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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组会实践不仅助益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管理,而且孕育了丰富的研究生教育文化和独特的教育理

念,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本硕博联合切磋交流,缔造研究学习共同体;重视过程育人,强化服务应用

意识;涵养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凸显立德树人。本文阐析五所大学化学材料学科课题组的组会实践,结合问

卷与访谈的调查结果,探索组会内隐的教育文化,省思组会规范管理与科学育人并举的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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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会是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生教育中普遍存在的

一种实践模式,是以导师为核心,以研究生为主体的

团队科学研究学习活动。组会并未纳入正规课程体

系,对导师而言也是未设刚性制度约束的弹性存在。
但是,“组会这种形式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

生个性化教学的过程,”[1]以非正式的教育方式与正

式教育相辅相成。不过,受长期以来的科技理性膨

胀的影响,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不可避免地

带有较强的工具理性特征,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塑

造,对研究生作为人的综合素养、价值观、道德品质

的影响相对薄弱,组会以研究生为主导、育人于过程

的特质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遗憾的是,组会研

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鲜见的数几篇论文主要聚焦

组会的案例或应用价值研究,偏重对应然结果的陈

述,缺乏实际调研结果的印证,也未见阐析组会对研

究生育人功能影响的相关论文。而且,“组会的出发

点更多的是对研究课题组科研进展的管理,而缺少

自觉地去考虑如何利用这一形式加强对研究生的培

养。”[1]着眼当下的管理性仅仅是组会生命力延续至

今的外在动力,志在未来的教育性才是其生生不息

的内在动力。为从现象中抽丝剥茧提炼本质,本文以

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集美

大学等5所大学的化工材料类课题组的组会实践为

载体,剖析其内容、形式与目标,揭示组会内隐的教育

文化,阐明组会的育人功能。同时,通过网络问卷调

查、深度访谈导师等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分析、验证组

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最后对组会的育人功能进

行反思。

一、五所大学化工材料课题组的组会实践

组会是以研究生为主体、导师参与引导的学术

活动。在内容上紧密追踪国际国内的科学发展前

沿,梳理学科中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与学习者共

享学科专业发展的最新研究前沿动态,分析个体的

研究进展与体悟,因其丰富性、多样性与活泼性而充

满灵活性;在形式上以研究生为主导,遵循自下而上

的逻辑,偏重研究生各专属研究的探讨,内容延伸相

对不确定。这与正式课程由教师主导,遵循自上而

下的路径,偏重既有共性知识的传输,内容相对确定



的特征截然不同。以下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复旦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集美大学的化工材料类课题组

的组会实践为例展开阐析。
(一)组会的内容:基于多元视角,求精求新求

创新

大学课题组的建制,都专设课题组长,课题组长

一般为博导和教授。组会主要是以课题组内全体研

究生都参与定期组织并汇报的模式进行。研究生的

创新思维根植于最新的学科前沿研究与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知识信息接触与认知更新,为丰富组会的内

容结构,课题组基于拓宽综合视野、尊重个体研究、
倡导合作与交叉研究、确立科研规范的基本原则,巧
设世界、个人与团队三个不同的视角,将知识结构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系统性与多元性、创新性与交叉性

融合在学习体系中,导师作为幕后影子,以间接的方

式兼任学术之师与德行之师。(见图1)。

图1 五所大学化工材料类课题组组会内容概要

  科学合理的组会内容设计有利于完善和丰富研

究生的知识结构,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同化原

有知识、概念而形成新观点、新概念、新思路。”[2]三
个课题组的组会内容设计凸显“精与新”。“精”凸显

个人视角,重在特殊性、多元性和创新性,基于自身

所掌握的专业领域知识技能深入剖析某一科学或技

术问题;“新”凸显世界与团队视角,重在普遍性、系
统性和合作性,超越既有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拓
展思维空间和范式,深化知识结构的深度和广度,发
现前沿科学问题。组会内容的广博新颖、实践应用

