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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能够长期引领顶尖人才培养的方向,与其推行博士教育发展战略有关。对世界排名前

20位的大学进行分析,发现其博士教育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点:战略环境源于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战略目

标坚持质量首位,战略内容围绕更加高效的培养形式,政府宏观管理与高校自主推行相结合进行战略实施,
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充裕的资金支持作战略保障。其未来走向是:增强博士教育竞争力,强调国际化发展,推
进博士教育公平化以及提升博士生职业能力。这对我国在“双一流”建设大格局中创建一流的博士教育具有

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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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教育是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渠

道,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2012年美国

国家研究委员会在报告《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未来:
确保国家繁荣和安全的十大突破性行动》中指出,研
究型大学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教育,为国家诸

多竞争性优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社会高生活水

平成为可能。[1]世界一流大学将博士教育作为一种

重要的战略进行谋划,引领顶尖人才教育改革的方

向,从而在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与复杂难题应对中

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双一流”建
设,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教育,则是其成

功的显著性标志之一。为此,我们选取了2019年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
Report)世界大学排名前20位的学校,分析其博士

教育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与未来走向,以期对我国

创建一流的博士教育提供借鉴。

一、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

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

从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内容、战略实施及

战略保障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世界一流大学

博士教育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点。
(一)战略环境: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发展的战略环境正是源

于对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回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完善培养类型。早期的博士教育旨在培养

学术型高层次人才,1920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第一个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点,但学术型博士和专业型博士

二者的区分并不明确。随着社会对应用型高端人才

需求的上涨,完善博士培养类型,扩大专业型博士学

位授予被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华盛顿大学研究

生院副院长尼克斯特(Nyquist)发起了“重新规划



Ph.D”研究课题,旨在廓清不同类型博士学位的培

养定位。2008年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将原先的“第一

专业学位”纳入到博士学位范畴,将专业型博士界定

为以实践及职业为导向。这在根源上理清了两种类

型博士学位的区别,将其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2]

随着博士培养类型的完善,专业型学位授予量也稳

步提升,2010年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

流大学的学术型博士学位与专业型博士学位授予比

达到了1∶1,2019年将达到1∶1.25。[3]

二是扩大培养规模。以世界一流大学数量最多

的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美国认识到顶尖人才对国

家竞争力的重要性,加强了对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发

展方向的引导,相继出台了《退伍军人法案》(1944
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1950年)、《国防教育

法》(1958年)等,由此迎来了博士教育规模的大增

长。1969年相比于1960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霍普

金斯大学增加了3.2倍、哈佛大学增加了2.2倍、普
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各增加了1.7倍、耶鲁大

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各增加了1.4倍。[4]预计2019年

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达219800个。[5]博士规模的扩

大为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尖端人才储

备,为其保持世界经济头号强国地位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
三是创新培养方式。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成

立了第一个研究生院,拉开了研究生教育规模化、制
度化发展的帷幕。1900年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

代表 的14所 大 学 联 合 成 立 了 北 美 大 学 协 会

(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AAU),旨
在加强和统一博士学位标准,招生上推行研究生入

学标准化考试。1937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采用该招生制度,并形成

了课程学习与独立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及根据

学科性质划分不同院系的组织制度。[3]随着全球化

时代的到来,国际化培养方式引起重视,2005年耶

鲁大学发布《耶鲁国际化:2005-2008战略框架》,
强调要吸纳全世界最有才能的学生和学者把耶鲁建

设成为全球性大学。始终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谋

划博士教育战略,开展培养方式变革,是世界一流大

学引领博士教育发展的一大法宝。
(二)战略目标:坚持质量首位

注重培养博士生广博的专业知识、卓越的创新

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其培养质量,是世界一

流大学博士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从样本学校

中选取10所大学进行博士培养战略目标分析(详见

表1),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培养博

士开展高质量原创性学术研究的能力,重视课程的

多样性和质量,为其提供充沛的研究资源。第二,培
养学生的包容性和跨学科学习能力,突出团队合作

意识和创新思维养成,注重多元文化社区的建立和

跨学科机会的供给。第三,培养定位为社会领导者、
领袖型人才,强调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经历,重视

综合素质的训练。可见,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培养

目标虽然没有“追求质量”的字眼,但其在设定理念

及其落实上无不体现出对质量的追求和重视。
为确保质量首位战略目标的达成,世界一流大

学注重对培养过程严加把关。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淘汰率为30%左右,而原创性成果则是博士毕业的

