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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研究生教育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体系,其基本内容主要有: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指向学生

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教育在性质上归属于精英教育;研究生教育中采取课程与研究相结合

的培养模式;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主要实施导师负责制;研究生教育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学术

研究。从内在逻辑来看,指向学生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应然逻辑;精英

教育的定位是研究生教育在教育性质上的实然逻辑;采取课程与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是研究生培养中的

过程逻辑;导师负责制是中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管理控制逻辑;将研究生阶段设置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

究阶段,是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层级设置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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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
也是大学教育领域的王冠上的明珠,体现着一个国

家的最高教育水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

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1]研究生教育

与其他学段的教育有着较大差异。研究生教育高度

重视对学生研究性思维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不管是

对社会创新性能力的提升,还是对于个人创新能力

发展,研究性思维和研究方法都非常重要。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对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

的研究,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中

的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是指的研究生教育领域中存

在的抽象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和基本思路的集合

体,也是现实研究生教育实践的抽象体。因为是基

本理论,所以不涉及研究生理论的全貌。研究生教

育基本理论的逻辑指的是在研究生教育中,形成的

一种结构性的规律、推理和理性。

一、研究生教育及其主要目标

高等教育阶段主要分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

育两个阶段。现代大学教育最初主要为本科教

育,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并不算长。从人类社会的

整体比例来看,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口比例很低,
所以人们总倾向于用本科教育的视角来审视研究

生教育,事实上这存在很大的误区。基础教育与

高等教育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在高等教育内部,研
究生教育也与本科教育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

既可能导致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研究生教育的误

读,也可能导致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误解。对研

究生教育的基本理论的分析研究,是高等教育研

究领域的重要内容。这一方面能够让大学教育管

理更尊重和理解研究生教育的内涵,进而提升研

究生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还能够让攻读研究生学

位的学生能够理解研究生教育的特征,更好地适

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一)研究生教育指向研究与创新

现代研究生教育制度主要诞生于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到目前也仅仅一百多年的历史。研究

生教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硕士研究生阶段,
其二是博士研究生阶段。硕士研究生在绝大部分国

家均为过渡性学位,学业时间大致为1~3年。博士

研究生阶段是当前高等教育阶段世界通行的最高学

位,学业时间大致为3~7年。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

究生两个阶段的性质基本一致,训练和学习内容相

差不大,区别在于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业要求较低,而
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业要求很高。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两者均指向学生

的研究能力的培养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并要求有创

新性成果产生,以作为授予学位的依据。特别是博

士研究生学业要求很高,博士学位要求在攻读领域

做出具有相当质量的创新性成果。所以,与本科教

育相比,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关键词其一是研究,其二

是创新。在定位上,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本科之后以

研究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高层次专业教育。高层次

专业教育和以研究和创新为主要特征是研究生教育

阶段的本质属性。[2]研究生教育中的研究包括研究

能力的培养、研究方法的训练、研究思维的获得和研

究思想的提升。创新则是指学术思想的创新、研究

方法的创新、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研究思维的创新等。
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理

科、工科等学科领域基本要求大体一致,其基本特征

都体现为研究和创新,只是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

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在创新思维、研
究思想、研究方法等领域,实质差异极小。

(二)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标

研究生教育具有明显区别于本科教育的培养目

标。对于本科教育来说,其核心主要是培养掌握该

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体系同时具备基本能力的学

生。但在研究生阶段,核心要求是培养在掌握该领

域基本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基础上的创新性研究

人才。本科教育的核心是学习,而研究生教育的核

心是研究和创新。
1.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科研人员

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科研

人员,其核心能力要求是具有研究能力。研究能力

是针对未知领域或者未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具

备雄厚的专业知识,并掌握该领域的专业分析和探

索能力。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之上的

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在研究生期间,学生通过教

师研究性的教和自己研究性的学,并参与课题研究

或者自主研究,受到科研训练,养成研究意识,培养

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3]这种专业研究能力是社会

中绝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所以相对来说,接受过

研究生教育的人在思维上和研究能力上,与普通人

均有较大差异,这也是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培养的重

要特征。
2.注重提升社会的创新能力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在现代社会,基本取决于