突破了传统的言传身教、基于现有知识体系学习的

封闭模式,凸显向他人、向社会、向世界学习的开放

状态,有助于孕育和训练创新思维和能力。
(二)组会的形式:凸显研究生主体性,构建研究

学习共同体

组会本质上是以促进研究生深度学习和提升科

研素质为中心的“研究学习共同体”,是激发研究生

的创新思维和科研攻关能力以及加强学习交流的催

化剂。每次组会均由研究生轮流组织、主持和汇报

演讲,导师犹如隐形之手,适时启发、质疑,把控主方

向。各课题组有大小之分,较小的课题组一般由一

位教授博导带队(见图2),而较大的课题组根据不

同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下设数个小组,各小组又各由

一名导师负责。各小组与主导师是串联关系,但各

组之间是并联关系。

图2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A课题组架构

  组会形式以研究生轮流报告为主脉,遵循以下

三个原则:(1)定期与非定期结合。小课题组组会一

周一次,定期进行,每次约2-3小时,参与者基本每

月轮流汇报一次。较大的课题组会在小组研讨的基

础上择时进行,约一个月一次,侧重关注各课题小组

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在约定俗成的定期组会之外,
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临时举办组会,形成了有定规又

富有弹性的灵活机制;(2)课题组成员融合非课题组

成员。组会以硕、博士研究生为主,还包括本科生、

进修生、博士后或进修教师等非课题组成员,此外还

不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教授参与;(3)线上线下交

流相结合。为应对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外力以及导师

出差等因素的影响,课题组依据探讨内容与时机,弹
性设置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组会模式,形成研究学

习讨论的惯性。
(三)组会的目标:完善知识结构、科研素养与个

性品质,涵养创新思维

组会实践旨在完善和提升研究生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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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素养与个性品质,涵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

力。“创新思维是整个创新活动的智能结构的关键,
是创新力的核心。”[3]但是,我国的创新教育研究“主
要从创造性、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角度

阐释创新人才或创造人才,对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

结构、个性品质的全面关注不够。”[4]组会缔造的教

育场域为导师在团队中观察、判断、综合评价研究生

提供了真实情境,有利于导师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

价的融合中,客观公正评价研究生并及时有效引导

其成长。另一方面,也倒逼研究生为了在团队中彰

显自己的综合实力与素养,课外勤练功夫不敢懈怠,
自觉将外在动力转化为内在引擎。

首先,在知识结构上,研究生通过组会可以持续

接触相近学科、相近方向乃至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的

研究,集体的智慧碰撞帮助个人克服个体认知偏差,
破除自我中心型思维枷锁,尝试理解另一种思维的

可能性,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基础,促进研究

生的专业素养发展和科研能力提升。如化学化工学

院的田同学,研究“具有宽发射的有机-无机杂化钙

钛矿”,受限于原硕士阶段学习的学科视野,研究偏

重对晶体结构以及晶体结构与发光效率的构效关系

研究,在组会汇报中得到材料学院相关导师的指导

后,基于跨学科的广博视角,将材料的稳定性也纳入

研究考察的变量之一,设计了具有刚性环连接的双

链阳离子有机盐,通过氢键作用,两两结合将四聚体

的钙钛矿环抱在中间形成零维钙钛矿,并通过阴离

子交换形成一维钙钛矿,思路的扩展让研究工作更

为系统和严谨,赋予知识生产更强的应用性质,提高

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因此,组会的过程内在

地蕴藏着个体融汇群体,在批判争鸣中完善个体的

知识结构,也潜移默化地改造着群体的知识基础,共
同推动群体研究创新的本质。

其次,在科研素养上,组会参与者共同储存的多

元知识扩大了彼此的思维空间与自由度,增强了以

感知力、批判力、想象力、实践力为特征的创新能力

的培养。组会内容的多元性与个体争鸣决定了组会

过程的灵动性。任何一个点的群体触发都会刺激每

个节点的感知与反应,形成波动,多个波动的叠加可

能聚焦形成一个思维亮点,刺激主体审视原有理论

假设或实验方法,全面综合把握事物整体性,探索内

在规律,寻求突破。这个过程孕育着见微知著的感

知力、推陈出新的想象力,也涵养着辨证思考吸收的

批判力。知识结构的完善与能力培养的提升最终归

结于实践出真知,因此,组会始终遵循以“提升知识

素养结构与重视实践运用”双轨并举的模式,助力研

究生的科研发展。以厦门大学材料学院B课题组

为例,导师要求每个研究生的科研汇报须参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或科研项目答辩的模式,即从

