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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是培育科研精神、传承学术文化的基础,也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构建离不开导学双方的行为互动。以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情境、情感和符号三个维度

来审视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网络社交虚拟化导致导学的真实交往情境被模糊、组会焦点缺失导致导生的情

感能量无法聚集、合作观念错位导致导学的群体符号无法生成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对此,在破解对策方

面,应尝试从明晰交往理念、丰富导学情境活动,重聚组会焦点、发挥导学情感合力,强化权责意识、构建导学

合作机制等几个方面着手,以期构建更加融洽、和谐、健康的导学关系,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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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学关系是导师和学生由学术研究活动而结成

的,以实现学术价值追求为目标的,并在教与学的过

程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1]。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方面,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贯穿研究生教育过程始

终,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引下获得知识和方法,提高自

身的思想道德素养、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导师则从教书育人中收获成就感,并在教学相长中

实现学术的传承创新。此外,导学关系更是直接关

系着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我国科教兴国

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加强研

究生导学关系,教育部在2020年10月出台了《研究

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强调要构建和谐的导

学关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人文关怀,关
注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导

学互动机制[2]。近年来,高校研究生与导师爆发冲

突的事件屡见报端,导学关系的扭曲恶化成为引发

双方冲突的重要导火索,导学关系再次成为社会舆

论关注的焦点。如何构建导学的良性互动关系,引
导导学关系向着平等、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是当前

研究者的重要责任,也已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关键问

题之一。从广泛意义上来看,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

的形成是通过导学双方行为互动来实现的,导学关

系的构建可以被视为一种由导师与研究生共同参与

的互动仪式,基于此可以将导学关系的讨论置于互

动仪式链的理论框架中,这为剖析高校导学关系提

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视角。

一、互动仪式链理论下的导学关系审视

关于仪式的研究向来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作

为仪 式 研 究 的 先 驱,爱 米 尔 · 涂 尔 干 (Emile
Durkheim)注重宗教仪式的研究,将仪式分为神圣



和世俗两个部分,明确提出了仪式的社会功能;欧文

·戈夫曼(ErvingGoffman)从微观互动的角度出

发,重点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仪式问题,并首次提出

“互动仪式”这一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美国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结合社

会学理论传统,提出了著名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这一

理论更好地展示了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效地

弥合了微观和宏观研究之间的鸿沟,为许多社会学

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柯林斯指出,宏观社

会现象是由微观情境构成的,而互动仪式是微观情

境中的基点。互动仪式(InteractionRitual)是际遇

者由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
无数发生于特定“际遇”中的互动仪式相互联结就组

成了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RitualChain)。同时,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是具有因果关联与反馈循环的

过程,由四个要素组成: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

集在同一场所,不论个体是否能注意到他人,都会通

过身体的共在而相互产生影响;二是设定群体界限,
参加者知道谁是群体内的成员,而谁被排除在外;三
是相互关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对象或活动

上,并通过相互交流,意识彼此关注到共同的焦点;
四是情感连带,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3]。
具备了身体在场、群体设限、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四

个核心要素,一个群体就形成了生态化的互动仪式

链。当四个要素有效地综合,并积累到高程度的相

互关注和情感共享时,也会形成一系列结果:一是群

体团结,它是个体坚定自己作为成员身份的感觉;二
是情感能量,个体采取行动时更自信、热情、有力量;
三是道德感,个体倾向于维系群体中的正义感,防止

受到违背者的侵害;四是代表特定群体的文化符号,
使个体感到自己与集体的紧密联系,并主动捍卫群

体符号。简言之,个体在情境中通过互动仪式可以

激发情感能量,塑造群体团结的符号,最终生成道德

感,推动着一轮又一轮互动仪式的开展(互动仪式链

一般模型见下图1)。

图1 互动仪式链一般模型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当前关于高校研究生导学

关系的理论研究逐渐增多,实践探索也日趋丰富,但
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互动仪

式链为分析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社会

学研究视角,也为寻找问题症结及其发生机制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互动仪式链理论更多地关注

真实情境、情感能量以及群体符号,这三方面在导学

之间体现为:真实情境是导学开展交流互动的线下

空间,情感能量是导学凝聚学术焦点的持久性情感,
群体符号是导学协同合作产出的学术成果。在高校

导学互动的微观情境中,成功的互动仪式表现为导

学之间通过创造有意义的会话际遇,以促进共同发

展为共同焦点进行多维互动,不断深化共同建立的

情感能量,最终形成代表特定群体的符号。但反观

当下,部分高校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失

败的、空洞的、强迫的仪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导学关系的建立,不利于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提

