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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导互动”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有重要影响。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互动双方的参与意愿以及导

师特征、学生特征、互动情境、学术氛围、管理服务等6个主类属是影响“生导互动”行为的要素。6个主类属

及其所属12个对应类属相互作用,构成了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模型。由模型可知,激发互动双方的参与意愿

是实现深度互动的前提,对互动个体特征进行调适有利于促进深度互动,改善导师指导方式和保障导师精力

投放是创设良好互动情境及改善互动内部环境的基本途径,而通过营造氛围、管理规制及服务支持等,可以

创造良好的“生导互动”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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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生师互动不仅具有丰富的教育学意蕴,更是学

校及其教师发挥影响力的基本途径。在西方大学的

影响力发展理论与学生学习性投入理论中,均将生

师互动作为影响学生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加以研

究。[1]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言,真正影响教育品质的事发生在大学课堂

和师生互动的教学情景中。[2]所以一直以来,生师互

动都是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始终备受学

界的关注。研究生与其导师的互动,自然属于生师

互动讨论的范畴。在我国,“导师制”是研究生教育

与培养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决定了导师对研究生

学习、生活、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全方位影响,于是研

究生与导师的互动频率与质量也成为人们非常关注

的一个话题。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研究生在学人

数急剧攀升,已由1999年的23.35万人增加至

2018年的273.13万人,[3]20年增长了近12倍。然

而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师生比的连续显

著下降,生师互动的障碍与师生关系的松散程度却越

发明显。疏离淡薄的生师互动、情感交流、精神共振

导致了学习热情的缺失与研究水平的低下。[4]中国研

究生教育质量和发展状况的调查也显示,社会用人单

位对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培养质量表现出了不满意。[5]

基于生师互动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

开展了相关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本科层次课堂生

师互动的层面,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生师互动的概

念、生师互动的类型与模式、生师互动中导师的角

色、生师互动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生师互动对教

育质量的影响、生师互动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促进

生师互动的措施等方面。关于研究生层次的生师互

动,目前相关研究文献极少,而关于研究生与导师互

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更为罕见,目前的零星研究主

要从导师和学生两个层面进行了探索,认为影响研

究生与导师互动的因素主要有导师的指导能力、[6]

导师的指导形式、[7]师生关系,[8]以及研究生读研目

的和努力程度、[9]研究生的学习能力、性格和个性特



质、求知欲和社会成熟程度[10]等。通过对现有文献

的分析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一是对研究生与导师互

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只是零星可见,而且也只局

限于对“导师”和“学生”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分析,
缺乏对互动情境及其它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探

索;二是缺乏研究生与导师互动行为过程及其形成

机制的探索;三是部分研究只是基于问卷调查结果

的统计、归纳与总结,缺乏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将围绕研究生与导师深度互动(以

下称“生导互动”)这一变量进行深度访谈,通过探索

性研究,探索“生导互动”的行为过程、影响因素及形

成机制,以期提出强化生导互动的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从文献分析来看,基于研究生培养的“生导互

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零散,尤其缺乏全面系统性

的探索;从前期访谈来看,无论是研究生、研究生导

师,还是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对究竟是什么因

素影响了生导关系及生导深度互动,众说纷纭,认知

上存在较大差异。在这种变量范畴难以确定的情况

下,要设计出一份合适的量表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来探索“生导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行性

较差,而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则更为合适。基于此,本
研究决定采用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方法与技术来

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在经验资料的

基础上来探索“生导互动”的影响因素,并试图从理论

上建立“生导互动”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
(二)访谈对象

根据研究需要和获取资料的方便性与可行性,
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偶遇抽样”方法在南昌大

学选取一批在读的硕、博士研究生为访谈对象,访谈

人数的确定按照理论饱和度原则执行,即选取的人

数以不再提供新的相关重要信息为度。本次访谈共

选取了16名硕、博士研究生进行“一对一”访谈,同
时选取20名硕、博士研究生分成四组(每组5人)进
行焦点小组访谈。受访者的具体情况见表1。

(三)访谈内容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对受访者进行深度访

谈。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1)你
怎么理解研究生与自己导师之间的互动? (2)你觉

