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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在的理论体系与外在的组织建制是学科建设两大重要维度。作为“大科学”时代的新兴学科,研究

生教育学应当采取“由外向内”的路径开展学科建设。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研究生教育学已通过“内外兼

修”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绩。在组织建制上,形成了国家、省市二级专业学会、高校和第三方组织共同支撑的

研究机构、依托自设二级学科搭建的专门人才培养单位以及专门的学术期刊;在理论体系建设上,明晰了研

究生教育不同于其他层次教育的特殊性,并在基本理论研究、招考研究、课程与教学研究、质量评价研究以及

战略规划研究方面形成了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未来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外聚内观”:进一步汇聚

合力,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加强组织建制的建设;进一步以“前沿知识”为逻辑起点加强研究生

教育学基本问题研究,推动分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研究相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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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建设研究生教育学成为瞩目关注的重

要话题且研究成果颇丰。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院校分别设立研究生教育学硕士点、博士点,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建立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

会,诸多学者纷纷针对研究生教育学的合理性、合法

性[1-2]、独立性[3]与发展路径[4-5]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并基本形成一个共识:研究生教育学以一门独

立学科之面貌,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学科体系架构还有待完善。
特别是在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改革与创新迫切

需要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加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

设是研究生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当务之急。
充分把握学科的丰富内涵,是加强学科建设的

首要任务。依据牛津版教育辞典(Dictionaryof
Education,Oxford),学科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
学术研究的领域,由领域内的教学和科研所组成;第
二,一种知识分类体系;第三,一套行为规范与实践

方法。[6]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是“一种

连接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

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7]日本学者欢喜

隆司认为,学科是教学的组织形态,并存在“作为教

学原理的学科”与“作为教学学科的学科”两种类

型。[8]概而言之,加强学科建设,正如中国学者吴国

盛的观点,关键在于两个范式的建构:一是观念层面

的范式建构,形成知识传统;二是建制层面的范式建

构,包含固定教席、培养计划、学术期刊以及学术会

议等在内的学术共同体。[9]

本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分析主要基

于两个维度,一是基于知识的理论体系维度,二是基

于组织的建制维度。在这两个维度上,着力探讨三

方面问题:第一,研究生教育学应以何种路径开展学

科建设? 第二,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

哪些进展? 第三,未来如何推进研究生教育学之学

科建设?



一、由外向内:研究生教育学应然的建设路径

学科建设既包括理论体系的完善,也包括组织

建制的构建,是观念层面的内在建设和组织层面的

外在建设的统一[10-11]。故在逻辑上,学科建设存在

两种路径:一是由内向外的路径,先形成学科独特的

理论体系,再推动外部组织建制的形成,如建立期

刊、学会等;二是由外向内的路径,先回应外部需求

形成制度化的科研共同体以及学科知识积累和传播

的平台,再逐步完善理论体系。两种路径交错存在

于各类学科的发展史之中,路径的选择往往与学科

建立之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有密切关联。
(一)由内向外的学科建设路径

由内向外是“小科学”时代经典学科建设的传统

路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依据知识的性质,将
知识分为理论之学、实用之学和创造之学,所谓理论

之学是指纯粹理性的学问,实用之学是指关于人类

行动的学问,创造之学是指关于创作、艺术、演讲等

学问,并据此将学科分别划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

和诗的科学。[12]此时的学科主要是一种粗略的知识

体系分类,尚未形成相应的学术共同体。17世纪科

学革命的兴起打破了人类既有的理论体系,力学、数
学、化学等学科从自然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基本奠

定了现代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雏形。这一时期学科

建立的标志是:形成专门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

法及理论体系。换言之,线性、单向度的理论体系以

及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构成学科成立与否的

评判标准。[13]但必须看到的是,17世纪学科的分化

与建设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这是一个科学知识的生

产更多依赖个体科学家自由、独立探索的“小科学”
时代,[14]是一个以“明星学者”的开创性贡献为标志

宣告学科成立的时代,例如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促

进力学的独立;拉瓦锡以“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
开辟化学学科的前进方向。“明星学者”个体对某学

科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彼时的学科往往形成线性、单
向度的理论体系,且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由于鲜

