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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非正式组织形式,以导师为主导的师门对研究生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根据非

正式组织理论,研究生师门应具有如下特征:强调情感逻辑、具有非正式约束机制、通过权威人物引领师门发

展。本文通过对北京某“双一流”大学的16位研究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

为知识、能力与社会性三个维度,不同师门之间非正式的互动、约束机制与权威的组织特征差异,影响了研究

生发展的差异。部分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各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有不少师门过于强调论文发表,对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忽视了师门的育人责任。导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创新,形成鼓励创新的师门氛

围,加强师门成员的非正式互动与情感联结,承担起对学生情感发育与人格发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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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指

导在研究生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以导师

为核心的师门组织。在导师的主导下,研究生师门

开展多种学术与非学术活动,其组织结构灵活、组织

技术多元。与院系等正式组织和培养方式相比,师
门表现出非正式组织的特征。由于师门是由研究生

和导师构成的初级群体,交往频率与社会支持程度

远较正式组织更高,因此对研究生的学术与人格发

展起到直接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生在师门中的

人格发展、社会资本积累等问题往往被研究者所忽

略。此外,师门作为非正式组织,带有自发性与随意

性,研究上存在难度。近年研究生师生关系矛盾、师
生利益冲突等问题的突显,不仅是个体现象,也是群

体现象。因此,将师门作为组织现象来研究,分析研

究生师门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特征,探讨师门对研究

生全面发展的影响,对于厘清研究生在师门中的发

展机制,进而改进师门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问题

非正式组织理论是管理学中的重要理论,源于

霍桑实验。现代管理理论奠基人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I.Barnard)对非正式组织理论进行了系

统阐述,解释了非正式组织的性质、作用结果与正式

组织的关系及其职能。[1]86-92 相较正式组织的效率

逻辑,非正式组织更注重情感逻辑,[2]往往是自发形

成的,[3]通常没有固定的形态、密度经常变化,[1]86

以习俗或惯例等非正式控制作为组织运行的保障,
满足正式组织不能提供的情感需求、群体认同等。
非正式组织具有领袖式的权威人物,权威人物是组

织成员在互动中情感共识和认同的结果,对非正式

组织的发展与功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研究生师



门也是一种非正式组织,具有非正式组织的结构与

功能。
(一)师门通过非正式互动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

非正式的互动活动是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交流

情感、维系亲密关系的手段和方式,而这种互动也是

非正式组织运行的内在驱动力。在师门中,除了例

行的师门会或组会活动外,师生、生生之间的私下互

动频率更高、更能促进彼此形成亲密关系。科研工

作中因面对未知的探索而具有无形的压力,尤其是

当科研陷入失败或挫折时,无助感与挫败感亟需发

泄或得到安慰,导师作为学生科研的主要负责人,其
支持与鼓励能够使学生明确科研方向,获得精神动

力。师兄师姐作为“过来人”,能理解师弟师妹的困

惑,提供经验指导或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二)师门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来规范成员行为

非正式组织以非正式社会控制来规范、调节组

织成员的个体行为,使得个体在行为、态度、价值观

等方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师门也是由非正式社会

控制来规范的,师门中很少有明文规定的正式制度,
而是通过习俗与惯例来实现师门的正常运转。如导

师通常会要求学生学术严谨,遵守学术规范,认真负

责,信守承诺等。但师门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制度,而
是导师于日常师生互动中言传身教,高年级学生也