得大多数研究生与自己导师的互动是否深入? (3)
你认为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深度

互动? (4)你通常采用哪些方式与自己导师进行互

动? (5)你觉得自己能否与自己的导师进行深度互

动? 主要障碍可能是什么? (6)你认为有哪些措施

可以促进你与导师更好地深度互动?
表1 受访者情况一览表

受访者

编号

在读

学位

学位

类型

访谈

方式

受访者

编号

在读

学位

学位

类型

访谈

方式

N01 硕士 教育学一对一 N19 博士 工学 焦点1组

N02 硕士 工学 一对一 N20 硕士 教育学焦点1组

N03 硕士 工学 一对一 N21 硕士 法学 焦点1组

N04 硕士 经济学一对一 N22 博士 理学 焦点2组

N05 博士 工学 一对一 N23 硕士 工学 焦点2组

N06 硕士 理学 一对一 N24 硕士 哲学 焦点2组

N07 硕士 管理学一对一 N25 博士 工学 焦点2组

N08 博士 管理学一对一 N26 硕士 教育学焦点2组

N09 硕士 理学 一对一 N27 博士 文学 焦点3组

N10 硕士 管理学一对一 N28 硕士 教育学焦点3组

N11 硕士 工学 一对一 N29 硕士 教育学焦点3组

N12 硕士 工学 一对一 N30 博士 工学 焦点3组

N13 博士 医学 一对一 N31 硕士 管理学焦点3组

N14 专硕 管理学一对一 N32 硕士 管理学焦点4组

N15 硕士 管理学一对一 N33 硕士 教育学焦点4组

N16 硕士 文学 一对一 N34 硕士 管理学焦点4组

N17 硕士 工学
焦点

1组
N35 硕士 法学 焦点4组

N18 硕士 工学
焦点

1组
N36 硕士 教育学焦点4组

  访谈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为“一对一”方
式,用这种方式共对16位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每人访谈时间约45分钟;第二种为“焦点小组”方
式,共安排了四个焦点小组,每组5人共20人,每组

的访谈时间为120分钟左右。每一次的“一对一”或
“焦点小组”访谈结束后,访谈者都根据当时的书面

记录对受访人的表述和观点逐条进行口头回顾,将
访谈记录内容提供给受访人进行纠偏或校正,最终

形成了原始访谈记录。
然后,在接受“一对一”访谈的16位受访人中随

机抽取12名(3/4)受访者的访谈记录,在四个“焦点

小组”中随机抽取三个焦点小组(3/4)的访谈记录,
用于进行编码分析、影响因素提取和模型建构,其余

(1/4)的访谈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的检验。

三、资料分析

(一)开放式登录(一级编码)
开放式登录是一个将收集到的资料打散,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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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

程。[11]具体方法是,重新查阅、分析原始访谈记录,
尽量选择拟作为“码号受访人”的原话,给每个码号

进行命名,对原始资料逐渐进行概念化和类属化。
然后整理、归纳被受访人提到次数最多(3次以上)
的原始语句及初始概念,将所有原始访谈记录中存

在交叉、重复的原始概念进行提炼和归并,最终实现

概念的类属化。
经反复对照、比较、整合和归纳,本研究共提炼、

抽象出了38个初始概念,对同类进行归并后集成为

12个变量类属(见表2),这12个变量类属即是“生
师互动”的影响因素。

表2 开放式登录(一级编码)范畴化

原始语句(经整合、归纳) 初始概念 类属

N09选题、写开题报告和做学位论文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不找导师是定不下来的。 学业需求

N22我导师很健谈,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每次都感觉收获不小,比较愿意跟他接触。 潜在收获