必备条件,为此要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6]密西根大

学博士生的平均修业年限为5.2年,普林斯顿大学

5-6年;霍普金斯大学5.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6年。普林斯顿大学2010-2018年的博士资格

考试的通过率为79%,但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只占

32%。[7]而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代表着卓越的竞争

力,其毕业生往往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机构、大型公司

等占有重要的席位。
(三)战略内容:寻求更加高效的培养形式

追求博士培养形式的高效性是世界一流大学的

共同愿景,为此各校一直不断地进行探索,形成了一

些典型的教育发展战略。
1.多导师合作指导战略。多导师联合指导可以

帮助博士生从不同学科视角拓展其专业知识和学术

思维,主要通过建立博士指导委员会实现。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在博士学习的第二年或第三年,组建

由4名以上本领域专家构成的指导委员会,定期检

查学生的研究状况,提出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建议,进
行口试和论文评审等。2009年英国经济与社会研

究委员会颁布了《博士生训练与发展准则》,鼓励实

行导师小组制或双导师制。[4]剑桥大学的博士由多

名导师联合指导,定期讨论研究进程、工作反馈、指
导学生获取信息和资源,此外博士生还配有一名指

导顾问,进行日常指导与培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教育采用导师与博士指导

委员会相结合的方式,汇聚强大的师资力量帮助博

士生在最大范围内获得指导训练。
2.多部门联合培养战略。世界一流大学非常青

睐与其他部门机构合作培养博士,以实现资源整合

与共享,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帝

国理工学院在《2015-2020战略规划》中,明确指出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广

泛的、多样的学习机会。[8]典型代表是加州大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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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所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培养目标分析

大学名称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的具体落实

哈佛大学
有远见的学者,创新教育者和创造性领导

者,鼓励跨越学科界限

(1)建立多元化社区,接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2)为所

有博士生提供5年的财政支持;(3)提供广泛的课程;(4)提供

多样化的学习机会

耶鲁大学 重视职业能力,培养社会各界的领导者 (1)提供教学实践机会;(2)提供多样化的交流活动

普林斯顿

大学

具有跨学科学习能力、开展原创性学术研

究、有思想和成功的领导者

(1)提供严格的学位课程,包括适当的跨学科机会;(2)提供了

解其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和方法;(3)增强学术课程,促进专业

发展

斯坦福大学 具有创新能力、独立研究能力的领导者

(1)建立全球多元化研究生社区,大多数人住在校园并获得某

种形式的经济支持;(2)提供多样化的跨学科课程和研究;(3)
提供广泛资源和专业发展机遇

麻省理工

学院

具有包容性、能完成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的

卓越人才

(1)推进多元化,营造更具包容性和关怀性的学术氛围;(2)设
定严格的学位授予要求;(3)提升在知识和社会方面的参与度,
与资源、信息、研究所建立快速联系

牛津大学
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思维方法,独立研究

能力的领袖型人才

(1)博士第一年提供结构化的培训和研究经验;(2)通过和研究

机构、资助机构、工业和商业合作伙伴建立研究合作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追求卓越和创新,吸收广博的知识,做出原

创性贡献的顶尖人才

(1)与顶级专家、国家实验室、硅谷和尖端公司紧密联系,提供

创新和探索的研究环境;(2)建立多元化协作社区;(3)提供广

泛资源帮助学生实现成果转化

霍普金斯

大学

具有探究精神和迎难而上精神,能开展独立

研究的世界级人才

(1)将课程分为广度和深度两层面进行学习;(2)分阶段进行研

究活动,配备研究顾问辅导研究

帝国理工

学院
能独立开展尖端研究的研究人员

(1)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计划;(2)提供创新和有效的专业发

展;(3)组织广泛的跨学科会议和社交活动

密西根大学
为未来职业做准备,从而为社会做持续的贡

献的卓越人才

(1)建立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学生社区;(2)鼓励创新和有效的

实践;(3)重视跨学科教育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大学官网信息整理而成。

内的10所著名公立大学,通过联合当地州立大学的

优势学科共同培养博士,以达到资源互补和分享的

目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旧金山州立大学联合

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博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结

合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优势领域,共同培养航天、土
木、建筑、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博士。而哥伦比亚大