会起到传递师门习俗与惯例的作用,最终形成大家

默认一致的非正式规范。
(三)师门通过非正式权威以引领成员的发展

在非正式组织中,内部结构具有“扁平化”、横向

互动等特征,基于情感约束的互动规则,最终将服从

与支持的意愿自发地赋予共同认可的核心人物。这

种自发性权威,没有正式职位依托和制度保障,因而

是一种非正式权威。在师门中,一方面,学生对导师

权威的认可更多是基于师生互动自发形成,那些学

术与人格魅力兼具的导师更易获得学生的认同,成
为师门中的主要权威;另一方面,在学术、人际等方

面具有特长的高年级学生也会成为师门的权威人

物,成为沟通导师与其他学生之间的桥梁,在学术研

究或资源分享方面表现积极,分担了培养低年级学

生的职责。
然而,与理想中的师门组织特征相比,现实中的

师门特征更为复杂。如一些师门遵循效率逻辑、缺
少非正式互动与情感联系;一些师门的管理风格“自
由放任”,未形成非正式约束。师门之间组织特征的

不同,很可能造成研究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本研究

基于非正式组织理论视角,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师门

对研究生个体发展有何影响? 哪些师门组织特征造

成了研究生发展的异同?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法,选取的

个案是北京某所双一流研究型大学。选择研究生个

案时主要采用了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选取案

例大学的16名硕、博士研究生,在遵循样本可获取

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受访学生的年级、学科专

业、性别、师门组织特征等情况,选样尽可能覆盖案

例大学的多数专业与各个年级,并尽量保证受访学

生的性别均等、师门组织特征异质。考虑到各年级

学生进入师门的时间不一,受师门组织的影响程度

不同,选取的对象涵盖了自硕士一年级至博士三年

级的学生。此外,师门组织特征差异会造成研究生

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在选择受访研究生

时,也尽量覆盖具有不同组织特征的师门。
16位访谈对象中,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分别为10

人、6人,男女人数接近(7人、9人),学段覆盖硕士

一年级到博士三年级(各年级受访学生分别为2人、
5人、3人、2人、3人、1人),人文社科类与理工类学

生分别为10人、5人。访谈对象多为文科类研究

生,主要原因是通过前期的预访谈发现,理工类研究

生的师门组织活动大多是通过课题或项目将师门成

员联结在一起,师门的组织文化较为相似,对研究生

的影响有较多相似之处;相较而言,文科类师门活动

更为丰富,如课题、项目、读书研讨会、主题研讨会

等,师门组织文化也较为多样,对研究生的影响差异

较大,因此,基于探究师门对研究生发展影响的目

的,本研究选取了更多文科类研究生作为访谈对象。
王战军等学者提出研究生质量评估的三角模型

包括知识、能力与潜力三个维度。[5]①对访谈资料进

行编码分析后发现,研究生在师门中的发展包括知

识与能力发展两个维度。鉴于潜力维度是指研究生

在攻读完学位后的各方面表现,而本研究重点关注

研究生在师门中所受影响及其发展现状,因此,不涉

及潜力维度。研究表明,导师对研究生的社会性发

展②起着重要影响。导师会影响研究生的情感与人

格发展,导师与研究生是一个学术与人格并建的共

同体;[6]情绪饱满、情感丰富而敏感度高的导师更能

感染、鼓舞研究生,更易走进研究生的心灵以及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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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积极的情感态度;[7]“社会服务型”的导师能够为

学生提供大量社会资源与社会实践参与机会等。[8]

结合已有研究以及本研究中访谈资料的编码分

析发现,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
能力,以及社会性发展三个维度,其中,知识维度主

要是指在师门影响下,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掌握与

遵守、对专业知识与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维度是

指研究生在师门中习得和增强的诸多能力,包括创

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学术写作与发表能力,以及学

术沟通能力;社会性维度则指师门对研究生社会特

性的提高与完善,包括研究生的情感发育、人格发展

以及社会资本积累。不同师门具有不同的非正式的

互动、约束机制与权威,这些差异作为师门的组织特

征,影响了研究生个体在各个维度上的发展。

三、研究发现

(一)研究生在师门中知识维度的发展

根据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发现,绝大多数受访研

究生都表示在师门中收获了知识成长,具体表现为

学术规范的掌握、专业知识与方法的习得两个方面。
其中,“很严谨”“研究设计与方法更合理”等描述是

研究生经常提及的发展表现。我国学术型学位以学

术研究为导向,侧重理论与研究,旨在培养大学教师

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

织形式,促进研究生的知识积累成为师门活动的应

有之义,并最终指向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1.师门读书会与主题研讨会:促进研究生知识

发展的非正式约束机制

当被问到师门对其知识积淀的影响时,大多数

研究生认为师门研讨会对于其专业知识与方法的形

成有重要影响,师门研讨会主要有读书会与主题研

讨会两种组织形式。其中,读书会旨在为研究生提

供广博且专业的基础知识,提升学生的理论与方法

论素养,为其科研活动打下基础。“研一上学期师门

会是以读书为主题的。我们师门读书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广泛阅读,也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专业之内

