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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等，

基础科学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凸显。而且，经过多年

的发展，无论国家基础研究政策、基础科学研究积

累，还是重大科技研究基础设施都取得长足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罗兰对美国纯科学和一流大学梦

想得以实现的情景也将会在中国展现。同时，我们

也要认识到，观念转变、机制完善与成熟还任重道

远，中国大学必须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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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研究生院

理事会（CGS）是美国唯

一专门致力于推进研究

生教育和相关研究的全

国性组织。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与壮大，目前

CGS 拥有全球超过 500 所

会员机构，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治理结构，其核心活

动包括最佳实践、基准管

理、公共政策与宣传以及

全球参与四大范畴，并始

终围绕研究生教育领域

相关议题开展研究与实

践。在此过程中，CGS 逐

渐形成了自身的影响力

机制，包括提供多元化服

务，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

共生；参与公共性事务，

影响国家研究生教育政

策；采用国际化战略，引

领全球研究生教育趋势。

有鉴于此，CGS 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我国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智库和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

联盟提供启迪。 

关键词：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社会组织；治理

结构；核心活动；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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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加深了大学与社

会日益紧密的关系，在教育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

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成为难以逆转的时代趋势。

美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轫较早，至今已形成特色

鲜明的组织系统和治理结构，形成了诸如六大“核

心协会”的组织，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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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具体到研究生教育领域，美国也涌现出

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以下简称“CGS”），

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CGS 成立于 1961 年，

通过在研究生教育政策领域的倡导、创新研究以及

开发和传播 佳实践来完成其使命，是美国唯一专

门致力于推进研究生教育和相关研究的全国性组

织，并传达研究生院院长群体呼吁的声音。多年来，

CGS 通过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进行大量的相关研

究，汇聚了研究生教育领域的丰富资源，形成庞大

而独具特色的社区网络，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教

育、美国行业发展乃至美国研究生教育公共政策导

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 CGS 现任主席 Suzanne T. 

Ortega 所言：“没有人能预测研究生教育的未来，

我们 好的策略之一就是为自己提供 佳的信息。” 

一、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的治理结构 

1.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 

董事会负责制是美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重要

特征和通行模式。CGS 采用的亦是董事会负责制，

董事会作为 高决策机构，对 CGS 的战略决策等具

有 高决定权。具体而言，在董事会之下，CGS 主

要设有三个机构，分别是执行部门、咨询委员会与

地区分支机构。 

（1）董事会。董事会内部人员结构主要分为四

类，包括董事会主席、核心会员机构的研究生院院

长、当然董事和地区分支机构代表。董事会主席任

期一年，均身居会员大学研究生院主要领导职位，

一般为研究生院院长。现任董事会主席是来自路易

斯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兼教务长 Christopher Sindt。

董事会成员共 17 人，除董事会主席，还包括上届董

事会主席、下届董事会主席候选人，8 位核心机构

大学研究生院院长，4 位地区分支机构的联络代表。

除此之外，还包括 2 位当然董事，分别是 CGS 现任

主席和负责财务、人力资源与运营的副主席。 

（2）执行部门。CGS 执行部门是设立的专门

职位，聘请专职人员负责 CGS 日常运作，这是 CGS

的常设部门。CGS 设有主席，高级副主席，分管具

体事务的副主席（ 佳实践与战略计划、特别项目

等），主席行政助理，副主席助理，研究与项目助

理，会员事务主任、副主任，出版与合作经理，会

议高级主任，公共政策与政府事务经理，办公室会

议和服务高级经理，企业关系主任，高级主计长，

博士后研究员，教育研究数据分析师等职位。此外，

根据 CGS 的院长驻会项目，总部执行部门还有 2 位

驻会院长，共计 21 人。 

（3）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主要是为 CGS

及其会员机构提供相应的指导与支持，包括：晋升

咨询委员会（Advancement Advisory Committee）、

宣传和公共政策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Advocacy and Public Policy）、多样性和包容性

