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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性思考 
耿有权 

摘要：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特殊国情又奋发有为的世界大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最高端的研究生教育具有世界

共性，更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色，要进一步强化有世界水平的特色内涵建设；从五个维度分析了新时代发展中国

特色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意义和需要面对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始终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

需要，要扎根中国大地建构理论体系，始终保持中国特色制度底色，善于弘扬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同时能

够为世界提供优秀教育范本的鲜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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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切都在发生

快速的变化，人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才能

准确地认识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从而更好

地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需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本质特征。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

人的接力奋斗，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 30%，超过美

国、欧洲、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2]232。“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

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3]5“现在，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4] 

显然，考察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我们离不开对

这个时代大背景的认识和理解，事实上也只有深刻把

握这个背景意义才能抓住发展问题的本质，才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探讨

推进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辨析

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应当落在何处，

战略任务应当从哪里开始推进。 

一、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始终立足新时代社

会发展需要 

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是一个宏大主题，这种发展

必须有长远的战略。何谓战略？按照《辞海》的解

释，主要有两种；一是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及非战争

军事行动全局的方略；二是泛指对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和外交等领域长远、全局、高层次重大

问题的筹划与指导，如国家战略、经济发展战略、

外交战略等[5]。通俗地说，譬如要打赢一场战争，

就要对战争的全局进行谋划和指导；要实现国家发

展，首先就要从战略高度谋划国家长远、全局、高

层次重大问题。这就是谋划战略问题。在这个意义

上，要推动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健康稳定长远发展，

我们必须从战略上进行谋划和指导。 

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未来中国研究生教

育到哪里去找寻自己的战略方向？可以说，国家发

展方向就是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向，国家战略目标就

是研究生教育战略目标，换言之，研究生教育发展

应当始终围绕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积极主动地服务

国家战略发展。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

点上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阶段是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

是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

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22-23。这是影响中国乃

至世界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下还有

很多具体目标，包括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其中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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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建设目标，包括一流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等。

例如，在国家战略目标指引下，到 2020 年，我国有

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

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从

现在开始再过 10 年，到 2030 年，我国将有更多的

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

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

建成高等教育强国[6]。这些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影

响十分深远，它们都是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的战略

服务方向和战略服务内容。 

从系统论角度看，所有的目标都是贯通的，是

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关系。国家战略目标始终是全

局性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有很多具体目标包括教

育发展目标等，但所有具体目标都要受战略目标的

指引和约束。当战略目标确定后，具体目标就是落

实战略目标的内容和步骤。处于庞大高等教育体系

中的各高校要主动夯实这个目标基础，把握好目标

建设的关键点。一是把握好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是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一个根本点和着力点；中国特色要求从中国立

场看待全部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同时有世界眼光、

世界胸怀、世界格局，即要把建设中国特色一流研

究生教育体系作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二是把握

好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工作的关键目标，

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围绕关键目标开展工作并努力

实现目标。三是把握好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发展与

国家战略目标的动态有机结合点。比如新时代中国

特色研究生教育发展要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3]12-13。 

二、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扎根中国大地建构

理论体系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发展规模宏大、种类繁多

的研究生教育，无疑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包

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个理论体系，

既要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研究生教育基本经验，更要

扎根中国大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即使借

鉴国外理论，也要结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需

要。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也是一条实践真理。譬如，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从欧洲借鉴来的，但

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创造性地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体

系。换句话说，外国的科学理论可以拿来使用，但

不能照搬照抄，而要活学活用，用到恰当处，用到

正当时，用到合理处，要能将其创造性地转化和发

展为自己的东西。正是凭借这样的精神理念，中国

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辉煌成就。这可以给我们带来

深刻启示。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事

物，也是一个正在完善的事物，如何推进这个事物

的科学发展，这就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

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理论从哪里来？实践出真知，这

个理论体系只能从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

实践中总结和提炼而来，当然要吸收世界研究生教

育的先进经验，并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财富。根据认

识论和政治论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跟随国家发展的需求步伐，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研