明的个人烙印与其他学科区隔开来,各学科领地之

间界限分明,不可通约。
(二)由外向内的学科建设路径

由外而内的建设路径往往是“大科学”时代新兴

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以19世纪兴起的社会科学

为例,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

和社会学等,几乎于同一时期都获得了学科身份,但

部分学科的理论体系还未完全成型,内部知识的增

长并未达到系统化、体系化的状态,亦并未达到经典

学科建设时期学科成立与否的判断标准。[15]教育学

科的发展史亦是如此。在弗朗西斯·培根的《论科

学的价值和发展》(1623年)中,“教育学”第一次作

为学科名称出现,但彼时的教育学只是以指导阅读

的名义在学科之林中抢先占据一个席位。[16]之后无

论是夸美纽斯出版包含宗教色彩、但对后世若干教

育理念影响深远的《大教学论》之时(1632年),还是

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作为哲学讲座教授讲授教育学

之日(1776年),教育学都并未真正形成独立的理论

体系,但已具学科之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体系虽尚未完全成熟,但并

未阻碍这些学科以独立的面貌开展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也并未因此降低其对经济社会

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相反,正是先有学科之

“名”才加快促进学科之“实”的逐步丰满。不难看

出,当从“小科学”时代步入“大科学”时代,以复杂问

题为中心的研究兴起,学科的分化与交融模糊了传

统的学科边界,理论体系由线性、单向度转向网状、
多维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由独特性、排他性转向

交叉性、兼容性,学科不再是边界分明的“自留地”,
而是更加开放的“智识公域”,科学家个体力量在推

动科学进步上捉襟见肘,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团队

制、项目制开始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科研组织形态。
因此,学科的建设路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先形成

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再形成制度化组织,转向先形

成外部建制,再逐步完成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
研究生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是一门

发端于实践需要、缘起于实践问题、丰富于实践创新

的新兴学科,是一个运用多学科方法探索研究生教

育规律、解释研究生教育现象、解决研究生教育问题

的“智识公域”。自中国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
研究生教育学的组织建制不断成熟,知识积累日趋

丰富,为研究生教育决策、管理和人才培养实践提供

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沿着由外向内的学科建设路径,充分发挥已有

组织建制的优势,进一步加强理论体系的建构,形成

系统完善、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是未来研究生教

育学加快学科建设的关键。

二、内外兼修:当前研究生教育学的建设进展

沿着“由外向内”的建设路径,当前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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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学科建设上已取得显著进展,依托日益丰富的

组织建制,在理论体系建构上逐步深入,搭建起研究

生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组织建制的丰富

费孝通先生在介绍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时提出建

立一门学科必要的五个组织建制要素为:一是包括

专业人员和学科支持者在内的学会;二是发挥引领、
协调和交流作用的专业研究机构;三是培养学科人

才的专门场所,如大学的学系、专门的研究机构;四
是服务于学科研究成果搜集、整理与流通的图书资

料中心;五是专门的出版机构,以及所出版的期刊、
专著、教材、通俗读物等。[17]自1978年我国恢复研

究生招生制度以来,研究生教育学在上述组织建制

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展。
国家、省市两级的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已经形

成。从国家层面来看,1994年7月成立一级学会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现有单位会员710个,个
人会员近千人,下设48个分支机构。其中,2018年

4月成立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为研究生教育

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平台。从省域层面来看,广东、
湖南、福建、云南、陕西、江苏、天津等省市纷纷成立

了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开展面向实践、服务

本省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有每年专门立项支持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有联合省教育厅(市教委)将研

究生教育研究纳入省级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予以

支持的。这些学会组织凝聚了一批专兼结合、有理

论高度、有实践深度的学术共同体,其中包含从事研

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各级行政人员,专门从事研究

生教育研究的学者、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导师以及大

量的研究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统计显示,第
一作者身份为专职教育研究者的比例从20世纪90
年代的27.1%增加至2010年的47.9%,[18]成为推

动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
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第三方组织共同支撑

的研究团队业已形成。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及浙江大学等均成立专门的

研究生教育研究机构,或挂靠研究生院、或依托教育

研究院(教育学院)建设。传统师范院校,如湖南师

范大学等主要依托教育学院成立研究生教育研究中

心。第三方组织,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充分发挥其工作优势、数据优势,建立研究发展

处,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专门招收从事研究生教育

战略、研究生教育评估等方向的博士后开展合作研

究。这些机构为组织研究生教育研究贡献了重要力

量。同时,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合作

日益增多,形成了若干相对稳定、联系紧密、具有较

高学术生产力和研究方向相对集中的核心学术团

队,如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与质量)①、
北京大学(博士生教育发展与质量)、哈尔滨工业大

学(研究生分类培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教

育制度与教育质量)、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质

量与满意度)、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学科评估)等团队,[19]涌现出一批专职研究人员保

