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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已然进入一个新阶段,风险社会悄然来临。具有自反性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

复杂多样的不确定性潜在危机,以韧性直面风险、应对危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作为培育高层次人

才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预见并回应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在新的现代性背景下,韧性是

研究生直面潜在危机考验的本质内核,发展韧性是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的新命题。为实现这一新命题,研

究生教育应以理念革新、资源支持等方式提升研究生的韧性、以创新实践促进韧性的行动体现、以研究生共

同体共塑韧性生态,从而与社会发展、国家需要、时代主题协调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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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风险社会理论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
现代性已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社会逐渐步入风

险社会阶段。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冲击之

后,各界对社会发展有了新的认知,也即潜在的不确

定性危机与社会之发展并行,在高度工业化与全球

化时代,人类必须正视日益增长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虽然我国在新冠疫情危机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刚

性,各方行动者也展现出柔性合力。但面对环境巨

变时,作为科研后备、高等人才的研究生队伍应对乏

力、韧性不足,这与社会各界对研究生高素质人才队

伍应有之态的期待有所差距。因此,如何应对危机、
承担时代重任、引领社会发展成为了新时期下研究

生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新的现代性背景下,发
展韧性是研究生直面危机考验的核心要素,也是研

究生教育回应社会各界期望的必然路向。

一、风险社会:研究生教育与“韧性”议题

(一)风险社会与研究生教育

对于风险社会的来临,乌尔里希·贝克指出:

“风险其实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进程的极端化不

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1]。社会的发展日益伴随着

潜在危机,现代化的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这

种现代性的自反性所产生的风险和危机不同于传统

社会变迁,它随着技术的推广与革新、信息化的蔓延

与织网,在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中悄无声息地

发生并暗流涌动。风险呈现着由自然风险向人为风

险转化的趋势,并表现出非预期与难以确定的特点

以及无地域限制性、高流动性的特征。众多潜在危

机的组合与重叠导致预测失灵,这意味着人类社会

必须着眼于未生的风险,提升应变能力。
在现代性的路途中,除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个

体化危机也日益凸显。“竞争压力的加大在条件均

等者之间引发了个体化,换言之,这恰巧发生在以共

享背景为特征的互动和行为领域(相似的教育、经历

和知识)[1]。”竞争导致个体孤立在同质的社会群体

之中,却又在风险社会中构成新的暂时性生存联盟

并面对群体性焦虑。在以研究生教育为代表的高等

教育中,个体化危机的前兆已然出现。在2020年疫

情危机期间,高等教育恐慌已然弥漫。在缓解就业



风险的新一轮扩招政策背景之下,无数受高等教育

者诉诸着竞争的加剧、学历的贬值。这是由于个体

化的生活使人专注于自身的生存,他们既是个体权

利的伸张者,也是潜在风险的承担者。研究生扩招

成为恐慌弥漫的导火索,这一恐慌使研究生教育从

“个人发展的需要”转变为一种“相对位置的追求”。
究其原因,则是传统的研究生教育能为受教育者所

提供的安全感已经逐渐丧失,受教育者无法在风险

涌动的社会中感到手有余力并处之泰然,在环境剧

变、危机突发时无法展现其应有之态。由此,研究生

人才队伍与社会的需求有所脱轨,无助国家在风险

社会的自如应对[2]。
一方面,基于研究生教育在国家人才竞争和科

技竞争中的战略定位、也基于研究生教育处于教育

系统顶层的空间位次,研究生教育应在社会发展变

动中承担起其作为高层次人才摇篮、科学技术支撑、
人文伦理坚守的责任[3]。另一方面,为了满足风险

社会下个体发展的需要,缓解扩张、量产带来的人才

“同质性”上升、“机动性”下降这一问题,研究生教育

需加速对人才培养的调整。辩证的看,风险除了带

来危机,也暗藏着发展机遇。乌尔里希·贝克指出:
“风险社会从本质表明自己是个自我批评的社会,不
仅是对个别情况进行批评,而且还在原则上进行自

我批评的社会”[4]。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研究生

教育的自我批评意味着教育应预见社会的变化并提

前应变。作为素有“科研后备军、专业人才、精英队

伍”等印象的研究生如何适应社会变化、自如应对风

险、回应大众期待,成为了新时期下研究生教育必然

直面的挑战。
(二)风险社会视域下的“韧性”议题

疫情的爆发为各个国家敲响警钟,在这高度工

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必须正视日益汹

涌的风险浪潮并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在这次全人

类的大考中,风险无可规避成为共识,感知风险、应
对风险、适应风险才是人类的生存之道。与此同时,
“韧性”这一词日益频繁的出现在大众眼前,并在危

机中表现出其重要性,也为研究生教育应对风险社

会的挑战提供了解题思路。
韧性这一词并不令人陌生,学术界各个领域对

于韧性都有所研究。从词源看,韧性源于拉丁语,本
义为“回弹”,但其被广泛运用于物理学、生态学、社
会学、组织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物理学中,有
关韧性的研究主要偏向于材料在冲击下复原的属