升。综上,本研究以互动仪式链为理论主线,从情

境、情感和符号三个维度审视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

的现状,分析导学关系的现实困境并探讨成因,为导

学关系的有效构建提出可行建议,以期培养融洽、和
谐的导学关系,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互动仪式链理论审视下高校研究生

导学关系面临的困境

作为高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导学关

系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要素,影响着个人前途和国

家未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解释了人际互动

的动力与过程,对高校导学关系有较强的解释力。
因此,以互动仪式链理论审视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

的现状,发现导学双方在情境仪式的创建、情感能量

的激发、群体符号的塑造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一)网络社交虚拟化,模糊真实交往情境

柯林斯认为情境是互动仪式链的理论前提。互

动仪式既包括正式的典礼仪式,如宗教仪式、升旗仪

式、婚丧嫁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自然仪式,如朋友

聚餐、家庭对话、工作交流等。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

体经历的过程,无论是正式仪式还是自然仪式都发

生在具体情境中,导学的交往互动也不例外。真实

的情境互动既是完成科研任务、提升综合素质的必

然要求,也是提升人际沟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

重要途径。但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学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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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社会中以“在线”交流所构建的虚拟情境,极
大地冲击着互动仪式链中“身体在场”这一前提条

件,网络社交的虚拟化模糊了真实情境的界限,阻碍

了导学情感的凝聚。
国内一项研究表明,导师与研究生每周见1次

占25.5%,半个月见1次为32.5%,一两个月见1
次占35.5%,每学期见1~2次占6.5%[4],这一数

据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导学之间在真实情境中的交往

互动并不频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推进,
各种网络社交工具层出不穷,微信、qq、钉钉、邮箱等

使得线上交流成为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实然状态。
现阶段,一方面,网络交往的间接性、隐匿性能够减

少双方直接接触,可以随意创造出自我认可的“完美

形象”,可以缓解现实交流的紧张感和焦虑感。部分

研究生难以迈出真实互动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是

难以脱离网络虚拟遮蔽的怪圈,将理想自我虚幻为

现实自我,无法正视自身存在的不足,因而倾向于借

助网络交流在导师面前塑造“完美形象”,甚至出现

线上线下判若两人的角色冲突。在线交流固然便捷

了导学的互动,但也影响着研究生真实自我的展现,
藏匿了导学交流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在研究生扩

招的背景下,研究生总招生数由2000年的12.85万

发展到2019年的91.65万,在研究生规模增长了

9.51倍的同时,导师规模却只增加了4.2倍[5],“师
少生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普遍。面对繁多的科

