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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了解“双一流”建设高校准硕士生在“空档期”的表现,能为准硕士生的教育服务及硕士生的培养模式

改进提供实证依据。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 X大学2020级准硕士生的访谈,发现准硕士生通过不同程度

的学业准备和素质提升度过“空档期”,其行为选择及结果受到自身需求、认知、学习动能以及反馈效度等内

外在因素的影响。研究建议,学校应加强对准硕士生学习准备的引导;导师应积极对准硕士生予以建议和指

导;准硕士生应基于自我认知和环境判断做出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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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承担新知识生产

功能的核心力量,是沟通教育与科学研究两者的桥

梁[1]。进入21世纪,我国硕士生规模实现了跨越式

增长[2]。2019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招生人数已

扩至81.1万人,在学人数243.9万人[3]。而有研究

显示,部分高校硕士新生无法较快适应研究生的学

习生活[4]。如何实现由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的顺利

过渡是本硕教育衔接体系以及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的

一项关键问题。
“准硕士生”是指通过国家统招、保送或其他方

式获得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但仍未正式进入研究

生培养体系的群体[5]。相比于较为充实的本科和硕

士阶段的学习生活,准硕士生完成本科阶段学位论

文后,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前存在着一段时间的“空档

期”。“空档期”位于本硕的衔接过渡阶段,准硕士生

在“空档期”的精力充沛,时间可利用性很高,空间活

动较为灵活,学习生活的自主性更强,因而其度过方

式也更加多元化。但在此时间段内,面向准硕士生

必要的信息引导及制度、资源保障却存在一定程度

的缺失。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准硕士生为研

究对象,聚焦准硕士生在“空档期”的思想及行为表

现,并结合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要求,提出与准硕士

生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扎根理论

对准硕士生在“空档期”表现进行分析。质性研究以

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

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

纳法分析资料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

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6]。在

资料分析上,采用 NVivo12软件对所得的访谈资

料进行整理、编码、查询等功能,是质性研究中较为

典型的信息处理方式。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根据研究主题,对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

进行目的抽样。访谈对象为国内某“双一流”建设A
类高校的准硕士生,该校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约

5000人,分布于21个学院的60余个学科专业,涉
及理学、工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

学科门类。同时,X大学对硕士生及准硕士生的支

持和培养也较为典型,设有“名家讲坛”“百家大讲

堂”等多类可供准硕士生参与学习的平台。研究最

终确定访谈样本52人,具体分布如下:从性别来看,
男生25人,女生27人;从本科毕业院校来看,“双一

流”建设高校18人,其他高校34人;从招考方式来

看,考研42人,推免10人;从拟录取专业类别来看,
工科类29人,理科类10人,文科类13人。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认为,准硕士生在“空档期”的表现涉及

行为模式、思想准入、外界干预等多方面问题,据此

设计本研究访谈提纲。行为模式主要考察准硕士生

在“空档期”的做法及结果,访谈题目包括“您检索学

业信息的途径及效果如何”“您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哪

些学业和非学业准备”等。思想准入主要考察准硕

士生的认知、需求、动力、目标等,访谈题目包括“您
如何看待本硕学习差异及自身差异”“你期望在此阶

段实现怎样的学习目标”等。外界干预主要考察准

硕士生与学长、导师等进行沟通反馈的过程,访谈题

目包括“您是否已经联系了导师,导师对您进行了怎

样的学业指导”“与学长、导师等的沟通是否满足了

您的需求”等。2020年6~8月,对52名准硕士生

进行逐一访谈,访谈于微信语音平台线上进行,在征

得访谈对象同意情况下进行录音,平均每人访谈约

40分钟,访谈录音由笔者进行人工文字转录及校

对,形成约27万字的文本资料。
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流程,首先将访谈文本

材料导入 NVivo软件中,并设置了本科院校及专

业、性别、招考方式、学校及专业跨度等属性值。
而后依据访谈文本语义进行自由节点及树形节点

编码。最后根据扎根理论,自下而上进行开放式

登录、轴心登录和核心式登录三级编码。在开放

式编码环节,本研究力求呈现原始的访谈资料信

息,归纳出本土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整合成25个自

由节点,656个参考点。在主轴编码阶段,研究通

过分析各自由节点间的区别与关联,形成了8个

类属概念。在核心编码阶段,通过系统分析各类

属概念,总结出具有统领性意义的“核心类属”,以
期将相关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