该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质量。两者同等重要,仅
有规模,没有质量不行,但仅有质量,没有规模,也很

难形成必要的创新群体和团队。同时,需要强调的

是,人文社科与理工科同等重要,两者在科学研究的

视角是一致的,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研究

范式等领域,均基本一致。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教育

的高级形式,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科研能力。[4]现代社会的创新,主要取决于专业研究

者,业余爱好者能够在创新领域中做出的贡献越来

越低。专业研究者的数量和质量,当然就基本决定

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研
究生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无论是人文艺术和

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技术,均至关重要。
3.传递人类社会的智慧与知识

对于本科教育来说,重要的仅仅是让学生知其

然,但研究生教育则还要求知其所以然,并且还要求

知道知识和理论背后的研究现状、主要突破的产生

过程和在该领域的前沿突破点等。所以今天人类社

会的科学智慧与知识前沿,主要是由研究生以上阶

段的人所推进的。因为在本科教育毕业生眼中,知
识是固定的绝对真理,不容置疑,也无需批判。但在

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毕业生眼中,一切知识均值得

怀疑,如果可能就将对被怀疑的知识和理论进行批

判和重建。人类社会的智慧和知识正是在这种智力

挑战中,得到传承和提升。简言之,研究生教育需要

的是与人类社会中的专家和智者进行智力挑战,而
本科生教育则主要是单向学习这些专家和智者的已

有知识。
4.探索未知的真理世界

科学哲学的悠久历史表明,科学发展并没有一

种固定的程序。[5]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差异很大

的一点在于,研究生教育鼓励并要求对该领域的一

切知识进行怀疑。在研究生的教学中,老师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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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也并不具有绝对权威,他们是互动共进,互勉共

育,更多的呈现为一种研究性教学,这种研究性教学

不是传授现成知识的教学,而是一种追求真理和发

现知识的指导和教学,是更高级的教学、更深奥的教

学、更专业的教学和更学术化的教学。[6]从研究生教

育开始,学生进入了一个无限空间的知识与真理的

探索历程,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这种探索能力。
如果学生没有这种探索能力,那么就基本宣告了这

种学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失败。死读书的学生在

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阶段都可能获得优秀成绩,但
在研究生阶段,这种死读书的学生则是较差的学生,
甚至难以获得学位。因为研究生教育要求学生必须

要有创新性研究成果,这个成果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决定了能否顺利毕业,获得相应学位。所以在研究

生阶段,是不能够仅仅依赖于学生的勤奋的,还需要

天赋,否则很难成功。

二、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要求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要求与本科教育差异很大,
主要表现在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等领域,并且非常

注重本科领域中较为忽视的学术思想和思维领域的

训练。基于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点和培养目标,研
究生教育在多个领域具有其基本要求。

(一)以培养研究能力为重点

本科教育更为注重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的

掌握,但研究生阶段则将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作

为最重要的培养目标。这种研究能力的特点是面向

未来的职业生涯和未知的真理世界,是研究生教育

的毕业生终身具备并使用的一种探索性能力。在研

究生教育的毕业生眼中,世界的真理是需要时时修

正和探索的,而在本科毕业生眼中,真理世界大致是

固定的。
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主要是一种复制型教学,

即将本学科领域中的人类已有的知识体系复制教学

给学生。这种教学是必要的,其指向的内容是人类

社会大部分人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体系。但这种复

制型教学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确实存在严重缺陷。
因为如果教育都只是复制,那么人类的知识就失去

创新发展了。科学的殿堂需要容纳不同的模式,而
不同的模式的相互竞争才能推动科学的创造性。[5]

研究生教育更主要的应当是一种创新性教学,而不

是复制型的班级授课制的知识教学,所以今天的研

究生教育主要采取导师制,即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

下从事研究性学习。[7]最终在这种探索中,逐步掌握

本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学习相关科学研究方法体

系,并建构研究思维。
(二)以思维训练为重要教育领域

本科教育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而
研究生教育注重思维训练。思维训练是研究者必备

