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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探讨我国博士生课程设置的现状及问题,对全国48所研究生院8064名在校博士生进行了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认为博士课程设置应至少遵循强调研究方法训练、与研究方向相结合以及强调应用

知识能力三种取向。然而,现实中博士生课程仍与硕士课程有较多或非常多重复,在选修课的选择范围和研

究方法课程量上存在明显不足;课程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前沿知识与跨学科知识比重有待提升;课程设置

体现出较大的学校与学科差异。研究认为,应激发博士生主体意识,鼓励博士生参与课程建设;明晰本硕博

课程的层次性,提高课程衔接度;适当扩大选修课的选择范围,增加前沿知识与跨学科知识比重,实现不同学

校和学科博士课程的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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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博士生培养模式从传统的只重科研训练发

展为融科研训练与课程教学为一体,课程教学作为

培养博士生培养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关注。然而实

践中博士生课程存在着编制不科学,结构不合理,设
计缺乏层级性等诸多问题。[1-2]且目前关于博士生课

程教学情况的专门调查也较为缺乏。基于此,本研

究以来自全国“双一流”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两种

类型高校博士生为调查对象,聚焦博士课程设置的

价值取向、课程重复度以及现阶段博士生课程结构

与课程内容设置情况,从博士生的反馈中探究博士

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路径,为进一步提

高博士课程质量,增强博士生科研能力提供启发。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关于博士教育的研究大多侧重管理

和教学,对课程本身关注相对欠缺。[3]课程对博士生

科研创新能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现阶段的博士

教育改革开始关注课程建设。自2018年起,针对高

等教育,教育部提出高校要淘汰“水课”,打造“金
课”。[4]研究生的培养也需要“金课”的滋养,[5]相较

于美国历经百年建立起来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课程

模式,[6]我国博士课程在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及课程

内容设置等方面问题突出。[7-8]具体从课程体系上来

看,研究指出,博士课程设计未体现本硕博的层次

性、连续性和系统性特征,博士教育的高层次特点展

现不足。[9]从课程结构而言,相关实证研究基于三所

“985工程”高校博士教育质量数据,从博士生和导

师两个角度考查总课程量的大小,却得出大多博士

生不认为课程量很大,但导师认为课程量偏多的相

反结论。[10]具体到公共课和专业课、必修课和选修

课、经典课程与前沿讲座,有研究认为三者之间比例

也存在不合理之处。[7]进一步聚焦课程内容,相关研

究以北京4所高校(其中3所“985工程”建设高校,

1所“211工程”建设高校)博士生为研究对象,发现

课程内容问题较多,其中前沿性状况很不理想,前沿



知识缺乏,组织形式单一,课程资源不足,亟需通过

多渠道增强。[2,10]

已有研究大多认为我国博士教育起步较晚,博
士课程设置中存在诸多不足,但目前所提供的证据

相对匮乏。研究者认为若想发挥课程对博士培养的

关键作用,首先我们要了解博士生的现实课程需求。
其次,通过系统的实证数据,分析实践中博士课程结

构和内容设置的现状、特征与问题。最后,深入探究

课程结构和内容各维度对课程安排满意度的具体影

响,为下一步博士课程教学改革寻找突破点。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年度报告

(2018)子数据库。该调查由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

会委托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实施,对全国

59所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

查采用分层抽样,通过直接邮寄方式发放,共计发放

问卷18100份,其 中48所 高 校 返 回 问 卷,回 收

10729份,回收率为59.28%。经筛选后得到有效问

卷8064份,有效率为75.16%。
本次调查样本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生

5274人(65.4%),“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790人

(34.6%);年级分布上,博一2492人(30.9%),博二

2763人(34.3%),博三1669人(20.7%),四年级及

以上1140人(14.1%);在学科大类上,本研究依据

教育部门公布的13个学科门类,将文学、历史学、哲
学、艺术学划为人文类,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和管理

