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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研究生导师职责的学术逻辑及其实现1 

郑忠梅 

摘要：导师是研究生的信仰之师、学问之师、品行之师。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学术逻辑意

蕴在于：导师和研究生是致力于寻求真理的学术共同体、致力于恪守学术道德的道德共同体、致力于

实现创新人才培养使命的命运共同体。遵循其意蕴旨归，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学术逻辑的实现理

路在于：以导师的学术忠诚唤醒研究生的学术激情、当好学术传导人；以导师的学术操守涵养研究生

的学术格局、当好学术训导人；以导师的学术心态优化研究生的学术生态、当好学术引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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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大计，教师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培养一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更需要培养大批服务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传承创新的优秀人才。铸魂育人、立德树人，

大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是关键。继 2018 年初教育部发布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的意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新时期教师综合素质提出了“六要”新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将党和国家的期望内化为研究生导师的学术自觉、道德自觉，外化为其行动自觉，需要遵循

大学文化的学术逻辑，深刻剖析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学术逻辑意蕴，深入探讨实现为国家培养

高层次创新人才使命与重任的组织方式和培养模式，实现由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实现研究生

培养的话语创新和模式创新。 

一、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内涵 

所谓立德树人，即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就是要求研究生导师以坚定深厚的信念邃养、扎实

深厚的学识素养和高尚深厚的道德修养安身立命、行为世范，培育人才。党和国家历来对研究生导师

切实履行其职责寄予厚望，通过颁行一系列文件不断深化着人们对研究生导师职责的认知。梳理其责

任伦理的基本维度，其内涵主要包括： 

1.导师是研究生的信仰之师 

自己心中有明确坚定信仰的导师才能对学生讲信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是对导师职责的首要

要求。导师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政治信仰、在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坚定政治定力、在大是大非面前

的坚定政治清醒，才能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强化对研究生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型塑；导师具有“为天地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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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信仰、学术信仰和家国情怀，才能铸就自身为人为

学为师的大爱师魂、传道授业解惑的仁爱情怀，才能对研究生的成长成才产生强烈而持久的熏染教化作

用。 

2.导师是研究生的学问之师 

读书治学，学高为师。思维要新、视野要广，对导师职责的时代内涵注入了新要求。要切实担负

起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导师必须坚持潜心钻研、实事求

是、严谨笃学、终身学习，使自己始终跻身于学术前沿、不断提升自身学问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必须

坚持与时俱进、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气神，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创新思维方式、指导方式的新要求，以

深厚宽广的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直面学术问题，以理服人，才能以智慧的化身、科学的精神、

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说服学生、赢得学生。 

3.导师是研究生的品行之师 

教书育人，德高为范。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是对导师以德立身和以德施教职责的根本要求。身教

胜于言教，基于师德在人类社会道德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师德垂范的意义毋庸赘言。导师“导之以德”，

研究生才可能“有耻且格”。导师是培育研究生成长成才的第一责任人，一对一的指导模式使得导师

在学术追求上的道德情操、学术行为中的道德习惯更能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潜移默化

地对研究生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的甚至会改变研究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抉择。在学术底线频频失守、

学术造假屡屡曝光，部分导师言行失范甚至道德败坏的丑闻不断销蚀着人们对学术圣殿的敬畏和虔诚

的情形下，强调导师努力成为研究生品行之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维护学术尊严、提振研究生的

学术研究信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二、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学术逻辑的意蕴 

赋予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首要职责，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造就一支“四有”研究生

导师队伍的需要，内含着研究生导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既要能安于寂寞、坚持求学问道，又

要有家国情怀、坚持关注社会；既要坚持崇尚学术自由、又要坚持恪守学术规范的总体要求。这一总体

要求既有对研究生导师职责德性伦理维度的考量，更有其规范伦理维度的学术逻辑意蕴，主要在于： 

1.导师和研究生是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学术共同体  

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以高深知识为重要载体，学者

们以保存、解释知识和观念的学术为志业，主要致力于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 [1]。处在国民