课题背景介绍、关键科学或技术问题的提出、解决方

案和实验路线的制定、研究结果的展现、后续计划和

展望、存在的问题等六个方面进行,促进研究生深入

思考、凝练总结,不断训练其科学思维。在查阅文

献、独立钻研、设计实验、撰写报告、交流讨论、质疑

答辩的完整训练中,研究生变被动为主动,感受科研

精妙和乐趣、习得科研方法、掌握科研思维、提升科

研创新能力。
最后,从个性品质上,组会的内容杂糅古今中

外,组会的形式凸显以生为本,其精神底流是导师对

科学研究的真、对教育树人的爱、对研究生个体的

善。导师依托组会构建一个常态化的对话机制,让
研究生成为主角彰显个性,润物细无声地启发研究

生的批判意识,激发其超越个体的狭隘性、破除思维

惯性,在合作研讨中打开通往世界的窗户。接受访

谈的一位导师说:“做研究一定不能墨守陈规、闭门

造车,始终要有我有他。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后,组
会讨论及时引入有关屠呦呦研究内容的介绍,从分

析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溶解特性、热稳定性等特点,
让与会者不仅体悟到分离萃取条件的重要性,也进

一步体会到中药对人类健康的巨大贡献,以此阐扬

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位导师说:“一开始研究

生觉得很痛苦,因为每次组会都要大量阅读积累准

备,但是一个学期后,大家就渐渐适应了,现在已经

形成了一种自发的连续性研究习惯。”
创新思维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思维模式

化,忽略对象的多变性、变易性,就会导致思维僵化、
主观主义、片面性。”[5]特别是“博士生课程重讲授,
轻互动;重接受,轻探讨的教学理念以及课程考核的

形式 化,不 利 于 培 养 博 士 生 创 新 思 维 及 沟 通 能

力。”[6]本硕博打通的组会融知识结构、科研素养与

个性品质的培养为一体的育人环境是涵养研究生创

新思维的沃土,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1)逆向思维

法,采用思维倒转方式,另辟蹊径;(2)移植思维法,
将某一学科的方法运用到其他领域进行创新研究的

思维方法;(3)类比思维法,借助相同的两个事物之

间的相似关系,由此知彼;(4)联想思维法,由事物间

的相似性触发联想,转移经验,达到举一反三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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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四个维度融会贯通,打破正式课程的封闭性,突
破常规思维,正反两面,辨证地综合探寻规律,获得

另一种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如黄同学研究

“铅卤钙钛矿纳米晶的温度传感体系”,原来一直认

为设计重点是提高温度传感的灵敏度,凸显无配体

型钙钛矿纳米晶在温度传感的优势,然后再进一步

改变卤素组成调节纳米晶的缺陷密度以获得高灵敏

的温度传感。但在组会探讨中,其他研究生基于自

身研究专长提出各种不同观点:利用铅卤钙钛矿纳

米晶的发射波长在可见光区可调的性质来设计波长

移动型的温度传感体系更具创新性;逆向思考,反其

道利用碘基钙钛矿的热稳定性差的特点来设计不可

逆的温度传感等。多层次多维度的思维方式深化了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富有价值的思想碰撞是最有效

的反馈,帮助研究生及时反思后调整实验方法。

二、组会的教育文化

组会创造和活化了一个关联性的场域,与正式

的课堂授课形成了互相交织螺旋上升的动态轨迹。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非刚性的组会制度发展并沿用

至今,滋润并涵养着研究生的学术志趣与创新思维?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收

集相关数据,具体做法是:(1)向五所大学的化学化

工材料课题组发送网络问卷,回收有效样本79份,
其中硕士研究生58份、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21份。
问卷的问题设计包括个人信息、知识基础、学以致用

