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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472名理工科在校博士生的调查数据和10名博士生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去学前后学术职业

志趣不变占比为64.8%,回归科研意愿比例(9.1%)大于逃离科研比例(7.6%);以学术职业志趣不变为参照

组,父母教育程度、课题组规模和科研训练环境3个因素显著预测回归科研的发生率,攻博方式、科研角色认

同和课题组规模3个因素显著预测逃离科研的发生率。高校可以从优化博士生招考方式、加强入学前学术志

趣筛查、理性看待课题组规模、改善科研训练环境、增进科研角色认同五个方面入手,提升理工科博士生的学

术职业志趣,吸引优秀博士生以学术为志业。
关键词:博士生;学术职业;学术志趣;逃离科研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传统观念认为,博士教育就是培养专门从事学

术职业的博士生的教育。持这种观念的博士生在攻

读前和毕业后,倾向于选择学术岗位就业。然而受

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影响,这种观念已经弱

化[1]。博士生就业趋向多元化,给学术型博士教育

提出了新的挑战。优秀博士生不以学术为业、毕业

即离开科研的事件[2-3]引发了教育界、科学界对博士

生学术志趣问题的深度思考。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

先生认为,科研过程中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志趣之

火不灭、生生不息[4]。但作为博士生,一位还未成为

独立研究者的博士生,他们维持学术志趣仅靠个人

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教育环境的支持。如果在培

养过程中关注博士生学术志趣变化,及时调整教育

策略、提供学术支持,就能减少优秀科研人才的流

失,吸引更多不打算从事学术职业的优秀博士生回

归学术岗位就业。因此,博士生入学前后学术志趣

的变化,蕴含着重要的教育启示,探究这种变化背后

的影响因素,对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学术志趣是指对专业领域高度认同、非常感兴

趣且立志于投身学术[5]。学术志趣也可以理解为从

事学术工作的兴趣和志向,综合了个体对学术的认

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多种成分,具体体现在求学

动机、学术兴趣、学术抱负、学术理想、学术情怀、职
业期望、职业选择等诸多方面。下面从四个方面梳

理学术志趣的相关研究。
第一,从个体对学术的认知上看:学生对博士头

衔和学术职业的认知受到外界的影响。有学者认为

在学术环境和学术就业压力等外界因素影响下,我
国研究生学术理想经历了较大变化,学术理想不再

成为就业首选,研究生群体科研积极性不高,献身科

研的学术理想开始动摇[6];有学者认为“逃离科研”



跟当前科研制度与氛围、博士生经济收入、健康状况

等因素有关[7];还有学者认为成为研究者主要受到

导师和伟大事物感召的影响[8]。
第二,从个体对学术的情感和态度上看:博士生

学术动机多元化并存。当前博士生抱负呈现多元

化、异质化特征,功利化动机已经不可避免[9]。调查

显示,学术忠诚成分中,学术认同得分最高,学术努

力居中,学术理想得分最低[10]。就学术情感和态度

问题,有学者提出实施学术情怀教育的构想[11]。可

见,博士生对于学术的情感和态度是复杂而多元的。
第三,从个体对学术的行为上看:博士生攻读原

因和就业选择多元化。博士生做出考博决定之时,
就已经为学术职业生涯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12]。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博士候选人缺乏足够的热情与

意愿,对博士教育的本质理解不清晰,攻读博士的动

机多样化[13]。但博士生个体选择动态化、入学动机

多样化、就业偏好多元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14]。
第四,从学术志趣的综合研究上看:学术志趣受

个体和教育环境两大因素的影响[5]。研究发现,男
性研究生学术志趣高于女性,本科生随着年级升高

而学术志趣变低,但在硕士生群体,年级越高学术志

趣越高[15];并不是所有个体对学术都有兴趣,但只

要个体足够努力、学习足够投入也能产生学术兴

趣[16]。研究发现,导师的学术志趣[17]、课程设

置[18]、培养方式变革[19]、本科科研训练[20]等能够激

发学术志趣。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阐释了学术志趣的内涵、外

延及现状,对“逃离科研”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集中

揭示了学术志趣的静态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忽略

了一个关键点,即博士生入学前的学术志趣以及入

学后是否发生改变。本研究拟从理工科博士生入学

前后学术职业志趣如何改变切入,尝试回答以下问

题:在读理工科博士生中拥有逃离科研意愿的比例

多大? 有回归科研意愿的比例又是多少? 这些变化

受什么因素影响? 有哪些教育启示?