学、牛津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则开设了联合博士学位项目,以帮助博士从不

同学院或大学获得学习支持。
3.跨学科教育战略。随着社会复杂难题的频频

出现,单一学科培养的人才在综合性知识及复杂问

题应对上的局限性凸显,世界一流大学纷纷采用跨

学科教育战略以保持其在领军人才培养上的优势。
牛津大学在《2013-2018战略规划》中提出积极寻

求与其他大学合作,建立跨学科学术集群,帮助博士

生在可共享资源的地方开展合作研究。霍普金斯大

学在2019年回顾学校的人才培养决策时,指出以往

对跨学科的努力是学校自豪的源泉,通过跨学科合

作培养了优秀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复杂问题的挑

战,从而实现了卓越,今后将继续加强跨学科合作和

教育的能力,并启动一系列创新的跨领域举措。[9]斯
坦福大学则为博士生开设了134门跨学科课程,39
个跨学科项目,3类奖学金资助。

(四)战略实施:政府宏观管理与高校自主推行

相结合

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发展战略实施的过程,
离不开国家政府的宏观指导,政府通过采用立法及

规划手段、增加竞争性科研项目拨款的方式引导着

博士培养的大方向和高等教育的发展。1963年英

国在《罗宾斯报告》中就呼吁加强研究生教育,2008
年《英国高等教育资格框架》廓清了博士学位资格所

应掌握的能力,对英国博士培养质量提供了明确标

准。[10]近年来,美国先后出台了《2001-2005年战

略规划》《2002-2007年战略规划》《2007-2012年

战略规划》等,全面部署了高等教育各阶段的发展纲

要,2013年《联邦STEM教育五年战略规划》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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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STEM领域博士生的培养规划。2015年《美
国竞争力再授权法案》规定,为优秀研究生尤其是博

士生提供多种类型的奖学金。博士教育的发展与联

邦政府开始资助大学研究及博士生是同步的,研究

经费和教育经费的增加也极大地提高了世界一流大

学的博士培养能力。1956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

仅为1290个,到2016年则发展为177867个,增加

了137倍。
在考虑社会发展需求、国家宏观调控方向的基

础上,世界一流大学充分发挥其治校自主权,在博士

教育发展战略实施中探索符合学校发展实际的、体
现学校特色的发展之路。霍普金斯大学在报告中批

露,1996-2010年间该校在规模增长上顺应了国家

的总体趋势,但在培养模式上每个学院都拥有博士

项目计划的自主权,学院和研究项目专注于以最适

合每个学科和专业的方式教育学生,给项目提供了

创新实践模式的自由,通过改善教育和研究方法以

应对培养中的各种挑战。[11]普林斯顿大学为了保证

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规定新增博士项目和招生人数

等必须经过研究生院院长与学术规划小组批准,需
要通盘考虑生师比、就业市场条件和研究生院的博

士生项目容量后再做决定,而不会仅仅因为外部资

金的增加而随意新设。牛津大学在《2013-2018教

育发展规划》中提出,将利用国家划拨的研究生教育

资金用于奖学金计划,设立人文学科领域的米卡与

艾哈迈德-艾特根(theMicaandAhmetErtegun)研
究生奖学金以及克拉伦登(Clarendon)基金的研究

生奖学金,以在国际上吸引最有能力的学生,激励研

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2]可见,国家通过拨款的

方式对高校进行管理与支持,而高校则在具体办学

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实现其博士教育战略规划

的目的。
(五)战略保障: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充裕的资金

支持

以研究生院制为代表的组织制度是世界一流大

学博士教育发展战略能够得到有效推行的第一重保

障,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制度,根
据隶属关系可以分为全校模式和学院(学部)模式

(见表2)。前者是全校只设一所研究生院,制定校

一级的相关制度,全面负责日常管理,其性质为教育

行政管理机构。后者是学校设立多所研究生院,各
学院(学部)自主规划博士教育环节,其性质为学术

机构兼行政管理机构。无论哪种组织模式,其本质

都是为了保障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发挥着为博士教

育发展战略奠定实践根基与制度环境的作用。

表2 排名前20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模式分析

模式 全校模式 学院/学部模式

主要特点 全校只设一所研究生院(集中式) 一校设立多所研究生院(分散式)