咨询委员会（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Advisory 

Committee）、硕士学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Master’s Degree）、会员事务委员会（Membership 

Committee）、研究和信息服务委员会（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mittee）。六大委员会的职

能和目标不同，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分工与合作。例

如，宣传和公共政策咨询委员会主要是为 CGS 的政

府事务和公共政策提供指导，包括通过宣传 CGS 进

行的研究和开展的相关活动促进联邦政策领域关注

研究生教育[1]；多样性和包容性咨询委员会则是关

注研究生教育中有关少数族裔等的相关问题，涉及

种族、性别、身心残疾等[2]。值得注意的是，六大

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并非完独立割裂，尽管关注的领

域有所不同，但在运作过程中委员会之间的交流联

系却十分密切。例如，硕士学位委员会不仅就有关

硕士课程、硕士研究机构的 佳实践向 CGS 提供咨

询意见，而且向宣传和公共政策咨询委员会提供支

持，包括发掘可能会影响硕士生学习等方面的联邦

法律、法规或计划[3]。 

（4）地区分支机构。CGS 在全美有四个地区

分支机构，分别是南方研究生院协会（Conference of 

Southern Graduate Schools）、中西部研究生院协会

（Midwester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东

北研究生院协会（Northeaster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和西部研究生院协会（Wester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四大区域分支研究生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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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较为独立，分别招募本区域会员机构并运

营，主要是职能是在保障该区域内会员机构能够确

定和解决与研究生学习和研究有关的共同挑战。每

个区域机构可推举一名联络人员作为无投票权成

员参与 CGS 董事会，CGS 工作人员在参与区域分

支机构会议与活动时，也可与联络人沟通和接洽。

四个地区分支机构有独立的运作模式和核心活动，

为本区域内满足条件的会员大学提供研究生教育

相关服务。 

2.会员结构与会员制度 

（1）会员结构。CGS 的会员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 CGS 的核心会员机构，一般是从事研究生

教育、能够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大学或学院。经

过 50 多年的发展壮大，CGS 吸纳了大量的会员学

校，目前已经拥有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近 500 所高

校，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 27 所国际高校，各校

的参会代表一般都是研究生院院长。核心机构基本

囊括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来自德国、

澳大利亚、中国、巴西等的 27 所国际会员大学也为

CGS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事实上，CGS 会

员机构每年授予约 87%的美国博士学位和大部分美

国硕士学位[4]，而 CGS 还发挥召集权威的作用，通

过组织重大活动，将研究生院院长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聚集在一起，就影响当今研究生教育的广泛问题

进行讨论并采取行动。第二类是企业和非营利性组

织。CGS 通过邀请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投资较大的公

司和非营利组织成为会员，致力于加强研究生教育

与市场的紧密关系，为企业和研究生院长提供互惠互

利的服务。CGS 将这种关系称之为持续性会员网络

（Sustaining Membership Network），该网络将 CGS

机构会员和非机构会员的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致力于

促进对话、理解，并通过有意义的伙伴关系推进和改

善研究生教育。第三类是相应的联盟会员，与 CGS

进行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或对 CGS 开展的活动展

开资助等，如艾尔弗 ·斯隆基金（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学历评估组织（Educational Credential 