的一种基本素养训练,创新能力是在一定的科学规

范和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该学科领域的新命题

和批判已有知识和结论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强调批

判,同时还强调再建构。这种批判不是简单的批驳,
而是必须建立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的学术批判。研

究生的学习主要是一种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强

调过程性,并注重学生探索新知识的经历和体验。
虽然在探索过程中,意味着学生要面临不少的问题

和困惑、挫折和失败,甚至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
结果却一无所获。但在研究性学习中,这是一个人

的学习、生存、成长、发展和创造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也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发展的内在要求。[8]研究

生的教育注重教学活动的探究性,强调通过科研进

行教学,注重学生在研究中学习。[9]

研究生教育一个非常独特的要求就是注重对学

生批判思维的训练,这是有别于学校教育的其他阶

段的。科学研究的前提就是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和未

知的真理世界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批判能力

和批判眼光的。这种批判思维训练一方面能够提升

研究生的学术眼光,另一方面能够促使研究生与历

代以来的大师级人物进行智力较量。这个过程能够

增加研究生的学术研究的自信,并掌握相关研究方

法和研究思维。所以,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需要一种

具有探究性质的、能充分发挥学生自主能动性的、向
未知领域不断发掘的教学形态。[4]批判思维在研究

生的创新研究中至为重要,一个不具备批判性思维

的研究生,难以成为优秀的毕业生。
(三)注重学术思想和哲学

研究生教育阶段强调学术思想的训练,这既是

对研究生的学术天赋的检验,同时也是培育其未来

学术研究发展的目标的预演。辩论和探索,对知识

和学术进步非常重要。[10]在研究生阶段,学术思想

高于固定知识,因为固定知识只需要学习,复制即

可,而学术思想则是原创和天赋的,是不可复制的。
伟大的学者首先均有伟大的思想,苹果千百年来都

向下掉,但只有牛顿能够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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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在知识观上,不再是基础教育和本科教

育阶段的绝对真理知识观,而是强调一切知识都只

是相对真理,都是值得并应该去怀疑的。只有经过

自己怀疑仍然是准确的知识,才可以接受。[11]接受

过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深刻

的反思批判能力,而这是创新的基本前提性条件。
这种相对真理知识观促使研究生面对一个永恒的未

知世界,并且是需要去勇敢探索的真理世界。事实

上,科学知识的发展是科学研究领域长期的、不断的

自我调节的结果,而不是像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样,
靠机械地运用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一些一成

不变的问题。[5]所以在研究生教育中,教学内容必须

突出前沿性,涵盖专业领域内学术研究的热点、难
点、重点,以及尚存争议的问题和研究发展的新

动向。[12]

研究生教育高度关注学术思想和哲学的训练。
在西方国家,学校教育的最高学位为Ph.D,即哲学

博士,其背后的含义是,认为一切学科的最高阶段都

是一种哲学。从这个角度上看,伟大的学者和科学

家,同时也是该领域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性是研

究生阶段所珍视的,具有思想是成为伟大学者和科

学家的前提性天赋要求。在科学研究中,任何研究

者均具有自己的学术思想,甚至具备自己的独特的

思维范式,所以,科学研究成就的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性因素就是学术思想。这种学术思想和哲学是本科

教育阶段不要求的,很多本科阶段的优秀学生到研

究生阶段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学术思想和

天赋。
(四)强调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训练

研究生阶段高度重视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训

练。现代科学研究必须具备基本的规范和方法基

础,一个不具备基本规范的科学研究,将产生混乱而

错误的结论。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方法体系,均是

该领域的杰出学者群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逐步建立

的,是经过了长期的检验,并且是智慧的集体结晶。
所以研究生必须掌握该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效从事科学研究,同时

