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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拿大的博士生培养机制和体系在百余载的发展历程中臻于完善,其培养质量业已位居世界前列。
而我国的博士教育,尽管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国际范围内而言,博士生教育在竞争

力、创新力以及行业领导力等方面与加拿大等欧美高等教育强国之间还存有一定差距。因此,从博士生选

择、培养过程、博士教育目标等三个方面阐述加拿大的博士教育经验,以期能为我国博士教育提供一定的借

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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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博士生教育在经历了128年的历史变

革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无论是迎接全球挑战、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满足国

内劳动力市场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在本国高等教育

中的战略地位己得到全社会公认。”[1]而我国经过四

十余年的探索和变革,已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博士培养体系,且在博士教育质量上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核心

“产品”———博士生的竞争力、创新力以及行业领导

力等方面与加拿大等欧美高等教育强国的培养成果

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本文从加拿大的博

士生遴选、博士培养的过程指导和中期管理、博士教

育的目标取向等三个维度深度访谈了加拿大的三位

资深教授———PhelimBoyle、MaryHardy、RalphE.
H.Smith①,以期能从政策制定、实践策略等层面对

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加拿大的博士申请和选择

(一)如何选择优秀的博士候选人

刘秀霞(以下简为“刘”):尊敬的Phelim教授,
很幸运能有这次机会向您请教加拿大博士培养的问

题。诚如之前我所了解到的,您在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工作了10年,在滑铁卢大学工作了25年,退休之

后又被劳瑞尔大学返聘任教10年,故而,您对加拿

大的博士培养制度和体系有亲身的体会和全面的理

解,所以请您谈谈,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您的博

士生? 在选择申请者时您会关注哪些素养?
PhelimBoyle教授(以下简为“Phelim”):是的。

我从1975年就开始带博士生了,在工作的45年中,
我作为主要博导(Main/PrincipleSupervisor)一共

指导了15~16位博士生,而作为博导委员会

(SupervisorCommittee)②中的一员,我共计指导了



40~50位博士研究生。我在选择和面试博士时主

要会关切几个方面,一是申请人的创新意识、好奇

心、学术志向和勤奋程度。显然,这些非智力因素层

面的素质很难被测评,只有通过交谈尽量做出全面

准确的判断;二是申请人提供的推荐信;三是申请人

的成绩单。除此之外,我也会参考一些标准考试的

成绩,如 GraduateRecordExamination(GRE)、
GraduateManagementAdmissionTest(GMAT)
等。总之,申请者的成绩单是选择博士生的一个重