中,三级编码如表1所示。
表1 准硕士生“空档期”度过方式编码表(*:学业准备行为)

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编码

准硕士生通过不同程度的学业

准备和“素 质 提 升”度 过“空 档

期”,其选择和结果受到自身需

求、认知、学习动能以及外部反

馈的影响

积极型学业准备

(38~160)
寻求导师指导(38~94)*、学术活动参与(8~15)、研习闭环形成(9

~17)、科研能力提升(10~34)

基础型学业准备

(35~434)

同伴沟通(20~38)*、经验问询(41~107)*、学业资源检索与利用

(47~122)*、软、硬件操作入门(19~35)、课业基础掌握(25~51)、

语言能力提升(14~28)、学术观点累积(26~53)
消极型学业准备

(3~9)
学业信息被动获知(3~5)、“应急式”学业预习(2~4)

素质提升

(47~118)
出行娱乐(31~36)、技能掌握(22~40)、兼职锻炼(23~30)、生活习

惯养成(8~12)

需求

(52~283)

学业适应性需求(48~91)、学业获得性需求(11~16)、社会适应性

需求(23~31)、经济获得性需求(30~46)、精神获得性需求(35~

58)、经验技能获得性需求(23~41)
差异认知

(43~115)
本硕差异认知(32~58)、自身水平差异认知(30~57)

学习动能

(39~99)
学习计划性(29~34)、学习持续性(16~21)、学习主动性(12~19)、

学习兴趣(7~9)、学习紧迫性(11~16)
反馈效度

(31~82)
反馈延迟(14~34)、反馈质量(27~48)

  注:括号内数字依序为“材料来源数—参考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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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准硕士生“空档期”行为模式多元化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准硕士生在“空档期”进行

一定学业准备的趋向较为明显,但不同准硕士生的

准备方式及程度却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从“学业

准备行为”一环,即依据学业初衷展开行动开始出

现,而后又体现在不同程度的“学业准备结果”上。
与此同时,准硕士生广泛的非学业选择也伴随着学

业准备进行。

1.“基础型”学业准备,是多数准硕士生学习过

程中所经历的,较为初步的学业准备模式,下属包括

7个自由节点及434个参考点。见表2。在“学业准

备行为”方面,“学业资源检索与利用”的参考点数量

位于首位,表明准硕士生倾向并熟练于自主搜索信

息并加以利用。排在第二位的是“经验问询”,根据

访谈,向有经验者请教提问对准硕士生快速进入学

习状态往往有较大助益。排在第三位的“同伴沟通”
参考点数量相对较少,表明准硕士生与同学院及专

业的学生联络不密切,没有建立起高效的同伴学习

组织。在“学业准备结果”方面,依参考点数量排序,
“学术观点累积”和“课业基础掌握”位于前两位,表
明准硕士生在夯实基础的同时,已开始关注本硕学

习的差异性并取得初步的学术收获。“软、硬件操作

入门”和“语言能力提升”位于后两位,此两项学业准

备结果具有一定的专业特性,表明准硕士生的学习

一定程度上基于研究方向及自身水平所规划。
表2 “基础型学业准备”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同伴沟通
建立专业内的民间交流群,群内分享