学归为社科类,理学和工学分别为一类。由于农学

和医学人数较少,在此将其划入理学。因而得到人

文类423人(5.2%),社科类1310人(16.2%),理学

2228人(27.6%),工学4103人(50.9%);在跨学科

类型上,跨一级学科2079人(25.8%),一级学科内

跨二级学科2069人(25.7%),非跨学科者3916人

(48.6%);关于读博动机,本研究中将对学术研究的

兴趣和对博士学历的情结划为内部动机,将为了提

高就业竞争力、他人的期望、延迟就业以及从众、随
大流归为外部动机。其中源于内部动机读博者

4819 人 (59.8%),出 于 外 部 动 机 者 3245 人

(40.2%);在学习时间上,每天学习少于4小时者

349人(4.3%),4~8小时者2621人(32.5%),8~
12小时者4317人(53.5%),12小时以上777人

(9.6%)。
(二)研究设计

本次调查专门编制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及成

效调查问卷,问卷含五部分内容,共26题,其中5题

为5级评分题,20题为填空题或选择题,1题为开放

题。第一部分为博士生基础信息,收集了博士生学

校类型、年级、学科类别、跨学科类型等数据,为分析

不同学校和学科课程设置情况的差异提供基础。第

二部分为博士生课程设置与教师教学情况,其中课

程设置主要从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两维度进行测

量,课程结构侧重对本专业课程总数、公共外语和政

治理论课的课时数、必修课与选修课课程量以及选

修课的选择范围、研究方法课程量的考查,课程内容

聚焦专业课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前沿知识与跨学

科知识在专业课程中比重。第三部分为博士生课程

学习效果(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第四部

分是博士生对课程、教师和教学管理的满意度(从
“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第五部分为开放题。

为探究高校博士生课程设置情况及问题,本研

究首先运用SPSS25.0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分

析,展现博士生对课程应遵循的价值取向、硕博课程

衔接以及博士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接着通

过方差分析考查博士生课程设置在不同学校、不同

学科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最后以课程结构和课程

内容为自变量,博士生课程安排满意度为因变量,将
人口学相关信息以及读博动机和学习时间投入作为

控制变量纳入,进行回归分析,探索课程结构与课程

内容对课程安排满意度的具体作用。此外,为更好

地分析和解释数据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本研究将开

放题文本作为辅助资料纳入分析。

三、高校博士生课程设置的现状

(一)基础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1.博士生课程应遵循的设置取向

博士课程遵循的设置取向影响着课程在博士培

养中作用的发挥,通过调查博士生关于课程设置取

向的意见,从而了解其现实需求。本次调查通过一

道限选题考查学生认为博士课程应遵循的设置取

向,提供6个备选项。研究结果表明,认为课程设置

应遵循强调研究方法的训练、强调与研究方向相结

合以及强调应用知识能力的培养三项取向的博士生

分别占66.3%、64.3%和48.5%。其后依次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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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能力的锻炼,强调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授

新知识,分别占比39.2%、37.2%和8.5%。分析发

现,通过课程学习新知识已然不是博士生课程学习

的首要需求,训练研究方法和培养博士生的应用能

力愈发重要。因而,如何将强调研究方法训练、与研

究方向结合以及培养应用知识能力等融入课程,这
不仅是高校课程设计前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也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握的关键点。

2.博士生课程与硕士课程的重复度

本次调查关注了博士课程与硕士阶段课程的重

复度,邀请硕博同学科博士生①作答。结果显示,分
别有2.9%和14.5%的博士研究生认为课程重复非

常多或较多,47.3%和9.6%的博士研究生认为重

复不多或无重复。从调查结果来看,认为课程重复

不多或无重复占一半以上,但认为课程重复较多甚

至非常多仍有近五分之一。说明博士生课程低效重

复的现象仍不可忽视。正如学生在开放题中所谈

及:“博士课程教学远没有本科课程那么规范和科

学。对于硕博连读生而言,博士课程重复率太高,有
的甚至与本科课程重复。应当准许正式修读过相关

课程的学生申请免修,避免浪费时间”。随着高校博

士生生源结构的多样化,如何在满足跨学科背景学

生的课程需求同时,避免硕博同学科博士生课程的

简单重复,为不同来源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课程选

择。此问题需得到院系、导师、学生三方共同关注。

3.博士生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设置情况

松散的课程体系与随意的课程设置已经影响到

博士学术水平和发展潜力,对我国整体的学术创新

能力产生负面作用。在上文对博士生的课程设置需

求以及课程重复度了解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从

高校博士生课程的结构与内容维度详尽探究目前高

校博士课程设置状况,具体调查指标见表1。
表1 高校博士课程设置调查维度及指标

维度 指标 维度 指标

课程结构

本专业课程总数

公共外语课程总课时数(没有可不填)

政治理论课程总课时数

必修课的课程量

选修课的课程量

研究方法课程量

选修课的选择范围(小→大)

课程内容

专业课知识面(窄→广)

专业课内容深度(浅→深)

前沿性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跨学科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课程结构上,就课程总量

