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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及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剧增,有关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目前我国学者对何为研究生教育规律莫衷一是,其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推导与总结:以教

育规律涵盖研究生教育规律;从高等教育规律推导研究生教育规律;运用多维视角分析研究生教育规律;基

于研究生教育活动提炼研究生教育规律。在研究内容上,内在实质探索少;在研究对象上,群体个体区分少;

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定量结合少;在研究视角上,历史实践融合少。展望未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要

加强内在实质探索,重视研究对象区分,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强化历史实践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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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研究生教育是

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级教育。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

教育产生发展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新大学运动,
其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我国研究生

教育起源于民国时期,先后共经历了初创阶段、规范

发展、恢复和稳步发展、快速发展4个阶段[2]。目

前,我国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研究生教育是大

学本科毕业之后进行深造学习的更高层次专业教

育,包括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两个层

次,培养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

视。研究生教育规律是以整个研究生教育系统为研

究对象,揭示各教育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

的联系。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必须以认识和遵循研究

生教育规律为前提,并据此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回溯我国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历程,总结研究成

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明确研究方向,有助于我们推

动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进程,促进研究生教育实

现质的飞跃。

一、现有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的主要特点

我国是研究生教育大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依

赖社会的进步,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的发展,二者息息

相关。发展研究生教育势必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鉴

于此,教育规律研究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表

述千差万别。各种观点的碰撞极大地丰富了教育规

律的内涵,提高了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对于研究

生教育活动开展具有导向和指引作用。但总体而

言,目前针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较少,未对研究

生教育规律形成共识性认识,有待进一步凝练与揭

示。近年来国内对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相关研究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以教育规律涵盖研究生教育规律

众所周知,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有规律,研究生教

育也不例外。研究生教育要遵循规律,这是当政者、



研究生教育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和教育者人

人皆知的道理,并为大多数人所强调。但何为研究

生教育规律? 许多人并不十分清楚,或自以为是,或
无所适从。目前不少人将国内学者对教育规律的研

究看作是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探索,但这些研究以

整个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注重教育基本规律的整

体研究,若以教育规律涵盖研究生教育规律,则突出

普适性,缺乏针对性,忽略了研究生教育的独特性。
关于教育规律的研究较多,如教育部理论组(1979)
仿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教育活动中诸如教

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等十大关系,
认为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大规律[3];潘懋元(1988)把
教育规律划分为内外部两大规律,认为外部关系规

律是指“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

制约,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部关

系规律是指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4];马兆掌(1990)认为教育规律可以分为两级,第
一级为“静态自在式”规律和“动态操作式”规律,第
二级为“关联自在式”“机制自在式”规律和“调控式”
“管理式”“传导式”“学习式”规律[5];何宝安(1994)
将教育规律依次逐级划分,认为一级规律包括绝对

规律与一般规律、二级规律包括教育本体规律与教

育边缘规律等,教育系统本体内部存在的四种基本

矛盾运动就是教育的基本规律,即教育生产力规律、
教育关系规律、教育方式规律和再教育规律[6];侯怀

银、刘泽(2018)提出教育规律是教育系统内部各要

素之间本质联系的表现,是教育活动升华演变的结

果,教育者只能利用和遵循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7];
赵沁平(2018)认为教育规律包括发展、办学、育人三

大规律,其中育人规律具体包括循序渐进、因材施

教、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奖惩有度、赏罚分明、以文

化熏陶人、因学段施德教等[8]。这些规律对研究生

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均未逼近研究生教育

的“研究”内核和“创新”本质。
(二)从高等教育规律推导研究生教育规律

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教育层

次。目前学术界大都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

统,分析其各要素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学者们认

为高等教育规律具有普适性,专门研究研究生教育

规律的较少,利用高等教育规律来推导研究生教育

规律的较多,造成“换汤不换药”现象。薛国仁、代蕊

华(1997)提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
科技、文化、人口的发展及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

展[9]。周应祺、何其渝(2000)提出高等教育的一般

规律包括三方面: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应具有前瞻

性、超前性和综合性;培养的人才供应市场的滞后

性;高等院校向多科性和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必然

性[10]。龚友德(2007)指出高等教育发展遵循教育

生产力决定教育生产关系、教育生产关系反作用于

教育生产力的规律,其特征是:一、教育生产者与教

育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二、办学主体多元化与办学

形式多样化的结合;三、教师治教与学生治学的结

合[11]。陈新忠、董泽芳(2008)将高等教育规律分为

外适、个适和内适三类规律,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

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各个方面的

发展,必须适应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必须适应

和促进自身文化、结构、功能、要素等的发展[12]。廖

春华(2008)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本质包括两方

面,即高等教育受社会经济制约和影响,还受到自身

内部各种要素的制约和影响,包括教育管理、教学

组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科研水平、敬
业精神、学生素养、生师比例、办学经费、仪器设备、
设施场地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3]。张民堂(2010)
指出,高等教育要遵循三个规律,一是遵循人才培养