N01有些疑难问题在邮件或微信上说不清楚,所以我有事一般会直接去找导师,感觉面对面能
学到更多的东西。 互动效果

N04我想继续读博深造,这方面会经常去找导师指点指点,所以我们互动的次数也挺多的。 学生发展

学生需要

N06导师经常会找我和同门同学们去做一些科研上的事情,比如搜集文献、发放问卷、整理资
料什么的,所以我们与导师交流的机会也比较多。 导师科研

N12我导师会抓我们学生为他搞论文,也许是为了考核业绩或升职吧,所以他与我们学生基本
上就只有学术方面的交流。 导师发展

导师需要

N16我导师看起来总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一个人一般不大敢去找他问问题,所以我单独
去见他请他指导的次数比较少。 导师严肃

N11我导师比较喜欢开玩笑,大家跟他在一起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个人单独去找他问问题的次
数也比较多,有时也会发微信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导师宽松

N26我导师很有魅力,与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同门同学都围着她转,各方面的互动也多。 导师魅力

导师人格特质

N31我导师是处长,感觉与他有距离感,加上他比较忙,所以与他互动的次数不是太多。 导师行政职务

N07我导师社会任职比较多,经常出差在外,想见他都很困难。 导师社会任职

N04我经常跟随导师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担任了很多学会的职务,也经常听他在外面搞学
术讲座,我们互动的频次比较多。 导师学术任职

导师任职状况

N02感觉我导师学术上很厉害,每次去请教他都有新的收获,有时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的感觉,所以大家会经常邀在一起去见导师。 导师水平

N03我导师虽然经常在实验室或办公室,但跟学生的交流并不是很多,只是象征性地布置一些
任务,督促大家好好学习,好像也没什么收获。 指导效果

N14我导师自己学术上好像比较弱,网上也查不到他什么成果,平时出去参加学术交流也很
少,我平时找他的次数很有限,每次都没有什么收获。 导师能力

导师能力水平

N05我导师对学生有偏心,有些做法上让我们很伤心,所以没什么事我也不大愿意去找他。 导师偏心

N31导师对我批得多,每次见他回来都有挫败感,所以我也很怕见他,一般也不找他。 导师批评

N32我导师经常把同门弟子召集在一起研讨,针对大家提出的一个一个问题共同思考、发言,
感觉收获蛮大的,我喜欢这种交流互动的方式。 共同研讨

导师指导方式

N08我导师对学生挺负责,基本上每周都会见面一次,所以大家与导师互动的次数也比较多。 导师负责

N08导师对我很好,看我写的东西看得很细,修改也细心,有时真的让我好感动,所以我烦扰他
的次数也比较多。 导师仔细

N17我们导师经常找我们去开会,听我们汇报论文进展,也问我们很多其他问题,我们之间的
交谈互动还是比较深入的。 导师用心

N31我导师对我基本上是放养,我每一次约见他他都说没时间,要我有问题就发短信或发邮件
给他,我很难见到他。 导师松懈

导师精力投放

N04我读研不是想混一个文凭了事,所以我会经常带着我自己写的东西去找导师,导师还是比
较喜欢有上进心的学生,所以与我的交流应该算比较多。 学生上进

N21我同门中有一个同学很牛逼,都发2篇C刊文章了,导师喜欢这种学生,经常找他去做事
情,他与我们导师的联系应该是最多的了。 学生学术积累

N13说实话我导师不怎么喜欢我,主要是自己太贪玩不争气,除了写论文基本上不会去找导
师,导师也不怎么联系我。 学生散漫

N28很羡慕那些思维敏捷、能讲会写的同学,感觉自己比较弱,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不好意思去
见导师,所以我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比较少了。 学生不自信

学生能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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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原始语句(经整合、归纳) 初始概念 类属