与立德树人四个模块。(2)围绕组会的定位、内容、
形式与作用设计了8个问题,对3位导师进行深度

访谈(访谈对象均为教授博导,2位面对面访谈,1位

电话访谈,访谈时长各45分钟)。以下我们循着教

育文化的潜流,从三个角度进行解析。
(一)本硕博联合切磋,缔造“研究学习共同体”
组会一般呈金字塔结构,从第一层次的课题组

带头人到第二层次的其他导师,再到第三层次的博

士后、博士生、硕士生乃至本科生,团队的等级次序

清晰,分工明确。相较于唯我独尊、孤芳自赏的封闭

式研究学习,开放包容的组会实现了团队共享物理

时空,联合探究,大幅降低了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

成本,让围绕科研的学术交流高效率、常态化。另

外,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在一个研究学习共同体中能

够“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

一种集体活动。”[7]这有利于在严格、系统的科研实

践中建构内在的科研合作关系,反复切磋,彼此帮

扶,形成高效的合作型研究学习团队。团队合作的

高效性体现在(1)助益价值的衔接与贯通。价值是

决策的关键要素,不同层次的教育价值落脚各不同,
本科生侧重独立思考,消化新知;硕士研究生侧重多

向思维,从多个层面与角度创造性地认识事物,探索

新问题;博士研究生侧重整体性认知,聚焦新问题,
实现应用,让书架的理论顺利落地,成为货架中的产

品。组会将合作研究、创新实用、书架货架的理念嵌

入实践过程,贯通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研究生基于各

自的知识背景脉络交换看法形成新见解,实现内在

价值的一致性拓展与延伸;(2)凸显人际关系的必要

性。组会以研究生为主体,作为一个有层次的整体,
每个研究生都要学会适应群体研究学习过程,遵守

规则,集体协作,根据需要承担与转化角色。本硕博

之间,在文献查阅技巧、文献信息归纳提炼、深挖创

新点、解决复杂问题等方面互相切磋琢磨,通过硕博

士研究生之间的定期互动,实现硕士研究生教育与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贯通,避免重复性劳动的浪费,提
高创造性研究效能。问卷调查中9成以上的调查者

认同组会是教育中的重要存在,并对组会合作研究

学习的成效及其对个体专业思考力、方法意识的帮

助都持认可态度(见表1),有效达成了“教育不仅仅

是要让学生学习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

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的目标。[8]

表1 组会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一)

问卷问题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反对

组会是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存在 60(76%) 17(22%) 1(1%) 1(1%) 0(0%)
组会定期探讨避免了研究特别是实验的重复性 59(75%) 17(22%) 3(4%) 0(0%) 0(0%)
组会强化了我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规范性、严谨性的认知 60(76%) 16(20%) 3(4%) 0(0%) 0(0%)
组会有助于夯实我的专业基础,提高我的专业思考力 57(72%) 20(25%) 2(3%) 0(0%) 0(0%)

  注:表中数字如60(76%)表示:参与问卷调查的79人中,占60人,占比为76%;表1、表2、表3的表达均同于此。

  (二)重视过程育人,强化服务应用意识

“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使

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

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是对人类的物质生活

条件起作用。”[9]组会是研究生科研训练的孵化器,
重视在育人过程中关注“如何科学地思考、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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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0]即如何搭建书架与货架之间互补互益的

桥梁,提高研究创新的应用转化力。组会个性定制

结合团队科研训练的模式,比个体科研训练更具优

势,更有助于促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实际应用,服
务国家与社会需求。围绕近年来我国在一些科技领

域出现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利用组会的科技

前沿板块,通过超短紫外光在光刻芯片中的作用原

理介绍,阐述材料研发在高集成半导体芯片制备中

的关键作用,引导研究生对新材料的关注与研究热

情,激励研究生们夯实基础研究基石,为中国在关键

核心技术中能够走实、走深、走自主创新之路添力。

在研究学习共同体持续交流的氛围中,研究生自主

学习思考敞开心扉理性陈述的习惯已成自然,理论

研究务必对接现实需求服务社会的思维也已成惯

性。赖同学研究“水体中重金属离子的电化学流动

分析系统的研制及应用”,在组会数次探讨中汲取建

议,不断优化流动电解池,解决了传统电化学三电极

检测模式不适用于现场检测的问题。优化后的流动

电解池与顺序注射分析技术相结合,研制了电化学

流动分析仪器,应用于现场电化学自动检测。问卷

中9成以上参与者认为,组会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协

调力、合作力、阅读力、综述力与创新力(见表2)。
表2 组会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二)

问卷问题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反对

组会有助于打破常规,培养批判、创新意识 53(67%) 19(24%) 6(8%) 1(1%) 0(0%)
组会有助于在合作研究中提高沟通协调力 59(75%) 16(20%) 4(5%) 0(0%) 0(0%)
组会强化了师生、生生之间的联系性,形成合作研究氛围 63(80%) 13(16%) 3(4%) 0(0%) 0(0%)
组会提高了我中外文文献的阅读与综述能力 52(66%) 19(24%) 7(9%) 1(1%) 0(0%)
组会提高了我自主探究、深入钻研的意识与能力 53(67%) 18(23%) 7(9%) 1(1%) 0(0%)