中的无限性规律;二是把握教育教学中的职业性规

律;三是应用科学发展中的开放性规律[14]。李枭鹰

(2014)认为高等教育规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规律,具有统计性、非线性、多向度性和双向互动

性,表征为一种弹性而非刚性的必然,高等教育内

外部关系规律显示了教育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决定

性[15]。高等教育规律对研究生教育具有整体导向

作用,但并未聚焦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顶层性”和对科学研究的“引领性”。
(三)运用多维视角分析研究生教育规律

研究生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

运用多维视角来分析蕴藏其中的研究生教育规律,
应结合实际、综合分析对研究生教育规律形成清晰、
全面的认识。顾建鲁(1992)从管理学的角度指出,
要围绕培养目标,遵循育人规律,科学地抓好研究生

管理工作,实施计划性管理、阶段性管理和制度性管

理[16]。眭依凡(1999)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认
为研究生教育的一般规律是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
学科和人类的发展[17]。刘宝存(2005)以国际比较

的视野审视我国研究生教育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

差距,在比较中把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规律性,探索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道路。他认为处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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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必须以发展的可持续作为长久

战略,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化不可忽视发展的多样化,
对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国际化不能以牺牲民族性为代

价,适应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改革需要以数量与

质量并举发展为目的[18]。安江、邢花、郭莹、武晓

娜、吴海霞(2016)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

等多学科知识分析研究生教育规律,认为研究生教

育规律是需要符合人的智力开发和能力发展,构建

人的心理和健康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原则,同时从

供求与需求角度指出研究生教育规律也要符合院校

和科研机构的发展规律、顺应学科知识建构规律、满
足用人单位的专业需求规律和知识服务于社会公共

需求等规律[19]。姚金雨(2018)从历史、现实、哲学、
外部、内部、功能视角下探析研究生教育的一般特

性,总结与归纳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探索其中蕴含的

规律[20]。王战军、杨旭婷(2018)从教育学的角度出

发,构建了研究生教育二元规律体系。第一个为研

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指的是研究生教育与所在国

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相互关系和

必然联系,第二个为研究生教育的育人规律,指的是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21]。
这些研究丰富了研究生教育规律,但从各自视角自

说自理,仍未令人获得对研究生教育的全面认识和

把握。
(四)基于研究生教育活动提炼研究生教育规律

研究生教育规律蕴藏于丰富的研究生教育实践

活动当中,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规律探索是在解决

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始终围绕

着如何科学发展研究生教育、如何培养人才两大基

本问题展开,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研究生教育规

律[22]。研究生教育活动贯穿于整个研究生教育,包
括办学、教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奠定了研究生

教育基础,极大丰富了研究生教育的内涵,为研究生

教育规律提炼提供了有利条件。赵光武(1996)从学

科建设路径探讨研究生教育规律,提出研究生教育

与学科建设密切结合,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基础上、过
程中不断提高培养质量是遵循教育规律、按规律办

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23]。眭依凡(2000)提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原

则包括适应原则、超前原则、创新原则和开放原则,
正确把握研究生教育原则,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提炼

研究生教育规律,指导研究生教育良性发展[24]。范

钧、王小飞等(2003)指出,研究生素质教育必须注重

个性化发展这一教育规律,以此保证研究生综合素

质不断提高[25]。赵沁平(2017)指出在“双一流”高
校建设过程中,研究生教育要以人才为核心,汇聚一

流师资与一流生源;以贡献为目标,培养一流人才,
产出一流成果;以文化为灵魂,建设一流治理体系和

一流大学文化,这是教育规律内涵要求的体现,也是

遵循教育规律的表现[26]。董云川、李敏(2018)指出

教育现象是教育实践活动所产生结果的实际呈现与

具体表达,而教育规律是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总

结与去伪存真,后者包含着对实践活动的凝练与升

华,二者的契合度影响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27]。从

实践活动层面研究研究生教育规律深化了人们对研

究生教育规律的认识,但着眼于自我研究生教育实

践或研究生教育活动的某一方面,研究生教育的本

质取向仍未鲜明揭示。

二、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考察目前学术界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