的书,但没有很具体的主题,主要是为了扩展知识

面,或者增加基础知识;还有一种是围绕着某个课题

研究,目的比较明确。实际上,读书和研究是分不开

的,无论哪种读书类型,都是有助于你做研究的。”
(10HFM)

在大多数受访研究生看来,师门主题研讨会对

其学术规范的掌握、专业知识与方法的形成均具有

重要影响。主题研讨会通常是师门成员围绕某一主

题展开讨论,例如就某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学位论文

或某项课题进行研讨。“导师是非常鼓励大家进行

交流的,因为你做的东西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做,很
多人都做,讨论交流可以让彼此借鉴一下,从而提高

效率。”(6SFM)与课堂学习相比,师门研讨会的目

标更明确、人数更少、成员互动更密切、信任关系更

强,而且导师、学生之间存在知识积淀的差异,这种

多层次、多年级的学术指导与交流,使得低年级学生

能够获得更多知识积累。“参加师兄师姐的开题答

辩或者是毕业论文提意见的时候,我也会从中学到

一些东西,比如说写作的规范、格式,还有语言的技

巧,还有怎么写文献综述。”(7HFM)
2.导师与高年级学生:影响研究生知识发展的

非正式权威

当被问到师门权威人物是如何影响其知识成长

时,多数研究生认为导师的垂范与指导,以及师兄师

姐的主动帮助对其有重要影响。当师门规模较小

时,导师有精力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学术指导,会有

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导师是非常严谨、细
致和较真的一个人,她会事无巨细地手把手指导我

们,有的师兄师姐在发表一篇文章前可能会改20遍

左右”(6SFM);而当师门规模较大、人数较多时,导
师的精力与时间难以顾及对所有学生的指导,师门

中学术造诣较深的高年级学生便主动分担起对低年

级学生的培养职责,“师兄师姐会分享很多学习心得

和方法,相同研究方向的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做课题,
也会给我们的开题报告很多建议和帮助,甚至有时

候遇到问题先找师兄师姐请教,再去找导师。”
(1HMM)“一个师妹毕业答辩致谢的时候,说她最

感谢的是师兄师姐,没有把导师放在第一位。”
(16HFD)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受访研究生认为,其在师门

中的知识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不压迫”“放养”
是这些研究生经常提到的比喻,在他们看来,导师的

领导风格是导致其处于当下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导师“自由放任”的领导风格使得研究生缺乏约束

机制,加上研究生个人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导致其学

术成长的停滞。“我这一年什么都没干,可能我比较

倦怠,但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冲动和想法,也可能我之

前这方面做得还是太少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惰性,
越来越不想钻进去。如果跟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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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学不进去他逼着你学,很可能过上一段时间也会

好点。”(2SFM)
总体而言,大多数受访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学

术规范的掌握、专业知识与方法的习得产生了积极

影响,其中,师门的权威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关键所

在,导师自身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个别师兄师姐的

优异学术表现,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
此外,师门形成的非正式约束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在这些师门中,有着约定俗成的读书会与主题研

讨会,学生得以从导师与其他成员的汇报与讨论中

习得知识与方法。然而,在少数未对学生知识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的师门中,突出的一点是,师门中没有

形成任何权威人物与非正式约束机制,导师通常具

有“自由放任”的领导风格,对学生的发展不作要求

或要求很低,也很少主动指导学生,任凭学生自由发

展,这使得师生、生生之间互动较少,导致学生在师

门中所获的知识发展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自主性

较差的学生。
(二)研究生在师门中能力维度的发展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部分受访研究生

认为师门对其能力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

为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学术写作与发表能

力的改善,以及学术沟通能力的提高。然而,与研究

生在知识维度所获成长的普遍性相比,研究生在能

力维度上的发展显得参差不齐。多数受访研究生认

为师门改善了其学术写作与发表能力以及学术沟通

能力,近半数研究生认为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所提

高,只有少数研究生认为师门促进了其创新能力的

形成。
1.研究生学术发表与学术沟通能力的发展

学术发表越来越被认为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一

个主要标志,多数研究生认为其学术写作与发表能

力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发表了学术论文,
“我发表了6篇论文,都是在导师课题项目下做的。”
(8SMM)“我发表了4篇论文吧,但有两篇是译文,
都是跟师门主题研讨会有关的,跟导师合作写的。”
(10HFM)多数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学术沟通能力