性质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学术机构兼行政管理机构

工作职能与

运行机制

作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发挥统筹作用,全面监管硕士/博士教

育,制定学校一级的相关制度。
负责招生管理、奖助学金发放、教学准备、专业发展、学术进步

和学位完成度的跟进。

负责院系级的博士/硕士监管工作。
组织开设博士/硕士课程及就业能力训练计

划,提供科研训练资源、跨学科研究和国际

交流机会及经济资助。

代表学校

普林斯顿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西根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理工学院、
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大学官网信息整理而成。

  健全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战略

有效实施的第二重保障。从博士管理制度而言,它们

各具特色。哈佛大学实行的是董事会、监事会、教授

会共同治理制度,剑桥大学由总学科理事会负责协调

和制定博士教育政策。从博士培养制度看,它们对每

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要

求博士生定期与导师见面,每年根据课程成绩和表现

(GPA不得低于3.0)、轮转实验室报告和特定程序

的考试(医学和社会学)对其进行综合评估,通过资格

考试后6个月内要组建论文委员会,要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所有学位要求。最重要的是,一流大学还设有定

期开展博士教育战略实施情况评估的制度。密西根

大学每10年进行一次评估,评估要点包括审查教育

制度是否有助于扩大学校发展优势,检测博士生项目

是否具有内聚性、一致性和有效性,以及战略实施与

学校使命是否契合。[13]在反思与调整中追求卓越,既
保证了一流大学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也促使各博士培

养单位探求质量持续改进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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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资金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教育战略实

施提供了第三重保障,确保有学术潜力的青年才俊能

安心从事学术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对博士生学习的

支持与激励向来是不遗余力的。在牛津大学看来,任
何一个潜在的学生都不应该被金钱或其他的障碍所

阻碍,学生的成功都不应该受到经济困难的阻碍。哈

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保证,每位博士候选人都能获得

5年的全额资金支持。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办公室

专为博士生设立了6种奖学金,华盛顿大学提供了8
种不同类型的博士奖学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更是

达到了9种。2017年密歇根大学93%的博士能同时

获得学费与奖学金资助。耶鲁大学计划2018-2019
年资助每位博士的津贴为31000美元———超过了在

纽黑文生活一年的费用。[14]

二、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
发展战略的未来走向

(一)提升博士教育竞争力

1.探 索 数 字 化 教 育 战 略(DigitalEducation
Strategy)。世界一流大学正谋划利用数字技术创新

博士教育教学方式,培养其广泛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可

转移技能。牛津大学教育委员会在《2016-2020数

字化教育战略》中,计划在三方面做出努力:(1)利用

数字技术为不同的学习需求者开发更具包容性的课

程;(2)通过开发关键数字平台的功能支持科研人员

实现创新;(3)利用资源整合技术帮助学生获得与其

学习相关的资源和课程。[15]帝国理工学院则战略性

地创建了互动网络研讨会,以供研究生在世界各地与

导师进行交流,计划未来为博士生开设一整套数字技

能课程。数字化教育战略利用信息高科技构建起一

个全球性的博士教育平台,有助于博士生与世界学者

建立联系,从而拓展其学术视野与跨文化思维。
2.深化教育联盟战略。本研究选取的20所大学

中,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均为英国罗素

大学集团成员,而16所美国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都是AAU成员,其目标是使联盟成员的博士生项

目标准化,通过学术合作培养新一代能够对社会产生

卓越贡献的领袖型人才。2019年2月,AAU成员大

学发起了一项旨在改变博士教育既定文化的计划,阿
尔弗雷德.斯隆(AlfredP.Sloan)基金会将提供30
万美元支持该计划,要通过完善博士教育制度,建立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所必需的文化、政策和实践

平台,为博士生提供取得成功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教

育联盟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的

各类资源,拓展了其博士教育发展空间,未来该战略

将会在合作领域、内容及形式上得到进一步深化。
3.加强校企合作战略。高校和企业协同合作培

养博士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在系统学习前沿理论的同

时将其转换到应用领域,促进科技知识的快速成果

化。哈佛大学计划建立一个企业研究园区作为创新

创业中心,利用哈佛广泛的研究活动和行业合作关系

来推动博士学术目标,使科技成果及时转换为经济效

益。牛津大学在《2018-2023战略规划》中表示要加

大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力度,到2023年要新增1000个

研究室和2000个实习机会。[16]剑桥大学专门成立了

大学商业关系办公室来协调与世界各地企业的战略

伙伴关系,为不同专业的博士提供研究服务,致力于

合作研究计划在实验设备共享、研究质量方面的

事宜。
(二)加快博士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1.扩大国际博士生规模。从世界各地招募优秀