性,例如在脆性-韧性转变效应中,韧性是脆性的对

应属性;在生态管理视域下,有关韧性的研究重视生

态和人类系统中的动态恢复能力与可持续管理能

力,以应重大变化的挑战(FikselJ,2006)[5]。在心

理学领域里,韧性与逆境或风险相联系,主要表现为

个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之下表现出的(心理)抗压、
复原能力,并体现出动态的特点(RichardsonJW,

2008)[6]。基于组织的视角,韧性有心理与系统的双

重含义,个体与团队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强
调抗逆性、动态性与积极性,是动态交互中心理过程

与外化行为的结合;而组织的韧性主要体现在系统

层面,强调组织在环境冲击下恢复或超越原始状态

的能力(诸彦含、赵玉兰等,2019)[7]。从数字化生存

的视角,数字韧性体现出“元素养”的属性,是在数字

化世界里面对各种外部变化的决策、适应并逐步发

展的能力(祝智庭,沈书生,2020)[8]。在经济学中,
韧性用来描述一国或经济体受到危机冲击时显现的

压而不垮、百折不挠的发展能力与发展特性,是抵抗

危机、应对考验的关键(韩保江,2020)[9]。
在各个领域对韧性的应用中,韧性几乎都出现

在“环境或组织变动、危机产生、面临挑战”的情境之

下。自2002年起,联合国将“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相

联系;2011年,联合国《朝向人类韧性》的报告指出

危机已成为一种系统性特征,并重申韧性的重要

性[10];2019年,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

发布《教育概览2019》时特别表示,“现在,年轻人比

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学习在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的

世界生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基于此,韧性成为各

界面对危机、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重要议题,其既

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特性。
教育不可仅立足于现实,人才培养必须面向未

来。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发展韧性为研究生教育回

应风险、调整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行思路。在面临不

断变化的环境时,韧性是研究生由心理到认知、再外

化至行动层面上的应变、适应的应有素养,是促进研

究生动态调整、持续成长的源源动力,也是研究生发

展的应有特性。
(三)研究生教育中发展韧性的内容解读

从文义上看,研究生教育中的“发展韧性”有两

重意蕴。在第一层含义中,发展作为动词,意为“提
升、加强”韧性,偏向研究生韧性素养的生成与增长。
而第二层含义中,韧性作为发展的后置定语,意为

“发展具有韧性”,重在达成研究生可持续成长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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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展的结果。发展韧性既是素养的生成过程,也
是欲达成的结果。基于此、也基于研究生教育的站

位、特点与责任,风险社会下的研究生教育既要明晰

韧性素养的构成,也应了然应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与

结果。
作为素养生成过程的“发展韧性”应关注三个层

面,即心理层面、认知层面、行动层面。这三个层面

呈现递进的关系,心理到认知再至行动的递进体现

了面对风险的逻辑,也即风险感知(心理韧性品质)、
风险适应(动态认知能力)、风险应对(交互行动能

力)。在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应当具有心理韧性

品质,以风险意识、心理调适能力积极面对风险与挑

战。不管是面对突发危机或者日常挫折,心理韧性

都应当是年轻一代必备的品质,这也是教育应当担

起的责任。新西兰学者RalphBrown指出具备心

理韧性的人表现出高度的自我控制感、自我调适力

等能力[11]。当前,研究生因各类压力与挫折而引发

的悲剧不在少数,这也侧面反映出当前研究生教育

尚未足够重视学生的心理韧性培育。提升心理韧性

品质将有助于研究生提升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增强

应对风险的能动性。
而研究生认知层面的韧性则主要表现为动态认

知能力,这一能力一方面与研究生的“学生”“研究

者”角色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研究生的学习

在风险社会中应具备动态的特点。借鉴管理学中的

动态能力理论以及相关学者提出的学习素养观点,
动态认知能力指学习者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秉
持强烈的学习动机、保持学习主动性,并利用现有资