究生教育实践，不断推进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

教育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讲话中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四个服务”

的要求，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

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7]377。在全国

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

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生教育要适应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培养造

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8]。“四为”就是一个

重要的理论创新，是适合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和指导

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论创新。凝聚到一点，就

是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扎根中国，立德树人，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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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这里蕰涵着国家

对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任务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需要学术

界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界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建

设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

要把握好几个结合点。第一，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

理论体系建设要坚持把世界研究生教育基本原理同

新时代中国研究生教育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比如科

研、教学和学习相统一原理，是发达国家上百年探

索到的一条研究生教育基本原理，我国可以结合实

际创新性地应用这条经验规律，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

的研究生教育理论观点。第二，要把中国特色研究生

教育理论体系发展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结合起

来，充分挖掘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资源，丰富中国特色研究生教

育理论的本土内涵。第三，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将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同正在推进的新

时代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结合起来，以解决

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为中心，

建设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始终保持中国特色

制度底色 

任何国家发展研究生教育，都需要稳定的制度

作为保证。唯有稳定的制度，才能保证研究生教育

的长远发展。这个制度，不是天然的自发的或别人

送来的，而是需要主动建构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

的建构理念、建构历史、建构成果和建构特色。譬

如，19 世纪初德国建构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是适应

普鲁士政府建设国家需要的制度，是体现德国人观

念的产物，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

此过程中，洪堡等教育家指导德国大学建构了教学

和科研相结合等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现了德意志民

族发展的诉求。19 世纪后期美国建构的研究生院教

育制度，是符合美国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促进了

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吉尔曼校长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建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

究生院就是一个重要典范，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德美研究生教育制度具有

世界意义但更具本土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德美两

国研究生教育制度都是通过本土意义实现世界意义

及示范引领作用的。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建立了

自己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但很长时间里没有中国特

色，是“亦步亦趋”的产物。如蔡元培主政的北京

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基本

上是“拿来”西方的研究生教育制度。1935 年国民

政府颁布的《学位授予法》是借鉴西方研究生教育

制度的直接体现。新中国建立后，主要借鉴学习苏

联研究生教育制度经验，包括招收师资研究生等，

也是缺少中国特色的“拿来”制度。改革开放后，

我国认识到建立自身的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性，

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如 20 世纪 80 年

代初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是一部

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法规。40 多年来，学位条

例指导了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实践证明它

符合中国实际需要，是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制

度。实际上，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是中国人

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

研究生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当代，中国特色研

究生教育制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

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四为”服务方针；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

扎根中国大地发展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

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研究生教育事业；坚持

深化改革推进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坚持把服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研究生教育重要使命[9]。 

必须认识到，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成了研

究生教育大国，但还不是研究生教育强国。因此，

要加大力度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强国理

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研究

生教育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及其内涵建设要始

终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既要与传统有效的研

究生教育制度相衔接，又要有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

内容，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

度体系是朝向发达国家迈进的研究生教育强国制度

体系。这个制度体系要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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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要求，能够适应未来中国发展

需要。二是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是真正有

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以往的制度体系

也有中国特色，但特色并不明显，未来中国要充实

发展中国特色内容并使之达到世界水平。三是中国

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要有利于推进中国研究生

教育走上世界舞台，达到世界水平。这个制度体系

应能够发挥“虹吸效应”，吸引和保障全球优秀学子

来中国求学。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但还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四、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善于弘扬中国优秀

教育传统文化 

教育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比较突出

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作为顶尖层次教育，

理应在教育文化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比如德国建立研究生教

育是如何契合其教育传统文化的，是如何体现德国

教育基因和要素的；美国建立富有特色的研究生教

育体系，是如何吸收德国等西方文化基因同时又发

展出自身特色基因的。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众

多学者进行研究。例如美国学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

纳研究发现，柏林大学创办人洪堡认为要拯救德意

志民族，就必须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时间证明

他是正确的。当然，基础是由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

打下的，而且 19 世纪的军人和政治家对德意志的思

想统一也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10]272-273。始建于

1876 年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要是受德国大

学的影响建立起来的。起初它只有一个哲学学院，后

来很快又建立了一个专业学院即医学院，两者都曾接

受一个伟大的学者型校长的领导。无论是在创建之初

还是在随后的 20 年时间里，这所大学都最接近于真

正意义上的大学[10]60-61。这个历史表明，德美建立研

究生教育制度不仅有自身文化特色，也有文化传承创

新内涵。可以说，正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色，保障了

德美稳步发展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文化，是世界研究生教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中国研究生教