N22我有点怕单独去见导师,要去也是随同门一起去,有问题我一般会先请教同门师兄师姐,
与导师联系少,导师平时也不大会找我。 学生惧怕心理

N12同门中性格开朗的同学与导师接触交流更多一些,我导师好像更喜欢各方面比较活跃的
学生。我感觉自己属于内向的那一类,与导师的联系也少。 学生性格特点

N35我不想什么事都去麻烦导师,我认为研究生应该多独立思考,实在不行可以去找导师。 学生独立意识

学生人格特质

N36我们学院的学生整体上都没有××学院的学生活跃,他们经常有各种讲座和学术交流活
动,与导师接触的机会也比我们多,这可能与他们学院的学术文化积淀有关。 学术文化

N29跟导师接触多不多,跟身边同学也有关,大家都不怎么去找导师,我肯定也去得少。 学生学风

N07我有一个校内同学,他们点上经常组织学术沙龙,每次一个专题,点上的导师和研究生一
起参加讨论交流,学生与导师互动非常多。 学术活动

学术氛围

N20我们点上的学生好像都比较自由,大家各做各的,学习上好像都不怎么上心,你说这种情
况下怎么可能会与导师交流得很多? 管理松散

N25我们导师管得特别严,要定期去他办公室汇报学习与研究进展,而且还要准备各种各样可
能要问到的问题,不敢马虎,所以我们去导师那里讨论交流那是很平常的事。 管理严格

N15有些学院要求导师每周必须有一个固定的officehours,学生找导师也就方便了很多,与
导师联系交流的次数自然也就比较多了。 学术规制

N06感觉每个导师与学生的互动情况差异比较大,有些频繁一些,有些就很少,好像学校和学
院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规定和要求。 管理规范

管理规范

N35有些条件也影响了我们去找导师,比如我导师与其他人共一间办公室,去找导师感觉很不
方便,与导师交流就更加不方便。 硬件支持

N20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导师能带我们出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这样也能增加我们与导师接触
的机会,但导师说他出去都是自己课题或私人掏钱,院里一般不给报销。 经费支持

服务支持

  (二)关联式登录(二级编码)
关联式登录也称轴心登录,其主要任务是发现

和建立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

分之间的有机联系。[11]即通过对不同概念之间关系

的反复思考和分析,整合出更高层次的类属,并确定

相关类属的性质和维度归属。本研究在前一部分开

放式登录(一级编码)的基础上,对抽象出的12个变

量类属进行了主观聚类,将一级编码中的各个不同

类属建立起逻辑联系,并最终归纳为6个主类属(见
表3)。

表3 关联式登录(二级编码)形成的主类属

关系内涵 对应类属 主类属

学生完成学业的需要、未来发展的需要、互动的效果及其它潜在收获等会影响学生与导师深
度互动的意愿。 学生需要

学生能否为导师承担部分科研任务、能否为导师的学术发展提供一些帮助,会影响导师与学
生深度互动的意愿。 导师需要

互动意愿

导师宽、严不同的性格特征、处事方式以及人格魅力等人格特质会影响生师深度互动。 导师人格特质

导师的行政任职、学术任职和社会任职等均会影响生师之间的深度互动。 导师任职状况

导师的学术水平、指导能力以及指导学生所产生的效果等会影响生导深度互动。 导师能力水平

导师特征

导师是否平等对待学生、是否善于批评与激励、是否平等地与学生共同研讨问题等不同指导
方式,会影响生导深度互动。 导师指导方式

导师对指导工作的责任心、认真细致的态度以及时间精力投入等会影响生师间的深度互动。 导师精力投放

互动情境

学生的自信心、上进心以及学术积累等会影响其与导师之间的深度互动。 学生能力素养

学生的心理特质、性格特点以及独立意识等人格特质会影响其与导师的深度互动。 学生人格特质
学生特征

培养单位的学术文化积淀、学术活动以及学生学风等会影响生师之间的深度互动。 学术氛围 学术环境

培养单位的学术规制,管理规范、力度以及导师的管理要求等会影响生师之间的深度互动。 管理规范

单位为导师提供的软硬件条件、学术活动经费支持等会影响师生之间的深度互动。 服务支持
管理服务

  (三)核心式登录(三级编码)
核心式登录也即选择性登录,是指在所有已发

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后选择一个“核心类

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

面。[11]与其他类属相比,核心类属应该具有统领性,
能够将大部分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