要参考,但好的成绩不是选择的唯一指标。
刘:在中国,面试在博士录取过程中是一个不可

或缺的环节,随着近年来中国博士招生制度的改革,
博士生申请考核制越来越受到相关高校、科研院所

的青睐,所以请您谈谈面试在遴选博士生中的价值。
Phelim:面试③能让我们获知博士申请人更为

具体、真实和全面的信息。请容许我举个例子来加

以阐释。曾经我招录的一个博士生,当初申请博士

时提供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教授推荐信。然而在随后

的读博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这位学生太过安静和守

旧,而且缺乏创造性和好奇心,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相

处得十分辛苦,她自身也并未展现出推荐信所述的

天资。因此,我们必须在面试阶段仔细地询问和辨

认申请者的人生经历,并从中寻找能判断申请人的

创造力、学习态度及学术潜力的线索,进而让面试环

节切实成为选择博士生的一个重要关口。
(二)好的品质胜于漂亮的成绩单

刘:Mary教授,我知道您从1994年获得博士学

位后就开始带博士研究生了,到目前已经指导了13
~14名博士研究生。因此,在这25年的博士培养

经历中,您对加拿大博士申请的必要条件和相关的

考试要求一定有亲身的体悟和深刻的看法,所以请

您谈谈您的观点。
MaryHardy教授(以下简为“Mary”):是的。

在加拿大申请攻读博士学位是有明确的制度规定,
同时也有许多有效的但不成文的规定。例如在我们

学院拥有硕士学位并不是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必要

前提,但学院很少会接受一个没有硕士学位的申请

者。另外,你在本科和硕士期间所在的一流学校及

获得的优秀成绩对你申请攻读博士学位不是必须

的,但却是有很大的帮助。然而,很多时候漂亮的成

绩单并不能保证申请人适合攻读博士学位,而优异

的学术品质更为重要。
刘:确实,想通过考试来评判一名学生是否真的

适合做学术研究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但相关的

改革总是姗姗来迟或者效果堪忧。导师在选择学生

时也有许多的主动权,比如在面试环节,所以请您谈

一下在面试中,学生的什么品质最吸引您。
Mary:学生广泛的兴趣和做研究的热情最能吸

引我。我想接收那种有想法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美

好的学生,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方向。但如果一个学

生只对科研感兴趣,而对如何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

好漠不关心的话,即使他有很好的成绩单,我也不会

接受这样的学生。就我个人而言,我想做的就是在

把理论知识应用在人类实践中一些小的方面,进而

使我的研究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也期望我的

博士生能有这样的品质。

二、加拿大博士培养的过程指导和中期管理

(一)不间断的定期面对面汇报交流

刘:关于中国大陆博士教育的中期考核,就我的

了解及自身经历而言,更多的是形式重于实质,考核

似乎像一个行政任务。所以,请您谈谈加拿大博士

培养的过程指导和中期管理是如何进行的。
Phelim:通常而言,博士生在修完相应的学分后

和论文选题前的这段时间需要参与博士生综合考试

(ComprehensiveExamination)④,测评通过者即为

博士候选人,这意味着学生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同时也表明博士候选人需要进一步和导师⑤以及相

关的教授讨论博士论文的选题等问题。从教育政策

制度的层面来看,博士生综合考试是加拿大博士教

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培养阶

段。实际上,这项考试是一项淘汰制的考核,为了让

淘汰机制更好地运转,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改进的

工作。
而从我自身培养博士生的经验而言,在博士指

导的过程中,导师需要与学生一起合作,并就相关的

研究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平等切磋。博士培养过程

中,我十分认可通过学生汇报、教师聆听并提问的指

导方式。每周我都会和自己的博士生见面交流1个

多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用约40分钟的时

间来汇报他近期的科研进展和阅读成果。通过汇报

的方式,学生能每周不间断地整理回顾、修改调整和

再思考自己的研究主题。另外,通过每周定期的学

习汇报,也能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演讲水平,这对

学生后续参加工作面试或者学术会议的汇报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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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帮助。
刘:的确,我也十分认同汇报对博士生成长的积

极意义。但正如您刚提及的,导师不能过多干预学

生的学术研究,然而又不得不在学生处于茫然的阶

段站出来指引学生。所以,在博士培养的过程中,导
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Phelim:假若用一个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导师所

扮演的角色,我想教练(Coach)是一个十分恰当的

词语。就像TorontoRaptors(NBA猛龙队)或者

LiverpoolFootball(英超足球队)的主教练,最好的

球员也会犯一些错误,作为主教练,你应当批评他,
但你更应当指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所以导师在

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应该给予他们好的想法和丰

富的机会,而不是给学生设置过多的束缚。因此,我
想对于导师的角色描述而言,“教练”是一个优于“老
板”的隐喻。概言之,博士培养过程中,导师应在恰

当的时间给学生提供适切支持,不仅要帮助学生把

握好前进方向,同时也要为学生的成长营造开放的

广阔空间。
(二)制定容许提前失败的博士生淘汰机制

刘:我觉得,选择适合攻读博士的学生十分重

要,与此同时,导师对博士的过程指导和中期管理也

很重要。所以,请您从加拿大的制度层面和个人经

验的层面谈一谈博士生的过程指导、阶段性考核和

管理。
Mary:培养博士生的一种重要指导方式就是导

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完成一个以学生为主导的研究项

目。另外,值得一谈的是加拿大的博士淘汰机制,这
可被视作博士生教育的中期管理制度。在一定意义

上,一个学术研究资质平庸的学生一定要完成博士

论文并非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应该设置容许提前

失败的机制。至于在指导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上,
这需基于学生的情况。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喜欢“导
师合作”方式指导博士研究生,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

很好的指导效果。显然,导师合作指导学生是一种

个人行为和选择,其有相关制度规定但并不强制执

行。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指导博士生的

方式,当你与一个值得信任且知识体系互补的教授

合作指导一个学生之际,该学生会得到更为广阔的

知识、方法等方面支持,同时在指导时间方面也会更

加灵活和有保障。
刘:是的,导师在博士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我曾经问过您关于导师隐喻的问题,当时

您的回答是导师像一个导游,现在请您再阐释一下

这个观点。
Mary:对的,因为我们培养的是一个想要成为

独立研究者的人,所以导师的角色应该像一个导游,
给你的学生展示景点的历史和故事以及周边的风景

和资源等,然后引导他们走近并欣赏风景。所以,当
你的学生行走在正确的路上时,导师要做的就是肯

定并继续支持学生,而当学生走在歧路上时,导师就

应该及时告诉他们需要调整方向,而不能放任学生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加拿大博士教育的目标取向

