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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一个筚路蓝缕的艰辛发展历程,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发展快,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无疑是成功的,成绩是主要的。相应地,研究生教育的研究

从初步探索走向深入发掘,成果是丰硕的。学者们对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治理、培养、评估等方面

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了一些共识:一是建立“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动态适应机制;二是推动学科、类别、层次、
区域结构协调发展;三是实现“特色化”“高水平”的内涵化发展;四是推进治理主体、内容、方式的综合改革;五
是探究兼顾质量、效率、特色等多层次目标的培养方式;六是实现评估主体、职能、手段、方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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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历

史性的跨越,学位制度从无到有,教育规模从小到

大,基本形成了制度相对健全、规模比较合理、门类

基本齐全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也是研究生教育研

究迅猛发展的70年,不同阶段的不同学者均有所贡

献。回顾过去7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接收改造旧体系并建立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阶段(1949-1976
年)。该阶段的研究生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
化大革命”前的艰难探索与曲折发展中进行的,研究

生教育基本制度得以建立。第二,学位制度完善与

研究生教育规范发展阶段(1977-1998年)。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诸如

举办研究生院、成立省级学位委员会、严格学位授予

审定、加强学位质量评估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研究

生教育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第三,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发展和制度改革全面推

进阶段(1999-2009年)。研究生教育随着高等教

育大众化战略的实施步入快车道,此阶段具有典型

的跨越式发展和补偿性增长特征。第四,由研究生

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阶段(2010年-)。在数量得

到快速增长后,研究生教育迈入以注重内涵式发展

为特征的“质量时代”。7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

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研究生教育研究成为热点,在研究生规模、
结构、质量、治理、培养、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是探索中改革、总结中创

新;展望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和

创新。在70年之际,系统回顾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

的重点,梳理总结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共识,无疑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建立“需求

与条件相结合”的动态适应机制

研究生教育发展是由规模、结构、质量等要素构

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系统工程。其中,一定的

规模是效率的基础,数量是整体质量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我国研究生规模是在研究生教育从“单一”走



向“多元”的过程中,在数量和质量的张力作用下波

动发展的。谢安邦[1]、罗英姿[2]认为这种发展具有

双重特点:一是绝对规模呈现总量的几何级增长,二
是相对规模存在继续拓展的空间。这70年来,虽然

我国研究生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仍较低,但在教

育系统内部,研究生数量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在新

中国成立前17年,我国招收的研究生总数不到2.4
万人。1978年恢复招考后,当年的招生数也仅有

1.07万人。2018年,我国招收研究生85.80万人

(博士生9.55万人,硕士生76.25万人),[3]较1978
年增长80倍,不论增量还是增速都呈现大幅度、跨
越式发展。在经历超高速增长周期后,我国研究生

教育补偿性“扩招”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然而,如果

将研究生数量以千人注册研究生数[4]的相对指标嵌

入我国人口与劳动力双重大国的现实国情后,就凸

显出我国与美国、英国等早发内生型国家在研究生

相对规模上的羸弱。[5]不论是从存量规模、增量变化

还是从支撑条件看,我国研究生教育仍存在向上扩

张的通道以及加速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空间。
从长远经济社会和教育互动的变化趋势看,我

国研究生教育需求还有一定的潜能和提升空间。赵

沁平[6]、耿有权[7]、程天君[8]认为我国早前的研究生

扩招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未来这种教育需求仍十

分旺盛,并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时期。从国内看,一是

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对高

端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高层次研究生人才是国家

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二是大学实施“双一流

建设”“2011计划”的需求,这些项目驱动大学在继

续强化规模发展的同时主动向内涵发展转型。三是

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历教育的需求,随着人民群众逐

渐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升级,研究生教育

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社会福利,成为带有一定消费属

性的服务。从国外看,一是我国实现全球化发展战

略的需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需要高学历人才的支撑。二是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需求,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大
学需要通过发展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满足其纵深发展

的需要。三是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的需求,这要求将

海外学生纳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培养,将国外

优秀人才“引进来”为我所用。基于上述需求,我国

应继续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绝

非单纯的绝对规模扩张,而是基于内涵发展和优品

质的结构性增长,是需求引领下的、需求与条件相结

合的供给侧调整与优化。

二、研究生教育结构研究———实现学科、
类别、层次、区域结构协调发展

研究生教育的结构主要涉及学科结构、类别结

构、层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层面,这些层面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叠加,是影响研究生教育系统功能实现的