范围之内。
本研究在前两次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各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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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属之间的关系进行反复分析和比较,将核心类属

进行抽象化后确立为“生导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机制”,并以此为线索建立两条扎根理论:(1)互动

双方的“参与意愿”是互动的内驱动因,直接决定双

方的互动行为;(2)互动个体特征与互动内部环境对

互动行为起调节作用。其逻辑关系如下(见图1)。

图1 主类属间逻辑关系结构图

由行为理论可知,人的行为是个体在客观环境

的作用下产生了主观需要,进而激发内在动机,从而

产生有目的的具体行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任

何一种行为都必须在个体的内在动机的驱使下完

成。从本研究看,研究生与导师双方要实现良好的

互动,首先必须要有内驱动因即参与互动的实际意

愿,有了意愿才可能有进一步的互动行为。然而从

意愿到行为产生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既影响研究生与导师互动的频次,也影响

与导师互动的深度。图1所表示的各主类属结构关

系内涵为:“导师特征”“学生特征”以及“互动情境”
“学术环境”和“管理服务”等五个主范畴影响并调节

着“互动参与意愿”与“生导互动行为”两者关系的

强度。
(四)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核心类属为“生导互动的影响因素及

其作用机制”,即“哪些因素影响了研究生与其导师

的深度互动,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作用机

制)”。故围绕这一核心类属的“故事线”可以概括

为:在研究生与其导师的互动中,“参与意愿”是内驱

动因,直接决定了研究生与其导师互动的频次与深

度;由“导师人格特质、任职状况和能力水平”所形成

的“导师特征”以及由“学生人格特质、能力素养”所
形成的“学生特质”,影响“互动参与意愿”与“生导互

动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起调节作用;由“导师指

导方式”和“导师精力投放”所构成的“互动情境”因
素,“管理规范”和“服务支持”构成的“管理服务”因

素,以及由“学术氛围”为主所形成的“学术环境”等
三个因素,共同影响“互动参与意愿”与“生导互动行

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起调节作用;“参与意愿”“导
师特征”“学生特征”“互动情境”“学术环境”和“管理

服务”六个主范畴(因素)对“生导互动”均有显著的

影响。据此,可以建构“‘生导互动’影响因素作用机

制模型”(见图2)。

图2 “生导互动”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

(五)理论饱和度检验

利用本研究预留的1/4访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

度的检验。具体方法是:对预留的1/4访谈记录再

次进行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和核心式登录,然后

观察是否有新的资料和概念出现,模型中的“类属”
和“主类属”是否已经饱和。

通过检验发现,“参与意愿”“导师特征”“学生特

征”“互动情境”“学术环境”和“管理服务”6个“主类

属”已趋饱和,没有发现新的重要类属和关系,6个

“主类属”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构成要素,即由系列

“初始概念”抽象产生的12个变量“类属”也趋于饱

和。由此可知:“‘生导互动’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模

型”中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六)模型解析

模型的“故事线”沿着“互动参与愿意㼿生导互

动行为”的脉络展开,符合“S→O→R行为模式”特
征,可以有效解析“生导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机制。现结合访谈记录对模型作如下解析:
“参与意愿”“导师特征”“学生特征”“互动情境”

“学术环境”和“管理服务”是“生导互动”行为产生和

强化的六个要素;“互动参与愿意㼿生导互动行为”
的过程受到由“导师特征”和“学生特征”构成的“互
动个体特征”,以及由“互动情境”“学术环境”和“管
理服务”构成的“互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并共同

对“生导互动”的频次与强度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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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参与愿意”是“生导互动”产生的内驱动因

和前置因素。它通过“学生需要”和“导师需要”两条

路径对“生导互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在“学生需

要”因素上,解决学生完成学业及相关学术需求,满
足学生未来发展需要,强化“生导互动”实际效果,以
及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互动潜在收获的追求等,
有利于促进“生导互动”;在“导师需要”因素上,让学