二、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定量方法为主、以定性方法为补充。
定量研究部分使用的自编问卷,其结构如下:第

一、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等13个变量。第二、
学术职业志趣及其变化的测量。本文将学术职业志

趣操 作 化 定 义 为 从 事 学 术 职 业 的 期 望,参 考

Brittany(2019)的研究[21],采用回溯作答方式报告

入学前的职业期望,问题为“回忆一下,您入学前想

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当前的职业期望问题为“您现

在期望从事什么职业”,每个问题设置“A不确定、B
学术职业(如在大学、科研院所的学术岗位等)和C
非学术职业”三个选项,根据作答结果划分不同类

型。第三、科研角色认同和科研训练环境的测量。
科研角色认同量表[22]有5个条目1个维度,采用李

克特5级计分,条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

表示科研角色认同水平越高,条目举例“总的来说,
科研角色是我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次调查中该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5。科研训练环境量表[23]

共16个条目,反映影响研究生学术兴趣的8个环境

因子,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条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

分,得分越高表示科研训练环境越好,条目举例“周
围的老师似乎对做研究不是很感兴趣”,本次调查中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4。
定性研究采用自编半开放式访谈提纲,涉及入

学前后科研兴趣、学术抱负、就业打算等内容。
(二)数据来源及特征

调查数据来自国内三所理工类“985”大学。调

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500份,最终回收

472份学术型博士生问卷,有效率为94.4%,具体见

表1(部分样本有缺失值)。调查样本与被调查的某

所大学博士生数据进行比对,在性别、生源等结构上

有一致性,说明此次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访谈对象共10名,来自A、B、C三所理工类大

学。其中:男7人,女3人;专业为化学3人、材料1
人、通信4人、生物1人和计算机1人;四年级博士生

4人,三年级2人,二年级2人,一年级2人。访谈对

象按照A1~A10顺序进行编码,以方便资料整理。
(三)变量描述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自变量分为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家
庭月收入、父母教育程度)、个体特征变量(本科参与

科研经历、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年级、是否跨专业、科
研角色认同)和教育环境变量(导师学术身份、课题

组规模、攻博方式、组会频率、参与课题的级别、科研

训练环境)三类,具体变量解释及频数分布情况见表

1。因变量为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类型(见表2)。
数据分析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

统计、卡方检验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访谈资料

采用类属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解释定量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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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变量与统计描述

自变量 变量解释 变量赋值 频数 百分比

人口学变量

性别

年龄

家庭月收入

父母教育程度

男 1 333 72.9%
女 0 124 27.1%

≤25岁 1 208 45.5%
26~29岁 2 218 47.7%
30岁以上 3 31 6.8%
5000元以下 1 130 28.4%
5000~10000元 2 182 39.8%
1~2万元 3 93 20.4%
2万元以上 4 52 11.4%
初中及以下 1 157 34.4%
高中/中专 2 143 31.3%

大专 3 57 12.5%
本科及以上 4 100 21.9%

个体特征变量

本科参与科研经历

本科就读学校类型

年级

是否跨专业

科研角色认同

无 0 298 65.2%
有 1 159 34.8%
985 1 158 34.6%
211 2 87 19.0%
其他 3 212 46.4%
博一 1 232 50.8%
博二 2 112 24.5%
博三 3 68 14.9%
博四 4 27 5.9%