源、突破惯性,更新认知、适应新型学习[12]。在风险

社会,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以及潜在不确定的危机,
每一个人都需要提升学习的持续性,随社会的发展

而不断革新认知。研究生作为科研后备、专业人才,
更需要突破惯性、与时俱进,满足国家、社会发展之

需要。
在这三个层面中,前两者可以说是预见与准备

阶段,而行动层面则与风险下的实际应对直接挂钩,
主要表现为交互行动能力。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之

下,个体化的承担策略很显然无法有效克服人为风

险。个体化倾向使个人从群体中抽离出来,如果缺

乏一种新型的 “再嵌入”机制,则会导致风险社会下

行动分散、效果甚微[13]。研究生队伍作为科研后

备、高层次人才,在风险应对中更应形成合力、发挥

最大效用,以个体之间的互动、沟通形成新的组织网

络,再造共同体。不论是导生共同体、同门共同体、
还是学术共同体,只有群体合力、互帮互助才能在高

流动性的风险社会中表现出各个角色的应有之态。
作为目标旨向的“发展韧性”意为使研究生的发

展具有韧性。只有培育研究生的韧性,才能使研究

生的发展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实现持续性、全
面性发展,使研究生的发展具备韧性特性。在风险

社会视域下,研究生教育需要担起在风险社会中的

使命与责任,在人才培育中赋予受教育者个体能够

自如应对动态风险的韧性素养、增强发展韧性,重树

研究生教育的信任、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从而转

“危”为“机”,迈入研究生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

二、回应风险:“发展韧性”何以作为

研究生教育的新命题

风险无可逃避,作为教育顶层系统的研究生教

育更应具备前瞻性,与未来技能需求、社会发展变化

建立更密切联系。一直以来,专业能力、科研素养都

是研究生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但在风险涌动的今

天,韧性为研究生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提供了新思

路,发展韧性成为了研究生教育新的面向与追求。
(一)韧性是风险社会下研究生的本质内核

信息技术、科学越是不断推进,风险处境就越清

晰。由于现代性风险的流动性、不确定性的影响力

显著提高,必须有人能够走到时间的前面,才能提

醒、警告人们重视当下存有的盲点[14]。研究生作为

高素质人才队伍,一方面仍应储备传统必备的素质;
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向未来,具备适应风险社会的素

养,才能应对危机、承担时代重任、引领社会发展。
研究生教育应当在新旧时空的交替下,主动随着社

会情景的转向不断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回应各界

对研究生的角色期待[2]。正如前文对发展韧性的内

容解读,作为一种素养的韧性是适应风险的元素养,
也是风险社会下研究生人才应有的本质内核。作为

素有科研后备、专业人才、精英队伍的角色期待的研

究生,在风险社会中更应担当前瞻性的责任,成为有

预见性、具备能力且能勇担责任的主体。不同于传

统教育实践中对“韧性”的单一心理层面定位,风险

社会背景下的研究生韧性新在其具有三个层面:心
理层面、认知层面与行动层面,三者既是递进,也是

统一;既有必备品质,也有关键能力;既是个体素养,
也是群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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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去更重视研究生专业能力、科研素质的

培育模式将越来越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要求,研究

生的传统素养结构可能会被潜在危机逐步击溃。具

体而言,当前研究生的素养表现出两点不足,一是知

识生产与应用能力的弱化,二是知识理性与学术伦

理的缺失。输送式学习、论文量标识、学位为追求等

现象暗喻着对研究生真实素养的质疑与研究生教育

价值的背离。人不应成为知识的载体,知识也不应

被外化为标识,知识应成为人发展的动因。当然,韧
性绝不是主张知识无误或者知识安全,追求与风险

相对的绝对安全。相反,韧性意在研究生在知识生

产、实践创新、技术革新的行进与节奏中保持理性与

自觉、提升预见性与应变能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

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需要的是具备韧性的人才,从
而在各种不确定性中处之泰然。

(二)发展韧性是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新的目

标面向

由于工具理性在现代世界的不断扩张,研究生

教育陷入工具性人格的培养困局中,关注以效率、功
能等可预测结果作为研究生教育目标的测量[15]。
在这样的研究生教育困局中,研究生的发展呈现片

面、功利、松散等特征。而研究生教育中可预测结果

的目标与研究生可预测的发展空间何以应对不可预

测的未来? 具体而言,当前研究生教育的量化目标

下导致了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与指标导向的评价追

求。例如部分高校在新冠疫情中,仍追求就业率等

数量指标,甚至上演“表格就业”。形势已变,但对指

标的片面追求却一如从前。陷入困局的研究生教育

为社会培养了一批“组装型”人才,以量化的标准捍

卫研究生质量的传统确定性。
在新的环境之下,研究生教育不能再继续延续

旧的框架与范畴讨论应确立什么样的数量、目标追

求。特别是在劳动去标准化的趋势之下,灵活、多元

而分散的非充分就业体系一方面散发出破除个人发

展定势思维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对研究生教育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技术日新月异、风险暗流涌动的今