研和行政任务,导师个人力量有限,难以分出过多的

心力,而网络社交可以将碎片化时间加以利用,增加

了导学之间的交流机会,扩充了导学之间互动的方

式,成为当前导学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与面

对面的、具体际遇相比,网络交流的情感强度往往是

较低的,难以替代“身体在场”所产生的情感体验。
柯林斯也强调亲身在场的重要性,指出“人类的社会

活动越是通过远程媒介、以强度较低的互动仪式来

开展,人们就越会觉得缺少团结感;也越会缺乏对共

同的符号物的尊重,而且以EE(情感能量)形式所

表现的热情的个人动机也会越少。[3]”导学双方借助

网络虚拟空间开展互动,很难产生亲近感、信任感,
也难以在群体中产生情感共鸣、输出情感能量,继而

对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降低。
(二)共同焦点缺失,消解情感能量聚集

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关键要素,也是

维持互动仪式的重要驱动力。与高兴、激动、愤怒、
恐惧等短期性情感不同的是,情感能量是一种长期

的、持久的情感状态,高度的情感能量体现为对社会

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6]。对导学互动而言,稳定的

情感能量能够增强双方参与互动仪式的热情和信

心,为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组会作为导学情感联结的纽带,是导学关系的重要

载体,但潜藏于背后的往往却是过度特定化的“流水

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导学在组会中关注的焦

点,不断耗竭着个体的情感能量,进而使其越来越逃

避这一互动情境。
师门组会(简称“组会”)是由研究生导师定期组

织开展的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团队学术交流活

动[7]。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环节,组会的开展既

有利于研究生学习专业知识和科研技能,提高自身

交流协作的能力,也有助于导师对研究生进行规范

化、制度化的管理和指导,促进学术研究活动的健

康、持续发展[8]。但在组会实际开展中,导学之间往

往缺乏一致的关注焦点,双方无法建立强有力的关

联,使得组会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具体而言,整个

组会流程一般为安排组中成员进行汇报,其他研究

生在聆听汇报后针对其内容进行讨论,并根据自己

疑惑的方面向汇报者提问,导师从中进行适当的引

导和总结。组会汇报的内容本应是全体成员的关注

焦点,但对于部分聆听者来说,个体或对所汇报的内

容缺乏准备,无法短时间听懂汇报的内容,或对所汇

报的内容不感兴趣,还要以假装参与的姿态表现出

全神贯注的神情,并非自愿地完成发言的互动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关注焦点容易转移至与汇报内

容无关的事,继而游离于互动仪式之外,失去了仪式

的参与感。也就是说,只有导师和汇报者能够在组

会上形成相对一致的焦点,并产生积极有效的互动,
而对部分聆听者来说,仪式互动的焦点被规范、程式

所取代,个体成为“局内的局外人”而被迫参与到组

会中,失望、拘谨等负面情绪驱散了群体情感能量的

聚集[9],彼此无法形成有节奏的回应和理解他人的

情绪体验,组会上的互动效果不佳,也偏离了组会召

开的最初目的。当然,也存在极少部分导学之间很

少甚至几乎不开组会的情况,当组会完全变成了一

个摆设,一致的关注焦点更是无从谈起。
(三)合作观念错位,阻碍群体符号生成

群体符号是情感能量与实物代表所结合的象

征,国旗、文字、方言、姓氏等都属于群体符号[10]。
代表群体的符号是承载情感能量的现实载体,能够

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相关,充满集体团结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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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尊重符号,并会捍卫符号以免其受到局外人的

轻视[3]。具体到导学关系上,群体符号承载着团结

意识和合作理念,能提升导学的组织认同感和集体

归属感,有助于双方构建平等、共生的关系。当前,
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冲击了导学的合作共赢理念,
无法达成基于集体利益的协作行为,因此也难以创

造更多的学术价值、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群体符号在导学互动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双方

合作的学术成果,包括科研论文、发明专利等。然而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功利主义急剧扩张、集体团结被

抛之脑后,人们开始热衷于追求个人主义,过分强调

个人利益。这一现象也不可避免地蔓延到高校之

中,导师与研究生摒弃合作共赢的信念,导学关系失

范的危机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体符

号的生成,也影响了和谐导学关系的建立。一方面,
部分导师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影响下,过分追逐个

人名利和前途发展,无偿支配研究生的劳动力,大肆

侵占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如强制要求导师为论文一

作或者以发表数篇论文换取顺利毕业等,这一系列

行为极易引发学生对导师产生思想的抵触和行动的

抗拒,无法达成互动共进的共识,从而引发了双方的

矛盾冲突,使得科研成果的产出少或质量低;另一方

面,一项对46所高等院校硕博研究生的调查显示,
有68.6%的受访研究生读研的目的是获取更满意

的工作,只有50.5%的表示对科学和学术研究感兴

趣[11]。部分研究生读研动机不纯、对学术使命认识

不清也是导致双方无法开展良性合作的原因。当

前,或着眼于短期经济效益,热衷于从事社会兼职的

研究生,或沉迷于电子游戏、网红直播,深陷网络世

界不能自拔的研究生,他们在学术上普遍表现出消

极懈怠、得过且过的状态,对导师的学术指导视而不

见,厌倦逃避导师分配的学术任务,自然无法与导师

在学术上达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反过来也致使了导

师对研究生的不满情绪,导学关系一度处于僵化状

态。究其原因可能是导学双方在价值理念上的错

位,忽略了个体与他人的有机联系,没能达成命运共

同体的一致理念,也无法促成基于集体利益的价值

行为,因而影响着科研成果等群体符号的产出。

三、互动仪式链理论对高校研究生

导学关系构建的启示

导学关系的建立,始于热爱科学、探求真理的初

心,合于共同的学术理想和研究志趣[12]。和谐的导

学关系是双方知识传承创新、情感交流互动的基础,
是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前提[13]。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情境、情感和符号三个