博四以上 5 18 3.9%
否 0 289 63.2%
是 1 168 36.8%

低分组:≤-1sd 1 60 12.7%
中分组:±1sd 2 370 78.4%
高分组:≥1sd 3 42 8.9%

教育环境变量

导师学术身份

课题组规模

攻博方式

组会频率

参与课题的级别

科研训练环境

院士 1 14 3.1%
长江或优青杰青 2 87 19.0%

普通教授 3 278 60.8%
副教授+其他 4 78 17.1%
10人以下 1 127 27.8%
10~19人 2 166 36.3%
20~29人 3 78 17.1%
30~39人 4 36 7.9%
40人以上 5 50 10.9%
普通招考 1 170 37.2%
硕转博 2 111 24.3%

本科直博 3 20 4.4%
申请考核制 4 121 26.5%

推免 5 35 7.7%
1周多次 1 40 8.8%
1周1次 2 258 56.5%
2周1次 3 92 20.1%
1月1次 4 67 14.7%
无课题 0 116 25.4%

省部级课题 1 40 8.8%
国家级一般项目 2 110 24.1%
国家重点项目 3 106 23.2%
国家重大项目 4 85 18.6%

低分组:≤-1sd 1 73 15.5%
中分组:±1sd 2 317 67.2%
高分组:≥1sd 3 8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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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一)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总体

特征

1.入学前后学术职业志趣特点分析。以职业

期望为学术志趣的外显指标,理工科博士生入学

前选择不确定、学术职业、非学术职业的比例分别

为10.4%、71.6%和18.0%(见表2),学术职业占

比最大;入学后其比例分别为7.8%、72.7%和

19.5%,学术职业仍然占比最大。如果不考虑个

体内入学前后的变化,仅从统计数字上看,理工科

博士生入学前后学术职业志趣的变化趋势表现为

职业期望不确定者减少(2.6%)、选择学术职业者

增加(1.1%)、选择非学术职业增加(1.5%)。这

似乎表明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入学前后几乎不

变,但事实并非如此:考虑个体内入学前后的变

化,变动的比例就增加到18.0%(见表2),即约五

分之一的理工科博士生入学前后学术职业志趣会

发生变化,这个数量不可忽视。
2.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类型划分及分布。根据博

士生个体入学前后职业期望变化的性质,将学术职

业志趣变化类型分成五类(见表2):Ⅰ类,逃离科

研。指逃离科研的意愿,具体定义为入学前职业期

望是学术职业,但入学后发生了动摇或改变了自己

的学术职业期望,选择了“不确定”和“非学术职业”。

Ⅱ类,回归科研。指回归科研的意愿。入学前没有

选择学术职业而入学后选择了学术职业。Ⅲ类,学
术职业志趣不变。指入学前后都选择学术职业就

业。Ⅳ类,非学术职业志趣不变。指入学前后都选

择非学术职业就业。Ⅴ类,不确定。指入学前后,都
不清楚自己的职业类型。研究发现,理工科博士生

入学后,逃离科研发生率为7.6%,小于回归科研

(9.1%),82.0%的理工科博士生职业志趣不变,其
中学术职业志趣不变的占调查总人数的64.8%,见
表2。在志趣不变人群中:最初选择学术职业的理

工科学生变化最小(从入学前338人减少为306人,
下降率为9.5%);最初选择不确定的变化居中(从
入学前49人减少到30人,下降率为38.8%);最初

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变化最大(从入学前85人变为

51人,下降率为40.0%)。这个结果支持了“博士招

生时注重学术志趣筛选、对不确定就业方向的学生

加强职业生涯辅导”的观点。
表2 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入学前后的变化

时间 志趣类型 频数 百分比
职业志趣的变化

类型 定义
频数 百分比

入学前

不确定(a) 49 10.4% Ⅰ型 b→A、C 36 7.6%

学术职业(b) 338 71.6% Ⅱ型 a、b→B 43 9.1%

非学术职业(c) 85 18.0% Ⅲ型 b=B 306 64.8%

入学后

不确定(A) 37 7.8% Ⅳ型 a=A 30 6.4%

学术职业(B) 343 72.7% Ⅴ型 c=C 51 10.8%

非学术职业(C) 92 19.5% 志趣不变 入学前=入学后 387 82.0%

合计 472 100% 合计 466 98.7%

  (二)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影响

因素

以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五种类型(Ⅰ、Ⅱ、Ⅲ、Ⅳ
和Ⅴ)为因变量,以Ⅲ(学术职业志趣不变)为参照

