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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启示 
熊华军  佘  清  尤小清 

摘要：介绍了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从培养目标看，斯坦福大学注重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

的知、情、意、行等能力；从培养途径看，斯坦福大学运用多途径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这些途径涵括了从项

目运行到学位授予的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从培养保障看，斯坦福大学构建了从资金、平台、人员、制度和环境

在内的“网”状保障体系。在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势在必行的当下，我国大学在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时要着力

在目标“整”、途径“拓”和保障“全”这三个方面谋求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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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指出，大学要优化学科专业、

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高等学校

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更是要求高校以交叉前沿

突破和国家区域发展等重大需求为导向，建设新型

科研组织机构，开展交叉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

生培养既是当今时代各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势所

趋，也是深化我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突破口。”[1]美国大学交叉学

科研究生培养起步早，体系较为成熟，其培养模式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典型性，正引领全球交叉学科

研究生培养[2]。本文基于内容理解—思想归纳的案

例分析法，以斯坦福大学设立的 4 类 17 个交叉学科

研究生培养平台为案例①，探究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

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期揭示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目

标制定、途径设计和保障设置的内涵。 

一、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研究生培养过程所涉及的各要素运

行依据[3]。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教育旨在培

养知识渊博、个性鲜明、富有创造力的能够引领下

个世纪科学研究的领军人才[4]。根据斯坦福大学 17
个交叉学科培养平台的相关介绍，可以归纳出斯坦

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目标： 
1.开展创新性研究 
跨学科性、开创性是交叉学科研究的根本属性，

斯坦福大学要求研究生通过独立思考去运用、组合

和发展知识，在科学的“无人区”不断开拓。 
2.具备丰富的交叉学科知识 
斯坦福大学要求研究生学会整合不同学科中建

立的概念和思想，以此创造新知识和新价值。 
3.娴熟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要运用如下交叉学

科研究方法：理解单一学科方法论限制、掌握其他

学科使用的方法、整合来自多学科方法以期产生高

阶的认识方式。 
4.成为负责任的研究者 
斯坦福大学要求交叉学科研究生不仅要有渊博

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力及敏捷的思维，还要有高尚

的职业道德。 
5.在交叉学科团队中高效地工作 
在斯坦福大学看来，高效的交叉学科团队具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研究”（编号：20VSZ115） 
①化学+生物类的有吴蔡神经科学研究所、普锐特能源研究所、临床与转化研究与教育中心、人类健康化学工程与医学、PULSE 研
究所；文化+经济的有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长寿中心、人文中心、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经济政策研究所、行为科学高级

研究中心；环境+气候的有伍兹环境研究所、Bio-X；物理+材料+能量+空间的有汉森实验物理实验室、金兹顿实验室、格巴尔高级

材料实验室、卡夫利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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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特点：团队成员都拥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团队

成员能密切合作、积极沟通和共享信息；团队负责

人根据科研任务不同而灵活变更。 
6.能有效地进行交叉学科交流 
斯坦福大学要求交叉学科研究生具备如下交流能

力：用其他学科术语表达思想；与团队成员有效沟通；

与学科领域内外专家、非专家（如行业人员、媒体人

士、公众领导等）进行有效的书面和口头沟通。 
7.拥有无边界职业生涯 
斯坦福大学要求交叉学科研究生跨越单一的学科

边界去工作，即拥有可迁移知识并将之用在多个岗位中。 
综上所述，斯坦福大学培养的交叉学科研究生

具有如下特征：掌握了扎实的交叉学科知识和方法，

具备了深厚的交叉学科科研道德和伦理素养，体现

了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交叉学科研究价值取

向，彰显了探索未知的科学问题，勇攀科学高峰的

交叉学科研究使命。 

二、培养途径 

斯坦福大学运用多途径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 
1.驱动力：内驱动和外驱动 
自由探索的内驱动和目标导向的外驱动，是推

进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重要驱动力。 
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