维度透析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面临的困境,同时它

也为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培育与构建提供了新的

启示。
(一)情境的重塑—明晰交往理念,丰富导学情

境活动

重塑导学的交往情境,引导双方从虚拟的网络

空间互动向真实的物理互动情境过渡,要从认知层

面和实践层面入手,以明晰的交往理念合理定位交

往的前提、提高导学互动意愿,以丰富的情境活动增

加情境互动的频率、拓宽导学交往途径,从而在真实

情境中有效改善导学关系。
树立正确的交往理念是促进导学情境互动的认

知前提。对研究生而言,应在现实和虚拟中找到自

我认知的平衡点,正确区分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并
进行客观判断和准确定位,不仅要发现个体价值和

闪光点,还要学会接纳自我的不完美,积极地改造和

完善自我,形成合理的自我期望水平。研究生还要

克服害羞畏惧的心理,主动向导师汇报学习进展和

思想动态,并在请教之前学会独立思考、尝试解决疑

难,既可以珍惜导师的宝贵指导时间,又可避免因缺

乏准备而产生焦虑不安。另外,考虑到导师的时间

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学生的每个要求或疑

问都进行圆满的解答,除进行必要的面谈外还可借

助校内外导师联动机制,切实发挥校内外导师合力

作用,缓解校内导师指导压力,提高导学交流质量。
此外,适当的面谈技巧是营造宽松愉快互动氛围的

条件,导师应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认真聆听学生的

真实诉求,减少学生不必要的紧张感和抵触感,双方

从而进行高效率地互动沟通。
开展丰富的情境活动是改善导学关系的实践准

备。高校虽然不是互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但却是

互动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导学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高校层面来看,要创

设更多贴近生活、规范有序的导学互动情境,采用多

元化、立体化的活动方式来拉近导学的心灵距离,使
异化的导学关系得以真正回归。比如设立导师开放

日,邀请知名导师在图书馆、活动室等校园公共场所

为研究生进行答疑解惑;或开设文体活动日,举办师

生羽毛球赛、师生篮球赛、健步走等,在活动中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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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感情;或开展导学心理游园会,为导师和学生搭

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当然,强调真实情境的交往

并不是对网络社交的否定或颠覆,但在“人-机-人”
相对封闭的网络社交环境中,双方缺乏面对面的“情
境现场感”,容易忽略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真实的情感

表达,而在真实情境中创造的会话际遇,更有助于导

学双方亲密感和信任感的构筑,引导导学关系朝着

融洽、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情感的回归—重聚组会焦点,发挥导学情

感合力

组会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载体,也是

改善导学互动关系的重要媒介。实现导学的情感回

归,不仅要做好组会的准备工作,提高组会成员的参

与意愿,还要做好组会的反馈工作,提升组会成员互

动的体验性,从而确保在组会中形成一致的关注焦

点,在激发群体情感能量中有效改善导学关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组会开展而言,做

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组会认知准备

上,导学双方要厘清组会目的,“认识到组会的学术

浸润和情感联结价值[7]”,组会既不是导师的一言

堂,也不是汇报者的独角戏,而是一个促进学术能力

快速成长的交流平台,全体课题组成员都应高度重

视组会,并积极融入到组会的学习研讨中。在组会

行动准备上,一方面,定时定地的开展组会是其规范

性、严肃性的保障,必须落实组会开展工作,确保形

成持续性的组会制度,促进学术研究活动有序发展;
另外,汇报的选题要从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及兴趣出

发,例如可借助前沿性文献介绍研究思路,引发对当

前社会热点的关注,或进行科研软件工具、文献管理

方法等的入门讲解;为保证学习效果,每位汇报人要

提前将汇报内容和相关文献资料上传至公用网盘,
方便大家提前进行预习[14],其他成员对所要探讨的

内容有了一定的熟悉了解后,才能保证其能够且敢

于在组会上讨论质疑,促使组会开展具有切实意义。
组会反馈贯穿于组会开展的全过程,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个体对组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如果个体