提问

经验问询
向师兄师姐询 问 课 程、导 师 等 相 关

问题

学业资源检

索与利用

看B站 上 的 教 学 视 频 来 提 前 学 习

课程

软、硬件操作入门 初步了解了SPSS软件的功能和使用

课业基础掌握
通过网课学习视觉传达设计相关专

业基础课

语言能力提升
通过阅读化工专业的外文文献提升

了英语水平

学术观点累积
看了很多文献,学到了很多领域内专

家的思想和知识

  2.“积极型”学业准备,是以“基础型”学业准备

为铺垫,为部分准硕士生所选择进行的,深入且较接

近硕士研究生学习状态的学业准备模式,下属包括

4个自由节点及160个参考点。见表3。相较于“基
础型”学业准备,此模式“学业准备行为”的最关键表

现即为对“寻求导师指导”的高度追求。在52名受

访准硕士生中,38名准硕士生有此行为选择,他们

在认真比较学科内各位导师的情况之后,结合自身

需求与导师进行联络,向导师“毛遂自荐”,获得接纳

后积极寻求导师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其“学业准备

结果”,“科研能力提升”的参考点数量最高,可见“导
师负责制”的提前适用使准硕士生的科研技能、思
维、方法等得到了一定锻炼。“研习闭环形成”及“学
术活动参与”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表明部分准硕士

生与导师的学术沟通已较为全面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基础型”学业准备与“积极型”

学业准备均涉及到对专业内学业资源的检索、选择

与学习,但“基础型”学业准备的准硕士生大多以“了
解”“打基础”“预习”为主,是自身的学习行为。而

“积极型”学业准备的准硕士生则重在“理解”“研究”
“深入探究”,是导师等干预下的引导性学习行为。

表3 “积极型学业准备”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寻求导师指导 通过邮件联系过导师,之后加了微信

学术活动参与
导师拉我进课题组群,参加组会及学术

会议

研习闭环形成

导师指定我看一定内容,我会定期向导

师汇报,导师给我反馈,而后在组会汇

报听取更多建议

科研能力提升
向组内师兄学习电路模拟操作,独立完

成模拟任务

  3.“消极型”学业准备,是为少数准硕士生选择

的,较为消沉的学业准备模式,下属包括“学业信息

被动获知”和“应急式学习”2个自由节点及9个参

考点。见表4。此类准硕士生在“空档期”的学业准

备也处于“空档状态”,故不区分学业准备行为及结

果。对于“学业信息被动获知”,有准硕士生提到,
“我本科学习主要做实验,硕士应也是这样,因此我

觉得自己能够适应,现在仅从专业微信群和官方发

的通知了解信息,没有什么学习活动。”而“应急式”
学业预习则多表现为娱乐放松后临近开学时的“临
时抱佛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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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消极型学业准备”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学业信息被动获知 在专业群内旁听少量学业信息

“应急式”学业预习
假期以兼职娱乐为主,临开学时会准

备一下学习

  4.“素质提升”,即见闻与素养提升,是为多数准

硕士生所选择的,学业准备之外的多类社会活动,下
属包括4个自由节点及118个参考点。见表5。依

据参考点数量排序,“技能掌握”排在首位,表明准硕

士生利用空档时间提升自我、发展兴趣的意愿较高。
“出行娱乐”排在第二位,不少受访者都表达了对出

行的关注,如“疫情形势已有好转,想和朋友补上毕

业旅行”。排在第三位的是“兼职锻炼”,从访谈中可

以看出,准硕士生对于兼职工作的关注度很高,一来

能够使自身能力得到锻炼,二来可有一定收入。但

因疫情原因,部分准硕士生的兼职计划只能暂时搁

置。对比前三类节点,“生活习惯养成”的参考数量

相对较少。
表5 “素质提升”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出行娱乐
因为朋友分散在各地,看望的时候顺便去