组,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回归方程的

卡方值=102.422,显著概率P=0.016<0.05,表明

模型具有显著性意义,回归方程成立。似然比统计

(LikelihoodRatioTests)显示,科研训练环境、父母

教育程度对方程有显著性影响(P<0.05),其它变

量对回归方程影响不显著。表3展现了学术职业志

趣变化类型发生概率受人口学变量、个体特征变量

和教育环境变量影响的结果,统计结果发现:

1.父母教育程度、课题组规模和科研训练环境

显著预测理工科博士生回归科研发生率(P<
0.05),其它变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研究发现,与父母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相

比,父母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下的理工科博士生回

归科研发生的概率约为父母教育程度为本科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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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学术职业志趣变化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科研(Ⅱ) 逃离科研(Ⅰ)
B Exp(B) B Exp(B)

常数项 -4.843* -1.421

人口学变量

性别

年龄

家庭月收入

父母教育程度

男 -0.307 0.736 0.508 1.662
女 - -

≤25岁 1.023 2.780 -1.202 0.300
26~29岁 1.246 3.475 -0.789 0.454
30岁以上 - -
5000元以下 -0.922 0.398 -0.197 0.821
5000~10000元 -0.454 0.635 0.210 1.233
1~2万元 -0.216 0.806 -0.175 0.840
2万元以上 - -
初中及以下 1.520* 4.572 0.452 1.571
高中/中专 1.645* 5.182 0.732 2.080

大专 1.696* 5.452 0.622 1.862
本科及以上 0 0

个体特征变量

本科参与

科研经历

本科就读

学校类型

年级

是否跨专业

科研角色认同

无 -0.249 0.780 0.346 1.413
有 - -
985 0.148 1.160 0.632 1.882
211 -0.028 0.972 0.660 1.934
其他 - -
博一 0.458 1.580 0.555 1.742
博二 0.645 1.906 1.120 3.063
博三 1.262 3.533 1.653 5.225
博四 -0.326 0.722 0.463 1.589

博四以上 - -
否 0.067 1.069 0.249 1.283
是 - -

连续变量 -0.004 0.996 -.133* 0.876

教育环境变量

导师学术身份

课题组规模

攻博方式

组会频率

参与课题

的级别

科研训练环境

院士 1.331 3.785 1.853 6.378
长江或优青杰青 -0.332 0.718 0.637 1.890

普通教授 -0.051 0.950 0.986 2.682
副教授+其他 - -
10人以下 -1.142* 0.319 0.216 1.241
10~19人 -0.891 0.410 0.597 1.817
20~29人 -0.809 0.445 1.404* 4.072
30~39人 -0.473 0.623 0.253 1.288
40人以上 - -
普通招考 -0.359 0.698 -1.976* 0.139
硕转博 0.406 1.501 -0.408 0.665

本科直博 -0.416 0.660 -0.542 0.581
申请考核制 -0.304 0.738 -1.907* 0.149

推免 - -
1周多次 -1.189 0.304 -0.021 0.979
1周1次 -0.764 0.466 -0.203 0.816
2周1次 -0.388 0.679 0.625 1.867
1月1次 - -
无课题 0.442 1.556 -0.275 0.760

省部级课题 -0.143 0.867 -1.023 0.360
国家级一般项目 -0.509 0.601 -0.337 0.714
国家重点项目 -0.410 0.664 -0.458 0.632
国家重大项目 - -

连续变量 0.047* 1.048 0.005 1.005

  注:以学术职业志趣不变(Ⅲ)为参照组,比较逃离科研(Ⅰ)、回归科研(Ⅱ)与Ⅲ的差异,由于篇幅限制本表没有呈现Ⅴ和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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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比约等于5),即父母学历较低的学生容易做