也起到促进作用,学术沟通能力主要包括学术语言

表达与学术沟通方式的改善,“我觉得语言表达能力

提高了很多,有时候我帮导师在课上给本科生讲自

己所负责的课题研究,也锻炼了不少。师兄的口才

很好、逻辑性很强,人际表达与沟通能力都很好,我
也会有意识地向他学习。”(7HFM)“老师可能比较

喜欢锻炼人的短板,于你的不足之处予以补充。比

如有的师兄,表达能力不是很强,老师就让他当一个

项目的负责人什么的,去跟很多人沟通。”(6SFM)
有趣的是,那些学术发表较少的研究生,表现出

对学术写作与发表的 “爱恨交织”:在承认学术写作

与发表重要性的同时,又对过于强调论文发表的学

术评价机制表示质疑与无奈。“我们导师项目很少,
基本上被导师给承担掉了,我们是自由发展,基本上

是放养的,只要你把博士毕业要求的那篇SCI论文

搞定就可以了,我们大老板对论文的要求却非常苛

刻,你可能在他那里三五年都没有一篇文章,其实你

等不到五年,那时候学校早给你开了。”(14SMD)此
外,少数学生认为其学术写作与发表能力在师门中

受到了阻碍,认为导师的事务性工作过多,造成自己

没有时间顾及学业。“硕士期间,我发表了四篇核心

论文,但博士这一年,我没有任何学术产出,导师的

事务性工作占用我很多时间,比如财务报销、筹办会

议、培训工作等等。导师平常有个什么杂事情,都是

我来处理。她各种生活不能自理,有任何事情都要

我们帮她去做。电脑上Windows都要我们帮她装,
还有office软件、微信,小到事无巨细。”(13HFD)
2.研究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近半数受访研究生认为,师门促进了其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主要有赖于导师的有意引导,以
及师门提供了较多学术讨论的机会,形成了鼓励批

判的组织氛围,“导师从我一开始进师门就非常鼓励

我,要多说话,多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多批评质

疑,给别人挑毛病。随着自己知识储备的增加,以及

导师有意识对我的培养,批判性思维应该说比以前

强多了,现在知道看到一个问题,不能别人说是一就

是一了,会有自己的判断”。(10HFM)“批判性思

维主要体现在我们给彼此的文章提意见时,我会去

看他们思考的角度,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下次我再

给别人提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去关注这些方面”。
(4HMM)

而那些认为师门对其批判性思维没有影响的学

生,通常认为除了自身原因外,师门的不重视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批判能力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自身所处

阶段性的影响,我觉得你得很熟悉这个东西,你才能

对它提出建议或批评,比如说如果一篇论文里提了

一个算法,你觉得这个算法不太好,如果说你在组会

上评点这个算法的时候,说这个算法不太好也算批

判能力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了解,你很熟悉

这个东西,你才能对它提出建议或者是批评,如果说

我们的组会看不出这种能力的话,那是因为目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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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阶段还没到,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并不注重培

养这个东西。”(2SFM)
3.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然而,多数受访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创新能力

没有影响,根据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得出,一方面,一
些研究生个体缺乏创新意识,认为很难明确创新的

内涵与衡量标准,“我从来不知道创新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学术的创新太难衡量了,无法以任何标准来