(一)培养博士生成为热衷于创造性研究的人

刘:我想我们培养博士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希

望他们能对一个社区、国家或者整个人类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并从知识的创造、技艺的改

良、制度的完善等层面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为美好。
因此,我特别想知道您是怎样看待加拿大博士教育

的目标取向的。
Phelim:显然,你所提及的这些是从整体的、宏

观的层面来谈论博士教育的目标指向问题,我认为

这是人类能不断前行的驱动力之一。然而,关于这

个问题我更想分享我的个人哲学理念:即培养博士

的目的在于让他们能做一些有意思的、有创造性的

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份开心的职业。再进

一步具体到指导博士生过程中的一些目标取向,我
通常不会给学生限定直接的目标,但我会定期与学

生见面并了解他们阶段目标的进展情况,比如参加

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或者完成学位论文的进度

等目标。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从事学术性工作是

部分博士毕业后的生涯规划,也是导师对有学术抱

负的学生的一个重要期望。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学

生进入了知名的金融类机构或者自主创业。
刘:加拿大的博士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每年都

有大量的国际留学生求学于此,学校也为学生学习

提供了众多支持。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所以,
请您谈谈目前加拿大博士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博

士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
Phelim:在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中,我们的学生从

本科到博士都存在视野狭窄的问题。学习物理的只

懂得物理领域的知识,学习计算机、化学等专业的同

样也只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知识。而我认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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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该具有综合性的知识,如学习文学的学生要

了解一些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博士研究生必须

要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但在聚焦自己的研究领域之

前你需要涉猎宽广的知识领域。因此我认为,不仅

仅是博士研究生,而是对整个教育体系而言,学生的

视野应该更加宽阔。而对博士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

质这个问题,我认为创造力、深度思考力、逻辑思维

力以及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等是一个博士研究生要具

备的素养,同时对这些优异品质的培育也是我们博

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培养博士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群体

刘:我了解到您培养的博士生中很多人都很成

功,毕业后他们有进入北京大学、滑铁卢大学等高校

成为知名教授的,也有进入CIBC等金融机构担任

风险管理师等职务,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以

请您谈谈加拿大博士教育的目标以及当下博士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
Mary:实际上,从前面我们谈及选择博士生的

品质时就隐含了一定的培养目标取向。就国家、社
会的角度而言,博士生群体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智囊团队,他们对国家实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以

及社会改良等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从我自身

的立场来说,我希望在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能创造

或者形成一个研究团队,其中包括两位导师和一个

博士生,我们期望在博士生求学结束的时候,该学生

能成为这个研究团队的领导者。也就是说,我希望

我指导的学生能成为他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领

导者(Leader)。而关于现在加拿大博士教育存在的

问题,我能想到的应该就是综合考试未必能有效地

衡量学生的学术能力、培养经费的不公以及导师和

学生的匹配选择等方面。显然,这些问题由来已久,
需要我们不断改革才能进一步完善博士生的培养

体系。

四、加拿大博士培养的制度和经验

对我国博士培养的启示

目前,“我国已步入博士生教育大国行列,基本

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2]然
而,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国际高等教育强国相

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

四十余载历程中,我们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导师的

指导、培养过程的管理以及培养质量的保障等方面

积淀了许多经验,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

和完善。通过深度访谈加拿大的Phelim、Mary和

Ralph三位资深教授,我们认为加拿大的博士教育

经验主要从制度政策、实践策略等两个方面对我国

的博士培养具有启发价值。
(一)制度政策的设定和调整

1.制定严格的中期管理和考核制度

上文访谈提问中业已指出,我国当前的博士中

期考核更多流于形式,没能真正实现中期管理的目

的。在加拿大,我们访谈的三位教授一致提及了博

士候选人的综合性考试。正如Ralph教授所指出

的,“在加拿大,博士生只有通过了综合性考试才能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且往后攻读学位期间他们都需

要向指导委员会汇报研究进程,这是制度上的规

程。”虽然三位教授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目前的综合

性考试对于测评博士生的学术潜力存在一定的问

题,但都认可严格的中期管理对于博士教育不可或

缺。加拿大的知名高校,如多伦多大学[3]、麦吉尔大

学[4]、英属哥伦比亚大学[5]等,都对博士生的中期管

理和考核制定了完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在此基

础上设置了严格的博士淘汰机制⑥。Mary教授在

访谈中认为,制定博士生的失败机制对学生、导师及

培养单位而言是难事但并非坏事,因为它能提前中

断错误的选择,进而让学生去做适合自己的事业。
显然,制定严格的中期管理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淘汰学生,而在于督促学生刻苦钻研。因此,我们认