教育体系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培养大批高层次专门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导师和研究生作为研究

生教育的主体，构成大学知识传承、知识创新和推进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20 世纪德国存在主义

哲学先驱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学之理念》一书中鲜明地提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

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2]19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共同体”具有独特的含义。作为内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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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共同体”，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使“人类共同体”能够找到自己的本质自我存在。正是这种独特的共

同体内在，使得大学中教师与学生成为平等的价值主体，因而他们之间的相互生存交往才成为可能。

同时，他们作为自由的生存主体在“生存共同体”——大学内，以“寻求真理”为共同行为目标，超越

各自原初实存的自我，超越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超越传统西方哲学的绝对主客二分。由此，在相互生存交

往中，“实存”的人生成为一个“整全的人”[3]。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根本旨归

是塑造人的灵魂，而不是灌输堆积非理智的认识和纯粹知识。“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

往活动，……。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通过教

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4]3 他主张教育的关键

在于尽可能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并竭力将学生之“思”导向事物的本源；而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尽可能

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获得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的机会。因此，作为寻求真理的共同体成员，

导师对研究生的教育是通过大学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的生存交往。 

2.导师和研究生是致力于恪守学术道德的道德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是大学学者与学生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联结而成的知识群落或“学术部落”。大学具有

学术共同体基本属性本身就意味着以遵守学术道德为基准的伦理诉求。“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

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5]因为在理论上，除了

其他学者，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检验学者的道德。只有学者的“正直和诚实才能对他们自己的意识负

责。学者们是他们自己道德的唯一评判者。”[5]导师和研究生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构成学术道德共同

体关系。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约翰·赫尔巴特认为，在导师和研究生探寻真理的教育教学、学术活动中，

可以将“唯一的任务和全部的任务概括为这样一个概念：道德。”[6]即实现道德任务也是研究生教育的

最高目标。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导师和研究生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都会徜徉在探寻真理的学术之路

上。“这条路通向未来，未来既可能展示最为可怕的前景，同时也会展示光明。要么我们沉沦……要么

我们升华，而哲学为我们的升华带来了道德意识。没有道德意识，升华必遭失败。”[7]而康德认为：“由

于道德上的至善并不能仅仅通过单个的人追求他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来实现，而是要求单个的人，为

了这同一个目的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具有善良意念的人们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中，并且

凭借这个体系的统一，道德上的至善才能实现。”[8]因此，基于学术共同体成员角色的师生道德共同体

的联合成长，实现学术能力与学术道德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学术共同体和谐有效运行的保障。 

3.导师和研究生是致力于实现创新人才培养使命的命运共同体 

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才竞争的重要支柱，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提升

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学术乃天下公

器。导师固然有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但探索创新知识、产出创新成果的学术活动更多的时候

需要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集体行为和团队协作。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委《关于

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中明确规定，若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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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承担相应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说，导师和研究生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实现培养高

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有赖于导师与研究生的共同努力。 

在导师负责制的指导模式下，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导学关系。在教育教学、学术

研究活动中，导师与研究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科研合作者关系。一方面，很多导师都吸纳研究生为

课题组成员，以便在课题研究实践中对其进行学术训练，充分发挥他们的科研后备军作用；另一方面，

研究生同样需要通过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来学习和遵守学术规范，在获得科研知识与经验的过程中提

升学术能力、践行学术道德、锤炼学术品格。作为第一责任人，导师既要导学更要导徳。导师要以高

度的责任感主动适应信息社会深刻发展和媒体融合深度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

健全良好的师生定期沟通互动机制，及时指导研究生全面发展。要培养研究生的历史视野，支持和鼓

励他们立足时代进步、顺应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来确立个人的发展目标；要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视野，

支持和鼓励他们学以致用、在服务人民与奉献社会的各种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要培养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支持和鼓励他们以崇高的家国情怀积极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师生共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 

三、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学术逻辑的实现理路 

导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研究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决定着高层次创新