哈尔滨和厦门旅游

技能掌握
我打算学一种乐器,通过乐器创作歌曲,
发布在一些平台上

兼职锻炼 做个短期家教锻炼自己也有些收入

生活习惯养成
我想要运动健身,把身体调理好,备考时

候都没运动

  从准硕士生各行为模式选择来看,学业准备方

面,38名准硕士生选择“积极型”学业准备行为,但
仅18人取得“积极型”学业准备结果,20人转向取

得“基础型”学业准备结果。12名准硕士生选择“基
础型”学业准备行为,11人取得“基础型”学业准备

结果,1人转向取得“消极型”学业准备结果。2名准

硕士生选择“消极型”学业准备。非学业准备方面,
47名准硕士生选择“素质提升”与学业准备平行

进行。
(二)准硕士生行为模式初选受需求、差异认知

及学习动能的影响

通过访谈分析可以发现,准硕士生在初选自己

以怎样的行为模式度过“空档期”时有着相对清晰的

想法,即准硕士生在选择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和

权衡。在此过程中,准硕士生基于自身的需求评估、
对于内外在的差异认知及自身的学习动能对其选择

有着关键影响。

1.“需求”是准硕士生在“空档期”内基于自身及

环境条件而产生的客观需要,下属包括6个自由节

点及283个参考点。见表6。依据参考点数量排

序,排在第一位的是“学业适应性需求”,访谈中准硕

士生,尤其是跨专业准硕士生,多对硕士入学后可能

引发的学业不适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进而产生提前

进行学业准备的需要。排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分别

是精神获得性需求、经济获得性需求、经验技能获得

性需求、社会适应性需求,表明准硕士生的非学业需

求同样较为强烈,锻炼能力、赚取收入、缓解压力、体
验社会的想法往往在本科学习甚至更早时便已产

生。排在第六位的是“学业获得性需求”,此类准硕

士生的专业基础较好或对自身适应力有信心,学业

能力提升及学术追求促使其进行学业准备。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由于“空档期”本质上是一

段学业进行后的假期,在准硕士生看来,在假期实现

一些“非学业需求”往往是“名正言顺”的,因此“非学

业需求”的进行程度往往主要由准硕士生的需求度

决定。但准硕士阶段“学业需求”的实现仅有意向和

需要是不够的,其实现程度及模式,即前文所述的积

极型、基础型、消极型学业准备模式的选择,还受到

差异认知和学习动能的影响。
表6 “需求”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学业适应性需求
希望通过专业课程预习提前适

应硕士学习

学业获得性需求
计划看一些画展来获得专业上

的灵感,对个人作品有帮助

社会适应性需求
想出去锻炼锻炼,干活学东西都

可以

经济获得性需求
想在假期赚取研究生学费,家里

条件一般,想尽早经济独立

精神获得性需求
我有出去玩的打算,和朋友一起

放松一下

经验技能获得性需求
一直很想学习烹饪,刚好可以利

用这个假期

  2.“差异认知”是准硕士生对现阶段情况与期望

标准间差距的审视和理解,包括“本硕差异认知”与
“自身水平差异认知”2个自由节点及115个参考

点,二者参考点数量相近。见表7。关于“本硕差异

认知”,部分准硕士生对于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的不

同有着较为明确的认知,理解达到硕士要求的较高

学术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由此产生一定的危机感

和紧迫感,从而进行较为深入的学业准备。如一位

准硕士生提到:“我觉得本科生学习更多是上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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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论;研究生要进行很多创新项目,在实验室进行