养坚持“面向前沿科学技术”的学术

价值取向和坚持“解决复杂社会问

题”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培养出交叉

学 科 人 才 。 如 生 物 物 理 学 项 目

（biophysics program）的核心目标是

应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生物

学问题，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

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

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同时具有鲜

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

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的成果。 
2.执行者：单独培养和联合培养 
单独培养即由某个研究中心负

责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这些中心包括拉丁美洲研

究（Latin American Studies）中心、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中心及俄罗斯、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

（Russian，East European & Eurasian Studies）等。 
联合培养即培养单位与其他部门、项目、研究

中心等合作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这是斯坦福

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形式。如计算与数

学 工 程 研 究 所 （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 
Mathematical Engineering，简称 ICME）与 24 个单

位共同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见图 1）。 
3.指导者：单一导师、主副导师和导师组 
单一导师培养指交叉学科研究生的学习仅由一

名教授指导。有些交叉学科领域如企业行政管理、

社会行政管理及信息图书馆学等专业的研究生不需

要指导委员会，只要选定一位导师就行。 
主副导师培养指首席导师和助理导师对交叉学

科研究生进行指导。首席导师全面负责指导研究生，

包括安排学生的学习，审查其学业进展及指导其进

行学术研究；助理导师辅助首席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学习和论文写作。 
导师组培养指两个及以上不同学科（研究）领

域的导师联合指导研究生。如免疫学项目由交叉学

科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研 读 委 员 会 （ Interdisciplinary 

 

 
 

图 1  ICME 与其合作单位① 

文献来源：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 Mathematical Engineering. A Center of
Collaboration[EB/OL]. (2015-12-14) [2019-01-27]. https://icme.stanford.edu/about/
campuswide-connections. 

 
①连接强度由连接线的粗细程度表示，由合作伙伴部门与 ICME 的关系或与 ICME 合作的教师数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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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Dissertation Reading Committee）指导博士

生的论文写作。 
4.课程体系：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组合与基础课

程+高级课程组合 
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组合。如免疫学项目提供的

必修课程，在内容上围绕免疫学基础理论知识、新兴

研究领域及伦理困境来组织知识体系，帮助博士生建

立扎实的学科背景知识和养成负责的研究行为；免疫

学博士项目提供的选修课程围绕信息学、数据处理、

信号处理、统计学等来组织知识体系，在博士生已有

的学科知识基础上拓展其学习深度和高度。 
基础课程+高级课程组合。如现代思想与文学项

目（modern thought & literature program）除了提供理

论类、前沿类、方法类、研讨类等基础课程，还提供

8 门文学类高级课程（其中 6 门是定期安排的文学研

究课程，2 门是定期安排的研讨会）及 8 门非文学类

高级课程（研究生可从人类学、艺术、通信、历史、

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宗教学中进行选择）。 
5.教学：任务导向型教学和兴趣引领型教学 
任务导向型教学就是根据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进 行 交 叉 学 科 探 讨 的 教 学 。 正 如 约 翰 •布 鲁 贝 克

（John Brubacher）所言，交叉学科课程焦点集中在

问题上，各门学科通过解决问题而相互联系[5]。任

务导向型教学主要通过案例教学和研讨教学来组

织：①案例教学。首先教师呈现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的案例；接着学生分组进行案例分析，并在教师的

指导下设计解决方案。皮娅•索卡尔（Piya Sorcar）
教授说道：“案例研究不仅能让研究生更多地参与到

学习中来，还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复杂问题的能

力。”[6] ②研讨会。首先教师帮助研究生选择、制定

所讨论的主题，并提供与主题相关的文献。接着主题

发言人进行主题阐述，并和与会者进行广泛深入的交

流。如参加“交叉学科生物科学前沿”课程的一名

研究生说道：“研讨会让我对阐述的主题有了前所未

有的认识，我能够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7] 
兴趣引领型教学主要就是帮助研究生找到适合

