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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顺应创新驱动背景下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优化传统师徒制的培养模式,探索能更有效激发

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关键路径成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本文着力于探知不同主体主导的互动方式对

导师隐性知识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导师隐性知识会正向影响研究生科研兴趣

的形成,且导师主导式互动方式和学生中心式互动方式均正向调节于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但影响程度存在

一定差别,即与导师主导式互动方式的调节效应相比,学生中心式互动方式的调节效应要强。综合这一结

论,本文以有效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为着力点,提出多路径改革研究生教学与培养模式,切实发挥导师隐性

知识的能动效应,并精准化定位面向培养对象的差异化需求,采取不同主体主导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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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驱动背景下,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

出了更高要求,而作为高校研究生培养的核心主

体———导师在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过程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1]。但是随着国家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
“一对一”传统师徒制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保障研

究生培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跳出传统师徒制

的模式,致力于探寻能充分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的

路径,已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点。
基于对部分高校研究生调查分析可知,沿用传统培

养模式———以教师注入式教学为核心的教学设计和

“一对多”师徒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仍占比超过

50%。由于以研究生导师自我为中心的“一对多”的

知识传输模式,会使得学生无法系统连续形成对科

研的认知,在科研问题审视过程中无法准确切中研

究方向,长期累积后的结果是学生认为自身需求得

不到有效满足,进而使得科研兴趣得不到有效激发。
针对这一客观现象,很多从事教育工作的学者,首先

探究的是如何改革教学手段,但任何教学手段改革

的根本基础在于导师如何利用那些深植于教学内

容,蕴含在教师自身头脑中的价值观、观念、情感、认
知、教学组织管理能力、教学方法、教学技能、科研能

力等经验性的隐性知识[2],来引导学生明确并产生

相应的兴趣点。由于隐性知识自身具有无形性特

征,需要通过人际互动、实践经验和面对面互动沟通

等方式来实现有效传递。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主体

主导的互动方式会对导师隐性知识传递与研究生科

研兴趣形成一定的作用关系。因此,本文基于不同



主体主导的内部互动方式的调节效应视角,深入研

究导师隐性知识传递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影响这一

问题,旨在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全新探

索的新途径,其不仅有助于实现高效率课堂,更新教

育理念、实现教学相长,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科研问

题的潜在认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进而促进科研

能力的全面提升,为研究生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

二、研究假设

(一)导师隐性知识与研究生科研兴趣的作用

关系

作为一种难以表达的知识类型,隐性知识高度

个性化特征使其在传递过程中,易被环境、知识持有

者类型等要素影响[3]。研究生导师作为一类重要的

知识持有者,其在长期教学与科研实践过程中,产生

了大量的有助于改善传授效果,激发研究生科研兴

趣的经验、技巧、技能等类型的隐性知识,如与导师

从事科研过程中积累的关键问题解决经验等[4-5],此
类隐性知识的外化对研究生培养会产生很大影

响[6-7]。从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很多学者研究证明了

导师隐性知识对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他们认为合理运用导师隐性知识可以有效促

进知识传递效率提高,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学科前

沿和内容,从而将研究生科研兴趣充分激发出来。
科研氛围环境是影响研究生学习观的重要因素,其
中一个重要环境构成要素,即导师科研经验及传授

技巧,其会影响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的动机、学习方式

以及对科研本身的看法。王培林[8]则认为具有成熟

科研经验的高校教师,会在培养过程中反思培养效

果,革新培养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科学研究,增
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产生极高

的科研兴趣。赵慧群等基于研究团队导师视角,深
入分析发现团队导师的知识经验多样性可以显著提

高团队成员的学习氛围,激发其科研兴趣[9]。
综上所述,针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知

识传授的供给方—导师,若合理运用自身在导师管

理技巧、导师策略和科研经验等方面的隐性知识,有
助于显著改善科研氛围,促使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