而言,有一半以上(66.5%)的博士生认为本专业课

程总量适中,但仍有33.5%博士生认为本专业课程

总量很少/较少/较多/很多,均值为3.01。可见虽

较多博士生认为课程总量合理,但仍有完善空间。
从公共外语课程课时数来看,有超过一半(55.2%)
的博士生认为课时数适中,33.6%的博士生认为公

共外语 课 课 时 数 很 少/较 少/较 多/很 多,均 值 为

2.95。公共外语课程设置与否在现实中存在差异,
但就目前设置本课程的学生反馈而言,课程量尚且

存在不合理之处。从政治理论课程总课时数而言,
一半以上(63.1%)的博士生认为总课时数适中,其
余36.8%的博士生认为课时数很少/较少/较多/很

多,均值为3.17。从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量来看,
分别有68.8%和65.6%的博士生认为课程量适中,
均值分别为3.15和2.99。但在必修课的课程量

上,有近五分之一(21.8%)的博士生认为课程量较

多或很多,而在选修课的课程量上,认为选修课程量

很少和较少的博士生占17.6%,认为较多和很多占

16.8%。结合选修课的选择范围,发现不到一半

(48.0%)的博士生认为选修课选择范围适中,而有

近三分之一(29.4%)的博士生认为选修课范围很小

或较小,均值为2.92。由此看来,选修课的课程量

尚存在不合理,在选择范围上仍需适当扩大。在研

究方法课程量上,不到一半(43.4%)的博士生认为

课 程 量 适 中,而 认 为 课 程 量 很 少 或 较 少 占 达

44.3%,均值为2.60。可以推论研究方法课程量存

在明显欠缺。
在课程内容方面,就专业课的广度(知识面)和

深度而言,分别有近一半(53.8%和55.7%)的博士

生认为专业课广度和深度适中,均值均为3.02。认

为专业课广度和深度不合理的博士生仍有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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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和44.4%)。说明当前博士专业课内容的

广度和深度仍需加以重视,授课教师应加强与学生

沟通,基于班级学生的差异,对课程知识面和深度进

行合理的调整。进一步就前沿性知识与跨学科知识

在专业课程中比重而言,两者趋势具有相似性,分别

有不到一半(44.7%和41.9%)的博士生认为两类

知识在专业课程中比重适中,均值分别为2.72和

2.58。认为两类知识比重很少或较少的也分别占比

38.8%和45.3%。其中认为跨学科知识在专业课

程中比重很少或较少的学生比例甚至超过认为适中

的学生比例。由此可见,博士生课程中十分重要的

前沿性知识和跨学科知识在实践中不尽人意。
表2 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百分比)

课程设置
很少 较少 适中 较多 很多

N 占比 N 占比 N 占比 N 占比 N 占比

本专业课程总数 264 3.3% 1019 12.6% 5359 66.5% 1188 14.7% 234 2.9%
公共外语课程总课时数② 326 4.0% 1140 14.1% 4455 55.2% 1089 13.5% 165 2.0%
政治理论课程总课时数 183 2.3% 720 8.9% 5092 63.1% 1689 20.9% 380 4.7%

必修课的课程量 81 1.0% 679 8.4% 5547 68.8% 1493 18.5% 264 3.3%
选修课的课程量 217 2.7% 1204 14.9% 5290 65.6% 1161 14.4% 192 2.4%
研究方法课程量 815 10.1% 2757 34.2% 3503 43.4% 804 10.0% 185 2.3%

选修课的选择范围 467 5.8% 1901 23.6% 3868 48.0% 1434 17.8% 394 4.9%
专业课知识面 266 3.3% 1523 18.9% 4339 53.8% 1632 20.2% 304 3.8%

专业课内容深度 287 3.6% 1408 17.5% 4490 55.7% 1597 19.8% 282 3.5%
前沿性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592 7.3% 2537 31.5% 3603 44.7% 1174 14.6% 158 2.0%
跨学科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895 11.1% 2761 34.2% 3375 41.9% 871 10.8% 162 2.0%

  总体而言,在课程结构方面,博士生认为专业课

程总量、公共外语、政治理论课、必修课和选修课课

程量较为适中,但在选修课选择范围和研究方法课

程量上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调整。针对选修课的

选择范围和研究方法课程量问题,学生也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与建议:“从选修课选择范围来说,当前博