  (三)涵养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凸显立德树人的

教育理念

“人”是所有教育的核心,组会不仅“重视有系统

设计的、可重复的实验方法”的习得[11],也凸显立德

树人理念。2018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中,明确“把立德树人作

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

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实践创

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

术道德规范、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

文关怀,[12]这是立德树人的具体职责,蕴含了导师

的道德影响力发挥的着力点。导师关爱研究生,公
正评价、真诚引导、爱心鼓励等都是其道德影响力的

表征,德育教育交织、化解在组会的学术指导中,更
容易获得研究生的认可、共情与模仿。访谈的三位

导师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践行立德树人的职责:或将

培养“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

判精神”[13]、学术研究的道德规范、贯穿在文献阅

读与探讨过程中;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

教育,感恩社会与父母的给予,感恩同学朋友的帮

助,学会以真本领回馈社会与父母,确立自我价

值;或共析导师与研究生合作撰写的论文“知名化

学类期刊封面的中国元素”,[14]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对世界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倡导学术研究中既要

有世界视角也要释放中国声音,确立中国的文化

自信;或为每位毕业生撰写毕业赠言,以正面鼓励

与殷切期待激发毕业生开拓未来的研究之路。组

会的导生双向互动过程中,导师的教学能力、学术

水平、学术操守、工作态度、治学精神、为人处世等

如春风化雨渗透组会全程,于无形中“可以帮助成

员个体感知其他人如何理解和评价道德行为的标

准与意义,进而帮助个体确定自己在组织中的道

德行为模式,”[15]形塑研究生的德育意识、道德言

行与人格魅力。
研究生教育置于教育层级的最高点,带有显著

的社会性,组会传递出“紧密有序的分工合作是必然

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理念,培养着研究生的社会适

应力,其中之一就是演讲汇报能力。组会的定期汇

报风雨无阻,在制作报告并汇报的训练过程中,报告

内容的丰富性、报告过程的逻辑性、报告形式的深入

浅出、报告语言的节奏、报告重难点的强调、报告过

程的互动,甚至登台与下台的礼仪、激光笔的使用

等,都会得到一次次的重复演练与强化,如何有效传

递,如何有效互动,都是每位报告人必须直面并持续

完善的问题。因此,组会不仅是研究生体验科学的

人文本性的场域,也是达成学术社会化的重要空间。
问卷结果也显示9成以上参与者认为,组会是一个

研究学习共同体,有助于培养社会人意识,提高演讲

水平与礼仪 ,增强学科交叉研究意识(见表3)。组

会启发思考、启迪人心的教育模式对研究生价值情

感、思维能力、道德人格的影响远胜于书本,无形中

缔造着新型的师生关系,富有道德影响力的导师成

为帮助研究生确立学术理想,形塑精神成长,自我丰

富、自我培育与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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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组会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三)

问卷问题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反对

组会的本质是“研究学习共同体”,有助于确立社会人意识 48(61%)26(33%) 4(5%) 1(1%) 0(0%)

组会强化了师生、生生之间的联系性,形成合作研究氛围 63(80%)13(16%) 3(4%) 0(0%) 0(0%)

组会提高了我的演讲水平,培养了我的演讲礼仪 62(78%)15(19%) 2(3%) 0(0%) 0(0%)

组会强化了我对化学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意识 57(72%)19(24%) 3(4%) 0(0%) 0(0%)