究,形成科研兴趣。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存在正向

影响。

(二)不同主体主导的互动方式、导师隐性知识

与研究生科研兴趣

导师所持有的具有无形性特征的隐性知识需要

通过有效的互动方式才能实现有效传递,进而对研

究生科研兴趣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力。其中这种内

部互动方式按主体差异可以划分为导师主导式互动

和学生中心式互动,两种互动方式的核心都是通过

讨论、学术实践等参与式学习方式来实现,而该模式

着重强调兴趣与体验的结合,在此情境下,导师自身

持有的隐性知识会有助于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形

成[10],更好地激发研究生群体的创造力,研究培养

模式改革的根本出发点逐步归向研究生科研兴趣激

发上。基于此,很多学者着眼于不同互动方式是如

何作用于导师隐性知识传递与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

之间的研究。
观点一是以导师主导式互动为切入点,分析其

在导师隐性知识传递与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之间的

调节作用。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通过科学设计

开放性提问或提供问题情景等互动模式,导师可以

充分利用自身持有的科研经验和技巧等隐性知识,
帮助学生扩散思维,使其积极主动参与科学研究中,
进而激发科研兴趣[11]。确切地说,在导师为主体的

互动方式的调节作用下,其丰富的培养内容设计、合
理的引导策略等隐性知识,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在

参与科研的积极性,营造和谐的互动氛围和良好的

互动效果和谐,更有助于学生形成持久的学习体验,
增强课外主动开展科学研究的兴趣。

观点二是以学生主导的中心式互动为切入点,
分析其在导师隐性知识传递与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

之间的调节作用。该互动方式虽以导师作为科学研

究实践的先期推动者,但整体引导环节的主要实施

主体是学生,即导师抛砖引玉或设定实验情景,先期

助推学生之间产生互动意愿,在导师隐性知识的带

入下,学生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角色中心,自主发起

讨论,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主动发问或阐述自己观

点等行为,并进一步激发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兴

趣。王雨梦等[12-13]认为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心式互

动方式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探究能力特别重

要,其可以增强导师隐性知识在激发学生科研兴趣

方面产生正向作用。陈乙南和UninN等[14-15]通过

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得出,导师利用自身隐性知识,通
过实施头脑风暴等策略方法,可以让学生之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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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互动主体,进而带动学生科研兴趣产生。
综合以上分析,不同主体主导的互动方式,在导

师隐性知识传递和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之间均具有

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导师主导的互动方式着眼于

教师本身的话语权,即导师利用自身丰富的隐性知

识积累,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参与研讨互动,通过发

散其思维来增加学生科研兴趣;而学生主导的互动

方式则强化了学生自身的主体地位,具有较强科研

经验和技巧等隐性知识的导师,可以充分激发不同

类型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都能具有较强的兴趣

主动参与科学研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导师主导互动方式正向调节着导师隐性

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影响。导师主导式的互动

效果越好,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正向

影响越大。
H2b:学生中心式互动方式正向调节着导师隐

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影响。学生主导的互动

效果越好,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正向

影响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实证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主要

采取两阶段问卷调查方式来保证研究内容的信度和

效度。首先,通过梳理回顾已有相关文献,结合本文

研究重点,形成预调研问卷,并展开小样本调查和探

索性因子分析,以此完善初始设计形成的问卷;其
次,利用修正后的问卷展开正式的问卷调查,采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删减相关问卷条目,形成最终量表;
最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本文建立的模型和假设。
调查数据获取主要采取线上发放方式,样本选取对

象主要为重庆、黑龙江、河南等6个不同地区的不同

类型高校的在校研究生。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795份,有 效 问 卷534份,有 效 问 卷 回 收 率 达

67.17%。
(二)变量测量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结合预

调研结果,对初始问卷题项进行修正,最终形成本文

所采用的调查量表。其中导师隐性知识主要从教学

方法、教学技巧、教学经验几个方面来测量,重点参

考苏波、孟彬开发设计的量表,共包括三个关键题

项。内部互动方式主要按照不同主体差异划分为教

师主导的引导式互动方式和学生主导的中心式互动

方式两个维度,其具体度量题项主要参考潘淑妍、王
雨梦开发设计的量表,共包含六个关键题项。研究

生科研兴趣主要从学生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和课堂主

动参与度来体现,重点参考沈瑶、闫东开发设计的量

表,共包含三个关键题项。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

Linkert5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

同意”),重点针对“导师隐性知识”等专业名词进行

了诠释,最终形成问卷终稿予以发布。

四、数据结果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文

开发设计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首先采用

SPSS19.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测量变量的信度、
因子载荷。具体见表1所示。