Evaluators）等，这类会员也能够参与持续性会员网

络的活动。 

（2）会员制度。CGS 在会员的准入资格方面

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会员制度。

CGS 根据会员的类型进行具体的规定。CGS 的核心

会员是能够进行研究生学位授予的高校，由于这类

机构存在规模和类型差异，因此 CGS 将其分为三种

具体形式：普通会员、准会员、国际会员。普通会

员面向美国和加拿大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学位

授予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求申请机构已获得研究生

教育的官方资格批准，由 CGS 会员事务委员会进行

认证；要求申请机构至少能够授予三个不同领域或

学科的学位；申请前三年，在至少三个不同领域或

学科内颁发至少 30 个硕士学位或 10 个博士学位；

有正式成立的研究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准会员面

向美国和加拿大的不符合普通会员资格要求的从事

研究生教育的机构，要求这类机构获得 CGS 会员事

务委员会的批准，至少提供一个硕士或以上的学位，

并在申请前三年至少授予了 10 个研究生学位。普通

会员和准会员的会费标准并不固定，主要由会员机

构的研究生注册人数决定，且每年略有调整。例如，

根据 2020 年的会费标准，规模在 500 人以下的普通

会员会费是 3467 美元、准会员会费是 3178 美元，而

规模在 15000 人之上的普通会员会费是 10474 美元、

准会员会费为 9175 美元[5]。国际会员面向非美国和

加拿大的获得官方批准能够提供研究生教育的高等

教育机构，并需要指定一名代表人负责在 CGS 的相

关事务，其他要求与普通会员一致。国际会员每年

的会费是 4000 美元。CGS 的其他会员主要是在持

续性会员网络中的企业与非营利性组织、相关的联

盟会员。这些机构除了每年缴纳会费，还通过不同

水平的资助以支持 CGS 的相关活动。其中第三类相

关的联盟会员每年的会费标准是 4000 美元，而企业

与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费与资助标准则在 6000—

25000 美元之间。 

二、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的核心活动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繁荣

与发展至关重要。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要求美国研究

生教育必须适应美国的劳动力需求。据美国国家科学

院（National Academies）2018 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称：

“研究生教育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础，一方面，研究



    2021. 5
 

89 

比较与借鉴 

生教育培养了国家未来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另一方

面，研究生教育直接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国家技术、

经济和文化发展目标”，并建议像 CGS 这样的社会

组织应该“召集和领导与研究生项目、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讨论与合作，并传播创新方法”[6]。目前，