生充分参与到导师的科研活动中并协助导师完成科

研任务,同时在导师的学术发展及专业发展道路起

正向的协同作用,也有利于促进“生导互动”。
“导师特征”作为“互动个体特征”之一,其影响

“生导互动”行为的路径有三条:一是“导师人格特

质”,即通过提升导师个体人格魅力,在指导中注意

宽严适度等,有利于加强“生导互动”;二是“导师任

职状况”,即导师通过减少行政和社会任职,适度兼

任学术职务等,有利于促进“生导互动”;三是“导师

能力水平”,即导师能够加强自己的学术修养,提升

指导能力和水平,提高对学生的指导效果等,可以有

效推进“生导互动”。
“学生特征”通过两条路径对“生导互动”行为产

生影响。一是“学生人格特质”,即学生可以通过调

整自己心理状态、加强人格修养以及不过度强调个

体独立意识等,有利于加强与导师的互动;二是“学
生能力素养”,即学生可以通过增强自信心、提升上

进心,以及加强学习增加学术积累等来改善与导师

的互动状况。
“互动情境”对“生导互动”行为产生重要的正向

调节作用,“导师指导方式”和“导师精力投放”两条

途径主导着特定“互动情境”的形成。在指导方式

上,导师是否平等对待学生、是否善于批评与激励、
是否能做到平等地与学生共同研讨问题等,会影响

“生导互动”行为的强度;在精力投放方面,导师对待

指导工作的责任心、认真细致的态度以及时间精力

的投放等会影响生导之间的深度互动。
“学术环境”主要体现在培养单位的“学术氛围”

上,即一个单位的学术氛围如何,主导并决定着这个

单位的学术环境。研究生培养单位可以通过改善整

体学术氛围和学生的学风,适度开展学术活动等,来
促进生导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管理服务”影响“生导互动”的方式或途径有

二,一是“单位管理规范”状况,即培养单位可以通过

对现行制度进行规范与完善,适度调整管理力度,以
及要求指导教师强化管理等,有利于强化“生导互

动”的行为;二是“单位服务支持”状况,即培养单位

为导师提供的必要的软硬件条件(如独立的办公场

所、公共研讨室、必要的教学与学术活动设施设备

等)支持,以及必要的对外交流与学术活动经费支持

等,有利于“生导互动”。

四、结论与讨论

(一)提升“生导互动”的频次与强度,需要从互

动双方的参与愿意、个体特征以及内外环境等多个

方面进行综合施策

人的行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并在一定力量

支配下的自觉的能动活动,是“个体特征”与“外部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12]换言之,人的任何一种行

为,都受到来自个体自身特质、心理因素以及内外部

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扎根理论的分析

得知,参与意愿、导师特征、学生特征、互动情境、学
术氛围、管理服务等六个要素对“生导互动”行为均

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要提升“生导互动”的频次与

强度,改善“生导互动”的状态,需要综合施策,要注

意激发研究生与导师双方的互动需求,关注不同人

格特质的师生并注重引导提升其个人修养和能力水

平,要注重创新良好的“生导互动”情境等内部环境,
管理与服务上则要密切关注并重视学术环境的改

善,注重提供有利于改善“生导互动”状态的各种服

务支持,以整体性、系统性地推进“生导互动”。
(二)参与意愿是“生导互动”的内驱动因和前置

因素,激发参与意愿是实现双方深度互动的前提

“生导互动”行为是研究生与导师双方相互作用

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合作行为,双方是否有参与互动

的意愿是互动行为能否发生的内驱动因和前置因

素。互动双方任何一方意愿的缺乏,都将导致互动

行为的停滞或互动过程与内容的表层性。所以要促

进研究生与导师双方的深度互动,必须使双方都具

有良好的互动意愿。
从访谈结果看,无论培养单位的管理层、导师还

是研究生,对“生导互动”的认识都不够充分,一方面

对“生导互动”在研究生学业及未来发展上的深刻影

响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对互动双方的个体地位的认

知失偏,过度强调学生在互动中的主动性,而将导师

置于互动的被动地位。实际互动中,研究生与导师

的地位应当是对等的,任何一方的被动或积极性缺

失,都将影响互动的频次与强度。所以,要加强“生
导互动”并将其引向深入,必须在制度设计、管理规

范和日常工作中激发研究生与导师双方共同参与互

动的意愿,在学生学业需求、学术发展需求、互动效

果追求和其它潜在需求上,必须清除各种现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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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由于导师的“集体无意识”而形成的交流障