究,我们将其中存在的问题归结如下:
(一)在研究内容上,内在实质探索少

已有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强调利用研究

生教育规律来推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开展、教育学

科建设以及高级人才培养,注重分析研究生教育各

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有效廓

清了人们对研究生教育的认识。然而,学者们高举

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旗帜进行研究,对研究生教

育规律的具体内容含糊其辞或者避而不谈,并没有

深刻揭示出研究生教育的内在实质,离科学而正确

地揭示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生教育真正规律还有一定

差距。研究生教育规律的内隐性使得人们无法一下

子对其形成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二)在研究对象上,群体个体区分少

教育规律包括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的普适性规

律和适用于某一特定阶段教育的特殊性规律[28]。
研究生是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研究生教育是教

育系统的顶级教育阶段。因此,作为教育的子系统,
研究生教育在遵循教育普适性规律的同时,也要探

寻适合自身特殊阶段的客观教育规律。目前我国学

者普遍注重整个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很少把研究

生教育规律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探索和剖析,
只在论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才提及研究生教育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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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方面,把研究生教育规律与初等、中等、高等教育

规律混为一谈,缺乏对研究生教育规律进行针对性

研究,这不利于研究生教育特色培养。
(三)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定量结合少

研究生教育是复杂社会现象中的教育活动,内
隐在其中的研究生教育规律需要我们去科学挖掘与

全面剖析。研究方法是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的尺度

和手段,其选择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相关研究的信

度和效度[29]。从研究者的研究范畴来看,目前已有

学者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内容的研究以定性方法为

主,通过对研究生教育现象的观察分析与理性思考,
进行归纳与演绎。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运用理论

分析来研究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较多,而通过实证调

查运用科学数字来阐述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较少,二
者有机结合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方法上的缺陷

阻碍着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制约着研究生教育规律

彰显。
(四)在研究视角上,历史实践融合少

规律是人们在经过长时间探究和摸索才会发现

的,它并非指单一、简单的关系或联系,它有一个完

整的、必然的演变过程[7]。正如自然界中春种秋收、
春夏秋冬更替的自然规律是古代人们细心观察与记

录,经过反反复复实践验证进而发现的一样,研究生

教育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人类经过数百、上千

年的教育实践,或至少经过数十年教育实证研究才

能有所发现、有所总结的[8]。现有关于研究生教育

规律的研究忽视了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纵向演变发展

历程,只是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开展横向研究,
历史与实践融合较少。视野上的狭隘妨碍了我们对

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揭示,囿于有限实践的论断者极

易坐井观天似的认为当前自己对研究生教育的感知

都是正确的规律。

三、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的未来展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才强国”“双一流”战
略的启动,我国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人才的要

求也日益严格。我国研究生的培养也由粗放型的增

量式发展转向集约型的内涵式发展,更加重视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遵循研究生教

育规律以提升培养质量”? 在此背景之下,研究生教

育规律研究日益重要而迫切。什么是研究生教育规

律? 研究生教育规律应如何研究? 这是研究生教育

规律研究的导向和指针,也是学者们首先应该思考

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内在实质探索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与动力,没有正确的理论指

引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基础理论建设是一切研究开

展的奠基石,必须进行深入、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
挖掘规律中隐含的内在实质,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研

究。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是一项应用性、针对性极

强的研究,该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其内在实质剖

析方法及揭示状况影响。现有的研究较多关注研究

生教育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把解决这些问题所得

的经验进行总结当作研究生教育规律,缺乏对其相

应普遍性内容的研究,依旧没有透过表象看到研究

生教育规律的内在实质。目前学界对于研究生教育

规律到底是什么的相关表述含糊不清,未形成清晰

明了的共识。此外,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研究

生教育理论和培养模式基本上都是借鉴英美等发达

国家的,并未结合我国实情做顶层理论设计,还未凝

炼出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生教育理论。另

外,内在实质的隐蔽性影响了人们对研究生教育规

律的认识,阻碍了相关研究深入开展。赵沁平指出,
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滞

后于研究生教育实践,现实的巨大变革与理论规律

的薄弱甚至缺失形成了鲜明对照[28]。鉴于此,我国

学者在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中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加

强研究生教育内在实质探索,针对研究生这个特殊

群体构思研究策略,设计研究方法,尽快逼近和揭示

研究生教育规律,为研究生教育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只有这样,我国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才能抓住关键,
实现本质性突破,取得崭新进展。