表1 测量变量的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α AVE CR

导师隐

性知识

A1 0.763

A2 0.786

A3 0.834

0.829 0.632 0.837

导师主导

式互动

B1 0.735

B2 0.743

B3 0.743

0.702 0.548 0.784

学生中心

式互动

B4 0.750

B5 0.833

B6 0.776

0.734 0.620 0.830

研究科

研兴趣

C1 0.809

C2 0.721

C3 0.820

0.777 0.616 0.827

  由表1的度量结果表明:研究模型中的4个关

键变量(导师隐性知识、研究生科研兴趣、教师主导

互动方式、学生主导互动方式)的Cronbach'sα值均

大于0.7,信度达到可接受水平,且标准因子系数也

均大于0.7。同时,从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

验结果来看,KMO值为0.838,这表示量表的效度

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相对较大,且显著

性系 数 为 0.000,适 合 进 行 因 子 分 析。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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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S21.0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

指数为፥2/df=1.06、NFI=0.932、RFI=0.901、
IFI=0.994、TLI=0.990、CFI=0.994、PNFI=
0.578、PCFI=0.611、RMSEA=0.023,反映了构成

量表的度量维度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总的来说,
本文研究设计问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用来测

量本文所构建的概念模型。

(二)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良好的基础上,本文对

研究模型中4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探索导

师隐性知识、导师主导的引导式互动方式、学生主导

的中心式互动方式、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的相关性。
具体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该相关性检验结果可

知,上述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
表2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导师隐性知识 3.485 0.647 0.795

研究生科研兴趣 3.295 0.547 0.641*** 0.740

导师主导式互动 3.861 0.568 0.599*** 0.583*** 0.787

学生中心式互动 3.150 0.703 0.518*** 0.310** 0.366*** 0.78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三)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层次

回归分析方法对导师隐性知识和研究生科研兴趣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解释变量为导师隐

性知识,被解释变量为研究生科研兴趣,控制变量为

性别、年龄和专业。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层次回归分析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量 3.784*** 2.120*** 1.517*** 1.545*** 2.066*** 2.438***

控制

变量

性别 -0.102 -0.065 -0.109 -0.083 -0.062 -0.013

年龄 -0.104 -0.107 -0.086 -0.060 -0.105 -0.091

专业 -0.061 -0.011 0.001 -0.008 -0.014 0.005

主效应 导师隐性知识 0.439*** 0.320*** 0.239*** 0.426*** 0.195***

调节

变量

导师主导式互动 0.265*** 0.288***

学生中心式互动 0.030 0.087*

交互

效应

导师隐性知识×
导师主导式互动

0.432***

导师隐性知识×
学生中心式互动

0.643***

R2 0.017 0.282 0.335 0.444 0.285 0.540

调整后的R2 0.022 0.267 0.317 0.427 0.266 0.526

F统计值 1.117 18.954*** 19.307*** 25.444*** 15.201*** 37.21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第一步,以研究生科研兴趣为因变量,将性别、
年龄和专业加入模型1,检验控制变量对研究生科

研兴趣的影响。结果显示:R2=0.017,这说明控制

变量只能解释研究生科研兴趣的1.7%。其中,性
别对自主学习兴趣的回归系数为-0.102,年龄为-

0.104,专业为-0.061,其P值均大于0.05,未达到

显著水平。
第二步,在模型2中加入导师隐性知识自变量,

检验模型主效应是否成立。结果显示:R2=0.282,
这表示导师隐性知识能够解释研究生科研兴趣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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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8.2%。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

归系数为0.439,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这充

分说明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即模型假设1成立。
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导师主导式互

动调节变量(模型3),检验模型中该调节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否成立。结果显示:R2