衡量,我脑子里的东西可以有很多,可是我写出来的

东西又一篇没有,可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又见得是创

新的吗? 不是,看起来垃圾文章多的是。”(15HFD)
另一方面,一些师门不鼓励创新,强调沿用既有的方

法,学生没有参与创新研究的机会,“我们没有创新,
我们做的是工程、产品、应用,不会有什么创新,你想

有自己的想法,老板就会说,这个效率低。用你自己

的方法时间长,用实验室已有的方法时间短,那么肯

定要选择后者。”(6SFM)
只有少数受访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创新能力

有积极影响。在这些师门中,在导师的引导与提倡

下,师门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氛围,“在我们师门里面

应该是一直不断的发散创新,老师就是很希望你提

出不一样的东西,听见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真

的是不断地在发散,其实为什么老师让大家都来听

开题汇报,就是希望你能从别人的论文中看出点新

的东西来,比如,我一个同门在开题时也加进去我在

师门会汇报过的一些想法。我们微信群里面经常有

学术性的爆炸性的讨论,比如说谁提出了某个教育

现象,大家便开始就这个问题在群里面‘呼啸一阵’,
各抒己见”。(3HMM)

此外,少数受访研究生表达了对师门的不满与

无奈,常常用“搬砖”比喻自身在师门中的地位,规模

较大、项目较多的师门,形成了“导师———师兄师

姐———师弟师妹”这样一种项目分工上的非正式约

束机制,而这种约束机制对低年级学生的能力发展

造成一定程度的妨碍,他们需要做大量与自身研究

兴趣无关的课题任务,“导师前几天给我们布置了几

个课题任务,让师姐负责给我们(博一学生)分配,分
给我的部分跟我的研究方向完全不相关,写的东西

又不能发表,却要浪费很多时间,但是不做肯定不

行。导师呢就像老板,师姐呢就是包工头,我们就是

最下面搬砖的。”(11SMD)
多数受访研究生在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学术

沟通能力方面获得了发展,在师门组织中,导师权威

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在导师课题或项目较多、对学

生勤加督促与指导的师门,研究生的论文发表数量

通常会更多,而导师与师兄师姐不仅作为权威对学

生学术沟通能力的提高起到垂范作用,而且主动为

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以改善学术沟通能力。那些在批

判性思维以及创新能力上有所提高的受访研究生认

为,导师的积极鼓励与引导起到重要影响,在导师引

导下,师门进一步形成了鼓励批判与创新的氛围,或
者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约束机制。但在课题项目

繁多、人数较多的师门,当导师将大量与学生研究方

向无关的课题项目“强压给”学生,或者“专制型”导
师迫使学生服务于其私人事务时,却妨碍了学生的

能力发展。随着行政权力的日益挤压与渗透,学术

职业正掺杂越来越多的非学术工作,诸如财务报销、
行政事务、会议筹办、导师私人事务等,这些事务往

往由导师领衔,研究生负责具体落实,耗时耗力,并
不需要多强的能力,也不会助益学生的学术能力成

长,反倒会因过于占用时间与精力而影响学生的能

力发展,与培养研究生能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研究生在师门中社会性维度的发展

根据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得出,研究生在师门中

社会性维度的发展包括情感发育、人格发展,以及社

会资本积累三个方面。然而,当问到师门对研究生

社会性维度的影响时,研究生的态度差别很大,甚至

截然相反,且通常伴随着对师门“欣喜”或“失望”等
较为强烈的情感体验,一些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社

会性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其他人则认为师

门对其没有影响,甚至造成了消极影响。
1.师门对研究生情感发育的影响

部分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情感发育产生了重要

影响,他们往往流露出对师门强烈的积极情感,毫不

掩饰地表达对导师的“很崇拜”“很喜欢”之情,“像兄

弟姐妹一样”则是他们对其他学生的比喻,“我还是

处于一个迷妹的位置,很喜欢很崇拜她。她也一直

很为我着想,我需要什么帮助她都会帮我。我跟师

妹师弟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好得可以穿一条裤子,就
像兄弟姐妹一样,有什么好或者不好的事情都会跟

他们说。”(9HFM)“我觉得导师应该是在我学习生

涯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他不是那种很严肃的

老师,跟我们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开玩笑,像朋友

一样的。他真的就是挺可爱的一个人,我们只要是

有空了,就会一窝蜂地跑到老师办公室,去找他玩,
他给我们泡茶、聊天啊,谈音乐啊什么的。我对他就

是很崇拜,一个博士生姐姐经常会说,老师我们是你

的迷妹。”(5H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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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研究生却认为师门对其情感发育没

有任何影响,他们通常对师门持有理性或审慎的态

度,认为导师与学生之间更多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或
者说是工作关系,不掺杂私人感情,“基本上跟导师