CGS 拥有 500 余所会员机构，在四个核心活动方面

展开研究与实践。这四个核心活动并非独立开展，

而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在多个领域和维度建立了

深层的交互联系，进而从整体上对研究生教育产生

影响。 

1. 佳实践（Best Practices） 

CGS 的 佳实践计划是通过支持并研究会员机

构的教育创新，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分享有效的实践，

以此号召各方共同应对研究生教育中的挑战。目前，

CGS 的 佳实践活动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议题，分

别是研究生招生与管理、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群体

多样性与包容性、学位完成度、专业发展与职业生

涯路径。 

（1）研究生招生与管理。2016 年，CGS 通过

与霍布森基金合作，对促进学生与课程之间良好契

合的非认知评估 佳实践进行了试点研究。该项目

被称之为“研究生入学整体评估”，旨在帮助 CGS

更好地了解当前本科毕业生的整体申请过程，并从

其会员机构获得数据，以探索研究生招生过程的现

状、未来趋势以及新技术对提高研究生招生和学生

成功率的影响。2017 年，CGS 在教育测试服务（ETS）

的支持下，开展“硕士生招生评估”的项目，以更

好地了解硕士生招生过程中如何评估申请人的认知

和非认知能力以及申请材料。该项目有助于各方对

硕士生招生的理解，也有助于研究生院长及其招生

团队建立透明的程序，以便更好地确定有前途的候

选人，避免不公平的偏见。 

（2）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幸福感。诸多研究表明，

当前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普遍非常糟糕。因此，

CGS 与杰德基金会（The Jed Foundation）合作开始

了一项为期两年的项目。杰德基金会是一个旨在保

护青少年情绪健康和防止自杀的非营利性组织。这

一倡议将为循证政策和资源奠定基础，以支持和促

进研究生的心理健康。CGS 于 2020 年召集研究生

院院长、研究生代表、心理健康研究人员和其他专

家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CGS 计

划 终的项目成果以一份报告呈现，并公布一项支

持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共同原则声明。 

（3）研究生群体多样性与包容性。少数群体在

研究生教育中的参与度一直是 CGS 关注议题的重

要部分。因此，CGS 开展了大量相关方面的研究和

项目。例如，2009 年，CGS 发布名为《扩大研究生

教育的参与度》的报告，论述了加强和扩大研究生

教育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扩大研究

生教育参与的政策建议，特别是侧重关注传统上代

表性不足的群体。同时，CGS 再次重申了于 1996

年 初通过的《建设一个包容性研究生社区的原则

声明》，该声明于 2003 年也曾被完善和重申。 

（4）研究生学位完成度。CGS 认为未完成研

究生学位项目而中途退出是美国财政资源和人力资

源的巨大浪费。同时，美国社会对受过研究生教育

的高级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CGS 十分关

注研究生的毕业率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例如，“STEM 博士学位项目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流

失”，这是一项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捐

赠支持下进行的研究，研究了 21 个机构的 STEM 博

士学位项目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毕业率和流失情况。

还有两项研究是分别针对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完成

情况的研究，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支持并帮助大

学制定干预策略。由于学位完成度中少数民族学生

群体是重要的关注点，因此，CGS 在致力于研究生

群体多样性及包容性与学位完成度这两项 佳实践

的具体内容存在诸多交叉重合的部分。 

（5）研究生专业发展。一方面，CGS 的核心

关注点是研究生专业发展，通过组织领导各种倡议

和研究项目，鼓励各方将研究生专业发展作为优先

事项。2014—2016 年，CGS 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

研究 STEM 领域研究生的专业发展需求以及如何完

善现有的方案和资源。CGS 在促进研究生专业发展

方面，还通过开展相关国际合作以增强研究生的全

球视野、开展金融教育以增强研究生的理财能力、

开展学术诚信教育以营造良好科研氛围等。另一方

面，CGS 致力于研究生教育领导者的专业发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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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展相关项目与活动，旨在提高研究生教育领导

者的素质与能力。其中 有特色和影响力的项目包

括院长驻会计划、暑期工作坊与新院长培训、网络

研讨会。院长驻会计划是 CGS 1983 年设立的项目，

该计划为会员机构的研究生院院长、副院长或助理

院长提供在 CGS 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工作一学年的

机会，与 CGS 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正在进行的项目。

暑期工作坊与新院长培训是 CGS 于每年 7 月举办的

活动，CGS 结合研究生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

和新趋势开展新项目和互动课程，为新院长提供交

流合作、专业发展、案例研究与讨论等平台。网络

研讨会是 CGS 为会员机构打造的能够与其他领域

专家领导进行研讨的平台，旨在帮助参与者获得有

用的信息和资源以支持其机构的发展。 

（6）研究生职业生涯路径。CGS 共发起了三

个相关项目，主要议题为：①“了解博士职业道路

以促进学位项目改进”计划，该项目的研究发现形

成了 CGS 关于博士职业路径调查的基准数据，于

2018 年汇总并对外发布；②“培养未来教师””计

划，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计划，旨在支持教师为职业

生涯做好准备；③“专业硕士学位”计划，该计划

旨在帮助会员机构满足当地劳动力需求，并为对硕

士项目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支持，以此来促进学生为

职业生涯做出更好准备。 

2.基准管理（Benchmarking） 

CGS 致力于收集、管理研究生教育信息，对其

进行数据分析，并预测趋势。CGS 在开展 佳实践

活动的基础之上，通过长期的数据积累，形成了较

为系统成熟的基准数据库，用以支持和帮助会员机

构在研究生教育的关键领域进行评估、作出决策并

制定与目标一致的计划。因此，CGS 的基准管理实

际上就是为相关各方提供了 佳实践的基准数据资

源，作为一项可供参考的标准。 

（1）提供基准研究报告。CGS 关注并研究研

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主题，通过调查、数据分析等形

式，为会员机构准备可供参考的基准报告，主题涵

盖研究生教育的诸多方面。CGS 每年发布多项研究

或调查报告，在不同的研究主题领域形成了系列报

告。例如，2017 年开始，CGS 开展的一项关于“博

士职业路径”（PhD Career Pathways）[7]的调查研究，

该项目 初调查了 35 个参与机构的博士学位获得

者，形成了一系列的报告。之后，该项目逐渐形成

了 65 个博士授予机构组成的联盟。CGS 通过收集

现有博士生和校友的数据，使大学能够分析博士的

职业偏好，并得出相关结论，以支持教师和大学管

理者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博士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职业