与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对话,否则这种对话都是难

以建立的。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方法,需要具

备学术性。学术是“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结果”,与一

般意义上的知识相比,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学术是一

种普遍的知识,只有揭示普遍意义的知识才是学术;
二是学术是理性的而非感性的,只有出自于人们的

理性思考,并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知识才是学术;三是

学术是高深的知识而非常识性的知识,是人类在不

同时代认识客观世界所达到的最高程度。学术具有

高深性和前沿性等特点,探究只有奠基于这样的学

术基础之上,其活动才有真正价值。[9]

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研究方法的严谨与准

确。严谨指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合理,过程的结构

科学。准确指的是符合学科基本规范,并能够具有

没有破绽和漏洞的结论。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训

练,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生与其

他阶段毕业生的重要差异。没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的准确性和严谨性上,一般

都远逊于研究生,甚至不能理解研究方法和研究过

程,学术对话都可能难以构建。研究生教育的结果

之一,就是研究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上的积累

和成就。
(五)以创新性成果为核心要求

这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基本要求,即毕业生必

须要在该学科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这种创新性成

果还需要通过专家鉴定和现场答辩,通过之后,才能

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种毕业要求的背后,也
是对学生研究能力的一种鉴定和要求。其成果的核

心要求有两个:其一是过程要求科学,即研究中的研

究方法和过程符合该学科规范;其二是结论或内容

具有创新性,不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是不合格的。这

种创新既可能是对已有知识的批评重建,也可能是

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还可能是对已有体系的重新建

构。研究生教育的科研活动,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发

现新知识、创造新知识,并具有创新性成果。

三、中国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及其逻辑

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逐步扩大,已经成为推动

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未来科技发展

的重要希望所在。在几十年的探索发展中,中国研

究生教育取得了重要成就,基本满足了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支撑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并
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中国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研究生教育具有自身的基本理论体系,其
基本内容主要有: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指向学生的创

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教育在性质上归

属于精英教育;研究生教育中采取课程与研究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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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培养模式;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主要实施导师负

责制;研究生教育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接触学术研究。
在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上,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指

向学生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中国学

生在所有学段中唯一全力致力于学生创新素养和创

新能力培养的学段。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指向对

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本科阶

段,指向的是学生的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能力培养。
基础教育阶段与大学本科阶段可能并不存在本质性

差异,其中的重要差异则是基础性和专业性的差异。
但大学本科阶段仍然主要是知识和能力,对创新性

要求不高。但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则是全力指向学

生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大规模致力于社

会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阶段。一定程度上说,研究

生教育质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可能的创新能力和创

新水平。
在教育性质上,研究生教育归属于精英教育。

中国教育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所以高度重

视教育的公平与平等。研究生教育是中国教育中的

精英教育,中国需要培养有质量的高层次人才,通过

其创新性能力,贡献自身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研究生教育强调公平竞争,所以中国研

究生招生采取全国统一考试,并高度重视阳光录取,
注重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公平性。研究生教育也是中

国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培养体系,所以研究生的质量、规模和水平基本决定

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水平和地位。这也是中

国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即培养中国高质量和高

水平的教育精英,提升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培养模式上,中国研究生教育中采取课程与

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

三种:其一是注重研究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研究生

在导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科学研究,通过研究的成

果参加考核或评审,获得相应学位。其二是注重教

学的模式,主要特点是设置研究生课程体系,研究生

通过课程体系的考核后,获得相应学位。其三是课

程与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特点是在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既设置一定的课程体系,要求研究生完