=0.335,这表明导师隐性知识、导师主导式互动可

解释研究生科研兴趣变化的33.5%,比模型2增加

了5.3%。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

系数为0.320,导师主导式互动对研究生科研兴趣

的回归系数为0.265,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模型3可以看出,导师主导式互动与研究生科

研兴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四步,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导师隐性知识

与导师主导式互动的交互项(模型4),检验其对导

师隐性知识与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的调节作用。结

果显示:R2=0.444,这表明导师隐性知识、导师主

导式互动与两者之间的交互项能够解释研究生科研

兴趣变化的44.4%,比模型3增加了10.9%。导师

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系数为0.239,
导师主导式互动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系数为

0.288,导师隐性知识与导师主导式互动的交互项对

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系数为0.432,均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导师主导式互动对导师隐性

知识与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成立,
支持假设2a成立。

第五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学生中心式互

动(模型5),检验模型中该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否成立。结果显示:R2=0.285,
这表明导师隐性知识、学生中心式互动可解释研究

生科研兴趣变化的28.5%。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

生科研兴趣的回归系数为0.426,在0.001的水平

上显著;学生中心式互动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

系数为0.030,在0.05的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学生

中心式互动与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未形成直接的相

互关系,即研究生科研兴趣提升并不能完全依赖于

学生主体本身,需要利用导师自身隐性知识的引导

作为学生中心式互动方式实施的根基。
第六步,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导师隐性知识

与学生中心式互动的交互项(模型6),检验其对导

师隐性知识与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的调节作用。结

果显示:R2=0.540,这表明导师隐性知识、学生中

心式互动与两者之间的交互项能够解释研究生科研

兴趣变化的54%,比模型5增加了11.4%。导师隐

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系数为0.195,导
师隐性知识与学生中心式互动的交互项对研究生科

研兴趣的回归系数为0.643,均在0.001的水平上

显著,而学生中心式互动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回归

系数为0.087,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学生中

心式互动对导师隐性知识与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的

正向调节作用成立,支持假设2b成立。
为了进一步厘清不同主体主导的互动方式对导

师隐性知识与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的影响程度,本
文选取导师隐性知识、导师主导式互动、学生中心式

互动分别在均值以上和以下各两个标准差的4个

点,作为绘制不同变量相互作用关系图的基准

(见图1)。

图1 导师主导式互动和学生中心式互动对导师隐性知识和研究生科研兴趣的调节作用比较

  由图1可知,无论是导师主导式互动,还是学生

中心式主动互动,均可以正向调节导师隐性知识和

研究生科研兴趣,即互动程度越高,导师隐性知识对

自主学习兴趣的正向作用越强。但通过比较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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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导师主导式互动对导师隐性知识与研究

生科研兴趣形成的调节作用明显弱于学生中心式互

动方式,即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形成更重要的取决于

导师隐性知识传递的接收方———学生的主动性,完
全被动受制于导师本身,所形成的兴趣激励效应相

对较弱,且惠及面也会因学生主体差异而缩小。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与提

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

应充分利用自身持有的各类隐性知识,设计的引导

策略,不仅能有效让学生认知本领域的前沿理论与

实践,拓展学生的知识范畴,而且通过各类传授技巧

的运用,能充分调动科研氛围,使学生的主动参与科

研的意识增加,提升其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最终

达到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的目的。
(2)导师主导式互动和学生中心式互动对导师

隐性知识传递与研究生科研兴趣形成之间的正向关

系起到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回归结果分析

可知,导师主导式互动和学生中心式互动两种不同

的互动方式实施,均可以正向调节于导师隐性知识

传递与研究生科研兴趣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互

动程度越强,导师隐性知识对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影

响越大。但两种不同互动方式所形成的调节效应有

所差别,前者的调节效应要弱于后者,原因在于导师

主导式互动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的参与学术研究,让
导师持有的各种从事科学研究的技巧、经验等隐性