天,研究生教育需激发学生的多种发展可能,以使其

适应多变、多元、多样的环境。因此,当发展韧性作

为研究生教育的旨向时,意在通过教育为研究生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以自我的持续成长、动态发展

跳出物质的、静态的外化目标。动态评价、过程评

价、发展评价等有助于研究生教育破除结果评价的

单一目标,这也与风险社会的需求相吻合。为研究

生的发展赋予韧性特征,并以此作为研究生教育的

实现目标与价值追求,才是以“变”应“变”之道。
(三)发展韧性是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新的现

代化图景

我国在1983年已经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当今,现代化仍是教育的发

展主题。在研究生教育的现代化路途中,质量提升

诉求一直伴随其左右,虽然各高校如火如荼地进行

质量建设,但传统质量建设的路径依赖、人才培养的

惯性思维导致众多高校在现代化路途中跳入“类质

化”路径,披上“旧酒”的“新瓶”包装。工业化教育的

后遗症仍然侵害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内
涵式发展。

而危机围困之境,则是变革发展之时。风险社

会来临之际,危机的不确定性、社会的无疆界化、个
体发展的破定势化激励着研究生教育革新发展模

式、走上新现代化征程。以发展韧性为理念指引与

目标导向,是研究生教育在遵循自身内部发展逻辑

之上的以动应变,从而回应外部社会不断变化发展

的环境。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在质量

之维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与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机统

一,是在一定程度的外在数量扩张后实现内部质量

提升的必然回归[16]。韧性发展既是风险社会中人

全面发展的表征,也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既是研究

生扩招之后对质的更加关注,也是对质的新意解读。
正如前文所道,发展韧性是研究生教育在风险社会

下的应担使命,也是使研究生个体持续性发展的必

然路途。基于此,本文建构了以下理论图景(图1)。

图1 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发展韧性”的宏观图景

此图中,在以研究生教育为横轴、研究生个体为

纵轴这一坐标轴里,研究生教育对韧性培育的日渐

重视则会促使研究生个体的发展韧性增强。研究生

个体的发展因研究生教育的提升而受到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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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风险社会(风险程度)为横轴、应对风险(能力)
为纵轴这一坐标轴中,风险程度的日益提升则要求

应对风险的能力也随之提升,甚至应当高于现有风

险程度。
从现代化路途的时间尺度来看,研究生教育这

一坐标轴是先于风险社会坐标轴的。这隐喻着,在
迈入新的现代化路途之际,研究生教育应提早应对

社会的变迁,积极挖掘社会的变动迹象,并预先作出

调整。其中,“韧性生成”这一横面是研究生教育面

向风险社会的通道,也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应担起韧

性培育的重任,以发展韧性迎接风险社会的挑战。
此外,“发展韧性”这一纵面是研究生个体在风险社

会挑战下所表现出来的应有之态,发展韧性越强,则
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

一言以蔽之,研究生教育需面向未来、面向未知

的风险,并在人才培育中赋予受教育者个体能够自

如应对风险的韧性素养、增强发展韧性,为迈入新的

现代化征程而准备。因此,从育人理念、资源保障、
组织形态等各方面为研究生的韧性发展提供支持,
重视心理韧性的建构、认知韧性的加持、行动韧性的

激励,有利于研究生教育育时代之新人、实现“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愿景,并走上研究生教育新的现

代化之路,从而引领社会进一步发展。

三、实现路向:研究生教育中发展韧性何以可能

教育改革家KerrC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谱

写于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中,回应外部社会

不断变化的环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有之态”[17]。
正如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发展韧性”的理论图景

所示,研究生教育需直面风险、回应风险,人才培养

需面向未来。因此,研究生教育应预见变化、以变应

变,以理念革新、资源支持、行动转化与组织构筑等

促进研究生韧性的生成与增长、实现个体韧性的“再
嵌入”,提升研究生发展的韧性。

(一)理念革新:以韧性发展引领研究生教育

杜占元专家曾谈到,有专家将世界高水平大学

分为“技术层次”“制度层次”和“理念层次”三种境

界。“理念层次”则意味着高校应有先进的理念,在
理念先导之下实现科研产出、人才培养与制度创新

的先赢[18]。在迈入风险社会之际,我国研究生教育

应积极转变理念,创新理念以赢先机,从而以“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姿态迈入新的征程。