出回归科研的决定;但父母教育程度并不能预测理

工科博士生逃离科研的比例。访谈发现,父母学历

低的理工科博士生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低,在子

女就业时几乎不能提供就业资源和机会,父母期望

子女通过攻读博士、进入高校谋得教职提升社会

地位。
研究发现,所在课题组规模在10人及以下的理

工科博士生回归科研的概率显著低于所在课题组规

模40人以上的学生,说明课题组规模可能对做出回

归科研决定有影响。博士生既是研究者也是学生,
不等于科研人员,在知识和阅历方面存在欠缺,大团

队可能在资源上更有优势。访谈发现,研究生大学

中课题组人数较少与导师学术影响力弱、招收研究

生名额有限、未形成导师组联合培养模式有关,课题

组规模小意味着资源不足,这可能不利于博士生学

术成长,难以让理工科博士生产生回归科研的想法。
研究发现,科研训练环境与回归科研的概率成

正比,即科研训练环境越好,理工科博士生发生回归

科研的概率越高。访谈发现,良好的科研训练环境

促进了理工科博士生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投入,
他们以科研为乐,以课题组为荣。即良好的科研训

练环境促进理工科博士生学术志趣的生长。
2.攻博方式、科研角色认同和课题组规模显著

预测理工科博士生逃离科研发生率(P<0.05),其
它变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研究发现,攻博方式与理工科博士生逃离科研

发生率有关。攻博方式为普通招考和申请考核制的

理工科博士生与推免类理工科博士生相比发生逃离

科研的概率更低,即普通招考和申请考核制学生入

学前做出从事学术职业的期望后不容易发生动摇。
以往研究表明,贯通式或长学制虽然有利于科研成

长的连续性,但由于该模式尚不成熟而且学生就读

动机多元化,中途容易退出[24]。禀赋效应即损失厌

恶的研究表明,与得到相比人们更害怕失去[25],通
过考试取得博士生身份的博士,不轻言放弃,所以招

考制博士生的学术志趣更浓;而申请考核制模式注

重学生学术潜质,以学术成果和科研精神筛选博士

候选人,这样选拔的博士生学术兴趣更浓和学术能

力更高[26]。
研究发现,科研角色认同与逃离科研呈负相关。

即入学后科研角色认同水平越高,入学前做出学术

就业期望后越不容易发生改变;科研角色认同负向

预测逃离科研的发生率,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研究

结果,证明培养博士生科研角色认同的重要性。访

谈发现,理工科博士生在科研工作过程中经常产生

失败的体验,这些负性体验削弱了博士生的学术激

情,进而产生逃离的念头。
研究发现,所在课题组规模在20~29人的理工

科博士生,比所在组40人以上的发生逃离科研的概

率高4倍。与课题组规模预测回归科研的结果不

同,课题组人数20~29人时理工科博士生发生逃离

科研的概率较高,这表明课题组规模与学术志趣的

关系并非线性关系,需要理性看待。访谈发现,20~
29人规模的课题组在一所高校的学术影响力处在

中间位置,课题组负责人正处在学术影响力的爬坡

期,传递给组内博士生更大的科研压力,产生两极分

化的结果,科研能力差的博士生容易产生逃离科研

的想法。即导师学术地位、指导方式的差异可能造

成了这种非线性关系。

四、总结与建议

博士生入学动机多元化、就业多元化趋势已不

可避免,这预示博士教育的目标需要紧跟这种社会

需求进行调整。但另一方面,当前国家之间科技的

竞争、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

实质是人才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加强学术型博士

生学术志趣教育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关注博士生

入学前后学术职业志趣的变化,及时找到博士生学

术志趣变化的影响因素,才能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
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本文实证分析了理工科博士

生入学前后学术职业志趣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一

步明晰了人口学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和教育环境变

量与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思考

当前教育现象的内在逻辑和教育政策的实效性。
第一,82.0%理工科博士生入学前后志趣不变,

回归科研的比例(9.1%)大于逃离科研的比例

(7.6%)。志趣不变理工科博士生中:坚定学术职业

志趣占64.8%,这和鲍威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27];
坚定非学术职业志趣占10.8%,职业志趣仍不确定