关键。一是在学科结构上,我国研究生招生的计划

色彩浓,就业的市场化程度高,人才培养介于两者之

间。李立国[9]、方超[2]发现我国研究生招生环节呈

现“存量决定增量”的特点,学科设置及变化受制于

以师资为主的办学条件和以资源为核心的学术条件

等存量结构;培养环节带有典型的“象牙塔”特征,远
离市场、闭门造车的现象还依然存在;就业环节中学

科与市场的紧密程度最高,对市场的反应不像本科

那样强烈。但也有岳昌君[10]等学者认为这是研究

生教育专注高深学问探究的重要反映。二是在类别

结构上,我国专业硕士的招生比重目前已超越了学

术硕士,李立国[9]等学者也提出,如果将专业硕士置

于经济结构需求中考虑,其在劳动力市场面前仍表

现出相对供给的不足。三是在层次结构上,我国硕

士学位在三级制学位体系中处于相对尴尬的“三明

治”状态,终结性学位、本科后学位、博士过渡学位多

种定位并存。袁本涛[11]、宋东霞[12]认为正是定位

的模糊使硕士和博士教育出现较高的结构雷同性,
导致实践中没有很好体现出两者不同的培养要求。
四是在区域结构上,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区域间差异

大,层次梯度比较明显。施咏清[13]等学者的研究发

现,我国东部地区、一线城市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

二三线城市,同一区域内各省市的发展水平也具有

明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研究生教育不仅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还应引

领经济社会发展。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主动、谁被

动的问题,其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两者能

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岳昌君[10]、袁本涛[11]认为

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是把握前沿性

与交叉性、同构性与差异性、学术性与应用性、整体

性与区域性的平衡。第一,在学科结构上,突破现有

学科设置框架,构建有利于学科发展的融合与调整

机制,促进前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并
为尖端学科、战略学科、急需学科留足空间。第二,
在类别结构上,除少数硕士要继续为攻读博士做准

备外,大量硕士应面向实际应用部门,满足新需求的

责任将更多落在专业硕士身上。这既是因为专业硕

士本身灵活性高,同时也是出于增量改革阻力较小

的考量。第三,在层次结构上,随着硕士教育由单一

地培养理论人才向培养理论和应用型人才并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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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硕士学位作为一种“独立性”学位教育的条件日

趋完善,这在客观上要求硕士和博士教育的结构朝

着差异化方向发展。第四,在区域结构上,关注整体

性与区域性的有效结合,鼓励区域间对接,强化区域

内合作,积极培育新增长极,形成“共建、共创、共享”
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实现“特色化”
“高水平”的内涵化发展

数量与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对

基本矛盾和永恒主题。赵沁平[14]认为,我国研究生

教育70年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不然无法解释研究

生教育快速发展的现状。同时,从现实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以及未来提升教育质量的期望来看,调整那

些已经开始制约研究生教育发展并产生负效应的理

念和制度,也是相当必要的。耿有权[7]、岳昌君[10]

等提出,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培养规模的扩张、培
养结构的调整、产业需求的迭代均会推动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变迁,我国存在研究生教育需求的高端性

与优质资源支撑性不够、匹配性不足的矛盾,研究生

教育运行的复杂性与社会对其规律性认识不足、评
价功利的矛盾。袁本涛[11]等学者则提出,从客观上

看,社会中无论哪个层次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

拔向更多人扩张,绝对性的“平均质量”都会不可避

免的趋于下降,这是个规律性的常识。研究生教育

不应该过分执拗于“绝对数量增长、平均质量下降”
这一论见,因为一定的规模是效率的保证,数量是构

成整体质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关键在于

转变对质量内涵的定义和理解,制定不同的标准,体
现不同的要求,强化“特色化”“适应性”的质量观。

在高等教育深度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质

量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分层的、多元的概念,“一个标

准一刀切”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不同研究生教育的

定位不一样,面向不一样,区域性不一样。各个培养

单位精准设计并安于自己的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
就是最好的。实际上,满足学习者需求的质量就是

好的质量,满足区域社会发展的质量同样也是好的

质量。可以说,有特色、高水平,这是评价研究生质

量的核心原则。我国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应突出“三
个适应性”的标准,即内适应性、外适应性和个适应

性。内适应性是指研究生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

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其实质是学科本位价值观的表

现;外适应性是研究生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对

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的需要,其实质是社会本位价

值观的体现;个适应性是研究生教育在多大程度上

满足了对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实质是个

体本位价值观的体现。只有深度统整学科本位、社
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三种价值取向,才能使研究生教

育焕发出持续的生命力。

四、研究生教育治理研究———推进治理
主体、内容、方式的综合改革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日

趋健全、治理主体不断增加、治理内容日益丰富、治
理方式逐渐多元、治理层级持续深化。张淑林[15]、
田贤鹏[16]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改革总体呈现