以韧性发展作为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可具化为三方

面内容。一是革新人才培养理念,研究生教育培养

的人才不仅应具有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素养,还应

具备适应风险社会的品质与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

教育以韧性发展助推育人理念的更新,重视研究生

心理、认知、行动层面韧性的培育。在风险社会下,
心理韧性品质是研究生察觉风险、主动感知风险、积
极面对风险的关键品质;动态认知能力是研究生人

才能够认识与应对不确定性、在变化中决策与调整

的专业能力;交互行动能力是研究生能主动参与、积
极担责、凝聚合力的行动基础。二是革新过程管理

理念,破除对“进、出”质量的片面重视,关注研究生

的培养过程与动态发展。过程管理理念要求对研究

生培养进行全范围、多维度的动态考察:重视学生的

学习素养,包括主动性、持续性、能动性以及应变性

等;关注学生的学习伦理,包括科学理性与自觉、社
会伦理与责任等。三是革新教育评价理念,改变以

可预测结果作为研究生教育目标的测量方式,重视

研究生发展的韧性,以评价内容综合化、评价过程动

态化、评价主体多元化助推研究生评价方式的变革,
从而防止单一评价导致的功利主义倾向、清扫“五
唯”指标的遗留问题。

(二)资源支持:以课程建设提升研究生韧性

素养

一般来说,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渠道与主要途径

就是课程建设,研究生能获取的资源支持往往与课

程建设的水平高度相关,课程的质量对专业人才的

培养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早在2014年,教育部

就已经指出课程建设要“立足研究生能力培养和长

远发展加强课程建设,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中心,以
打好知识基础、加强能力培养、有利长远发展为目

标,尊重和激发研究生兴趣,注重培育独立思考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19]。”
面对时代发展、风险社会的挑战,也基于韧性发展这

一愿景,研究生教育中应继续以课程建设为抓手,为
提升研究生韧性之能提供资源支持。

首先,课程建设与学科结构密切相关。复杂多

样的风险境况推进学科进一步交叉融合,以多元开

放、跨域综合的方式培育具备复合型能力的高层次

人才。在2021年初,国家更是新增“交叉学科”为第

14个学科门类,从而培育更多专业型、复合型、创新

型人才,提升科技创新、理论突破的能力。在风险叠

生、竞争激烈的新时期,交叉学科势必成为育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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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赋时代之新能的关键推手。新的交叉学科则

需要加强资源的共享,打破学科与院系壁垒,共建新

型、高质课程体系,从而支撑起新的学科建设。另一

方面,课程建设逻辑需要与时代主题结合,将核心知

识与社会需求合理结合,注重研究生素养在风险社

会中的兼容与适应。除此之外,不论是什么学科,都
应将心理建设与专业素养相结合,重视研究生的心

理韧性。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心理教育被定位为

医学指导或者心理疾病筛查,课程建设相对忽视心

理韧性,研究生无法获取充足的心理韧性的开发性

资源与干预性资源。因此,增设相关心理课程资源,
例如积极心理与发展心理教育、挫折教育等;同时构

筑研究生的心理干预机制,形成以生生间、师生间、
院校间、专业心理中心的递进型心理干预机制,将心

理韧性培育植根在日常生活、整合在日常教学。通

过这样的机制,并整合多方资源、提升资源共享度,
从而厚植研究生的心理韧性品质,培育研究生的多

元认知能力。
其次,在课程建设中需为研究生构建持续性、引

导式的课程支持与学习空间,促进研究生的主动性

学习、持续性学习、动态性学习的实现。在课程教学

中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熟悉自己的认知过程、
获得真实的学习体验。在社会发展变化之中,知识

与经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高层次人才的研究

生,更应走在时代前列,跳出具体知识的范围性、个
体的狭义性与校园学习的暂时性。面向风险社会、
面向终身学习,研究生应将知识型传输化为元认知

生成,将阶段性的学习化为常态型、动态型学习,不
因条件的变动、形式的改变而停滞学习与研究的

脚步。
(三)行动转化:以创新实践保持研究生行动

韧性

不同于知识,韧性很难通过应试效果来体现。
为了避免研究生的“内核刚性”与“应变僵硬”[20],研
究生教育应通过增设实践条件、创新锻炼情境等,使
研究生心理、认知层面的储备能顺畅转化为实际行