证了研究生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职业化,以学术共同

体的形式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跻身学科目录、培养研究生教育学专门人才是

学科建设最直接的体现。2015年天津大学首设“研
究生教育学”硕士点,将研究生教育学作为自主设置

的二级学科列入教育学学科目录,开始招收硕士研

究生。2016年北京理工大学首设“研究生教育学”
博士点,招收博士研究生。这表明研究生教育学正

式取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此后南昌大学也增设

“研究生教育学”硕士点,一些学校(如东南大学)在
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研究生教育学”方向招收研

究生。专门的学科设置使得培养学科接班人成为可

能,标志着研究生教育学学科规训体系的不断完善。
专门的学术刊物为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的积累

与传播奠定基础。出版作为认可新知识的基本途

径,[20]已成为加强学科建设的必要策略。目前专门

刊发研究生教育相关研究的学术期刊包括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主办、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协办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等机构主办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论

坛》、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与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主办的《上海研究生教育》,以及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研究生》等。
其中,《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两
本杂志已进入各类核心期刊来源目录,成为发表和

宣传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此外,《中国

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高等教育类期刊也专

门开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栏目,刊发相关研究

成果。
(二)理论体系的完善

研究生教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研究生教育

实践为研究对象。研究生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是研究

生教育学赖以建立的基石。正如高等教育学的学科

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在论述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时所

提到:“一般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年龄是20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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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他们既不同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儿童、少
年,也不同于身心发展已经成熟的成人,因此高等教

育活动不同于中小学教育活动。”[21]遂倡导并成功

推动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生教育亦遵循同样

逻辑,较之于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具有多样化的

特征:(1)生源年龄构成多样化,从20多岁到40多

岁、甚至50多岁;(2)生源特质多样化,既包括有工

作经历者,也包括应届本科毕业生;(3)学位类型多

样化,既有学术型教育,又有专业型教育;(4)学习形

式多样化,既有全日制,也包括非全日制;(5)学习内

容多样化,既包括具有较强普适性的知识,如各类定

理、原理等,也包括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得到公认的前

沿知识;(6)培养方式多样化,既有系统的课程修习,
又包括导师指导、科研参与、专业实践等。这些多样

化特质充分表明:研究生教育学应当具有与学前教

育学、中小学教育学及高等教育学不同的理论体系

和教育规律。
日益增长的学术成果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

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事研究生教育学

基本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们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围

绕“前沿知识”的教育实践是研究生教育学的逻辑起

点,[22-24]“前沿知识”是处于人类认知边界上的知

识,是科学整合或分化所形成的新兴领域,是得到一

定程度的验证但还未得到普适性公认的知识。与布

鲁贝克笔下“处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

然已知,但由于其过于神秘深奥,致使常人的才智难

以把握”的“高深知识”[25]有一定相似,但具有显著

区别:一是产生的“场所”不同,高深知识往往产生于

众多的专门领域或者说学科,而前沿知识可能产生

于专门领域,也可能产生于领域间的模糊地带;二是

时间属性不同,高深知识属于完成时,已完成了知识

体系探索及一定程度的建构工作,而前沿知识则属

于进行时,知识处于不断的更新建构过程之中。“前
沿知识”是研究生教育区别于其他形式教育的质的

规定性,蕴含着研究生教育内部的矛盾关系,贯穿于

研究生教育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它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历史起点———知识探究的产生相统一。
此外,研究生招考问题的研究者们致力于探索

科学有效的选拔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方式,近年来更

加关注对沟通能力、规划能力、领导力以及责任心等

非认知能力的考察方式,以选拔出最有可能取得学

业成功的申请人;[26]培养问题的研究者们已经发现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研究生培养的特有规律,[27]课
程学习、导师指导、科研参与以及专业实践等培养环

节对研究生学业成就有着显著影响,并形成了《导师

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28]《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研究》[29]等代表性成果;质量评价问题的研

究者们围绕生源质量评价、培养质量评价、毕业研究

生发展质量评价、学位点质量评价等形成了《博士质

量:概念、评价与趋势》[30]《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理论

与方法》[31]等代表性成果;研究生教育管理问题的

研究者们借鉴管理学的基本体系,围绕不同的组织

体制、机制、文化如何影响研究生培养,形成了《研究

生教育管理学》[32]等代表成果;研究生教育发展问

题的研究者们围绕招收多少研究生、招收哪些类型

的研究生等问题,形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略

与规划》[33]《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问题研

究》[34]等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成为研究生教育学

理论体系中的“一砖一瓦”,为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的

理论大厦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三、外聚内观:研究生教育学的建设方向

沿着“由外向内”的建设路径,中国研究生教育

学的学科建设“内外兼修”,在四十年的发展中取得

了显著成绩和长足进步,未来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

建设应该从“外聚合力”和“内观规律”两方面共同努

力,在继续完善组织建制的同时不断丰富基础理论

研究。
(一)外聚合力: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能动

作用

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植根实践、指导实践的社

会科学。只有理论研究者、管理决策者以及实践探

索者们携手努力,共同为研究生教育问题的研究和

解决提供更坚实的组织建制保障,才能更好地促进

研究生教育学之学科建设。
对于国家或省市的研究生教育主管单位而言,

应进一步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支持力度,依据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每年设立专门的研究生