他们研究兴趣的教学。该教学依赖团队项目、报告、

阅读及讨论等多种形式展开。这在实验室轮转中得

到充分的体现。研究生在确定最终实验室之前，将

在 3~6 个不同的实验室工作 6~8 周[8]。斯坦福大学

让研究生进行实验室轮转有以下目的：①让研究生

进行多个领域的科研训练（研究生通过轮转，接触

与其兴趣相关的研究项目，从而为其交叉学科研究

奠定基础）。②让研究生寻找论文实验室（研究生通

过体验不同的实验室，为其交叉学科论文研究寻求

最合适的环境）。③让研究生寻找论文顾问（研究生

通过与实验室的教师合作，发现与其最具研究默契

的论文顾问）。 
6.学位：单个学位和联合学位 
单个学位即研究生在完成交叉学科项目后，可

获得一个学位证书。如福特•多尔西国际政策研究

（ the ford dorsey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项目只提供文学硕士学位。参加该项目的研

究生需在专业领域完成至少五门课程的学习：全球类

课程包括“国际政策研讨会”和“国际关系理论”；

定量研究类课程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高级

经济学”及“国际经济学”四门课程；技能类课程包

括“政策写作”“司法”“决策”及“技能”选修四门

课程；顶点类课程包括“实习”和“论文写作”。此

外研究生还需学习专业领域之外的通识类课程，包括

“民主、发展和法治”“能源”“环境和自然资源”“全

球健康”“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与合作”。 
联合学位即研究生完成交叉学科项目后，可获

得两个学位证书（见表 1）。 
表 1 显示：从层次看，斯坦福大学提供的联合

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硕士学位三类；从类型看，斯坦福大学提

供的联合学位包括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类。 
上述培养途径并不是单一运行的，而是交织组合的。

对项目主体来说，有助于主体根据亟须解决的问题

自为地调整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途径；对项目受体来

说，有助于受体根据职业需求自在地选择适合自身

发展的培养途径。 

三、保障机制 

斯坦福大学为顺利实施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障。 
1.资金保障 
（1）特定项目资助。进入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研

究生将得到全面资助，以免疫学博士项目为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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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斯坦福大学 2018 年授予的联合学位 
学位 1 学位 2 

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同时 

可在如下学科或领域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国际比较与地区研究、公共

政策学 
可在如下学科或领域攻读理学硕士学位：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环境与资源、健康

研究与政策、管理科学与工程 
公共政策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同时 
可在如下学科或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环境与资源、历史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 

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 
可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和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可在如下学科或领域攻读理学硕士学位：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环境与资源 

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同时 
可在教育学和国际政策研究领域攻读文学硕士学位 
可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和医学硕士学位 

攻读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同时 
可在如下学科或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结构生物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 
资料来源： Stanford Public Policy Program. Joint degree programs[EB/OL]. (2018-12-06). https://publicpolicy.stanford.edu/ 
academics/graduate/joint-degree-programs. 
 

表 2  免疫学博士项目资助计划 

第一年 
免疫学培训补助金（Immunological Training Grant）、免疫学项目富力基金（Immunology Program Flex Funds）、斯坦福大学

研究生奖学金（Stanford Graduate Scholarship，简称 SGF）、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National Health Foundation，简称 NHF）
资助 

第二年

至 
第三年 

免疫学培训补助金、医学院津贴和全国健康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简称 NIH）的学费补助、SGF、国家科学基

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 NSF）研究生奖学金、NIH 少数民族博士奖学金（NIH Minority Doctoral Fellowship）、
其他外部和内部奖学金 

第四年 
免疫学培训补助金、医学院津贴和非 NIH 来源的学费补助、NSF、NIH 少数民族博士奖学金、梅森•凯斯（Mason Case）研

究金、利伯曼研究金（Lieberman Fellowships）及斯坦福大学跨学科生物科学研究所资助（以下简称 BIO-X 资助[7]）、研究

助学金（Research Assistantships）、TGR 注册①[8]、其他外部和内部奖学金 
第五年 研究助学金、教授支付学生工资、NIH 少数民族博士奖学金、梅森•凯斯研究金、利伯曼研究金、BIO-X 资助、TGR 注册 
第六年 研究助学金、教授支付学生工资、TGR 注册 
资料来源：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immunology graduate program handbook[EB/OL]. (2019-01-08). http://www.docin. 
com/p-1859292481.html. 
 