育落后西方世界一个多世纪时间，但是中国特色研

究生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发展起

来，并在 21 世纪展现出辉煌的发展前景。数据显示，

经过长期发展，2018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2019 年发展到 51.6%[11]，达到了美国学者

马丁•特罗所称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此为

基础，中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到 2019 年全国在

校研究生规模达到 286 万余人，研究生招生人数超

过 90 万人[12]。中国正在巩固研究生教育发展成果，

并向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从现有成果看，中

国研究生教育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发展会

越来越好。这不仅与中国研究生教育善于吸收西方

研究生教育优秀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也与中国研

究生教育善于挖掘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资源，与

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文化发展有密切

关系。例如中国儒家文化讲究“大学之道”，倡导个

体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以教育改

善社会，而社会也积极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

文化现象。在新时代发展视野中，中国发展研究生

教育要坚定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特别要坚定中国

特色研究生教育文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349。中

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文化，是中国特色教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且是中国特色教育文化的前沿部分。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应当率先弘扬中国优秀教育传

统文化，引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实

际上，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有很多好东西，完全

可以转化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原理和方法。比如，

“尊德性而道问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师

严，道尊，敬学”；“因材施教”；“以身作则”；“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相长”；“温故而知新”；

“一以贯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专心致志”；“三人行，必有我师”；“当

仁，不让于师”；“学莫便乎近其人”；“尽信书，则

不如无书”；“以恬养知”；等等。当然，我们不能固

守教条成规而要善于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使优秀教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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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并发挥更好的作用。 

五、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要能够为世界提供优

秀教育范本 

21 世纪是世界各国激烈竞争发展的时代，各个

国家为了谋求发展，均谋划未来教育发展战略。德

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智利、加

拿大、丹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不断跟进世界

教育发展形势，制定和实施了系列战略政策和资助

计划[13]，进一步加大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

促进了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努力谋求在世

界范围内的示范效应。中国从“211 工程”到“985

工程”和“2011 计划”再到“双一流”建设，不断

加大对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力度，不仅

助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为发展中国家作

出了示范引领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站立在 21 世纪 20 年代时间节点来看，中国未

来发展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在这个时期，国家倡导高质量发展，因此发展是全

方位发展，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创新也是全方位创新。

教育领域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发展，研究生教育正

在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之路。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不

仅要在国内吸引更多优秀学子攻读研究生学位，更要

吸引世界优秀学子加盟其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要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留学教育，将我国建

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

的地，吸引海外顶尖人才来华留学，培养未来全球精

英。”[14] 21 世纪，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研究

生教育需要集聚全球精英力量，广泛汇聚全球共识，

努力开拓高端教育发展的新境界。 

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我们需要在全球建立

属于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声誉。目前中国研究型

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以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的“2020 年世界大学声

誉排名”为例，该排名考察的世界范围内大学数量

已从前几年的 100 所扩大到今年的 200 所，涵盖了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这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对全

球大学声誉最全面的评估。该排名更强调学校的品

牌价值，反映各高校在吸引人才、商业投资等方面

的竞争力。根据这个排行榜，中国大陆 13 所大学上

榜，其中清华大学（第 13 名）和北京大学（第 16 名）

进入世界前 20 名[15]。需要强调的是，进入这份榜单

的中国大学全部是国内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其研

究生教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因此，持续

推进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战略发展，必将使中国特

色研究生教育在国际声誉上赢得更好发展前景，对

“双一流”建设乃至国家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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