科研锻炼,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上去。所以我现在已

经进入到导师课题组开始学习研究”。在理解本硕

差异的同时,准硕士生对自身水平的主观认知也比

较关键。基于访谈资料笔者发现,准硕士生对自身

水平差异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本科学校层次不高的

“自卑感”,本科阶段“无所事事”导致的基础薄弱及

学科跨度的陌生感。准硕士生对于自身水平差异的

强烈认知使他们担心自己硕士入学后在班级或师门

队伍里会“拖后腿”,由此对他们在准硕士阶段的学

业行为选择形成促进。
表7 “差异认知”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本硕差异认知

本科不太需要创新,按课本上的理论来即

可;硕士生要自主完成一个有创新性的

任务

自身水平

差异认知

我觉得我比多数人都懒惰,还很拖延,做
事缺乏计划性,这一点需要及时改正,不
然可能没法顺利完成学业

  3.“学习动能”是促使准硕士生产生学习意向并

进行学习行为的内在驱力,下属包括5个自由节点

及99个参考点。见表8。依据参考点数量排序,排
在第一位的是“学习计划性”,表明准硕士生多对入

学前的学业任务有着相对清晰的规划,部分准硕士

生制定月计划、周计划的学习习惯早已养成。排在

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是“学习持续性”“学习主

动性”和“学习紧迫性”,访谈中可以发现,部分准硕

士生具有明确的学习意识和紧迫感,能够主动开展

学业任务并坚持完成,但也有部分准硕士生学习主

动性较弱,学业拖延情况严重,影响了学习准备进

行。对比前四类节点,“学习兴趣”的参考数量相对

较少。
表8 “学习动能”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学习

计划性

我习惯于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考研时就是这

样,目前也给自己定了比较完整的学习计划和其

他活动计划

学习

持续性

我能够坚持学习,硕士的学习内容短时间学习是

很难领悟的

学习

主动性

复试后就买了专业的书籍准备看,也第一时间联

系了导师

学习

紧迫性

我现在非常着急,觉得同专业同学比我更优秀,
我又是有专业跨度的,所以我需要笨鸟先飞

学习

兴趣

兵器这个专业我还是很喜欢的,从小就对枪炮什

么的比较感兴趣所以学起来也不累

  由此,笔者归纳出几类影响因素在准硕士生行

为模式初选时的作用机制。其中,对于自身的需求

评估起到了导向作用,而差异认知和学习动能则决

定着准硕士生的投入程度及学业准备的深度。整体

来看,具有学业获得性或适应性需求的准硕士生,在
差异认知清晰,学习动能充足的条件下会选择“积极

型”学业准备行为,联系导师并寻求指导是其必然选

择;而差异认知清晰但学习动能不足或非学业性需

求较多的准硕士生则倾向于停留在“基础型”学业准

备行为,寻求一些基础的经验指导和学习是其显要

表现。而具有较低学业需求且差异认知和学习动能

严重缺失的准硕士生即会选择“消极型”学业准备。
具有四类非学业需求的准硕士生根据自身需求水平

选择一定的“素质提升”活动。
(三)准硕士生行为模式改变受反馈效度等因素

影响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准硕士生初选行为模

式,尤其是学业准备模式之后,并非都能实现对应模

式的行为结果。也就是说,部分准硕士生的行为模

式在“空档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具有代表性的

是,思想准入过程后,38名初选“积极型”学业准备

行为的准硕士生中,20名转向取得了“基础型”学业

准备结果。在此过程中,部分准硕士生的行为没有

得到预期的回应,以致无法取得既定模式下的良好

结果。
反馈效度,即准硕士生收到外界反馈结果与预

期的吻合程度,下属包括“反馈延迟”与“反馈质量”2
个自由节点及82个参考点。见表9。其中,“反馈

质量”的参考点数量较高。如有准硕士生提到:“我
先后联系了三位导师,仅一位回复了我。但之后我

与导师间的互动非常少,导师非常忙,没有向我指定

学习内容。因此我后期也没有过多麻烦导师,自己

看一些基础知识,计划开学再与导师联系”。与之相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师兄师姐的“敷衍”性回复,官网

信息不完整(信息反馈质量差)等。反馈延迟是外界

(学校、学院、导师、学长学姐、同伴)对准硕士生请求

的回应时长,参考点数量少于“反馈质量”,但同样具

有一定代表性。如一位准硕士生提到:“我在学院官

网上找到一位研究方向很符合的导师,给导师发了

邮件但至今没有回复,只好自学了”。当外界的反馈

效果远远无法达到准硕士生的预期,也无法给他们

提供深入且实质性的帮助时,准硕士生会产生一定

的失望情绪和畏难心理,持续的低质量反馈积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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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学习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

中即发生转变,预设模式内的学业准备结果也被迫

被推移到硕士入学后实现。
另外,在此过程中,也有少数准硕士生由于自身

“学习动能”退化而改变了学业准备模式。20位由

“积极型”学业准备行为转向“基础型”学业准备结果

的准硕士生中,有4位准硕士生在与导师等进行进

一步互动前已经主动放弃了深度的学习准备。如一

位准硕士生提及:“在与导师取得联系后,导师发了

非常多的材料给我,我既惊喜又苦恼,我有点退缩以

致于到现在也没敢再联系导师”。
表9 “反馈效度”中自由节点的材料信息

节点 参考点内容具体范例

反馈延迟

想和导师加一下微信好友,也想获得实验室

的学长学姐的联系方式,这些都没有得到

回复

反馈质量
我和导师确定指导关系后,我们就再没有联

系过,到现在为止基本是失联状态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基于某“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X大学2020级

