemoraleducationsubjectmissingforthetrainingobjects．Thispaper
suggeststhatintheprocessofdeepeningthereformof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weshouldstartwiththeconstructionof
ahighＧlevel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andadoptaseriesofeffectivemeasures,includingexploringapostgraduatemoral
qualityeducationcurriculum system,improvingtheacademicintegrityassessmentandappraisalsystem,developinga
comprehensiveevaluationsystem on overalldevelopment,andinnovatingacomprehensiveevaluation worksystem on
supervisor＇sperformanceineducation,soastofundamentallysolvetheproblemsrelatingtotheintegrationofmoraleducation
into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moraleducation;assimilateinto;theoretical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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