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将上述政策话语转化为导师立德树人的自觉行动，必须遵循大学自有的文化逻辑来

探寻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学术逻辑的实现理路。  

1.以导师的学术忠诚唤醒研究生的学术激情，当好学术传导人 

在导师教育影响研究生的诸多因素中，导师以学术为志业的学术热忱、学术忠诚对于激发和涵养

研究生的学术激情具有强烈而持久的作用。正如雅思贝尔斯所指出的，因为“大学就是一个将以献身

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为志业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2]21。所以，大学里面对真理的追求需要那种整

全的人怀着高度的学术忠诚认真投入学术事业，实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其目标应该是塑造同

样整全的人。要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导师必须基于恪守学术事业伦理底线的价值取向，对研究生的

教育就必须“一方面对于追根究底和清明理智的精神内核怀有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一种对于

整全的人来说命运攸关的理性和哲学的冲动”[2]83。这种风格的教育，既不是不着边际的，也不是僵化

刻板的。为此，导师本人要退居暗示的地位，以自身的学术热忱和学术忠诚努力唤醒研究生潜在的学

术探索欲望和学术研究激情，促使研究生发自内心地、自觉自愿地献身探究真理的学术事业，而不是

仅仅以导师身份给予外部的压力[4]8。 

导师的学术忠诚首要的表现在于导师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不懈进取、坚持学术自省、具备学业精

深的学术品格。学业精深是传承学术生命力、促进学术繁荣、保持大学生机与活力的基础和保障。对

导师而言，学业精深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身份标识，也是其职业发展的道德品质基础，更是一种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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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究能力。其次，导师的学术忠诚还在于献身于自己的学科领域。研究生导师作为大学教师中

的佼佼者，是以具体的学科归属为依托、在相对明确的学术方向上、在具体学术领域里探索真理、追

求知识自由的科学工作者，是学科文化场域里学术自由理想的理性追求者，是传承文明、创新知识、

追寻真理光明的执着追日者。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理性品质要求他们恪守“默顿规范”，永

葆学者的科学精神气质，忠诚地献身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为自己的学术

信仰而孜孜以求、穷根究底，甚至如殉道者般九死而不悔。如果导师能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在理智上彻

底地追求真理的客观性、诚实地面对事实，并能以难得的学术自省勇于承担学术责任，那么导师这种

坚定而执着的学术态度、清晰而精确的学术风格将会通过导师自己沉醉其中的学术激情传导给研究生，

感染、激励并促使研究生“以一种严肃而又活泼的、有来有往的方式”与导师展开学术上的良性互动

[2]92，双方通过自身的努力共同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实现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 

2.以导师的学术操守涵养研究生的学术格局，当好学术训导人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导师在自己的学术经历和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违规使用

科研经费、滥用学术资源、兼职兼薪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等，或者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生

活中遭遇“道德两难”境地时，导师的道德取向及行为选择令人大跌眼镜甚至嗤之以鼻、遭人鄙视，

那么很难保证由其指导的研究生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铤而走险了。因此，

导师作为研究生成长成才的首要责任人，培育研究生正直诚信、追求真理的学术品质，涵养其立足学

术前沿、勇于探索、志于创新、团结合作的学术格局，有赖于导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始终坚持较

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追求，以高尚的学术情怀感染学生，以高洁的学术操守影响学生。 

导师的学术操守集中表现为其学术人格。只有导师将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双重规约融入自己的

一言一行中，内化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气质、外化为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及良好的品行习惯，达到学识魅

力与人格魅力的自然统一，那么由此而凝结成的高尚学术人格便具有润物无声的微妙意义。而导师的学

术操守便成为一种隐性的学术领导力，它可以不怒自威，以强大的感召力规训、引导、型塑、涵养研究

生的学术格局，对于促进研究生独立学术人格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导师要严于律己，珍爱自己