教育研究课题,使管理工作与教育研究形成良好的

协同联动机制,使管理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实践土

壤,学术研究为管理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应积

极总结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将能够抽象为理论、
能够形成示范联动效益、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的实践成果予以认可,增设研究生教育的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应进一步发挥引导和组织功能,
支持有条件的院校建立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中心,专
门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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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生培养单位而言,一方面,应着力建设

更多具有人才培养功能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机构,培
养更多的研究生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生教育学虽已

列入学科目录,但目前学位点数量及其所拥有人才

培养规模显然无法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在国家推

进学位授权审核改革的背景下,应鼓励有条件的培

养单位自主设置研究生教育学硕士点及博士点,加
快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学术场域。另一方面,应推

动建立专门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机构,形成专兼结合、
优势互补的研究共同体。在教育研究者与教育管理

者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大量研究成果

束之高阁,未能进入管理者视野;大量管理实践遵循

经验法则,未能得到研究支撑。而研究生教育学学

术共同体中诸多教育管理人员的加盟为弥合研究者

与管理者之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国内外大量研究

生教育研究成果均源自大学校长、院系主任、研究生

院工作人员基于自身管理实践的深刻洞见。这意味

着研究生教育学在研究队伍建设方面不必局限于专

门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者,而应保持开放心态积极推

动教学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共同协作研

究,产出既能“顶天”,突破学科知识边界的理论成

果,又能“立地”,扎根中国本土情境的实践经验。
对于研究生教育第三方组织而言,应充分发挥

组织、沟通、协调与评估的功能,为各类研究生教育

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应加强对研

究生教育研究的方向指导,加强对研究生教育学基

本问题研究的引领策划;应打造更多品牌性的研究

生教育研究高端论坛、青年论坛,汇聚形成专兼结

合、通力协作的学术共同体;应加强对研究生教育研

究成果的“大浪淘沙”,撷取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

果宣传推广。
对于研究生的用人单位而言,应定期向政府、培

养单位提供人才需求的详细信息,既包括各级各类人

才的规模结构需求,也包括行业企业所需的人才质量

规格;加大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支持和参与力度,按
需设立专项研究生奖学金、支持研究生开展学术科研

活动,并以参与课程讲授、提供校外导师、指导专业实

践等方式参与研究生培养;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研究

生教育利益相关主体加强联系,通过定期反馈研究生

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为研究生教育研究提供资料支

撑、为改进研究生培养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二)内观规律:着力丰富研究生教育学理论

体系

“内观”源于《列子·仲尼》:“内观者取足于身”,

其含义为摒除外界杂念,专注于观察事物本来的面

目。在研究生教育学之学科建设中,“内观”之意与

华勒斯坦所言不谋而合:“不论怎样地受到限定,对
于普遍性的宣称都内在地蕴含于一切学科的合法化

依据中。”[35]追求普遍性的规律是学科巩固身份地

位,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因此,完善外部组

织建制建设、汇聚利益相关者合力的根本目的在于

加强对研究生教育在育人、办学、发展等基本问题上

的普遍规律研究,丰富研究生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基于已有的逻辑起点“前沿

知识”,对研究生教育的基本问题形成系统的探讨,
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1)谁来教授前沿知识? 这

涉及研究生教师(导师)的遴选标准,只有拥有前沿

知识积淀和传授技能的教育者才有资格成为研究生

教师(导师)。(2)谁来学习前沿知识? 这决定着研

究生教育的招考标准、内容与方式,招考制度的设计

应该能够筛选出真正具备前沿知识学习潜力和学习

意愿的学生进入研究生教育培养行列。(3)前沿知

识的教授与学习方式如何? 前沿知识的特质决定着

研究生教育教学实践的组织与实施方式,前沿知识

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难以仅仅通过课程讲授来获得,
因此必须寓教于研,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融合导师

指导、科研参与、案例研讨、专业实践等多种途径。
(4)在哪里教授前沿知识? 研讨班、学术会议、实验

室、专业实践基地等可能都将成为前沿知识的教授

场所。(5)如何评价前沿知识的习得与生产? 前沿

知识的习得与生产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集中体现,
其评价不仅包括研究生作为知识消费者的课程学习