生源成为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其持

续成功至关重要。2016-2017年耶鲁大学、密西根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博士生

招收比分别为36%、34%、33%、32%,这些学校明确

提出大学应走全球化战略,未来其国际博士生规模将

会继续扩大。多伦多大学为推动学校发展战略规划

《走向2030年》(《Towards2030》)的实施进程,制定

了一项多维策略,包括扩大筹资、奖学金和其他吸引

条件,以扩大国际博士生的人数。
2.加强博士生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开

展国际交流活动不仅能够开阔其国际视野,也能为各

大高校提升国际知名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鼓励

博士生赴海外参加学术会议、参与校外实习、合作研

究或利用校外专业发展机会等,从2016年6月起提

供1000美元的资助,研究生院的副教务长罗宾.加雷

尔(RobinL.Garrell)保证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
将来会提供更多机会给学生,并提供更多的资助。[17]

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已与众多国际学术机构建立正式

的合作交流关系,未来将会继续扩大合作对象及范

围,以便为教师和博士生提供互惠的学术福利。
3.开展博士培养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为世界

一流大学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其纷纷

将跨国博士培养作为重要的国际化战略。截至2018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全球20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通过广泛的学术课程、研究项目、资源共享

和其他举措,为博士生提供了全球化学习与研究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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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未来还会与更多其他国家的大学开展合作。2018
年密西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了新一轮的国际

办学合作,继续支持下一个十年的合作发展,旨在通

过“全球学位通”计划促进互相交流、追求学术卓越,
利用世界一流的教育管理模式和全球化环境的创新

教育体制培养高质量的博士生。[18]芝加哥大学副校

长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强调,将与教师、院长和大

学行政人员通力合作,使学校的国际战略深入发展。
(三)推进博士教育公平化

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社会公平理念的践行者,以
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博士教育的公平性是其未来发

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据OECD统计数据显示,尽管

全球授予博士学位从2000年的158万个增加到

2012年的247万个,但在科学领域女性获得高级研

究资格的可能性仍然远低于男性。[19]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SF)的调查表明,2016年黑人或非裔美国

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为7%,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为

7%,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的比例则一直低于

1%,少数族裔在申请博士学位中仍处于明显的劣势。
为此,世界一流大学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教

育的公平性,为少数族裔、女性和贫困家庭的博士提

供支持与帮助。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认为哈佛有责任给各阶层各种族有才能的人

提供学习的机会,将拨款25万美元专项资金以促进

归属感和包容性。普林斯顿大学呼吁用开放的心态

拥抱生源多样性,倡导从尽可能多元化的社会群体中

识别、吸引和支持最有前途的个人加入到博士学习行

列。华盛顿大学为了支持和维护高等教育的多样性

和公平性,提出要:(1)对抗个人偏见和种族主义;(2)
改变具有排他性或有偏见的政策和制度做法;(3)加
速多样性风气系统性的变化。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

(CGS)2018年峰会的主题是“支持研究生教育的多

样性”,未来CGS将通过大力传播公平教育理念,改
变社会各方的态度,或通过研讨会、招聘会和专门项

目提供支持,以评估研究生招生过程、建立年度绩效

考核系统等方式,为所有研究生提供公平教育的机

会。英国罗素集团大学计划用2.54亿英镑支持有潜

力的贫困学生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以改善高等教育

公平问题,推进博士教育的公平化发展。
(四)提升博士生的职业能力

当前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呈现多元化格局。2012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了40年博士校友调查,
结果显示博士有三条职业道路:44%从事学术研究并

获得终身教职;15%处于高校非终身教职和行政职

位;41%从事非学术性职业。[20]多伦多大学对2000-
2015年毕业的10886名博士进行回访,结果表明

59.4%继续从事学术性工作,21.8%去了私营企业,
11.6%就职于公共部门,3.5%就任于慈善机构,
3.6%是个体户。[21]欧洲博士生的职业选择也与北美

的情况类似,2018年6月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RU)发布了一份关于博士职业的报告,其中提到

博士在职业选择上,49%选择了私营企业,39%在高

等教育部门,12%在公共部门,自然科学或工程学博

士更可能继续从事研究生涯,而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

的博士更多地转向研究之外的工作。[22]这些职业调

查表明,随着博士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能够提供的教

学与科研岗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世界一流大学

的博士毕业生也只有部分人能够在高校就职。博士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更加宽泛,不拘泥于学术研究工