成相应的课程考核,同时要求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

下,从事科学研究,最终通过研究的成果参加考核和

评审,获得相应学位。中国研究生培养主体就是两

部分构成:其一是课程体系,其二是学位论文。前者

的考核方式是课程体系考核,后者的考核方式是学

位论文评审和答辩。两者都通过后,才可以获得相

应学位。
在教育管理上,中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主要实

施导师负责制。与全世界的研究生培养惯例一样,
中国研究生教育同样采取的是导师负责制。在中国

研究生教育中,导师负责制主要是负责研究生的研

究指导,具体是研究生的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的相

关研究和指导,并对研究生的思想和安全等领域负

一定责任。具体地看,中国研究生导师主要负责研

究生培养中的研究环节的指导,而课程体系的教学,
则主要是由院系负责。在研究生的管理上,中国研

究生导师主要负责学生个人层面的思想意识和安全

领域,而研究生集体层面的班级管理、班级组织和党

团活动等,则主要归属于研究生辅导员及其相应研

究生工作体系实施管理。研究生的管理体系相对独

立于本科生培养体系。在部分培养细节上,才是一

定程度上的导师负责制。事实上,在研究论文和学

位论文上,研究生导师需要为学生负责,如果研究生

的研究论文或者学位论文出现了抄袭、复制等学术

不端行为,研究生导师就可能被问责,需要承担一定

的责任。
在教育的整体设置上,研究生教育是中国学生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以来,
在教育、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主要是学习西方,在
教育领域,主体也是致力于培养掌握现代科技的人

才,这是一种主体上是复制型的教育,而不是创新性

的教育。基础教育基于其基础性的本质,并不以创

新培养为主,而大学本科教育,也主要是复制型的对

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并

不是重点培养领域。所以从教育结构上看,研究生

教育是中国社会中的学术研究的主体教育阶段,也
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学术研究。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特别是在实用主义影响很

大的中国社会中,必须设置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

机构,才能中和并提升中国社会的精神层次。一个

社会的创新能力本质上不是来自于单纯的创新能力

培养,创新能力的基础是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
不具有精神层面的创新都将是功利主义的,也是不

可持续的。
(二)中国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的内在逻辑

中国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体系有着其内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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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指向学生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

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应然逻辑,也是其核心指导逻辑。
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培养方法、培养制度等均指

向此目标。创新是研究生培养的本质所在,没有创

新,也就失去了研究生培养的意义。创新是一个没有

标准答案的培养目标,但其重要的特征在于自由探

索,所以研究生教育中需要高度保持研究生在教育过

程中的研究自由,并赋予其必要的自由空间。
精英教育的定位是研究生教育在教育性质上的

实然逻辑。研究生教育是小众教育,也是小班化培

养模式。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基本都是采

取的大班教学模式,教育主体模式是普及型或复制

型模式。只有研究生教育阶段,才基本采取了小班

教学模式,这也是精英教育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

社会都必须设置一定的精英教育,因为在国家竞争

和人类社会发展中,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精英,能够通

过其创新性能力,提升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

对重大事情的处理能力,最终提升人类社会的普遍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都在这

种设置中得利。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如果精英教

育的教育选拔出了问题,那将给社会带来巨大问题,
不公平的教育竞争会毒化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
并导致不合格的人占据重要位置,最后导致社会的

整体失败。这也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
度维护社会的教育公平与教育平等的重要原因。

采取课程与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是研究生

培养中的过程逻辑。中国社会强调平衡,在研究生

教育中也透露出这一趋向。课程与研究相结合的培

养模式,既有着注重课程培养的理念,同时也通过注

重研究的培养环节,体现研究生的研究素养的要求。
课程体系的设置的目的在于确保研究生培养中的基

础性和系统性。基础性指的是课程体系会设置该专

业领域的基础性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课程,系统性

指的是课程体系会通过导师群体的集体智慧产生系

统性的课程体系,两者确保研究生在知识和能力领

域的水准。科学研究本身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居于

中心地位,所以注重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是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必然选择。而具体的对研究生的

科研能力的评估,中国大学主要采取了两种措施:其
一是对研究生设置了科研论文的要求,以此作为学

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或者获得学位的基本要求。其

二是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实施严格的过程管理和结

果管理,既注重过程性的开题报告、匿名外审等,同

时也注重学位论文的现场答辩。
导师负责制是中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管理控

制逻辑。中国教育管理中,习惯于管理的全覆盖,以
此实现管理无死角,确保对问题和隐患的控制和防

范。导师负责制也是此逻辑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反

映。因为研究生本身的科学研究能力培养和评估都

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给每一位研究生设置一位指

导教师,并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科学研究质

量的责任委托给研究生导师,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大学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将研究生与导