士课程可选过少,可尝试多校联合开选修课,多增设

一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选修课,增加学生在全校范

围内跨学科选择专业课的机会和可能。而关于缺少

学科内的专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课程,博士课程应

多讲研究方法和学科前沿动态,与最新研究方法接

轨”。在课程内容方面,反馈的问题较多。一方面专

业课的课程内容广度与深度的把控似乎较为困难,
另一方面前沿性与跨学科知识在专业课中的比重不

足,反映出课程内容陈旧,且前沿性和跨学科性有待

进一步增强。学生表示:“目前课程体系趋于僵化,
个别课程安排顺序不合理(课程间明显存在重复)。
课程内容不够新,严重影响学生上课兴趣,对学生知

识提高没有较多帮助。可考虑提高课程的多样性与

实用性,多增设学术前沿课程和跨学科课程,开拓学

生视野”。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与博士生反馈的课程

学习后目前本专业学生欠缺的知识类型存在一致

性。具体而言,本次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规范化现

状及效果调查问卷设置一道限选题考查博士生课程

学习后的知识欠缺情况,限选三项。结果表明,在博

士研究生欠缺的知识类型中,选择人数占比从多到

少分别 是 跨 学 科 知 识(59.8%)、专 业 前 沿 知 识

(58.9%)、研 究 方 法 知 识 (46.5%)、实 践 知 识

(34%)、专 业 外 语 知 识 (28%)、专 业 基 础 知 识

(24.10%)。博士生反映的课程学习后所欠缺的跨

学科知识、前沿知识以及研究方法知识等正是实际

课程安排中所欠缺的课程。

4.不同高校和学科的博士课程设置状况

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易受到学校类型和学

科类别等客观因素的作用,因而本研究进一步分析

了不同高校和学科的博士生课程设置情况。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共

外语(p=0.006<0.01)、政治理论课程总课时数

(p=0.014<0.05)、研究方法课程量(p=0.001<
0.01)、选修课的选择范围(p=0.043<0.05)、专业

课内容深度(p=0.011<0.05)以及前沿性知识

(p=0.001<0.01)和跨学科知识比重(p=0.004<
0.01)在高校类型上均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学科类

别上,本专业课程总数(p=0.02<0.05)、公共外语

课程总课时数(p<0.001)、必修课(p<0.001)、选
修课(p<0.001)和研究方法课程量(p<0.001)、选
修课的选择范围(p=0.001<0.01)、专业课的广度

(p=0.04<0.05)与深度(p<0.001)以及前沿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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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p<0.001)和跨学科知识(p=0.001<0.01)比
重均有显著性差异。

表3 博士生课程设置的人口学分布

课程设置
人口学变量

高校类型 学科大类

本专业课程总数 0.047 3.275*

公共外语课程总课时数③ 7.572** 6.952***

政治理论课程总课时数 6.005* 1.732

必修课的课程量 0.024 8.576***

选修课的课程量 0.026 10.449***

研究方法课程量 10.943** 6.970***

选修课的选择范围 4.089* 5.635**

专业课知识面 1.721 2.766*

专业课内容深度 6.499* 15.365***

前沿性知识在专业

课程中的比重
10.786** 14.712***

跨学科知识在专业

课程中的比重
8.449** 5.662**

  注:表内数字为F值,*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

具体就高校类型而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博

士生反馈政治理论课程课时数和选修课的选择范围

显著大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博士生反馈的公共外语课时量、研究方法课程

量、专业课内容深度、前沿性知识和跨学科知识比重

均显著高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就学科大类而言,

LSD事后检验表明,社科和工学博士生认为课程总

量、公共外语总课时数、选修课和必修课均显著多于

理学类。且社科类博士生反馈的公共外语课时、必
修课和选修课课程量也显著多于工学类。社科类博

士生反馈的研究方法课程量也显著多于理学和工

学,而工学博士生的选课范围和跨学科知识比重显

著大于理学类。人文社科的专业课知识面、跨学科

知识比重、专业课程内容深度和前沿知识比重上显

著高于理学,且在专业课内容深度和前沿知识比重

上显著高于工学。
综合看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博士生反映的

公共外语课时、研究方法课程量、专业课内容深度以

及前沿性和跨学科知识比重显著较好,而“双一流”
建设高校似乎还有待加强。社科类博士生对课程结

构和课程内容各维度评价较好,但理学类博士生在

课程设置各指标上评价均较低。然而,这一方面说

明理学课程设置中确实存在较多有待提升之处。另

一方面,实践中或许要结合各学科特性,将课程安排

与人文社科、理学工学不同的学科知识属性以及培

养方式的差异考虑进去。
(二)博士生课程结构与内容对课程安排满意度

的影响

本次问卷对博士生课程安排满意度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博士生对课程安排非常不满意/比