知识能产生启发学生主动思考的作用,但对研究生

科研兴趣形成的作用程度要受制于学生主体本身;
而学生中心式互动则不仅仅建立在学生积极参与科

学研究的环节,更重要的是致力于学生之间的角色

互动,使其能在为没有导师的直接参与下,相互之间

启发创新思维形成,完全实现开放式互动,而导师在

这一过程中,仅利用自身持有的隐性知识对学生之

间的互动结果进行诊断和强化认知,并启发学生进

行课下的自主学习,以此路径来实现对研究生科研

兴趣的充分激发。
(二)主要对策与建议

综合上述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精准化定位面

向不同培养阶段的研究生差异化需求,采取不同主

体主导的互动方式,对传统师徒制研究生培养模式

进行革新,在有效引导认知科研问题的同时,最大程

度的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其具体措施有:
(1)研究生科研启蒙阶段以导师主导式的互动

方式为主体。在课堂教学、团队研讨等培养过程中,
充分将导师自身持有的科研经验等隐性知识融入培

养过程中,引导新生产生互动意识,初步形成科研认

知,具体路径包括:一是对交流沟通过程中学生难以

直接深入分析或内容的跨度比较大的问题,可以通

过导师隐性知识对问题本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行

递推式延伸,让师生之间交流更为顺畅的同时,使学

生寻找到切入点,以便于后续研究的深入思考,促使

学生对科研动向和科研问题产生探知欲;二是基于

科学研究问题源于实践的特征,导师在实践教学过

程中,应通过案例或项目引导方式,以科研反哺教学

模式,将科研前沿信息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传递

给学生,来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知欲,并在专题讨

论方式讨论过程,让学生对科研前沿信息相关问题

产生认知,以此鼓励其采用实验方式进行先期验证,
从而使学生从实践中探知新问题。

(2)研究生科研探索阶段以学生主导式的互动

为主体。学生对科研问题有了一定认知后,导师隐

性知识的能动效应发挥,应强化对其科研独立性的

培养方面,因此,在该阶段,研究生培养焦点应修正

培养初期的“手把手”传统师徒制模式,让学生自身

成为互动的主体,导师成为其开展科研的协作方。
具体路径包括:一是以翻转教学为手段,导师利用先

验隐性知识为学生指明科研方向,设定较为具体的

实验过程,提出具体的科研文献和所需掌握的专业

知识;二是开展以学生为主导的每周定期研讨模式,
在研讨过程中,导师可以采取不同的引导策略,来培

养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和主体意识,并根据自身的

教师经验注意学生互动的范围与程度,判断学生的

互动行为和学习结果,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团队互动

梯级效应,并不断作出教学反思,根据学生进展进行

更迭微调任务,最终促使团队成员形成良好的科研

氛围的同时,充分激发研究生个体的科研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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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Supervisors’TacitKnowledgeonResearchInterestofPostgraduates:
Basedonthemoderatingeffectofinteractivemodesbydifferentdominant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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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llowingtheneedofeducationforhigh-levelinnovatorsinthebackgroundofinnovation-drivendevelopment,the
optimizationofthetraditional“master-apprentice”trainingmodeandtheexplorationofthewaysthatcaneffectivelyinspirethe
academicinterestofpostgraduatesbecomenowcrucialtotheenhance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quality.Thispaper
focusesonexploringtheinfluenceontheresearchinterestofpostgraduatesstimulatedbytacitknowledgeofsupervisors
throughthemodesofinteractionsdominatedbydifferentpartsoftheeducation.Theempiricalresearchmanifeststhatthetacit
knowledgeofsupervisorscanprovideapositiveimpactontheformationofthescientificresearchinterestofpostgraduates.The
interactionsdominatedeitherbysupervisorsorpostgraduatescanpositivelymoderatetheinteractionrelationsbetweenthetwo
parts.Butthedegreesoftheinfluencearedifferent,thatis,themoderatingeffectofstudent-centeredinteractionisstronger
thanthatledbysupervisors.Basedonthestudy,theauthorsproposemulti-pathreformonpostgraduateteachingandtraining
mode,aimingtogivefullplaytothedynamiceffectofthetacitknowledgeofsupervisors,accuratelylocatethedifferentiated
needsofeducationforindividualpostgraduatesandemployinteractionsdominatedbydifferentpartsoftheeducation.
Keywords:tacitknowledgeofsupervisor;supervisor-ledinteraction;student-centeredinteraction;research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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