师捆绑到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即

研究生的成就是导师的重要成就的体现,研究生的

问题,也是导师的责任,并会追究导师的责任,包括

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甚至还

有降级、罚款等处罚措施。这种管理控制逻辑一定

程度上确实保障了导师的指导责任,也对研究生的

过程性培养有利。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研究生与导

师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遇到品行不

佳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培养就存在很大风险和

问题。
将研究生阶段设置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阶

段,这是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层级设置逻

辑。中华民族绝不满足于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追

赶,在人类的科技发展中要有中华民族的贡献。所

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华民族还必须致力于对人类

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性贡献,而现代学术研

究,不再是业余选手能够承担的领域,所以必须培养

更多的高质量的专业人才,而这种专业人才在现代

社会主要来源于研究生教育。如果一个社会研究生

教育规模过小,质量较低,那么在创新发展领域很难

有所成就。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中华民族创新发

展的质量的主体保障,也是中国社会对创新领域的

挑战的结构性应战。

四、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家对

研究生教育充满着期待,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研究

生教育需要进一步提升质量,服务于世界一流大学

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
(一)双一流建设对研究生教育的新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家重要政策“双一流”建
设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流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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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生教育是重要指标。研究生学位点本身就

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学科建设在直观层面的表

现主要是以研究生学位点及其质量而体现出来的。
同时,研究生培养质量本身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构

成内容。研究生学位点的评估条件基本与学科建设

的评价相同。主要都是由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经费与办学条件等维度构成。一流的学科建

设,必然是建立在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之上,没
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必然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

对一流大学而言,一流研究生教育更显重要。
研究生教育本身是大学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

研究生也是大学未来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没有一流

的研究生教育,自然也就没有未来的优秀大学教师

和研究人员。现代社会的创新人员主要来自于研究

生教育培养的人才,从这个角度上看,研究生教育的

质量也基本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创新能力。
(二)中国研究生培养中的基本问题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存在三个重

大问题:一是混淆了研究生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界限,
背离研究生教育学术追求的宗旨;二是混淆了研究

生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区别,将研究生教育变成大众

普及性教育;三是错误地以研究生教育作为缓解社

会就业压力的避风港。[13]具体来看,我国研究生教

育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生整体创新能力培养的内在哲学问题

中国研究生教育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上本身

有两个内在的哲学问题,是未来中国研究生培养需

要高度重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问题之一,是中国

社会本身的世俗主义导致的功利倾向,相当比例的

学生攻读研究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仅

是为了提升学历,从而在未来的就业或职位中获得

收益。从教育的维度看这一趋向本身也算合理,因
为教育本身就有促进社会健康的阶层流动的职责。
但问题在于,这种倾向导致研究生对于研究生教育

的功利倾向,在精神层面缺乏对真理的尊重,也更为

缺乏创新学习和研究的动力,自然也就很难培养创

新能力。问题之二,是中国社会中本身对于师长的

尊重在研究生导师制中的呈现。因为研究生阶段实

施的是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导师对于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的诸多环节具有主要权力,这导致中国研究生

相对缺乏对于导师的学术批判能力。同时基于中国

研究生培养中的实际存在的同门的传统,对于导师

的师门也失去了学术批判能力。一般而言,研究生

本身是与导师的研究领域高度接近的,这实际可能

上削弱了学术研究中的创新,因为没有批判的存在,
自然就没有创新。
2.研究生招生与培养体系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研究生培养体系本身在结构性上存在一定

的问题。在招生领域,目前采取的主要是硕士研究

生的全国统考和博士研究生的自主招生。在招生考

试科目中,主体是外语、政治以及相关专业课。硕士

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高度印证了中国社会管理中的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实逻辑。在研究生入学考