准硕士生的半结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准硕士生

通过不同程度的学业准备和“素质提升”度过“空档

期”,其选择和结果受到自身需求、认知、学习动能以

及外部反馈的影响。本研究得出准硕士生“空档期”
度过模式图。见图1。

总体而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准硕士生在“空
档期”进行学业准备的迫切需求和行为趋向与现有

研究的结论总体一致。而在此过程中作用的元素,
如学习能力、学习动机等个人特征符合已有文献提

出的准硕士生“学业准备”影响因素,但也有新元素

的出现,如他们对自身及环境的认知和期待,对学习

与非学习活动间的需要和权衡,来自院校及导师的

反馈等。同时,准硕士生在“空档期”的非学业行为

选择也是不容忽视的,准硕士生对于“素质提升”活
动的需求度决定了在其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对

他们的学业准备行为产生了影响。
仍需要补充的是,准硕士生学业或非学业准备

的结果并非一定出现在“空档期”结束时,其“思想准

入—执行(非)学业准备行为—收获(非)学业准备结

果”的过程在“空档期”的进行状态也并非一定是单

周期的。随着时间推移,准硕士生取得一定收获性

结果后,准硕士生自身的需要,对自我及环境的认知

以及外部反馈的状况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就此引起准硕士生的重新审视和选择。重新选择后

的模式可能是“质”的改变,即行为模式的改变,也可

能是同一模式下不同行为内容或不同行为程度的调

整。也就是说,需求、差异认知、学习动能以及反馈

效度对准硕士生行为模式选择及结果的影响不是静

态的,是动态变化的累积因素。另外,对于准硕士生

在“空档期”的表现及其显现出的相关问题,在以下

方面仍值得探讨:
一是谁应在空档期对准硕士生予以教育保障?

总体来说,研究生教育保障是包括生源质量保证、培
养过程保证、学位授予保证和质量反馈保证在内的

全程性体系[7]。学校及各专业学院的研究生招生部

门与准硕士生接触最早,但在拟录取工作及相关手

续完成后,其本届招生工作基本结束。而学校及各

专业学院的培养部门则以教务周期为依准,分配各

类资源用于教学及科研。各学科导师在无学校及学

院的政策指引下,同样无法保障准硕士生的教育需

求得以实现。从行政实践出发,任何一个主体担起

向准硕士生提供教育保障的职责,都会带来更加繁

重的工作任务并需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从学术逻

辑出发,对准硕士生的教育保障不能也不应由一

方全部负责,但学校、学院、学科甚至学校外各方

主体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各自提供怎样的教育

支持是值得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自身和教育研究

者所关注的。
二是导师反馈缺失是制度掣肘还是对生源满意

度不高? 目前,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大多实行导师

负责制,导师为研究生培养与教育的第一责任人[8]。
在此背景下,寻求导师的指导成为一部分准硕士生

在“空档期”进行学业准备的重要途径。然而准硕士

生遭到导师拒绝或“置之不理”的情况却时有发生。
从制度层面来讲,“导师双选制度”要求导师与硕士

生在入学后建立正式指导关系,提前性的接收或指

导是否缺乏保障而需承担关系解除的风险或舆论压

力? 其时间“红线”是否对导师向准硕士生提供及时

高效的反馈造成了约束? 这会成为部分导师的顾虑

和担忧吗? 而从师生选择标准来讲,准硕士生学术

成果不够或学术理解过浅等因素是否已作为导师心

中的一票否决项淘汰,但不知如何向准硕士生表达?
导师是否担心书面所呈现的准硕士生水平无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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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评判的依据? 厘清导师的困惑及思考,无疑是