 
 

（2）全校性的交叉学科研究生奖学金（Stanford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Fellowship，简称 SIGF）。 
SIGF 专门资助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优秀研究生。自

2008 年以来，已有 200 名研究生获得了 SIGF。SIGF
金额随着年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 2018—2019 年

资助金额为 10840 美元，2019—2020 年上升为 46000
美元。此外在第 3 年前获得 TGR 注册的研究生还能

额外获得 3000 美元[9]。 
（3）基金类资助。斯坦福大学设立三大基金资

助交叉学科研究生开展研究：①多样化和包容性创

新基金（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novation Funds），

旨在促进研究生之间的交叉学科合作，金额为 5000
美元/年。申请者需符合 3 个标准：推进斯坦福大学

学术多样化进程、通过合作关系吸引更多研究生开

展交叉学科研究、加强与斯坦福大学至少 3 名教授

的联系。②强化核心：学术创新基金（Strengthening 
the Core：Academic Innovation Funds），旨在帮助教

师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每位教师最高可申请 15000
美元，可用于如下项目：研讨会的组织、交叉学科

课程完善、研究方法实操、研究伦理与责任宣讲、

 
①TGR 注册即终端研究生注册（Terminal Graduate Residence）。当博士生获得候选资格、完成 135 个单元的课程作业并向阅读委员

会提交博士论文后，他们可以申请注册，这将降低他们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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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背景学生的吸纳。③建立学生知识社区项目

（ Student Projects for Intellectual Community 
Enhancement）基金，旨在扩大不同院系的研究生交

流和合作，每个院系最多可申请 5000 美元，用于如

下活动：培养交叉学科研究项目负责人、鼓励不同

院系师生沟通、组织跨院系讨论、引导研究生熟悉

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2.平台保障 
斯坦福大学设立了 17 个交叉学科研究平台，旨

在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生教育。如金

兹顿实验室（Ginzton Laboratory）负责人范汕洄

（Shanhui Fan）说：“我们想在科学与工程的结合处

创造突破并培养研究生，实验室提供的交叉学科环

境使研究生为不断变化的工作场所做好了充分准

备，研究生也能将来自不同领域的最佳创意和方法

结合起来用于交叉学科研究。”[10] 这些平台发挥了

如下功能： 
（1）支持广泛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化学+生物

学、文化+经济学、环境+气候、医药+医疗保健、

物理+材料+能量+空间等多个学科交叉的研究。 
（2）提供理论联系实践的培训。这些机构主要

通过举办研讨会及工作坊等促进交叉学科研究：①研

讨会。如斯坦福人文中心（The 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提供“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研 讨 会 。②研 究 工 作 坊 。 如 格 巴 乐 研 究 工 作 坊

（Geballe Research Workshops）每月邀请专家为研

究生的交叉学科项目提供可行性建议。 
（3）提供丰厚资金和配备优秀教师。如 Bio-X

交叉学科创新种子资助项目（bio-x 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seed grants program）为“生物工程”“生

物科学”及“生物医学”相关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

提 供 种 子 资 金 ① 。 再 如 斯 坦 福 经 济 政 策 研 究 所

（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将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政策专家联合起来，对当

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进行研究。 
（4）注重与其他机构协同创新。如 Bio-X 的合作