者占6.4%。研究发现,约五分之四的理工科博士

生读博前树立职业志趣后不会发生改变,突显了早

期培养学术职业志趣、形成科研工作认同的重要性;
然而,在读期间博士生职业志趣并不是静止不变,约
五分之一的学生职业志趣发生了改变,他们或者回

归科研,或者逃离科研。从调查数据来看,回归科研

的比例大于逃离科研,这表明教育起到正效应,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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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育效应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二,影响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

人口学因素主要为父母教育程度。与父母教育程度

为本科生及以上的理工科博士生相比,父母教育程

度为专科及以下的回归科研的概率是其5倍;但这

种父母教育程度造成的效应并存在于逃离科研,也
就是说逃离科研行为受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这个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了鲍威等人(2017)
的研究结果,回归科研行为的发生可能与父母的教

育期望、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关。一

般来说,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博士生有更稳定的家

庭环境,在从事科研工作时能获得更稳定的支持,然
而博士教育却难以动摇他们产生回归科研的想法。
这不得不要求教育界进一步反思当前科研训练环

境、科研工作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以吸引更有学术潜

力的博士生献身学术工作。
第三,影响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

个体因素主要为科研角色认同。理工科博士生越认

可自己的科研角色,越容易回归科研、坚守学术职业

志趣;反之,越容易逃离科研、选择非学术职业就业;
而中等水平科研角色认同既容易逃离科研,也容易

发生回归科研。这启示我们,需要关注博士生的科

研角色认同水平。
第四,影响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职业志趣变化的

教育因素主要为课题组规模、攻博方式和科研训练

环境。科研训练环境良好与否,关系到入学前无学

术职业志趣理工科博士生是否向学术领域回归。本

研究发现,科研训练环境水平与回归科研比例成正

比,表明营造良好科研训练环境的重要性。课题组

规模出现不同的效应,需要理性看待。大课题组拥

有更多的资源,能保证课题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进
而更容易形成良好科研训练环境、形成团队心理资

本[28],发挥优势累积效应。然而,这个规模多大,临
界点在哪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攻博方式与逃离科研

发生率相关,与推免相比,普通招考和申请考核制学

生发生逃离科研的概率更低。招考和申请考核制强

化了读博动机,增强了科研角色认同。即损失厌恶

的研究表明,与得到相比人们更害怕失去[25],通过

考试取得博士身份的博士生,遇到困难不轻言放弃;
研究认为申请考核制扩散速度较快,已经取得了制

度的合法性[29],本研究从学术志趣的角度验证了这

一结果,申请考核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
进一步做好理工科博士生学术志趣培育工作,

吸引非学术职业志趣博士生回归学术领域,减少学

术职业志趣博士生流向非学术领域,让博士生的学

术职业志趣更加坚定,高校可以从教育环境和教育

主体两个方面抓起。
第一,教育环境方面,需要完善硬环境、改善软

环境。硬环境包括优化博士生招考方式、加强入学

前学术志趣筛查、理性看待课题组规模;软环境上需

要积极营造优良的科研训练环境。首先,优化博士

生招考方式。研究发现,招考型和申请考核制入学

的博士生入学前后能坚定从事学术职业,因而,高校

需要衡量不同招考方式的利弊,坚持多种招生方式

并举,逐步扩大申请考核制的比例。对于本科直博

和硕博连读等类型的考生,注重在低年级阶段实施

通识教育,二年级后根据志趣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

以培养学术志趣。对于学术志趣水平低的学生,做
好分流,打通学术型学位向专业学位分流的通道,支
持学生依据自身志趣成长成才。其次,在学术型博

士招考环节,需要加强博士生学术志趣的筛查,通过

暑期夏令营、结构化面试、心理测验等多种方式,筛
选有志于从事学术职业的博士生。再次,理性看待

课题组的人数规模。研究发现,课题组规模增长并

没有与学术志趣变化呈现线性的、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需要理性看待课题组人数的增长,团队师生规