提升面向准硕士生教育服务效度的关键一环。
三是准硕士生应做学习过程中的模仿者还是探

索者? 由于本硕的较大差异性,准硕士生在“空档

期”进行学业准备之前多倾向于向导师、学长学姐等

征求意见,询问对于硕士学习有所助益的资源及运

用方法,并加以参考和模仿。但模仿的是否是正确

的或是合适的? 部分准硕士生完全依照“参考”而进

行学业准备,进而发现其中的知识深度与自身现有

水平相差过大而难有较大收获。那么,完全“自主”
的思考和探索是否会使准硕士生误入迷途? 如果可

以在一定经验借鉴或学业指导下进行自主探索,准
硕士生如何找到二者间的模糊界限? 不同类别的准

硕士生在身份权衡时会存在怎样的差异性? 这是进

一步探索准硕士生度过“空档期”方式并对其予以有

效干预的必要准备。

图1 准硕士生“空档期”度过模式图

  (二)建议

由于准硕士生群体本身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高
校及下属学院、研究生院、导师等对准硕士生的组织

与指导又面临着信息权限、资源利用、资金支持、安
全保障等多项挑战,因此目前各院校面向准硕士生

的教育服务整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因此,本研

究结合现有实际情况从学校、导师和学生三个层面

提出政策建议。

1.对于学校而言,应加强对准硕士生学习准备

的引导。高校应帮助准硕士生提前了解硕士研究生

的学习和生活状态,使准硕士生理解本科学习和硕

士学习的差异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优

势和不足,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空档期”的学业准

备。一方面,学校应拓宽准硕士生的信息权限,向准

硕士生提供清晰、完整、透明的信息支持,帮助准硕

士生在信息检索环节实现“硕士生身份准入”。另一

方面,学校应通过组织一定的学术活动或实践活动

来激发准硕士生的“学习动能”。学校可组织建设一

个学生内部的非正式学习型组织[9],以组织为依托

团结同年级同专业的准硕士生和师兄师姐共同进行

经验分享和学习研讨。最后,高校应积极承担起为

准硕士生“保驾护航”的责任,尽可能缓和准硕士生

本科院校与拟录取院校间“界限分明”的情况。在信

息向导、资源服务、学术指引等非官方路径下,本科

院校“多送一程”,拟录取院校“早接一程”,使准硕士

生实现相对顺畅的本硕过渡。

2.对于导师而言,应认识到自身对于准硕士生

进行学业准备的指导性意义。导师对于准硕士生的

联络应予以及时有效的反馈,向准硕士生清晰地阐

述自己的意见和结论,缩短准硕士生消极等待的时

长。同时,尽管“导师双选制度”提前至“空档期”进
行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争议,但导师的提前建议和

指导是可行且有益的。导师的建议和指导不应局限

于师生稳定的双选关系,当导师确定无法接收准硕

士生或不确定是否接收的情况下,也应以“为师者”
的责任和态度,对准硕士生的学业准备提供一定建

议,对其的困惑进行一定程度的解答。而确定接收

准硕士生的导师也应提前履行其导师义务,对准硕

士生的学习和生活加以关注。

3.对于准硕士生而言,应将对自我的认知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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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判断相结合。准硕士生应对自身的学业及非

学业需求、专业基础知识积累、学习动机与能力等多

方面个人特征进行自我审视,明确了解自己在“空档

期”的目标与达成目标所需的方法及努力付出。同

时结合对本硕差异、学科特点、导师反馈等外部环境

的了解与理解,形成适合自己的“空档期”度过方式。
准硕士生应该明白,“空档期”既是劳逸结合提升素

质的假期,也是进行一定学业准备以促进本硕衔接

的过渡期,对于前后二者的分配与选择,没有绝对的

“正确答案”,不过度偏颇有所收获即为合适。其次,
准硕士生进行学业准备的过程应积极扩展自己的学

业行为方式,走出惯用方式的“舒适区”,尝试通过不

同的方式收获不同层面的学业结果。最后,准硕士

生在与导师、师兄师姐等外界互动时,对于不同程度

的反馈延迟与反馈质量,准硕士生应做到“因事托

规,随时所急”,即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在尽量少消耗自身学习动能的条件下完成自我

实现。
最后需指出的是,本研究结果可能更符合“双一

流”建设A类高校准硕士生的实际情况。对于其是

否能够推广到其他类型高校的准硕士生仍有待商

榷。此外,准硕士生在“空档期”的行为选择中,学校

指引、同伴支持、家庭熏陶等外部因素也起到了一定

影响作用,虽然这并不是本研究关注重点,但后续研

究仍需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与个体的互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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