动,并在行动中达成心理、认知层面的韧性再增强,
构成韧性发展的良性闭环链条。创新实践以炼韧

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实践项目,
鼓励研究生进行创新实践活动。例如在近年“新工

科”“新文科”“新医科”等建设之际,多项研究与实践

项目得到了开展。通过校内组织与推进、校间交流

与合作、产学协同与融合等方式,有效推动了研究生

创新实践。同时,通过多方评议、社会参与、共建共

享等方式,有效提升研究与实践项目的实效性与质

量,使研究生在项目实践中与社会发展更紧密的联

系起来,既锻炼了其行动能力,也使其在实际运用中

吸收新经验、获得新认知。二是构建数字实践情境,
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之下,数字化

行动也凸显了其重要性。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

天,研究生教育需强化以信息、技术为研究生赋能,保
持研究生的数字行动能力。在2020年疫情期间,部
分研究生因“线上教学”而导致学习、科研停摆,呈现

出背离发展趋势的行动惯性,在变动的环境中呈现应

变僵硬、自我懈怠的状态。因此,研究生教育需强化

数字情境的构建,依靠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构

架“数字实践情境”,促进研究生素质的“数字转化”,
从而主动适应新形势、保持研究生的行动韧性。

(四)组织构筑:以共同体塑造研究生韧性生态

风险社会使个体成为自我行动的中心,但公共

风险又使个体必须合力应对、形成集体行动。当今,
集体行动、共治逻辑逐渐实现“多中心”,而个体希望

“多中心”转向“去中心”,但又在个体化倾向与现实

中异化为“分散中心”,从而导致了形式与实质的分

裂。当前研究生群体就呈现着分散中心的趋势,个
体与群体的相对分离与个体间的交互缺失导致无法

实现畅通的沟通交流、高度的科研合力、共同的责任

担当。专业作为边界使研究生大系统裂变为一个个

小系统,而小系统又分裂为各个师门,师门中又散聚

着各个小团体,从而导致在研究生集体行动中呈现

高度的边界性,系统脆性突出、韧性缺失。除此之

外,甚至部分研究生同门间、师生间都无共同体意

识,学术失范现象不在少数。因此,基于研究生教育

中的边界明晰、功利化倾向、责任伦理淡化等现象,
也基于实现研究生共同体、共塑研究生韧性生态这

一构想,作为科研后备、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队伍应

构筑科研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形成新的组织网络,
以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伦理在风险应对

中形成合力、发挥最大效用。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

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生共同体不是再造

科层制组织的上令下行,研究生个体应以正向价值

的自主性在共同体中行动[21],由单边行动走向多元

嵌入[22]。研究生共同体将以共同的价值追求、责任

伦理来诠释共同体的含义,以群体合力、组织韧性应

对风险社会的挑战,从而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展现

研究生的应有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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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Tenacity:ANewPropositionfor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RiskSociety

HEPeihang,CHENEnlun

(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InSouthwestChina,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Abstract:Theprocessofsocialdevelopmentandmodernizationhasenteredanewstagewhiletherisksofthesocietyare
creepinginsilently.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featuringreflexivityhasbroughtaboutvariousuncertaintiesandpotential
crises.Howtofaceriskswithtenacitytobetterrespondtotheuncertaintiesandcriseshasbecomeanimportanttopicinthis
era.Aspostgraduateeducationisparticularlyforcultivatinghigh-levelpersonnel,itmust,basedonreality,foreseethefuture
andrespondtothechallengesofthecomingrisksociety.Underthebackgroundofnewmodernity,tenacityistheessentialcore
ofthequalityofpostgraduatestofacethetestofthepotentialcrisis,andcultivatingtenacityisthenewpropositionfor
postgraduateeducationinfacingtherisksociety.Thispaperproposesthattowriteabetterchapterforthenewproposition,the
postgraduateeducationshouldenhancethetenacityofpostgraduatesthroughconceptinnovationandresourcesupport,facilitate
actionsthatrepresenttenacitythroughinnovationandpractice,andjointlybuild,withthe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
postgraduates,anenvironmentgoodfortenacity,soastocoordinateandkeepabreastwithsocialdevelopmentforthenational
needsandthethemeofthenewera.
Keywords:tenacity;risksociety;postgraduateeducation

·52·何佩航,等:发展韧性: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的新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