试中,部分高校组织的自主命题或招生过程中也屡

次出现泄题、严重压分、私自改分等严重事件。研究

生过程培养中主要采取的是学校自主管理,所以在

培养标准、学位要求领域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近

年来中国研究生阶段的主要问题,大都是在培养过

程中存在的标准问题和管理问题。同时也存在一管

就死、一放就乱的现实情况。如何建立既有足够自

由空间,同时也有严格标准和要求的研究生培养体

系,是未来的研究生教育的最大难题。
3.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的问题

中国研究生培养的规模较大,但事实上中国社

会中的研究生学历的人口比例仍然很低。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采取的一种学习的模

式,在创新领域主要是一些方法和思路创新,在真正

的学术研究中或者科学技术中的整体创新能力上可

能还不算强大。这也导致中国社会一方面对于研究

生有着不理解的一面,不懂得研究生本身应当或者

实际具备的素养;另一方面对于研究生的使用又有

着功利性的一面,即注重解决现实问题,而对于创新

能力本身并不注重。这导致研究生培养中的定位问

题,一方面想培养学术前沿素养和学术研究能力,另
一方面又因为社会要求而被迫注重具体现实实践问

题,前者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能力,后者本质上是一种

复制学习能力。两者本身也不矛盾,但如果在研究

生培养中重心过度游移不定,自然会导致研究生培

养的定位问题。当然这种研究生培养的定位问题还

有着培养学校本身的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研究

生培养单位之间存在着研究生培养资源的不均衡问

题,重点高校的资源和经费远高于普通高校;另一方

面,不同的培养学校本身在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整体

质量上,也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
(三)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方向

中国研究生教育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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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研究精神的培养上,需要进一

步提升培养质量。
1.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学术研究能力培养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是学术研究能力的培

养,研究生教育本身只是一个过程,也是研究生未来

成长中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是培养研

究生具备相应的学术研究能力,取得一定的研究成

果。研究生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客观呈现

出研究生具备的研究素养和研究能力,以及对学术

前沿研究的掌握情况。如果不通过研究成果呈现,
是很难评估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在研究生的培养

过程中,需要着眼学术前沿,提升学术素养,培养学

术能力,做出学术成果。研究生的本科化,本身就是

中国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倾向,只有牢牢把握

研究能力培养,才能确保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2.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学术精神培养

研究生培养中既需要注重研究生学科知识体系

的基础的培养,重视研究生技能层面的研究能力与

研究方法的培养,还需要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学术精

神的培养。没有一流的学术精神,很难取得一流的

学术成就。人类的每一次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都是艰难的探索的结果,这一探索的过程既是漫长

的,也是痛苦的,所以科学研究需要有能够坐冷板凳

的学术精神支撑。没有一流的学术精神,不管学科

知识体系多牢固,研究方法多先进,对于学术研究来

说,都可能没有实质意义。学术精神是研究生培养

的精神层面的重要构成,也是研究生教育中需要重

点提升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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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rinciplesoftheBasicTheory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

RANYahui
(InstituteofEducationalScienc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Abstract: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hasgraduallyformeditsownbasictheoreticalsystemandthebasicprinciplesin
thecontentareasfollows:thegoaloftheeducationistoenhancetheinnovationqualityandabilityofpostgraduates;thenature
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belongstoeliteeducation;thecultivationmodeadoptedintheeducationisacombinationof
courseteachingandpracticalresearch;thesupervisorresponsibilitysystemismainlyimplementedintheprocessofcultivation;
anditisthefirsttimefortheChinesestudentstocontactacademicresearchinrealsensei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
intrinsiclogic:thecultivationfortheimprovementofinnovationqualityandabilityofthepostgraduatesisdecidedbythelogic
incultivationgoalfortheeducation;theorientationofeliteeducationisdecidedbythelogicinthenatureoftheeducation;the
adoptionoftheintegrated“courseteachingandpracticalresearch”cultivationmodeisdecidedbythelogicintheeducation
process;thesupervisorresponsibilitysystemisdecidedbythelogicinthemanagementandcontrolprocessoftheeducationin
China;andthesettingofthepostgraduatestageasarealacademicresearchstageisdecidedbythelogicintheeducational
hierarchyplanningforhighereducationofChina.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basictheory;basic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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