的学术声誉，自觉捍卫学术尊严。要弘扬重内省、重慎独的优良传统，在日常中守师德，在细微处见操

守，将师德规范转化为稳定的内在学术信念和行为品质，养成师德自律习惯，努力达致“从心所欲、不

逾矩”的境界。其次，导师要严于律生。当好学术训导人，坚守导师责任伦理、坚持学术立场，在研究

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对其加强管理监督和审核把关，让研究生清楚地了解自己行为后果的道德责任和

法律责任，也是导师以学术操守锤炼研究生学术道德素养的深刻表现。严格要求而不是放任自流，使研

究生在点滴进步中感受学术研究的乐趣、成就感、幸福感乃至崇高感，发自内心地自觉自愿接受训导，

才能赢得研究生发自内心的持久敬仰爱戴，才能引领研究生献身学术，才能在研究生内心深处根植对学

术殿堂、学术道德的尊崇和敬畏，逐步涵养并确立良好的学术格局。 

3.以导师的学术心态优化研究生的学术生态，当好学术引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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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大学学术生态不佳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党和国家颁布一系列文件以指导加强和

改进大学师德建设，特别是发布专门文件提出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举措，

就是要从提升研究生导师综合素质这个关键要素着手，来建构合乎大学学术逻辑的系统要素和生态关

系，以优化学术生态。大学中的一切学术行为几乎都是以学科组织方式展开的，各个学科都以自己的文

化准则和调控原则及其规训下的研究方式、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等构成特定学科文化系统场域内的

学术生态。在这个系统内，建构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公平正义的学术环境等良好的学术生态要素，都

离不开导师秉持潜心问道、淡泊名利的良好学术心态。 

要从根本上优化研究生学习成长的学术生态，导师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首先要着眼于学术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带领研究生加强本学科的学术文化建设。相对于宏观的大学学术生态而言，每

个学科努力建构良好的亚文化、“微生态”，将有助于优化整体的大学学术生态。如果每个学科都能坚

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促进研究生学术科研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那么即使术

业有专攻、学科有分化，只要我们培养的研究生都具有不畏艰难的科学作风、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

求新探异的创新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品格、合作沟通的团队精神等学术品格，重构良性的大学学术

生态便指日可期了。其次，正人先正己。导师要坚持从自己做起，躬身践履，守护好自己的学术良知，

不因社会大环境和高校小环境的变化而滋生学术浮躁心态，更不能因科研道路艰辛而心态扭曲、急功

近利、“学术大跃进”；要坚持潜心问道、一心向学、自重自爱，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公信

力；要坚持走学术研究的正路而不走歪路、邪路，坚持在学术道路上防微杜渐。导师个人学术生涯中

任何的学术污点都会黯淡自己的学术生命之光，从而暗淡、污染整个学术环境及学术生态。再次，要

呼唤共同体伦理的回归，师生齐心协力凝聚一致认同的道德价值目标，共同创造一流的学术生态。要坚

持以人为本、以生为本，在研究生学习成长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和主要环节，导师要确保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及时给予研究生全方位的启发和指导，诲人不倦，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引导研究生不断凝聚目标共识，

将共享的道德共同体理想变为师生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自觉，共同践行提升学术道德目标的道德承诺。只

有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引领他们在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之路上执着前行，才

能最终从根本上形成良性循环的和谐美好学术生态。  

总之，研究生导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意味着恪守学术道德是导师安身立命之本，意味着要以

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使命感来统帅和贯穿导师求学问道、授业传道，以善感人、以真引人、

以美育人，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的全过程。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网络传播

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个别导师学术不端甚至道德败坏的案例被过分放大，使得导师整体队伍的声

誉及形象饱受诟病。治标还需治本。对导师而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是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基础

和保障。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创新能力强的高层次人才，是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核心要素的关键，研

究生培养的关键力量在导师。导师必须以执着的学术追求成就深厚的学术造诣，做学生信服敬仰爱戴

的信仰之师、学问之师、品行之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19. 6 

7 

专题研究 

的坚定开拓者、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优秀示范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实践者，才能不断创新研

究生指导方式，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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