碍,以促使研究生的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同时要

鼓励研究生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学术活动以及

与导师专业发展相关的学术进程中,以切实强化双

方参与互动的实际意愿。
(三)研究生与导师的各自不同特征影响“生导

互动”的强度,互动个体特征的调适有利于促进双方

深度互动

研究表明,研究生与导师双方的个体特征会影

响“生导互动”的强度。从导师特征层面看,互动强

度主要受其个体人格特质、任职状况和学术水平与

指导能力的制约;从研究生特征层面看,其个体特

质、基础素养与学术积累也同样制约着与导师互动

的强度。访谈结果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虽然各

级管理层都比较强调“生导互动”,并有相应的制度

性安排来激励与引导互动,但关注和强调的仅仅是

互动时间与互动形式的安排与布局,导师的个体特

质、学术水平、指导能力以及学生个体特质、学术积

累及个人修养等对“生导互动”的根本性的影响,却
往往不被知觉,无论对导师还是对研究生都缺乏针

对性的引导和警示。虽然在当下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普遍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应当尊重导师权利和

个性化指导,但从规范管理的角度上看,培养单位应

当引导研究生导师在指导工作上尽量做到宽严适

度,学会正确的与学生相处的方式和处理事务的方

式,既要尊重每一个学生,也要平等地对待一个学

生,同时要重视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尤其要注重加

强自身学术修养、提升指导能力和指导效果,以吸引

研究生愿意与自己打交道,愿意与自己交流互动。
对于身兼数职或肩负多重任务的导师,要控制其指

导研究生的数量,并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动态跟踪管

理,以确保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学生,与学

生加强联系及交流互动。对于研究生,则需要引导

他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增强自信心,树立正确的学

习观和学术观,平日里则要注重引导他们把时间和

精力放在专业学习和学术积累上,以取得更多的导

师的联系、交流与互动的机会。
(四)通过改善导师“指导方式”和保障导师“精

力投放”两条途径,创设良好的“生导互动”情境

研究表明,以导师的“指导方式”和“精力投放”
为两条主要途径,构成了生导双向互动的特定情境

(即互动内部环境),这一特定情境对“生导互动”行
为起调节作用。

从理论上讲,应当鼓励导师多元的、开放的“指
导方式”,以体现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特色。但不同指

导方式对“生导互动”的频次与强度会产生或正或

负、不同程度的影响,反映在最终的培养结果上会表

现出较大的差异。访谈结果表明,要使导师的“指导

方式”对互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为导师就应当

坚守一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底线。比如,在指

导学生的过程中,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学会尊

重每一个学生,平等地与学生进行交流,开放性地组

织学生进行学术研讨,另外还要学会正确地掌握和

运用批评与激励的工作方法等,否则就将产生“负
向”影响,不利于生导之间的深度互动。从导师“精
力投放”这一要素来看,不难理解,这是研究生与导

师实现深度互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倍受研究生培

养管理部门的密切关注。但从现实来看,多种原因

导致部分导师在研究生指导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明显不足,学生的满意度不高。访谈结果也显示,
导师能否处理好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关系,对研

究生指导工作是否有足够的责任心,能否安排足够

的时间与学生进行互动,能否严肃地对待每一次互

动,能否认真听取学生的每一条意见和诉求,能否认

真细致地对待学生的每一次任务、每一次汇报和提

出的每一问题等,都将对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产

生深刻影响。
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根据当下的现实情

况,积极推动以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情境”的创设,要
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研究生导师改善其“指导方