质量,还需要评价研究生作为知识生产者所产出的

知识贡献,其中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是重要的一环。
(6)在研究生教育系统与外部系统互动过程中,前沿

知识的生产和扩散扮演何种角色? 这涉及研究生教

育发展以及社会功能问题。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无疑

会受到外部系统的制约,同时也通过供给高层次创

新人才,通过前沿知识生产和向外扩散服务于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
针对上述基本问题的研究应形成体系化的理论

成果,并逐步建构起一系列研究生教育学的分支学

科,这是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不断丰满且完善的

必由之路。(见图1)从研究生教育系统内部看,探
索研究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研究,应逐步形成“研究生

教育心理学”,为研究生的招考、培养奠定坚实的理

论基础;针对提高课程学习环节的有效性所形成的

研究,应逐步形成“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论”,为前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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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讲授与生产提供指导;致力于组织、优化研究生

教育各要素的研究,应进一步完善丰富“研究生教育

管理学”,为研究生管理实践提供操作指南;致力于

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研究,应逐步形成“研究生教

育评价学”,为把握研究生培养标准、优化培养过程

提供帮助;规划设计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应
逐步形成“发展研究生教育学”,为规模调整、结构优

化提供支持;从研究生教育系统外部看,应围绕经济

系统与研究生教育系统的互动,逐步形成“研究生教

育经济学”,为研究生教育的供给需求、经济贡献、与
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提供解释;围绕社会系统与

研究生教育系统的互动,逐步形成“研究生教育社会

学”,揭示研究生教育系统分层、流动、受教育机会、研
究生教育制度与组织变革等背后的机制;围绕科学系

统与研究生教育系统的互动,逐步形成“研究生教育

科学学”,分析科技政策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研究生

群体从事科学研究、前沿知识生产规律等问题。

图1 研究生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部分)

  最后,必须充分认识到“大科学”时代以问题为

中心研究的基本特征:知识边界模糊,学科交叉互

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共融于同一学科之中。[36]鉴
于研究生教育学以问题为中心所具有的综合性、复
杂性和实践性特征,很难说有哪一种研究方法为其

独有,也很难有哪一个实践问题只采用特定的某一

种研究方法,故必须综合运用各类研究方法,为研究

生教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和分支学科的构建提供支

撑,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

研究相结合、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

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以
研究问题为标的,根据自身方法论偏好与比较优势,
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开展研究,哲学研究中的思辨法、
历史学研究中的考证考据法、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

志等质性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中统计推断等量化

研究方法、甚至是生物科学中脑科学等新兴研究方

法均可“为我所用”,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完

善与丰富贡献力量。

注释:

① 括号内为学术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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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ath,ProgressandOrientationof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forPostgraduatePedagogy

WANGChuanyi,YANGJiale,LIUHuiqin
(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

Abstract:Theinternaltheoreticalsystemandtheinstitutionalstructurearetwoimportantdimensionsofadiscipline
construction.Asanemergingdisciplineintheeraofbigscience,postgraduatepedagogyshouldfollowthepathof“from
outsidetoinside”todevelopitsdisciplineconstruction.Theauthorsnotethatoverthepast40years,Chinahasmade
remarkableachievementsintheconstructionofthepostgraduatepedagogythrougheffortsinthe“internalandexternal
cultivation”.Specifically,intermsofinstitutionalstructure,wehavenownationalandprovincialprofessionalsocietiesattwo
levels,researchinstitutessupportedby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andthird-partyorganizations,specializedtrainingunits
basedonindependentlydesignedsecondarydisciplines,andspecializedacademicjournals;intermsoftheoreticalsystem
construction,wehaveclarifiedtheparticular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fromothers,andmadeagoodmanyimportant
researchachievementsinthestudyofbasictheory,entranceexamination,curriculum,teachingmethods,qualityevaluation
andstrategicplanning.Theauthorsproposethatinthefuture,wegathermorestrengthfromoutsideoftheschoolwhile
improvingourselvesfor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thepostgraduatepedagogy,givefullplaytotheinitiativeofall
stakeholdersand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institutionalstructuresoastofurthergatherstrength.Theauthorsalso
proposethatwefurtherstrengthenresearchonthebasicproblemsofpostgraduatepedagogywiththefrontierknowledgeasthe
logicalstartingpoint,promotetheestablishmentanddevelopmentofbranchdisciplines,andcomprehensivelystudyrelevant
practicalproblemswithvariousmethods.
Keywords:postgraduatepedagogy;disciplineconstruction;theoreticalsystem;institutional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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