伙 伴 包 括 ： 光 遗 传 学 创 新 实 验 室 （ Optogenetics 

Innovation Laboratory）、SIMBIOS、斯坦福放射学 3D 
和 定 量 成 像 实 验 室 （ Stanford Radiology 3D and 
Quantitative Imaging Lab）以及斯坦福体内成像创新中

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novation in In-Vivo Imaging）。 
3.人员保障 
（1）严把门槛关。斯坦福大学对交叉学科研究

生的导师有严格的资格要求：①杰出的学者。如神

经科学博士项目（neurosciences PHD program）的导

师在神经科学的各个领域享有国际声誉。②敏捷的

沟通者。交叉学科教学和研究通常以小组形式进行，

因此交叉学科导师往往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各个学

科领域的专家、教师、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③热

情的创新者。如癌症生物学项目主任史蒂文•阿潭蒂

（Steven Artandi）说道：“我们的导师充满创新热情，

他们认为最有趣的事情便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

视问题，进而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11] 
（ 2） 组 建 导 师 团 队 。 计 算 与 数 学 工 程 项 目

（ computational & mathematical engineering 
program）的博士生由来自 20 多个部门的 50 多名教

师 指 导 ， 涵 盖 各 个 领 域 ， 包 括 统 计 和 数 据 科 学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控制、优化、数值分

析、应用数学、金融数学及分子动力学等。 
（3）明确教师顾问责任：①学习指导，包括学

习目标拟定、团队合作经验、职业生涯规划等。②

课程指导，包括课程选择、课程学习方法、课程学

习效果反馈等。③论文写作指导，包括开设论文写

作相关课程、召开论文写作研讨会；实施论文新兵

训练营（the dissertation boot camp）计划，手把手辅

导研究生撰写交叉学科研究论文。 
（4）个人发展计划指导。个人发展计划指导即

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能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潜能的个

人发展计划（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简

称 IDP ）。 如 生 物 医 学 信 息 学 项 目 （ biomedical 
informatics program）需要导师指导学生更新完善 
“我的个人发展计划”（My IDP）、“构想哲学博士

学位”（imagine PhD）和“学习进步评估”（progress 
review）等档案。 

 
①“Bio-X 计划”是一项基于生物学与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重

大问题为宗旨的大型跨学科研究计划。自成立以来，Bio-X 计划资助了一系列生物科技前沿领域研究，促进了生物学与其他学科领

域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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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度保障 
（1）管理制度。第一是遴选强有力的领导人。

为保证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有序地开展，斯坦福大

学实行主任负责制，主任通常由校长任命。如神经

科学交叉学科项目（neuro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主任是安东尼•里奇（Anthony Ricci）。里

奇被委以重任有两个原因：①学术声望高。他是耳

鼻喉—头颈外科教授、分子与细胞生理学教授、

Bio-X 成员、妇幼保健研究所成员等。②擅长交叉

学科研究。他曾两次获得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卓

越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奖，并获得伯特•埃文斯青年

研究员（Burt Evans Young Researcher）奖等。第二

是设立委员会。招生委员会（admissions committee）

负责在全球遴选优秀研究生；课程委员会负责审核

课程并制定课程学习的相关政策；项目委员会负责

学分认证和学位授予；学生委员会负责向项目委员

会提供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2）考核制度。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项目均设

置了严格的考核制度，一是学术水平考核，包括：

①资格考试。资格考试旨在衡量研究生是否具备进

行交叉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基本素质。②综合考试。

综合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笔试除了考查研究生掌

握知识的深度，还考查其掌握知识的广度与应用多

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口试主要考查本学科及

所研究的各学科研究内容进行流利表达的能力。③

论文答辩。论文答辩旨在考查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

性、整合性及规范性，其难度非常大。例如，在

2006—2010 年，只有 60%的音乐艺术博士生、54.2%
的科学法博士生能顺利毕业[12]。二是学术道德考核。

美国学术诚信中心（American Academic Integrity 
Center）认为学术诚信是对五种基本价值观作出的

承诺，即诚实、信任、公平、尊敬与责任[13]。斯坦

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教育采取了以下途径：制定

《斯坦福大学研究政策手册》和《斯坦福大学研究

生手册》，详细地介绍了研究生必须遵守的学术道

德；开设有关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知识产权的课

程；实施学术诚信宣誓和承诺制度；学术水平考核

融入学术道德。 
5.环境保障 
斯坦福大学“双管齐下”，通过搭建“虚拟桥梁”