很少聊生活上的问题,你突然跑过去跟你老师说你

和你男朋友闹矛盾,这种问题在我了解的这种大多

数关系里应该都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偏理科一点

的组会很难去聊这种话题。”(2SFM)“因为导师担

任行政事务,她想要保持一个权威,她说话的时候你

听着就行了,不要插话,她交代给你事情,你要赶紧

去办,她不会问你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她只关心你事

情办没办完,办的结果怎么样……我同学不敢告诉

她任何关于自己生活上的事情,因为老师根本不会

关心你,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老师会制止你的,‘不
用跟我说这些!’导师就这样说。”(13HFD)
2.师门对研究生人格发展的影响

不少受访研究生表示,师门对其人格产生了很

大的改变,其三观的形成、人生理想的明确、性格的

改善都深受导师与师门氛围的影响。“我的三观是

在导师这里塑造起来的,她对我的人生理想方面是

最有影响力的。我为什么很坚定地要继续做这个研

究方向? 一是原本我也很喜欢,二是在我导师的影

响下,你会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方向。”
(9HFM)“我们师门在整个学院里面是氛围比较好

的一个师门,X爹(指导师)就是一个和蔼温和的人,
很多东西他不去争,导致我们的性格也是这样子的。
他很注重我们全方面的发展,不仅是学习方面,还有

生活问题、情感问题,他都关心。”(3HMM)“他的人

格特性对我影响非常大,风趣幽默、严谨认真,还有

他做人的话首先是很大方,很大气,对我这两点影响

比较大。”(12HMD)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生通常认为师门对其

人格发展的影响超过对其学术方面的影响,而这恰

恰是院系正式组织在促进学生发展上所欠缺的。
“导师对我在心态、看问题方式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然学术上肯定是有提高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在处事方式上有改变。不光是老师,有一回跟博士

生师姐聊天,我聊到了我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过了一

段时间我都已经忘了,师姐突然给我发了好几本书

的链接,说你不是感兴趣这个嘛,我给你找了好多

书,我就觉得突然好感动,像导师一直教我们的,就
是对人要真诚、细心。”(5HFM)

然而,部分研究生认为师门对其人格发展没有

影响,甚至对其造成了消极影响,他们往往称呼导师

为“老板”,将自己视为替老板打工的人,师生之间的

交流几乎仅限于工作范畴。认为导师对其人格发展

造成消极影响的学生,往往将原因归咎于导师个性

以及师门组织氛围。“老板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
希望所有的事情能够被自己完全掌控,我们基本上

就是听从他,他不关心你做东西的过程,只看结果。
他脾气不是很好,会骂人,对我的工作情绪会有影

响,这个过程不是很愉快,很多时候都是他说你哪儿

做得不好,我觉得自信心受挫……师门有三个退学

的,都是跟导师闹翻了,导师把实验室氛围弄得不太

好。”(6SFM)
3.师门对研究生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

当被问到师门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时,部分

研究生认为师门拓展了其人脉关系,有助于其今后

的学术发展,尤其是求职就业。这种社会资本的积

累主要源于师门中权威人物的支持,导师通过微信

群、师门聚餐等活动将已经毕业的学生联系起来,织
成了师门的人际关系网,为尚在师门中的学生提供

学术与就业资源。“大师兄在我们微信群里面是比

较有威信力的,他说什么我们也会去遵照他的意见。
X爹还跟我们在师门会上分享说,我觉得你们大师

兄这个人才引进挺好的,你们以后能去的话还可以

去试一下。之前毕业的那些师兄,也都会在我们群

里面分享教师招聘信息。”(3HMM)
其他研究生则认为,师门对其提供的社会资本

太少,希望导师能够为其拓展人脉,尤其是建立起与

毕业生之间的联系,为将来找到好的工作奠定基础。
在他们看来,人脉关系对于未来的求职就业有重要

影响,甚至会决定你能否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人
际关系网的搭建对导师来说是举手之劳,他们也因