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这构成 CGS 佳实践

的重要内容。 

（2）开展研究与政策论坛。CGS 开发并组织了

一 个 季 度 性的 活 动 ， 称之 为 研 究 与政 策 论 坛

（Research and Policy Forum），旨在汇聚研究生教

育领域的领袖就当前研究生教育政策和实践活动的

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导向的讨论，CGS 后汇总并提

供了论坛的主要结论。例如，2019 年，CGS 已组织

开展三次论坛，主题分别是“2018 年 CGS/GRE 研究

生招生与学位调查”“高等教育中的学习分析：范围、

用途和含义”“拉美裔服务机构的研究生招生趋势”。 

（3）提供战略咨询服务。CGS 为会员和非会

员机构、国家机构等提供研究生教育相关的付费战略

咨询，这种咨询基于 CGS 的基准数据库和 佳实践

活动，以及会员单位研究生院院长的管理经验，通过

调查的形式， 终向委托人提供正式的书面报告。 

（4）其他基准数据资源。CGS 除了通过自身

开发建立的调查数据库之外，也积极采用其他合作伙

伴的相关研究，作为开展研究和提供服务的重要支持。

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展的“国家就业项目”

（National Employment Projections），该项目开发了

国家就业矩阵用以进行时间跨度 10 年的就业预测[8]。

不仅如此，其他资源还包括诸如卡耐基基金会

（ Carnegie Foundation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等组织进行的研究项目。 

3.公共政策与宣传（Public Policy & Advocacy） 

数十年来，CGS 一直扮演美国国家研究生教育

倡导者的角色，呼吁各方加强对研究生教育研究与

实践的关注，致力于为政策制定者、研究生培养机

构、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资源。特别是在政策倡导

层面，CGS 通过宣传倡议并开展广泛的合作，对推

进建设研究生教育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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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互动。CGS 通

过政策建议等方式，一直积极参与美国国家政策制

定的相关事务，与政策制定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

特别是与美国国会、政府以及 高法院等都有频繁

的交往。例如，CGS 在 2019—2020 年联邦政策议

程中概述了可能会影响研究生教育的相关事项，并

呼吁加强联邦财政援助项目[9]。 

（2）参与相关组织的倡议和活动。CGS 一直

积极参加相关组织的倡议，特别是涉及研究生教育

的活动，以此形成规模化的高等教育社区共同体，

通过集体发声的形式增加影响力。例如，2019 年 10

月，CGS 参与签署高等教育社区的一份联名材料，

向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表达了来关于《大学支

付能力法案》（《College Affordability Act》）的意

见。该法案涉及扩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包括关

于资助、贷款补贴以及增加就业等方面的内容[10]。

此次联名是由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牵头发起，会员包括美国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美国社区