（即建立交叉学科社群）与“实体桥梁”（建立促进

合作空间），为师生营造良好的交叉学科研究环境，

“使他们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其他学科

的理论、方法及价值，并以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视角

开展交叉学科研究”[14]。 
（1）虚拟桥梁。交叉学科学习社群（learning 

community）指来自不同学科的师生围绕某个问题展

开对话的学术共同体 [14]。①正式途径主要包括交

叉学科奖学金计划及学院实施的特色项目。交叉

学科奖学金计划即学校为交叉学科研究生团队提

供 资 金 资 助 。 如 奈 特 – 汉 尼 斯 学 者 奖 学 金 项 目

（ Knight-Hennessy scholars program）， 每 年 资 助 
100 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成就研究生

体验交叉学科研究魅力。学院实施的特色项目，如

大 学 创 新 奖 学 金 项 目 （ university innovation 
fellowship program），除了每年为研究生提供交叉学

科合作奖学金之外，还资助召开各交叉学科研究的

论坛和研讨会。②非正式途径主要包括提供暑期交

叉学科体验及研究生教育副教务长（Vice Provost for 
Graduate Education，简称 VPGE）办公室提供的交

流项目。研究生暑期学院（graduate summer institute）

在秋季前两周免费为研究生提供沉浸式交叉学科课

程。2006 年以来，已有近 3000 名研究生参加了暑

期学院[15]。VPGE 办公室打造了一系列促进研究生

交叉学科研究的项目，如“12@12/12@6”项目实施

后，12 名学生在整个秋季、冬季和春季的午餐（12
点）或晚餐（6 点）期间参加 5~7 次聚会，与来自

不同部门、专业和年级的研究生组成异构小组，就

某个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分享各自交叉学科研究

新发现。 
（2）实体桥梁。斯坦福大学为促进师生之间自

由地进行交叉学科交往，设计了克拉克中心（Clark 
Center）。副教务长兼中心主任安•阿文（Ann Arvin）

说：“克拉克中心是斯坦福大学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

的物质表现，在这里，不同学科的师生随时随地能密

切地交往。”[16] 克拉克中心通过开放式布局和裸露走

廊的设计使不同学科师生能轻松地讨论。丹尼尔•麦
克法兰（Daniel McFarland）说：“克拉克中心拥有开

放式实验室、长餐桌和咖啡厅，营造了一个非常活跃

的交叉学科学习和研究环境。”[16] 在克拉克中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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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生 可 以 非 常 便 利 地 寻 找 合 作 者 。 马 修 •斯 科 特