作,因此培养其学术之外的职业能力是极其必要的。
而要帮助博士在职业选择和变化的社会中取得

成功,需要政府、大学和教师的共同努力。美国教育

部在《美国2026科学与工程创新愿景》中强调,要加

强对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教育与训练的投入,培养高

层次领军人才。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新设75项补充

资助,专门为STEM博士提供职业发展机会。提升

博士生的职业能力也被世界一流大学纳入到了其未

来战略规划中。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已经为博士

生开通了一对一就业咨询指导,而华盛顿大学在

《2015-2020战略计划》中提出要进一步规划研究生

教育的职业发展,以便为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做准

备。密西根大学计划对博士毕业生进行职业准备训

练,将其分为8个不同领域的小组,培养其非教职员

工的职业发展技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将继

续为博士提供大量专业发展的机会,帮助其在学习期

间获得职业技能和经验,为其免费提供求职服装、模
拟面试训练等。多伦多大学则计划为博士生提供更

多校内学术性兼职工作(例如助教),以强化其工作感

知,并将博士在校参加的活动、所学课程与职业前景

联系起来,匹配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的能力和雇主寻求

的职业技能,建立职业档案以指导学生顺利就业。

三、对我国博士教育发展战略的启示

(一)博士教育发展战略要基于国家政治经济发

展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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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发展战略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要根据国家发展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

调整。我国在制定博士生教育发展战略时,应立足于

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面向国

家未来对高端人才的需求谋划博士教育发展。首先,
要明确不同时期的博士教育发展定位与人才培养目

标。现阶段“双一流”建设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赶超

世界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而一流的博

士教育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性标志,如何在

“双一流”建设中实现博士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

博士教育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内容。其次,要根据国

家发展的需求合理规划博士培养规模。我国正处在

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各行各业对高层

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政府要联合高校

一起统筹博士教育资源,提升博士培养能力,科学规

划培养规模,同时要完善相关激励政策与制度,吸引

和保障有学术潜力的优秀青年攻读博士学位。最后,
要完善博士培养结构。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学

术型博士与专业型博士比例结构明显失调。当前专

业型博士学位比例仅占我国学科门类的23%,涉及

到的学科门类偏少、专业结构不合理。为此,在制定

博士教育发展战略时,要注意以国家发展为导向,进
一步拓宽和优化专业型博士学位的学科门类、研究领

域,以满足社会对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完善保障机制促进博士教育稳步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因为拥有完善的战略保障机

制,才使得博士教育发展呈稳步上升趋势。我国在保

障机制建设上还需要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要
完善博士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博士生作为国家高端

科技创新人才的储备队伍,其培养离不开充足的经费

投入、先进的科研设备作保障基础。然而,目前我国

博士教育经费投入渠道过于单一,投入力度与相关设

备条件也不可与世界一流大学同日而语。可借鉴美

国的做法,除教育部外,还应鼓励农业部、国防部、卫
生部等政府部门共同支持、资助博士教育。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博士教育制

度。尽管世界一流大学也会受到政府决策的干预,但
一般而言其拥有较强的办学自主权,形成了较为独

立、完善的博士教育制度,对确保其博士教育的世界

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形之下,我国博士教育

发展更容易受到行政干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特别指出,政府要

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单一方式,综合运用立法、拨款、

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

必要的行政干预。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我国需

要给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应鼓励高校自主建立博

士教育执行委员会和监事会,与教育管理部门共同参

与博士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监督及评估,为创

建世界一流的博士教育保驾护航。
(三)以质量为核心开展培养方式变革

教育质量始终是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发展战

略的核心,霍普金斯大学在《10×2020进度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确保至少三分之二的博士项目在各自领

域排名在世界前20位。我国博士教育经历了三次规

模扩张后,也已逐渐认识到以质量为核心的博士生发

展战略才是我国实现卓越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不二

之选。[23]我国博士教育要以质量为核心来指引培养

方式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高校需要认真审

视博士培养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招生机制、培养方式、
课程要求、研究训练、毕业标准等,进一步检视其中的