学院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等在内的共 33 家相关组织，对修订和审

议相关法案产生了重要影响。 

（3）编制公共政策宣传材料。CGS 编制了美

国各州研究生教育具体数据的材料，并分析了各州

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范围与影响力。该数据可被用

于研究生入学、学位授予等相关研究，国家机构、

大学决策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能够参考。同时，

CGS 面向会员机构出版了一份关于公共政策和政府

事务的出版物《华盛顿观察》（《Washington Insights 

& Highlights》），用以宣传 CGS 在公共政策方面

的观点和建议。此外，CGS 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季度

性的被称之为“内部更新”（Insider Update）的在

线通讯平台，发布的通讯内容包括合作研究项目的

进展、拓展机会以及相关会员的新闻动态等。还有

一份称作“GradEdge”的时事通讯，这是一份刊载

关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评论、时事等的季刊，每年

在线出版四期，供会员机构参考。 

4.全球化参与（Global Engagement） 

CGS 是研究全球研究生教育趋势的权威机构，

也是国际研究生教育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与合作等方面具有较大的

影响力，并在 佳实践中支持和帮助研究生为全球

化的未来做好准备。 

（1）召开研究生教育全球战略领导峰会。当前，

研究生教育已经是一项全球性活动， 因而对研究生

教育进行研究也应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活动。

基于此，CGS 每年在全球不同地区组织召开研究生

教育全球战略领导峰会，并根据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具

有全球影响的研究和国际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确定

会议主题。峰会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生教育领导

者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共同制定 佳实践计

划，协力促进达成研究生教育的共同目标，为未来的

新机遇与新挑战做好准备。2017 年，峰会主题为“研

究生教育 2030：展望未来”，各国代表经过研讨、

发言等， 终形成了《研究生教育 2030：展望未来

行动指南》的指导性决议，对全球研究生教育产生了

重大影响。2018 年，峰会主题为“支持研究生教育

多样性”，主要关注不同种族、民族、性别等的问题，

致力于保证研究生教育中的多样性。2019 年，峰会

主题则是围绕“研究生教育中健康与福祉的文化语

境”展开，探讨的是在更大的压力与挑战之下，如何

保障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并为其提供支持性的环境。 

（2）邀请国际机构加入组织。一方面，CGS

邀请关注并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有大量投资的国际机

构加入本组织，另一方面，CGS 通过网络会议、全

球峰会、 佳实践对话等吸引国际高等教育界，吸

纳了一批国际会员大学，即会员资格对美国和加拿

大以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开放。CGS 对国际会员的资

格提出相应的要求。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香港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是 CGS

的国际会员。 

（3）开展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与全球问题研

究。CGS 在 佳实践计划中积极倡导有关研究生国

际合作的项目。例如，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

持下，CGS 开展了包括联合双学位以及学生和教师

的国际交流项目[11]。同时，CGS 致力于对研究生教

育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例如，自 2004 年开始，CGS

就对国际研究生的申请、入学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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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申请美国高校硕、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的入学

趋势与变化[12]。 

三、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的影响机制 

CGS 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有着非常

重要的影响。作为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研究生院的

联合体，CGS 不仅吸纳了加拿大高水平大学的研究

生教育机构，形成区域联盟，而且广泛邀请国际研

究生培养机构和研究生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加入，

打造了更广阔的研究生教育社区，在全球独树一帜，

在行业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提供多元化服务，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共生 

CGS 的核心职能是为会员单位的研究生教育提

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衍生了更多的服务。有研究认

为，CGS 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协调控制起到了关键

作用，特别是在行业认可、行业赞许与制定行业规则

方面[13]。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CGS 为会

员机构和利益相关各方创设了诸多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形成了发展的共生体。一方面，CGS 为会员机

构，特别是为研究生院的管理者之间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交流、案例分享、项目合作的机会。线上线下的平

台（如网络研讨会、出版物等）能够实现信息的共享、

问题的发现、项目的进展等要求，极大地拓宽了研究

生院领导者的管理视野。另一方面，CGS 将企业、

其他社会组织以及赞助者汇聚在一起，为他们和研究

生院提供了研讨的机会和平台，使研究生教育和市场

的联系更加密切。研究生院院长能够更加清晰了解劳

动力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从而调整研究生培养和管理

的策略。值得关注的是，CGS 在广泛的交流合作中，

特别关注研究生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为少数群体、女

性等完成研究生学业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提供了实

质性的支持，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多元化。这无疑是

CGS 作为社会组织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促进社会平

等与民主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2.参与公共性事务，影响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 