（Matthew Scott）说：“如果我坐在克拉克中心，我

对化学问题有疑问，我可以去询问对面的化学家，即

使她不了解，她也可能会告诉我谁能帮助我，这意味

着我们正在简化寻找潜在合作者的过程。”[16] 麦克

法兰考察了 2000—2014 年期间克拉克中心师生的关

系，认为中心教职员工的联系已从一个松散的结构变

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合作网络，“克拉克中心的社区

规模十分科学，实验室通常由 2~4 名来自不同学科但

具有共同兴趣的教师组成，这既保障了教师的多样

性，又使得教师建立密切关系并为学生提供充分指

导。”[16] 克拉克中心被认为是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

典范，其建筑理念相继被移植到麻省理工学院、科罗

拉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斯坦福大学

还修建了其他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建筑物。如环境与

能源大楼（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Building）为

不同院系的师生提供了在天井、过道和走廊间随意地

进行研讨的环境。此外，ChEM-H 与神经科学研究所

（ChEM-H and Neurosciences Institute）于 2018 年开

放，其“增加交叉学科合作机会”的理念在这栋建筑

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可见，斯坦福大学构建了一个“网”状交叉学

科研究保障体系。从“网线”看，上述保障相互交

织，形成了面面俱到的“经纬网”，为交叉学科研究

生培养提供了广泛的保障；从“网点”看，上述保

障相互缠绕，形成了坚实可靠的“磐石结”，为交叉

学科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深入的保障。 

四、启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科学

探索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一些基本

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17] 结合斯坦福大学交叉

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培养目标要“整” 

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能有效地整合

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去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正

如斯坦福大学拉格•艾兰（Raag Airan）教授所说：

“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已成为吸引优秀学者的一块磁

铁，这些项目正吸引不同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合

作研究，假以时日，我坚信会产生协同创新效应。”[18] 

我国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缺乏“整合力”，即处

于从多学科到交叉学科的过渡阶段[19]。我国大学交

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要实现从“学科关联”到“学

科整合”的转变。从人才培养规格看，要从一维单

向培养目标，即掌握多学科知识，走向三维一体培

养目标，即基于提升人类福祉的价值取向，借助于

多学科知识和能力，面向重大的人类问题开展创新

性研究。从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看，学位标准在纵向

上要打破学位之间的藩篱，允许研究生“降位”或

“升位”攻读其他学科学位；在横向上要淡化学术型

和专业型的分割，允许博士生“平位”攻读其他学科

学位；学科专业标准要单设“交叉学科”一条，有助

于给予培养单位相应权利去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 
2.培养途径要“拓” 

斯坦福大学运用多途径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

“多”并不是盲目地做“加法”，而是基于多学科融

合，为研究生提供广泛的选择机会，以便其自主地

做“减法”。我国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存在如下

不足：交叉学科“难以融入课程体系，即使进入了，

不是‘虚席’、就是‘偏席’，很难有‘正席’”[20]。

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匮乏，加上方法单一、意

识淡漠、制度缺失，我国大学未能给研究生提供真

切的交叉学科学习和研究体验。为此，我国大学一

方面要打造解释透、建构全、影响远、问题密、前

沿凸、方法多的交叉学科课程，并纳入课程体系；

另一方面要聚集人力、调动物力、广聚财力、激发

智力、投入精力，以此整合优势学科，开展灵活多

样的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项目，如举办研讨会、实

验室轮转及交叉学科论文写作指导等，向研究生展

现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景和魅力。 
3.培养保障要“全” 

（1）资金。劳米•克莱恩（Naomi Klein）指出：

“推动交叉学科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力量不是知识，

而是政治和财政。”[21] 我国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

养基本上是政府行为，大学对此规划力较弱。我国

当务之急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是在资金方面，将“双

一流”建设经费倾向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和成果产

出；第二是在项目方面，将区域、国家和人类面临

的重大问题分解到大学交叉学科平台建设中；第三

是在学科目录方面，在 13 个学科门类之外填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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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学科”门类。 
（2）平台。2014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以“融合”（convergence）为

关键词，介绍了斯坦福大学打造的交叉学科研究平

台[22]。我国大学交叉学科平台应做好以促进交叉学

科教学发展为中心的学术发展、专业发展和组织发

展。从教学发展看，交叉学科平台的首要任务是促

进研究生的交叉学科知识掌握、方法运用、问题解

决、素养养成等，这是交叉学科平台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从学术发展看，交叉学科平台要全力促进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通，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