式”,保障导师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放,以疏通“生导

互动”主渠道,创设良好的“生导互动”情境。
(五)通过营造氛围、规范管理及提供服务支持

等,创造良好的“生导互动”外部环境

由模型可知,在内外环境因素中,除了由“互动

情境”所主导形成的“内部环境”对生导互动行为产

生影响外,由培养单位的“学术环境”“管理规范”和
“服务支持”所构成的“外部环境”也同样对生导互动

行为产生调节作用。其中,“学术环境”这一要素特

征主要由培养单位长期形成的“学术氛围”所决定,
它通过培养单位的学术文化积淀、学术氛围营造、学
术活动开展以及学生学风建设等各种现实状况,对
生导互动行为产生影响;“管理服务”这一要素特征

则主要由培养单位的“管理规范”与“服务支持”状况

所决定,它通过培养单位的制度安排、管理力度、导
师指导要求以及单位的软硬件配置、经费支持等,对
生导互动行为产生效应。

鉴于此,研究生培养单位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

学术氛围,加强研究生指导工作管理与学术规制,以
及提供良好的服务支持等来推动生导之间的深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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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求培养单位必须长期坚持

学术文化建设,鼓励研究生导师以学术为志业,立志

以人才培养为已任,同时要高度重视以学术文化为

核心的学风建设,引导研究生端正学研态度,集中精

力投身于学习与研究。此外,还要在提供必要的软

硬件支撑和必要的学术活动经费支持的基础上,反
思培养单位的管理规制,检讨对研究生导师的管理

力度,严格审视导师的指导工作方式,从根本上清除

有可能影响生导深度互动的一切现实障碍,切实推

进生导之间的深度互动。
(六)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是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范围事件所进行

的探索,且采用的是归纳法,所以本研究只适应于特

定的情境条件,不能推论到样本以外的范围。另外,
本研究中笔者是以本人为研究工具,对自己的角色、
思想倾向、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

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等所进行的反思,承载着作

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所以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在一个特定情境条件下,探
明了影响“生导互动”的6个主类属因素和12个类

属因素,并从理论上建构了生导互动影响因素的作

用机制模型。下一步,可在此基础上,根据6个主类

属和12个变量类属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开发出相应

的测量工具,通过在全国范围进行随机抽样并获取

测量数据,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进行定量

分析和实证检验,以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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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betweenPostgraduatesandSupervisors:InfluenceFactorsandFunctioningMechanismModel:
Astudybasedonthegroundedtheory

XUXiangyun
(InstituteofEducationalDevelopment,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330031)

Abstract:Theinteractionbetweenpostgraduatesandsupervisors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qualityofpostgraduate
cultivation.Theresearchbasedonthegroundedtheoryfindstheparticipationwillingnessofbothparties,thecharacteristicsof
supervisors,thecharacteristicsofstudents,theinteractionsituation,theacademicatmosphere,andthemanagementservice
arethesixmajorfactorsincategorythatgiveinfluencetotheinteraction.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ixmajorfactorsand
theirtwelvecorrespondingfactorsincategoryformafunctioningmechanismmodelofinfluencefactors.Withthemodel,the
authorsummarizesthattomotivatetheparticipationwillingnessofbothpartiesforinteractionisthepreconditionfordeep
interaction,toadjust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intheinteractionisbeneficialtoandcanfacilitatedeepinteraction,andto
improveinstructionmethodsofsupervisorsandtoguaranteetheirenergyinputarethebasicwaytoestablishagoodinteraction
situationandimprovetheinternalatmosphereforinteraction.Bycreatingagoodatmosphere,throughmanagementrulesand
servicesupport,agoodexternalatmosphereforinteractionbetweenpostgraduatesandsupervisorscanbecreated.
Keywords:postgraduatecultivation;theinteractionbetweenpostgraduatesandsupervisors;influencefactors;functioning
mechanism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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