较不满意/一般满意的占40.8%,认为比较满意和

非常满意占59.2%,可见课程安排仍存在较多学

生不满意。为进一步分析课程设置各指标对课程

安排满意度的具体影响,本研究进行了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见表4),人口学相关变量、读博动

机、学习投入时间以及课程设置各项指标对博士

生课程安排满意度产生影响。具体从相关背景变

量来看,来自“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博士生对课

程安排的满意度显著比“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

好,工科生的课程安排满意度显著比人文学科博

士生低。从读博动机而言,相较于源于内部动机

读博的学生,出于外部动机而读博者课程安排满

意度也较低。而从博士生每天学习时间投入来

看,相较于选择较多的每天8~12小时,每天学习

12小时以上的博士生对课程安排的满意度也较

低。这或许受到个体能力水平和学习期望差异影

响。也可能与一些高校博士课程安排紧凑,导致

博士生负担较重有关。
从课程设置各指标来看,本专业课程总数、研究

方法课程量、选修课的选择范围、专业课知识面、内
容深度以及前沿性知识在专业课中的比重都对课程

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政治理论课总课

时数和必修课的课程量对课程安排满意度具有显著

负向预测作用。具体而言,当课程总数、研究方法课

程量、选修课的选择范围、专业课知识面、内容深度

以及前沿性知识在专业课中的比重增加时,博士生

的课程满意度也会提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专业课

的内容深度(β=0.149)。而当政治理论课课时数

和必修课课程量增加时,课程安排满意度会降低。
综合而言,想要提高博士生课程安排满意度,一

方面,可以增加专业课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扩大选修

课的选课范围,并增加前沿性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

比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理论课程和必修课的课

程量,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将课时量定在最佳范

围,实现课程效果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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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对博士生课程安排满意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类别

因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β
课程安排满意度

模型1 模型2
学校类别(参照组:双一流高校) 一流学科高校 0.026* 0.018

年级(参照组:博一)
博二 0.019 0.017
博三 -0.016 -0.011

四年及以上 0.009 0.020

学科大类(参照组:人文类)
社科 -0.028 -0.012
理学 -0.033 -0.002
工学 -0.066* -0.035

跨学科类型(参照组:跨一级学科录取)
一级学科内跨二级学科 -0.002 0.000

非跨学科 -0.019 0.005
读博动机(参照组: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0.030** -0.002

学习投入时间(参照组:以8~12小时/天)
少于4小时 -0.017 -0.023*

4~8小时 0.011 0.012
12小时以上 -0.027* -0.025*

课程结构

本专业课程总数 0.058***

公共外语课程总课时数 -0.016
政治理论课程总课时数 -0.056***

必修课的课程量 -0.032**

选修课的课程量 0.003
研究方法课程量 0.035*

选修课的选择范围 0.083***

课程内容

专业课知识面 0.096***

专业课内容深度 0.149***

前沿性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0.087***

跨学科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0.009

F值 3.222*** 50.291***

调整后R2 0.004 0.129

ΔR2 0.12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博士生对课程设置中强调研究方法训练、与
研究方向相结合以及强调应用知识能力三项诉求较

大。通过限选题的分析发现,均有近一半或一半以

上的博士生认为博士课程应强调研究方法训练、与
研究方向相结合以及强调应用知识能力。

2.博士课程仍存在较多重复,课程衔接度有待

提高。虽有一半以上(56.9%)的博士生认为硕博课

程重复不多或无重复,但仍有近五分之一(17.4%)
的博士生认为博士课程与硕士阶段重复较多或非常

多,硕博不同阶段课程的层次性、连续性和系统性需

进一步明晰。

3.博士课程结构设置相对合理,但在选修课选

择范围和研究方法课程量上存在不足。且课程内容

广度与深度以及前沿性和跨学科知识比重有待进一

步提高。从课程结构而言,均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

认为本专业课程总数、公共外语和政治理论课以及

必修和选修课课程量适中,但在研究方法课程量和

选修课选择范围上认同不足一半,仍有44.3%的博

士生认为研究方法课程量很少或较小,且认为选修

课的选择范围很少或较少的也占29.4%。

4.博士课程设置体现出较大的学校和学科差

异。“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博士生反馈的研究方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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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量、专业课内容深度以及前沿性和跨学科知识比