(二)重视研究对象区分

对于教育规律,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必须要具

体化,因时因事因人而异。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规

律不同,办学规律与教学规律不同,德育规律与智

育、体育、美育的规律亦均不相同[30]。高等教育包

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教育目标各有

侧重,受教育者水平差别明显,这三大教育层次的教

育规律也应有所区分,不能由此及彼,混为一谈。专

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起始阶段,注重高级应用知识

学习,重视高级技能的训练和养成,以培养高级技能

人才为目标。本科教育注重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
以已有的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学习为主,侧重于了

解某一知识领域的基础性、常识性知识,从而对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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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形成广阔的认知,达到健全心智、提高智识的学习

目标,从而为高深专门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27]。研

究生教育属于更高层次的教育,研究生的心智、生理

各方面都发展得较为成熟,不再局限于对基础性、系
统性知识的学习,而是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其

学习领域的前沿性问题或未被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

与研究,提出新见解,创造新方法,生产出新的高深

知识,从而推动这一领域发展。这需要研究生具有

复杂而抽象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能够对已有知

识进行加工改造,进而有所创新。鉴于此,学者开展

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要重视研究对象区分,具体分

析研究生教育包含的各要素之间本质的、内在的联

系,在不违背教育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揭示研究生教

育中隐含的特殊规律,与高等教育中的专科教育规

律和本科教育规律区分开来。
(三)做好质量结合探究

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需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
运用一定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选择的

科学与否影响着相关研究的质量。我国学术界对于

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包括研究

生教育规律的内涵、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演变发展、研
究生教育规律的影响等。学者们在分析研究生教育

现象的时候才采用定量法,如王战军(2014)对我国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现状从关键词、课题资助、载文期

刊、论文作者、发文机构五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指出了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问

题[31]。作为复杂的社会活动,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

仅靠单一研究方法很难达成目的,亟需质性研究与

量化研究有机结合。目前,我国学界将定性与定量

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极

少。鉴于此,在对研究生教育规律进行研究时,我国

学者要做好质量结合探究,不仅要运用简单精确的

数字或图表将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相关研究具体直观

地呈现出来,还要运用抽象的认知能力和缜密的逻

辑思维,理性提升数据概括的研究生教育规律表象,
对数据背后隐含的实质进行探析,透过现象看本质,
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任何研

究方法都有优缺。因此,在对研究生教育规律进行

研究时,我国学者要兼用定性、定量两种方法,逐步

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提供科学

指导。
(四)强化历史实践融合

研究生教育规律是人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经过

长期探索与验证而总结升华的理论,研究生教育规

律研究离不开对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回顾与剖析。
只有尊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从历史中总结经

验,汲取教训,结合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

研判,研究者才能对研究生教育规律形成一个理性、
全面的认识。当前许多学者针对研究生教育中出现

的某一现象、活动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其内在因素

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提出研究生教育规律及其指

导下的行动建议是不可取的。这只是做到了“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并未形成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真

正揭示,并未解决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原有问题会再次显露出来甚至恶化。
邬志辉(2018)指出,人类认识教育规律必须扎根中

国大地,面对时代变迁,持续深耕研究,唯此才能弄

懂教育发展的时代规律,并自觉按规律引领教育变

革、创新教育发展[32]。这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生教

育规律研究时,立足本国国情,强化历史与实践的融

合,把规律的研究融入到历史的发展之中,从历史的

发展长河中凝炼出研究生教育规律,并随着社会环

境及研究生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变化,在原有规律研

究基础上不断充实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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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andProspectoftheStudyonthe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

CHENXinzhong,KANGChengxuan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0)

Abstract:Withtherapid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progressandsurgingdemandforhigh-endtalent,thestudyonthelaw
ofpostgraduateeducationhasattractedmoreattention.Atpresent,Chinesescholarshavenotyetreachedaconsensusonthe
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theymainlyfocustheirstudiesontheinferenceandsummaryofthelawofpostgraduate
education.Specifically,theyincludethe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lawofeducation,inferthelawofpostgraduate
educationfromthelawofhighereducation,use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toanalyzethe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
summarizethe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onthebasis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activities.However,intermsof
researchcontents,theypaylessattentiontotheexplorationoftheinternalessences;intermsofresearchobjects,theypayless
attentiontothedistinctionsbetweenagroupandanindividual;intermsofresearchmethod,theypaylessattentionto
combined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es;andintermsofresearchperspective,theypaylessattentiontotheviewpoints
fromhistoryandpresentpractice.Therefore,theauthorsproposethatinthefuture,thestudyonthelawofpostgraduate
educationinChinashouldbefocusedontheexplorationofinternalessences,mor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differences
betweenresearchobjects,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researchesshouldbecombined,andtheviewpointsofhistoryandpresent

practiceshouldbeintegrated.
Keywords:postgraduate;postgraduateeducation;lawof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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