为,我国博士教育应在中期管理上做一定的改革,改
变现在流于表面的年度考核,切实从博士生的专业

水平、科研潜力以及学术态度与志向等层面对学生

做全面深入的测评,进而对学生的未来学习和选择

提供有益的反馈和帮助。作为博士生教育的直接指

导者,博士生导师应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相应制度

的变革实践进程。
2.严控招生数量,确保博士生教育的高度

如果一个国家培养的博士生无法找到一份稳定

的工作或者未能从事一项与自身专业相关的事业,
我们很难认可这个国家的博士教育是成功的。
Ralph教授在访谈中指出,“政府在培养博士生的数

量规划上欠缺考虑,他们并未认真思考博士生毕业

后的处境,我们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生命、时间和经费

去培养博士生,然后他们对自己毕业后的去向表示

茫然,用可能会去沃尔玛工作或者去开计程车等说

法来回应他人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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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士教育是从1978年开始,当年全国只

招收了18个博士生。1982年,仅有6名博士生取

得学位,但到了2006年,博士生人数就从18个飙升

到20万,授予学位的人数从6人增至5万多人。”[6]

而到了2019年,我国一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已超过

10万。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博士教育规模

失控了。疯长的博士教育导致的结果是博士生规模

不断扩张,继而致使师生比例失调,部分博士生处于

“放养”状态。“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

课题组于2004年进行的调查,有63.7%的博士生

导师指导研究生人数在10人以下,有20.4%的博

士生导师指导人数在11~20人,指导人数超过20
人的博士生导师有12.3%。”[7]显然,这种状况不利

于提升博士教育的品质。返观我们访谈的三位教

授,1975年开始招收博士的Phelim教授一共指导

了15~16位博士生,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的Mary
教授一共指导了13~14位博士,1994年开始招收

博士的Ralph教授一共指导了13位博士。从数据

上直观看出我国的博士教育规模过于庞大,师生比

明显高于加、美等高等教育强国。因此,为了保证博

士教育的质量和高度,应果断调整我国博士教育的

内部结构和减缓博士招生的增长速度。
(二)导师自身成长和对学生的指导

1.导师指导艺术的学习与提升

不论我国还是加拿大,都较为忽略教授也应该

学习如何指导博士研究生这个问题。实际上,教授

的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很好地指

导博士研究生,所以,博士生导师如何提升指导学生

的能力值得关注。三位教授回忆他们成长为成熟博

士生导师的历程,一致认为不断学习、自我反思以及

与跨学科教授之间的交流在提升指导学生的水平中

扮演重要角色。恰如Phelim所言:“现当代社会中,
教授也应该学会更新自我,教授每年应开设不同的

课程。同时,我们(博导们)并没有接受过如何成为

导师的教育,督导学生的过程中有时也会茫然。有

时候你回顾你的经历,然后发现,好像应该这样督导

学生。在我看来,教授必须接受如何督导学生的培

训。”故而,学校或院系相关部门等应定期组织博导

督导水平提升或督导经验交流的沙龙和论坛,通过

此种方式来提升博士生导师督导学生的能力,进而

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导师合作制的形式指导学生

导师自主选择值得信赖、彼此尊重、优势互补的

教授展开合作指导,充分发挥合作导师双方在知识

领域、指导方法等方面的优势,分担彼此的督导责

任,从而为博士研究生在知识、方法等方面的发展提

供更充分的帮助。此外,通过导师合作还能促进导

师间的相互学习,尤其有助于新晋博导提升指导学

生的能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8]、麦吉尔大学[9]等

高校都在合作督导的期望、分工、逻辑等方面提供了

一些制度支持,如规定合作指导的教授之一必须具

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职称,另外一方只要合乎相关资

质即可。Mary教授从自身的实际经验出发充分肯

定了此种督导方式。而我国目前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多为单独指导,仅在理工科领域存在所谓的“大小导