问题,明确一流的博士教育在不同培养阶段的具体要

求和规定。其次,要根据不同学校、学科及培养类型

采取多样化的博士指导制度。除了常见的单一导师

制外,还可以采用双导师制、多导师制或导师指导委

员会,通过不同学科视角和不同研究专长的导师对博

士进行联合指导,提高其学术研究视野和多学科创新

能力。最后,要重视博士生跨学科教育。跨学科教育

时代已经来临,跨学科培养博士既是应对当今社会重

大挑战,解决复杂难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创新型

科技领军人才,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要

明确跨学科博士培养的理念基础,积极研制跨学科博

士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立多样化的跨学科博士专业与

研究项目,并健全跨学科博士培养的质量保障机制。
(四)提升博士教育竞争力和博士生的职业能力

世界一流大学未来将在提升博士教育竞争力和

博士生的职业能力方面加强战略布局,我们要想在

“双一流”建设大格局中积极推动世界一流博士生教

育发展,就必须在此方面提前谋划。可以在以下方面

进行努力:一是实施数字化教育战略。2019年我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

资源共享。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愈

来愈密切,在博士教育领域启动数字化教育战略能够

有效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尖端前沿的优质资源合作

共享,从而提升我国博士教育的综合核心竞争力。二

是加强国际性的教育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扩大国际

博士生的规模,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国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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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谋求博士培养的国际教育联盟,有效利

用世界一流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为博士生提供丰富

的学习与研究机会,助力我国博士教育水平提升。三

是提升博士的职业能力。博士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

社会发展提供高端人才,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告诉我

们,博士生培养过程中除了要重视学生的学术能力发

展外,其职业发展能力培养也同等重要。因此,高校

要联合校内外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打造良好

的职业训练平台,为博士生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职业发

展机会,提升其职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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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long-termdirection-leadingof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ultivatingtop-notchtalentiscloselyrelatedtotheir
promotionofthedoctoraleducationdevelopmentstrategy.Afteranalyzingtop20universitiesintheworld,thispaperfinds
thattheirdoctoraleducationdevelopmentstrategieshavethefollowingcharacteristics:thestrategicenvironmentisdeveloped
fromrespondingtotheneedsofsocialdevelopment;thestrategicgoalisbasedonqualityasthefirstpriority;thestrategic
contentsfocusonmoreefficienttrainingforms;thestrategyisimplementedwiththejointeffortsofthegovernmentinmacro-
managementandtheuniversitiesinindependentschoolrunning,and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yisguaranteedbysound
institutionalsystemandabundantfundsupport.Thefuturetrendis:strongercompetitivenessofdoctoraleducation,more
emphasisoninternationaldevelopment,moreequitabledoctoraleducationandenhancedprofessionalabilityofthedoctoral
students.Inthestudy,thispaperrevealssomereferencesforChinatocreateafirst-classdoctoraleducationsysteminthe
contextof"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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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epeningreformsthatdelegatepower,improveregulationandupgradeservicesinhighereducationand
withtheoptimizationofthemanagementsystemsatthetwolevelsofuniversityandcollege,theindependentcollegerunning
hasbeenputontheagendaand“prosperingtheuniversitybyvigorouslydevelopingitscolleges”hasbecomeaninevitabletrend
for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inChina.Asthepresentmanagementmodeforpostgraduateeducationcan’tmeetthe
requirementsforstrengtheningtheuniversityanditscolleges,itisnecessarytopromotetheestablishmentofpostgraduate
managementlistsrespectivelyfortheuniversityanditscolleges,whichshouldbeconducivetothedevelopmentofmeasuresfor
theuniversity-collegeprosperinganddevelopmentprogram.Theformulationofthelistsshouldfollowcertainprinciples,laws
andregulations.Intheformulationprocess,itisnecessaryforrelevantgovernancebodiestoparticipateinthediscussionand
consultationsoastomakethelistofpowerscompleteandpracticallyapplicable.Intermsofthegeneralcompositionofthe
postgraduatemanagementlists,thispaperproposesthattheoneoftheuniversityshouldcenteronpolicyguidance,
institutionalnorms,operatingsupervision,performanceappraisal,andserviceoptimization,whiletheoneofthecollegeshould
becorrespondingtotheoneoftheuniversity.However,thepostgraduatemanagementlistoftheuniversityshoulddefinethe
dominanceandsubjectivityofthecollegeintheprocessof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prosperingtheuniversitybyvigorouslydevelopingitscolleges;highereducationreform;therelationsbetweenthe
universityanditscolleges;listofpowers;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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