出由国家控制向多元共治转变、由行政式授权向赋

权放权转变、由单一模式向多样制度转变、由关注总

量向注重质量转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等

特点。一是研究生教育管理从中央和培养单位两级

体制向中央、地方、培养单位三级体制转变,治理主

体从政府和大学为主向政府、大学、社会、市场等多

元主体转变。二是学位授权审核由国家统一审批到

省级部门或培养单位自主审批转变,质量监管及评

估由国家集中控制向政府和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共

同承担转变。三是入学考试由全国统考到推免、单
考及自主划线相结合转变,招生由国家统筹向定向、
委培、自费等并行转变。四是经费由国家统一列支

向拨款、捐赠、市场等多渠道筹集转变。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积累了许多

经验,例如试点经验普及化和顶层分权决策互动、自
下而上的经验汇总和自上而下的方案形成相结合

等。戴姣[17]、周元宽[18]、李聪[19]、朱玉成[20]均认

为,未来需要继续坚持这些有效做法,并将典型经验

发扬光大。第一,坚持政府职能部门与专家学者相

结合的运行机制。研究生教育既是一项学术性很强

的工作,又是一项需要政府有效宏观调控的工作。
要正确处理好行政与学术、决策和咨询的关系,在充

分依靠专家学者开展工作的同时调动多方面的积极

性,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促进科学与民主决策。第

二,坚持走“试点-推广”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政府

应先通过局部试点来总结经验,将局部经验提炼和

上升为国家决策内容后,再通过政府对方案的修正

和合法化过程固定为正式的方案。此前正是这种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智慧,才避免了“一放就乱”
的改革乱象,保证了研究生教育的稳步发展。第三,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研究

生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因时、因地、因条件不同而有

所调整。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是从激活和释放供给

侧的潜能开始的,在之后的补偿性增长阶段又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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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回溯。随着研究生教育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供给制约,未来需要在继续

释放需求潜能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

五、研究生教育培养研究———兼顾质量、
效率、特色等多目标的培养方式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始终是研究生教育

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

响到对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地位、作用、管理、课程、
教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经过70年的发展,
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学科结构和

区域布局相对合理的研究生培养体系,研究生培养

结构从单一扩张发展到结构分化,培养机构从一元

主导过渡到多方协同,课程结构从专业主导演变为

通专结合,质量保障从导师为主扩展为多方参与。
黄宝印[21]、王传毅[22]等提出,我国研究生教育既有

以大学为主体的系统,又有以科研院所、军队和党校

为主体的系统;既有学术型研究生,也有应用型与复

合型的研究生;既有经全国统考入学的双证研究生,
又有经联考入学在职攻读学位的单证研究生,还有

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研究生。我国还采取了校校

联合、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国内外大学联合等多种形

式培养研究生,探索了委托培养、集体培养、产学研

联合培养、协同创新培养等方式,形成了多类型、多
渠道、多方式的人才培养格局。

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还

存在传统人才与新型人才培养理念的冲突,“数量优

先”与“质量优先”理念的交替,“统一性”与“多样性”
理念的碰撞等问题,未来需要继续优化人才培养方

式,实现育人的“优质量”和培养的“高效率”。袁本

涛[23]、陈洪捷[24]强调要在招生阶段就重视学生特

性与培养目标的匹配,筛选适合的生源进入培养

序列。在过程中避免“流水线型”“浅水养鱼型”培
养方式,积极探索多导师联合指导、跨学科联合培

养等培养方式以及项目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学

习模式,逐步生成一个更扁平化、更有效率、更符

合研究生培养的内外部环境。学者们对此也形成

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一是要有系统的人才培养方

案,积极探索项目制、联合培养等人才培养新模

式。二是要建立起系统的课程体系,将国内外最

新成果及时纳入教学中。三是要有高质量的科研

课题和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四是要建立起研究的支持系统,强化导师指导与

论文评审的要求。

六、研究生教育评估研究———实现评估

主体、职能、手段、方式的转型

从系统论观点来看,研究生教育是通过决策、执
行、监督三个闭合有序的子系统协调运作而实现的。
只有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研
究生教育才能形成一个动态的、闭合的综合系统。
王战军[25]、周文辉[26]等学者认为,随着研究生教育

分权改革的全面落实,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监督

的方式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管理,采取评估的方式

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以激励获权主体积极行

动,提升教育改革的成效。一是在评估理念上,从重

视行政控制和问责的终结性评估发展为更加重视过

程的发展性评估,更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内部问责。
二是在评估手段上,从关注外部监督逐渐扩展为专

家外部监督和学校自我评估相结合,更加注重内外

部质量保障的有效协同。三是在评估方式上,从倚

重学位授权审核、学位点定期评估、学科评估等周期

性评估,逐渐向常态信息监测、年度评估分析和阶段

性评估等周期性与常态性评估相结合转变。
研究生教育有其特殊性,不同培养单位的运行

模式不一。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要体现研究生教育的

普遍规律,更应结合不同学校的独特性,在评估标准

上有所区别、有所调整。陈伟[24、王战军[28]、别敦

荣[29]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评估需要把握“多元性、
层次性、适应性”原则,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善、反应及