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从组织发展看，交

叉 学 科 平 台 要 具 备 安 迪 • 哈 格 里 夫 斯 （ Andy 
Hargreaves）提出的卓越交叉学科平台的两大特征：

一是推力，即激发学者深度融合；二是拉力，即吸

引更多优秀学者加盟[23]；从专业发展看，交叉学科

平台要为师生提供相应的支持，如项目咨询、技术

指导、产权保护等。 
（3）人员。玛莎•韦兰（Martha Weiland）认为，

教师是联结交叉学科项目与研究生的中间纽带，决

定着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16]。我国大学

教师既有的院系隶属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交叉学科团

队建设[24]。我国大学可根据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和格雷格•奥德汗姆（Greg Oldham）提出

的三原则构建交叉学科队伍：①在支持性组织背景

方面，完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奖励制度，完备相关

培训和技术咨询，完备工作要求和任务指标。②在

设计要素方面，根据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特征构建一

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交叉学科队伍。

③在人际关系方面，做到四“有”：有效的协调机制、

有力的团队承诺、有恒的知识共享和有理的绩效考

核。正如萨利•克拉克（Sally Clark）和唐纳德•克拉

克（Donald Clark）所说的：“加强团队成员之间协

调和沟通，才能有效促进多教师共同指导交叉学科

研究生。”[25] 
（4）制度。斯坦福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之

所以有全球瞩目的效应，与其重视“开环”大学

（open-loop-university）制度建设相关，这是我国大

学需要学习的：①目的“开”，从获得学位走向“带

着长远的使命学习”。②身份“开”，从被动的学生

走向“将自己的兴趣融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的研

究者。③方向“开”，从一个学科领域走向多个学科

交叉领域。④导师“开”，从单一导师指导走向多学

科导师组指导。⑤课程“开”，从知识逻辑体系走向

“面向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⑥教学“开”，从聆

听走向研讨。⑦评价“开”，从课程成绩走向“通过

学习和做项目来实现意义和影响”。⑧平台“开”，

从学院走向“有全球影响力的实验室拓展了研究的

平台”。⑨管理“开”，从“结构化的固定学习”走

向“自定节奏的学习”。⑩学术范式“开”，从“不

发表就死亡”（publish or perish）走向“不合作就死

亡”（partner or perish）。 
（5）环境。正如皮特•加里森（Peter Garrison） 

说：“将不同学科文化的学者集中起来，让他们有机

会进行尽可能多的沟通、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学

者通过接受不同学科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地增加

对不同学科的认同。”[26] 我国大学师生“习惯于在

学科界限内进行‘纵向’式学习和研究。这导致了

学科之间‘横向’交流与对话的屏障”[27]。为此，

在虚拟环境方面，我国大学首先有“道法”，即创造

良好的自由探究氛围；其次有“天法”，即制定激发

师生交叉学科研究的优良制度；接着有“地法”，即

组织各类师生、生生之间随时随地研讨等活动；最

后是“人法”，即打破学科壁垒，淡化学科边界，鼓

励师生在学科边界处探究。在实体环境方面，我国

大学首先应该有“境”：①求真“境”，即勇于“驶

入”多学科“十字路”。②求善“境”，即追求人类

共同福祉。③求美“境”，即让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

上。其次应该有“环”：①“环顾”，即师生能自主

地找到研究伙伴。②“环聚”，即师生能自信地聚集

在一起，就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难点和新兴领域进

行研讨。③“环抱”，即师生能自然地形成具有前瞻

性和国际眼光的战略学术共同体。④“环流”，即师

生能自如地面向多学科领域，产出一批对世界科技发

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⑤

“环生”，即师生能自觉地通过综合交叉取得开拓性

成果，引领并拓展科学前沿，生成国际“领跑者”地

位的学术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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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 C9 高校培养办公室主任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本刊讯  2021 年 12 月 10 日，第十三届 C9 高校培养办公室主任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本次会议主会场设在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8 所高校设分会场线上参加会议，线上线下共有 7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期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及质量评价。各高校分别围绕主题，就“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课程建设”三方面内容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与会者还就“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过程管理”“课程和教材建设”“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探索和实践”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讨论。 
C9 高校培养办公室主任研讨会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交流平台。C9 高校积极探索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在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赵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