重等较好,“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政治理论课的课时

数和选修课的选择范围上表现突出。但理学博士生

对各课程设置指标评价相对较低。总体而言,“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博士生各评价较好,而理学在课程建

设各方面需加以完善。

5.从模型结果来看,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解释

了课程安排满意度12.5%的变异(ΔR2=0.125)。
具体来看,专业课内容的深度与广度、选修课的选择

范围以及前沿知识比重等是影响博士生课程安排满

意度的主要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β分别为0.149、

0.096、0.083和0.087。
(二)政策建议

1.发挥博士生主体性,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课

程建设与评估。明晰博士课程与本硕课程的差异,
提高课程衔接度,避免硕博同一学科课程存在过多

重复。现阶段的课程设计较为随意,课程重复仍然

不少。针对此问题,一方面从课程制定前期而言,院
系内部应通过课程评估确定某课程是否纳入博士课

程,并对课程的层次和类型加以区分。另一方面,从
课程制定过程来看,培养单位应鼓励博士生积极参

与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和评估工作,考虑到博

士生来源的多样化,将其切实需求纳入考虑范畴,有
利于课程安排更加人性化和多样化。此外,每学期

选课前,各院系应将待选课程的课程目标、授课对

象、课程内容、教师信息等公开,便于学生在充分了

解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减少课程选择时的盲目性。

2.基于高校和学科的差异,优化不同高校和学

科的博士课程结构。从目前的课程安排情况来看,
“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课程设计中应增加研究方法课

程量,在课程监测中加强对各院系课程的过程性评

估,关注课程内容的深度、前沿性和跨学科性。防止

高校教师因科研压力大,时间分配失衡,从而涌现大

批“水课”。此外,考虑到各学科特性,人文社科比理

工科更依赖课程对博士生的培养的基础性作用。而

理工科除课程外,实验等也占据较大比重,因而各学

科总课程量可作差异化处理,增强课程管理弹性。
但相较于其他学科,理学目前课程的知识面、内容深

度以及前沿性和跨学科性仍需加强。

3.课程教学中合理把控专业课内容的广度与深

度,适当扩大选修课的选择范围、增加前沿知识比

重,提高博士生课程安排满意度。课程设计应涵盖

各专业不同方向的各类课程,从基本理论到研究方

法都应涉及,允许跨学科选课,最大程度满足博士生

的选课需求。课程内容不仅要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的广阔知识面,也要体现课程深度,切勿流于表面。
课程教学中,教授应积极纳入最新研究成果或尚未

发表的相关研究内容,通过前沿性问题的探究,激发

博士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其创新能力。

注释:

① 考虑到硕博同一一级学科博士生的课程与其硕士阶段仍

存在重复的可能性,因而此处硕博同学科包含硕博同一

一级学科和硕博同一二级学科。

② 其中公共外语课程总课时数百分比相加不足100%,其

余为未开设或未填写学生比例。

③ 此处结果为剔除未设置公共外语课程或未填写样本后计

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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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upervisor'sRoleinGuidingThinking:
Astudyandpracticeofthe“onebodyandtwowings”trainingmodel

CHENChuna,LIHaifenb,YUXiaopingb

(a.CollegeofLifeSciences;b.PostgraduateSchool,ChinaJil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

Abstract:Abilitydevelopmentandideological,politicaleducationaretheinevitablerequirementsforpostgraduateeducationin
implementingmoraleducation,andsupervisorsarethekeyimplementingandguidingforceofpostgraduateeducation.This
paperanalyzesthelimitationofthetraditionalmodesappliedintheexistingpostgraduatetrainingsystem,andproposesa"one
bodyandtwowings"modeunderthefundamentalframeworkforthegoalofbettermoraleducation,i.e.,withthe"ability
wing"thatfocusesonknowledgeimpartingandscientificresearchpracticeasthemajortasksand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wing"thatfocuseson"morallifestyleformation"asthemaincomponenttorealizearegularpracticeinwhichsupervisor'srole
isgivenfullplayinguidingthinking.Thispaper,takingthebiologydegreeprogramofChinaJiliangUniversityasanexample,
verifiestheeffectofthetrainingmodefeaturingsupervisor'sroleinguidingthinkingwiththetwowingsofabilitydevelopment
andideological,politicaleducation.Theauthorshopethatthismodecouldserveasareferencefortheinnovationofmoral
educationinthenewera.
Keywords:postgraduatesupervisor;abilityw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wing;supervisor'sroleinguiding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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