时、措施得当的评估体系。第一,明确管理主体与执

行主体的分工。政府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元评价机

构,其主要职能是对评估机构进行资质认证,由管事

务向管政策转变,由管方法向管方向转变;被认可的

第三方机构成为评估的执行主体,完成具体的评估

工作。第二,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类。应尊

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的独特性,注重过程控制

和自我保障,强化内外部有效协同。同时,评估标准

必须是恰当的、明确的、有执行力和易于接受的,这
样才能有效实施、真正落地。第三,促进评估内容、
手段和功能的多元化。坚持定量和定性、上层和同

行、外部和自我评价等相结合,综合采用专业认证、
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常态监控、预测预警等手段进

行系统性评估。

参考文献:
[1]谢安邦,朱宇波.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30年:回

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2008(11):19-29.
[2]方超,罗英姿.从高规模陷阱向结构性增长转变的研究

·4· 周海涛,等: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重点及启示



生教育发展路径选择[J].教育科学,2015,31(4):
79-86.

[3]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EB/
OL].www.moe.gov.cn/fbh/live/2019/50340/sfcl/
201902/t20190226_371173.html.2019-2-26.

[4]牛梦虎.中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研究[D].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2016.
[5]周谷平.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及对策[J].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2018(4):25-28.
[6]赵沁平.研究生教育领域仍需摸着石头过的三条河

[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1):1-2.
[7]耿有权.“双一流”建设视域中的研究生教育[J].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2016(8):1-5.
[8]程天君.教育改革的转型与教育政策的调整:基于新中

国教育60年来的基本经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2,10(4):33-49+185.

[9]李立国,詹宏毅.比较视野下的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

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12):60-71.
[10]岳昌君.研究生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7(7):31-36.
[11]袁本涛,杨佳乐,王传毅.变革中的硕士生培养目标:概

念、动力与行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12):
14-20.

[12]宋东霞,黄海军.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的特点

和原因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2(6):36-40.
[13]施咏清,杨晓江.中国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评价研

究[J].东南学术,2017(5):226-231.
[14]赵沁平.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二十个问题[J].研究

生教育研究,2015(6):1-2.
[15]张淑林.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理念嬗变与实践创

新[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2):9-12.
[16]田贤鹏.解构与重构:高校研究生教育制度变革40年

回顾[J].现代教育管理,2018(11):26-32.
[17]戴姣,曹秋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

究[J].教师,2014(17):45-49.
[18]周元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主题变奏

与时代特征[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0(4):50-
67,185.

[19]李聪.“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关系的哲学思考

[J].理论界,2014(1):99-102.
[20]朱玉成,周海涛.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透视:

内涵、问题与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3):
54-57.

[21]黄宝印.适应发展新常态 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 全

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
(12):1-6.

[22]王传毅,赵世奎.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趋势

[J].教育研究,2017,38(2):142-151.
[23]袁本涛,王传毅,冯柳青.基于协整理论的我国研究生

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研究[J].教育研究,2013,
34(9):33-41.

[24]陈洪捷,沈文钦,高耀,等.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改革与我

国研究生教育治理路径的调整[J].教育研究,2016,37
(1):17-25.

[25]王战军,乔伟峰.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理念和新

制度[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35(3):29-34+72.
[26]周文辉,李明磊.基于高校调查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

机制研究[J].教育研究,2013,34(3):59-65.
[27]陈伟,裴旭,朱玉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

建的有关探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7):50-54.
[28]王战军.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理念、框架、内

容[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1):1-5.
[29]别敦荣,陈亚玲.论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及其改革

[J].教育研究,2005(11):49-54.

MajorOutcomesandRevelationsofRecentResearchon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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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postgraduateeducationhasexperiencedadifficultdevelopmentprocess.Althoughitstartedlate,itstartedat
ahighlevel,registeringarapiddevelopmentandremarkableachievements.Undoubtedly,thereformanddevelopmentofthe
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hasbeensuccessfulwithobviousprogressinthepast70yearssincethefoundingofthePRC.
Correspondingly,thepostgraduateeducationresearchhasgonefrompreliminaryexplorationtoin-depthstudies,showing
fruitfulresults,andscholarshavereachedsomeconsensusesonthefurtherreformand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intermsof
scale,structure,quality,management,cultivation,andevaluation:thefirstistoestablishadynamicmechanismthatmay
betteradaptto“needsandconditions”;thesecondistopromot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disciplines,categories,levelsand
regions;thethirdistorealizefeatured,high-levelandrich-connotationdevelopment;thefourthistopromotecomprehensive
reformongoverningbodies,governancecontentsandmethods;thefifthistoexploretrainingmethodsthattakeintoaccount
quality,efficiency,characteristicsandothermulti-levelobjectives;andthesixthistorealizethetransformationofthe
evaluationsubjects,functions,meansand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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