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行业性组织作为重

要的参与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CGS 作为美国

研究生教育领域的重要社会组织，通过开展 佳实践

计划，对国家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协

调和促进作用。一方面，CGS 承担或参与有关国家

机构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开展相关调查研究， 终形

成的研究报告能够为国家决策机构提供参考借鉴。特

别是 CGS 进行的基准数据管理，对多年来的项目研

究和调查数据进行系统化管理，形成了翔实的数据资

源库，议题涵盖研究生教育的诸多方面，不仅对美国

国家决策部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而且在支持研究生

院院长管理方面也大有助益。另一方面，CGS 直接

为美国国家决策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CGS 非常关

注公共政策宣传，将其作为核心活动之一，并在美国

国会、政府、 高法院等出台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

法案时，积极地表达意见，主动建言献策。事实上，

CGS 在与美国国家决策部门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无

形分担了这些国家机构的部分管理职能，为大学和政

策制定者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CGS 成为接通国

家政策制定与研究生教育机构和公众的中介组织，在

一定程度上为政策制定拓宽了信息渠道。与此同时，

CGS 的参与实际上也在行使行业性联合组织对研究

生教育政策进行监督的职能，不仅对行业联合内部的

共同体进行了管理、约束和指导，而且对国家部门也

产生了一定的外部压力，这些都综合对相关公共政策

的制定与修改产生了重要影响。 

3.采用国际化战略，引领全球研究生教育趋势 

全球化趋势席卷世界各国，潮流不可逆转。在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全球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产品开始被更

多的人选择消费。特别是近年来，全球研究生教育

规模大幅度增加、学位类型更加丰富、学习方式趋

向多元，这些变化无疑正在衍生更多问题与挑战。

一方面，CGS 在全球参与的 佳实践中，打造了极

具影响力的“研究生教育全球战略领导峰会”，吸

引了全球各国关注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同行，共话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诸多议题，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普遍

问题与挑战。另一方面，CGS 在会员招募中也向非

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开放，延揽更多世界一流大学

加盟其中，使 CGS 对处理国际事务时更具全球视

野。由此，可以说，CGS 已经超越了作为美国研究

生院联盟的组织定位，具备了更强的国际意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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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全球高水平大学建立联系而逐渐向国际组织

过渡。为实现这一目标，CGS 进行了诸多国际性、

跨文化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与实践，形成了丰富的项

目成果。发展至今，CGS 的全球参与活动在国际研

究生教育领域独树一帜，探讨的诸多议题极具理论

性、前沿性、实践性与创新性，成为各国研究生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风向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全球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一直以来，CGS 在美国研究生教育领域发挥着

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因为 CGS 不仅从事研究生教育

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活动，而且致力于将研究生教育

研究的理论数据与管理经验存储、运用并在同行间

传播。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CGS 成为美国乃至

全球 具权威性的研究生院联盟和研究生教育智

库，其开展的核心活动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具有

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也有类似于

CGS 的社会组织。世纪之交，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挑战、研究生教育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研究生院

院长联席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Graduate 

Schools，ACGS）于 1999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会

员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共 57 所一流

大学研究生院[14]。ACGS 制定了组织条例，对主要

工作、主要职责、会员制度等进行了规定；组建了

组织机构，对主席单位、秘书处（长）、成员单位

等进行了规定；组织年度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开

展国际论坛活动，共话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改革议题。

1999—2019 年，ACGS 经过 20 年的发展，与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等组织共同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第三方专

业组织，都是中国特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 ACGS 在组织目标、

活动形式、实践内容等方面与 CGS 颇为相似，但预

期影响力发挥并不充分，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基于此，对 CGS 的治理结构、运作模式、核心

活动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当下而言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双一流”建设、研究生

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更应深入明晰 CGS

运作机理，借鉴 CGS 的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结合

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本土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研究生教育智库和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联

盟，从而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研

究生教育理念与经验，为世界提供中国的研究生教

育方案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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