此会抱怨导师在这方面的“不作为”。“我觉得老师

应该有一个好脾气,因为脾气好的话,那些已经毕业

的师兄,对实验室的感情可能会更深一些,师兄弟的

联系可能会更密切一些,这样对于后面师弟师妹工

作、生活上的影响会比较好。像我们学院有一些老

师,基本上有个工作单位都是他的学生,进去很容

易。实验室每次聚餐老师也都不来,要是老师来的

话,可 能 之 前 毕 业 的 师 兄 师 姐 会 回 来 聚 聚。”
(6SFM)

部分研究生认为其在情感、人格与社会资本方

面获得了发展,其中,导师是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师门中,导师性格往往较为温和、主动关心学

生生活,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榜样,从而影响着学生

的个性、情绪与情感等,导师也会为学生主动搭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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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网,为后者提供更多社会资本;成员频繁的非

正式互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使师门成员之

间关系亲密,学生获得更多情感支持。相反,那些认

为其在情感、人格发展上没有变化甚至受到消极影

响的学生,导师几乎从不主动关心学生的生活或情

感,师生之间仅限于学术或工作上的联系,师门成员

之间的非正式互动较少,关系疏离,师门未起到情感

支持作用;而导师未利用自身资源为学生搭建人际

关系网,成为学生认为其社会资本受局限的一个主

要原因。然而,在学生抱怨的背后,也反映出在学术

领域,某些师门的派系传承关系延伸到社会工作场

所,同一个师门中的学生之间由于导师的关系而形

成了开放的社会资本网,处于网络中间的学生可以

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而那些在网络之外的学

生,则被一些社会资本排除在外,在竞争同一个工作

岗位时,处于弱势地位。

四、总结与讨论

第一,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
研究生个体之间也有很多差异,即使同一个师门中,
对不同研究生的影响也不同;尽管如此,师门对研究

生群体的影响依然存在很多共性:多数师门促进了

研究生学术规范的习得、专业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论
文写作与发表能力的改进、学术沟通能力的提高以

及社会资本的获得;近半数师门对研究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多数师门在研究生

创新能力方面的积极影响较小;多数师门对研究生

的情感发育与人格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少数师门

对其没有产生影响,甚至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从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分析,

师门非正式的互动方式、约束机制与权威是导致研

究生个体发展差异的三个因素。在那些知识、能力

与社会性三个维度都得到发展的研究生看来,其师

门均具有如下特征:在非正式互动方面,师门成员之

间互动较多,联系紧密,研究生能从师门中获得较多

情感支持;在非正式权威方面,导师往往具有“民主”
的领导风格,既指导学生学术发展,也主动关心学生

的生活与情感,高年级学生在师门中起到垂范作用;
在非正式约束机制上,师门形成了成员共同认同且

自觉遵守的师门习俗或惯例,如对学术严谨的态度、
“大带小”等。而在那些各个维度都鲜有发展的受访

研究生看来,其师门往往不具有上述特征。在那些

发展受到消极影响的受访研究生看来,导师通常具

有强势的个性,表现为“专制”的领导方式与压抑紧

张的师门组织氛围。
第三,只有少数师门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产生

了积极影响,其主要有赖于导师的有意引导与民主

宽松的师门氛围。而多数师门过于强调论文发表,
忽视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当前的学术评价方

式盛行“以论文论英雄”,对研究生而言,多发表通常

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单位、学术声誉、福利待遇。“一
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后宫没有子嗣的妃子”,论
文发表甚至成为悬在研究生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在这种过于强调论文发表的研究型大学评价

体制的影响下,一些师门的研讨会开成了“论文发表

研讨会”,论文发表几乎成为评价研究生科研能力的

唯一标准,而至于其创新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短期

内难见成效也难以衡量,在科研绩效的压力下,便似

乎不那么重要了。
第四,部分师门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产生了积极

影响,导师甚至成为学生学习生涯中“影响最大”,改
变其人生理想的人。然而,仍有一些师门不重视“情
感逻辑”,过于强调“效率逻辑”,对研究生的人格发

展鲜有积极影响。梅贻琦曾言,大学教育之重,在于

人格。教师不仅要专长明晰知识的传授,还要为学

生的修养、意志与情绪树立楷模。[9]大多数研究生从

本科毕业后直接读研,鲜有社会阅历,三观、个性都

尚未定型,导师的垂范与引导会影响学生完整人格

的建构。然而,有些导师尤其是理工类导师却完全

推卸了其对研究生人格发展的责任。更有甚者,个
别导师的教师发展尤其是“个体发展”不足,如缺乏

良好的情绪掌控能力,导致师门的氛围紧张,学生自

信下降甚至发生退学事件。
师门作为一个典型的非正式组织,与院系等正

式组织相比,对研究生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见表1)院系组织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正