模只有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发挥大团队的优势

累积效应。或者数量只是表象,而实质还是要回归

导师的有效指导。最后,高校需要积极营造优良的

科研训练环境。科研训练环境理论认为影响研究生

学术兴趣的因素分为人际和科研训练两大部分[30],
因此,需要积极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营
造互惠互信的团队氛围,并切实提高科研训练质量,
让学生有获得感。

第二,教育主体方面,教育者需要提升人文关

怀,促进理工科博士生的科研角色认同。外因通过

内因起作用,如果理工科博士生对自身科研角色不

认同,那么再好的外部环境也影响甚微。因此,高校

应积极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提升教师立德树人

能力,提升博士生的学术认同。首先,理工科高校的

管理者和导师应提升人文关怀。科研依靠人完成,
而科研训练过程中的人文关怀,能起到凝心聚力的

作用,提升博士生科研角色的认同。其次,要让导师

回归科研育人的本位。科研训练环境理论认为,导
师的榜样作用是激发学生学术兴趣、促使学生学术

认同的关键因素。只有导师热爱科研,才能够感染

学生热爱科研,提升学生对科研工作的认同度,吸引

优秀学生进入科研创新领域。最后,加强理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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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学术生涯发展的过程是学生学

术角色发展和自主性发展的交互过程[31],学术生涯

教育需要密切关注学生需要和价值观的变化[32]。
因此,要让学生明白攻读博士不但是学历的提升更

是人格的升华,要用科研精神丰富自己的生命,使之

变得厚实而充满韧性,让博士生涯成为人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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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AcademicCareerInterestChangesofScienceandEngineering
DoctoralStudentsbefore&afterAdmissionandEducationalCountermeasures

KUANGHongdaa,LILinyingb

(a.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SchoolofMarxism,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

Abstract:Ananalysisbasedonthesurveydataof472scienceandengineeringdoctoralstudentsandinterviewswith10PhDs
findsthattheproportionofthestudentswhokeeptheiracademiccareerinterestunchangedbeforeandaftermatriculationis64.
8percent,theproportion(9.1percent)ofthosewhoresumeacademicresearchinterestislargerthanthat(7.6percent)of
thosewhoescapefromresearchwork.Withreferencetothegroupkeepingacademiccareerinterestunchanged,thethree
factors,i.e.parents’educationallevel,researchteamsizeandresearchtrainingenvironmentaresignificantinpredictingthe
occurrencerateofthestudentswhomayresumesci-techresearch,whilethethreefactors,i.e.thewayofstudyfora
doctorate,theacademicrolerecognition,andtheresearchteamsizearesignificantinpredictingtheoccurrencerateofthe
studentswhomayescapefromsci-techresearch.Inordertoenhancetheacademiccareerinterestofthescienceandengineering
doctoralstudentsandattractthemtokeepacademicworkastheircareer,theauthorssuggesttoimprovetheworkfromfive
aspects:optimizingthewayofdoctoralstudents'enrollment,strengtheningthescreeningofacademicinterestbefore
admission,rationalizingresearchteam size,improvingresearchtrainingenvironment,andpromotingacademicrole
recognition.
Keywords:doctoralstudents;academiccareer;academicinterest;escapingfrom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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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Dimens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Modernization: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andTrend

GUOYuelan,WANGXia
(InstituteofEdu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

Abstract:Tocreateaworld-class,modernandhigh-qualitypostgraduateeduc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animportant
wayforChinatobecomeastrongcountryinpostgraduateeducation,andthemodernizat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
neweraneedstogivethehighlightto“Chinesedimension”.Theassiduousqualitypursuitandthebalanceddevelopmentofthe
educationforvarioustypesofacademicdegreesbytheworld-classpostgraduatetrainingunitshaveconstitutedabasic
connotation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modernization.PostgraduateeducationrootedinthesoilofChinesesocietyfeatures
typicallytheleading,high-end,research,practicalandopennature.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at,infacingthefuture,
followingthe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activelyrespondingtothemodetransformationofknowledge
productionandenhancinginternationalinfluenceofpostgraduateeducationshouldbetheactiondirectionofthemodernizationof
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
Keywords:newera;modernizat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qualityofeducation;Chinese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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