在组会中获得积极的反馈体验,则会主动参与到组

会的学习研讨中;反之,则会成为被动的旁观者,失
去参与的热情。具体而言,导师对汇报者的汇报内

容和其他学生的与会表现要进行公正客观的反馈评

价,让研究生感知到个人在组会中被重视,产生强烈

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另外,柯林斯指出,“不太长的间

隔就足以破坏团结的气氛,即使是很短的停顿也会

让人觉得似乎打断了流畅的对话[3]”,当说话者一方

出现犹豫发言或说话停顿时,导师的引导和鼓励是

十分 必 要 的,从 而 尽 量 避 免 形 成 失 败 的 会 话 氛

围[15]。而面对多样的提问,汇报者若因种种原因现

场无法解答,可采用会后私聊的方式给予提问人及

时、准确的反馈,保证每位与会者深度参与组会活

动,将组会上集思广益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学

习和积累,促进全体成员学术能力的快速成长,实现

组会开展的目的所在。
(三)符号的再造—强化权责意识,构建导学合

作机制

群体符号的塑造需要高校、导师和研究生多方

发挥合力,实现外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高校

层面应构建导学权责约束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学

术环境,导学层面要提升自身思想觉悟,创造互学互

鉴的学术生态,从而构建双方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
创造更多具有学术性、实用性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有

效改善导学关系。
从学校层面来看,一是要建立导学权责培训制

度,通过举办针对性的专题讲座,强化导学的责权意

识,增强导学对自身角色的自觉性和责任感[16];同
时还要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管理体制,加强研究生

导师的师风建设,对那些仅仅把职业当成安身立命

的手段、将研究生当作附加任务的导师进行惩戒,情
节严重者应取消其招生资格,甚至移交法律相关部

门进行处理,从而营造高校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二是要加强研究生的法制教育,树立研究生的法律

意识,组织安排普法知识讲座和主题班会,当自己受

到导师的不公平对待甚至侵害时,要敢于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并建立研究生权益维护

机制,畅通研究生权益申诉途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

视研究生申诉工作,保障研究生维权过程的公平性,
确保申诉受理活动有效展开。

对导师而言,应秉持立德树人的初心,明确自身

的职责和使命,彰显学术魅力和个人作风,为学生在

学术和做人方面树立榜样;还要尊重研究生的想法

意愿,给予必要的关心支持和自由的学术空间,而不

能将研究生作为私人财产进行“过度控制”,要在充

分考虑学生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经济条件的基

础上为其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满足研究生多样化

的发展需求,为后续开展相关合作奠定基础。对研

究生而言,“学习探索新知识、新领域是研究生的主

要任务[17]”,要杜绝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摆脱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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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无底限的泥淖,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明确自身

的学习目标,接受、尊重与配合导师的学术指导,自
觉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此外,及时主动地

与导师沟通也是开展合作的必要条件,研究生要将

隐形期望转变为显性诉求,变被动逃避为主动交流,
在此基础上推动共生成长机制的生成,形成团结协

作的共同愿景,更好地实现双方教学相长、互利共赢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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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xaminationandConstructionof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
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actionRitualChainTheory

MAChaoa,b,QUMeiyana,WANGRuia

(a.NormalCollege;b.ApplicationofPsychologicalResearchCenter,ShiheziUniversity,Shihezi,Xinjiang832000)

Abstract: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isnotonlythebasisforcultivatingthespirit
ofscientificresearchandinheritingacademicculture,butalsoanimportantfactorinfluencingtheeducationqualityof

postgraduates,andmoreover,theconstructionofthiskindofrelationshipisinseparablefromtheinteractionbetweenthetwo
sides.Thispaperexaminestherelationshipfromthethreedimensionsofsituation,emotionandsymboloftheinteractionritual
chaintheory,andfinds:thevirtualizedsocialcontactonlineleadstotheblurringoftherealsituationofthecommunication
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thelackoffocusofgroupmeetingsleadstotheinabilitytogatheremotionalenergy
from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andthemalpositionofcooperationconceptleadstoinfertilityofsymbolsofdifferent

groups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Thesearethemainfactorsofthedilemmatherelationshipfacesatpresent.In
thisregard,theauthorssuggestweshouldtrytoclarifytheconceptofcommunication,enrichtheme-buildingactivities
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highlightthefocusofmeetings,givefullplaytotheresultantemotionalforce,

strengthenthesenseofpowerandresponsibility,andimprovethe mechanism ofcooper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Suchcountermeasurestheauthorsproposearefortheconstructionofa moreharmoniousandhealthier
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andforfurtherimprove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quality.
Keywords: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teractionritual;situation;emotion;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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