式的规章制度来实现,其本质是由院系政策所规定

的、应当如何去做才能有效完成研究生培养目标的

相互关系,是一种由规则、制度所明确规定的各种人

际互动模式,也是一种强调培养目标可测量、培养过

程追求规范与高效、培养结果侧重标准化的制度设

计与实施。而师门作为存在于导师与其指导的学生

内部人际关系所表达的价值观与信念体系,是一种

非正式的人际互动模式,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受群体情感(态度)的影响。首先,很多

师门为研究生知识、能力与社会性发展提供了一种

独特的作用方式,即多层次、多年级的思想碰撞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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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带有情感关怀与共同价值导向的互帮互助,与院

系组织对研究生的“批量生产”相比,师门在很大程

度上关照到了每个研究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其次,师
门能够对被正式组织所忽略的研究生情感发育、人
格发展起到至为重要的影响;最后,以导师为核心的

师门“派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就业机会

与职业发展前景。现实中的一些师门缺乏非正式组

织的特征,其组织结构与功能有待改进。
表1 院系组织与师门组织对研究生发展影响的对比

正式组织(院系) 非正式组织(师门)

组织目标
专业发展: 全面发展:

知识、能力 知识、能力、人格

信念体系
理性逻辑: 情感逻辑:

成本、效率 社会情感

组织结构
科层等级: 扁平、松散:

正式权威 非正式权威

社会控制
正式控制: 非正式控制:

规章制度 习俗惯例

组织技术
规范化的活动: 规范与非规范化的活动:

课程、考试、答辩 师门会、组会、非学术活动

注释:
① 知识维度代表了研究生需要掌握、理解并能够运用的基

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方法论;能力维度整合了研究生需要

习得和增强的诸多能力,主要包括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学术沟通能力和就业可迁移能力等;潜力维度表示在知

识和能力的积累基础上,研究生攻读完学位后各方面的

表现和长期发展潜力,包括学术发展潜力、职业发展潜

力等。
② 社会性发展主要包括个体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社会生活所

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形成积极的

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参与社会实践形成相关社会关系、
社会属性并积累社会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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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Supervisor-PostgraduateFellowship”onthe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s:
QualitativeResearchBasedonInformalOrganizationTheory

LINJie,CHAOYaqun
(FacultyofEdu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Asaninformalorganizationinpostgraduateeducation,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fellowship”ledbyasupervisor
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s.AccordingtotheInformalOrganizationTheory,the“supervisor-
postgraduatefellowship”hasthefollowingcharacteristics:emphasizedemotionallogic,informalrestraintmechanism,and
developmentofthefellowshipundertheleadershipofanauthoritativefigure.Thisstudy,basedonthein-depthinterviewswith
16postgraduatesata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yinBeijing,findsthattheinfluenceofthefellowshiponthedevelopmentof
postgraduateismainlymanifestedinthreedimensions:knowledge,ability,andsociality.Italsofindsthatthedifferent
informalinteractions,restraintmechanismsandauthoritativeorganizationalcharacteristicsamongdifferentfellowshipsregister
different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s.Someofthefellowshipshaveapositiveimpactonallaspectsofthedevelopmentof
postgraduates,whilenotafewofthemover-emphasizepaperpublishing,failtocultivateinnovationabilityofthepostgraduates
andneglecttheresponsibilityofthefellowshiptoeducatepeople.Therefore,thispapersuggeststhatsupervisorspurposely
guidestudentstoinnovate,createaninnovationatmosphereinthefellowship,strengtheninforminteractionandemotionalties,
andbettershouldertheresponsibilityfortheemotionandpersonalitydevelopmentofthepostgraduates.
Keywords:supervisor-postgraduatefellowship;postgraduate;individualdevelopment;qualitativ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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