师”制度,但不同于此种合作指导方式。所以应鼓励

导师尤其是交叉学科领域的博导,尝试从校内开始

展开自主合作的指导模式,为博士研究生提供更全

面的指导和支持。
3.以生为本的督导模式

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博士生指导方式为师门

会议、实验室会议等以导师为中心的“一对多”指导

模式。部分导师忙于自身研究或行政事务无暇顾及

学生,甚至存在博士生与导师见面困难或者周期极

长等乱象。此外,部分博士生导师忽视学生的个性

化特点,要求学生亦步亦趋,遵从自己的研究风格。
由此造成能够有效促进博士生专业发展的个性化指

导缺失,博士生素养提升缓慢,进而导致博士生研究

成果质量堪忧、博士生思维僵化、研究成果雷同及创

新性匮乏等问题。
访谈中Phelim讲述到:“我会每周和学生碰面,

有时候喝喝咖啡,简单交流。更多的时候,学生通过

每周40分钟的汇报方式展示其学习成果。”Mary也

会同她的合作导师每周同每一位博士研究生展开一

个小时的交流,部分场景中导师们会有意制造一些

考验学生的场景,训练学生应对压力的能力,培养其

独立的科研精神。Ralph也指出,“所有人的会议有

时是对个人时间的浪费。毕竟每个学生的情况不

同,并且有些问题并不适合集体交流。”因此,国内导

师应反思现有的指导方式并做出实质性改进,同时

可借鉴加拿大以生为本的督导方式,以提升博士生

培养的品质。这种指导通常以学生的学习、研究及

生活为中心,并选择在会议室、实验室、研究现场

等⑦场所进行。质言之,减少“一对多”的指导和增

加“一对一”的个性化督导可成为国内导师借鉴的一

种指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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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PhelimBoyle.爱尔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爱尔兰著名

经济学家。博士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Dublin),先 后 任 教 于 英 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滑 铁 卢 大 学

(UniversityofWaterloo)和劳瑞尔大学(WilfridLaurier
University);MaryHardy.英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
士 毕 业 于 苏 格 兰 的 赫 瑞 瓦 特 大 学 (Heriot-Watt
University),自1997年起任教于滑铁卢大学至今;Ralph
E.H.Smith.加拿大人,生物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博
士毕业于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于滑铁卢大学

任职31年。
② 博导委员会,通常由4~5位教授组成,该委员会中的组

员主要投票表决博士生的去留,评阅博士生的科研成果、
研究设计以及科研项目进度等,并就后期研究中的问题

提出修改意见,但不直接指导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写作。
③ 加拿大的博士招生制度中无明确规定的面试环节,多为

导师个人行为。通常有四种方式:一对一面谈、邮件往

来、电话沟通、Skype视频面试等。所以与中国的集体面

试有一定的差异。
④ 综合性考试的结果通常有四种结果:优异通过(Passwith
Distinction),通过(Pass),重新考(Re-examination),及

淘汰(Fail)。
⑤ 加拿大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部分入学前确定,部分入学后

通过博士候选人考试后再确定导师。对于后者此处导师

可能仅仅是入学之际分配的以帮助学生适应学校生活的

指导 教 师 (Advisor)而 不 一 定 是 论 文 写 作 导 师

(Supervisor)。
⑥ Phelim教授在访谈的过程中提及,劳瑞尔大学的淘汰率

大约为25~30%。Phelim进一步指出,生源好的高校淘

汰率会比较低一点,如他之前工作过的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和滑铁卢大学。
⑦ 会议室中学生会更放松,导师也是更专注,比起在导师办

公室更容易实现师生平等。选择实验室通常是为了在实

验现场指导学生的便利性。现场指导比如会选择在收集

样本的户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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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pasthundredyears,Canadahasbeencontinuouslyimproveditsdoctoraleducationalsystemandthe
qualityofitsgraduateddoctoralstudentsisattheforefrontintheworld.Meanwhile,althoughChinahasmadegreatprogress
initsdoctoraleducationinthepastdecades,whenincomparisoninthecontextofthewholeworld,thecompetitiveness,
innovationpower,andtheleadingroleinindustrialdevelopmentofthedoctoraleducationinChinastilllagbehindCanadaand
strongcountriesineducationinEuropeandAmerica.Therefore,thispaperelaboratestheexperienceofCanadaindoctoral
educationfromthreeaspects:theselectionofdoctoralcandidates,theprocessofeducation,andtheobjectivesoftheeducation,
aiming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thedoctoraleducationinChina.
Keywords:Canada;doctoraleducation;medium-termmanagement;educationalobjectives

·88· 刘秀霞,等:加拿大的博士培养及启示———访谈加拿大Phelim、Mary、Ralph三位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