三、组会的育人功能反思

组会是一种创新教育,是教学与科研、个体研究

学习与团队合作研讨的交汇点,是对研究生育人模

式、评价机制的充实。研究生教育总体偏重节点评

价,一般含文献综述、开题报告、中期考核与论文答

辩报告四个节点,是结果导向性教育模式。结果导

向的教育是放养型,以研究生自学为主,其形式就是

围绕论文课题自主学习研究。相较于此,组会为半

放养型,偏重过程管理与适时评估,研究生在团队学

习中合作研究,超越单一的毕业论文撰写目标,在团

队碰撞中涵养求异思维与发展性研究力,以其探索

性、创造性与合作性特质充实了育人模式。(1)在价

值观上,组会对接国际国内前沿,立足世界,基于前

人研究的基础,梳理讲述新思想、新研究、新观点、新
方法,使之成为共享知识,成为群体显性知识积淀下

来,又扩散到个体影响个体的研究进路,协助其探索

新的可能性,是志在世界、志在将来的创造性教育;
(2)在组织方式上,组会凸显研究生的主体性。组会

训练的不仅有研究技能、实验方法等硬知识,也有研

究态度、合作精神等软文化,人人平等交流、尊重观

点、求真向善、正向激励,借助彼此的眼睛扩展与深

化研究视野与深度,每位研究生的主体意识与主体

行为都获得极大尊重,导师是真实的启发引导者;
(3)在育人目标上,组会中导师以道德影响力实现全

面育人的教育。正式课程一定意义上是标准化人才

培养,而组会的存在对于个性化人才培养大有裨益。
针对专业教育中学科化倾向较强,人文教育阙如等

问题,组会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个体批判思维的能力、
博采众长的协作精神、独立良善的品格。导师依托

组会保持与研究生的常规交流,其本身内在地包含

了以过程育人达立德树人的旨归。对三位导师的访

谈结果发现:组会是导师的主动选择,虽然组会并非

正式课程的一部分,但是导师始终自觉自主地视其

为自己的基本责任义务。在此意识下,导师始终保

证组会风雨无阻正常进行,出差时便采用线上模式,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则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
形成“组会不可断”的集体默契。诚如访谈中三位导

师的心声,“组会制度有助于导师研究团队及时确认

实验的原始数据,避免数据造假等学术不当行为”
“研究汇报可不断打磨研究生的学术规范严谨性意

识与精神”“组会即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育人的责

任感,亦师亦友的关系让我乐享组会的育人成果。”
本研究以五所大学化工材料类课题组的已有组

会经验为研究案例,提炼组会的教育文化,基于教育

而非管理的角度,理性反思组会存在的现实意义与

理论价值。富有教育性的组会,遵循以研究生为中

心的教育规律,依托合作共赢、批判创新的科学思

维,重视立德树人,丰富育人内涵,全面提高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质量。组会既是研究生培育创新性思维

与学术精神境界的物理空间,也是研究生学术社会

化的重要场域,研究生在这个平台逐渐实现从边缘

人员转向核心成员,承担的任务也从细碎的日常事

务转向更具创造性与挑战性的研究。研究生与导师

之间、研究生之间都是双向输出与双向补益的交互

关系。导师高屋建瓴把控大方向,研究生汇聚广泛

的选题,精读研读共读构建更丰富的知识与研究图

谱,互鉴思想,协同创新。因此,组会不仅具有管理

功能,也兼具科学育人功能,组会需要管理意识,更
需要教育意识。组会的存在强化了导师作为学术之

师与德行之师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导师刚柔并济、严
慈有度确立学术权威,彰显师道尊严,同时又能淡化

传统课堂中导生之间的主从关系,孕育出平等探究、
海纳百川的教育氛围,助力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的

涵养与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中,教授博

导定期组织“学术沙龙、研讨会、读书会”的方式也具

有一定普遍性,虽然其内容、形式与自然科学领域的

组会有所不同,但是两者有异曲同工之趣:都是以研

究生为主体、富有温度的育人模式;都侧重自下而

上、因材施教的交流方式,补益自上而下且相对统一

的课堂教学;不仅满足团队合作研究学习的需求,也
契合个体学术成长需求,导师与研究生、研究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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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充分互动,有利于融洽彼此关系,共同成长;兼
具学术训练与德行熏陶双重效能的育人模式,有助

于提升立德树人的有效性。当然,与自然科学领域

组会的定时性、规范性、严密性相比,人文社科类的

学术沙龙等个性化较显、科学性较弱、灵活性较高。
概言之,自然科学领域的组会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

研究的特点,即逻辑性强、结构化程度高、任务单明

晰、结果达成精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沙龙则更倾

向弹性发挥,留有余地,结构化程度较弱,任务目标

也较为模糊,往往育人于无形。组会要提升与强化

育人功能,需在培养科学规范意识与创新思维的过

程中渗透更多与全人教育相关的形而上的因素与内

容。源自古希腊语的“科学”一词,本身就包孕了哲

学,可以说,组会不仅是科学也是哲学,科学与哲学

汇聚一体的组会有可能构建起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

最佳的均衡关系。虽然关于组会育人功能的思考尚

浅,而且组会的育人价值特别是立德树人的成效并

非立竿见影,具有长期性、潜在性、难测性等特点,但
是,明确组会的育人功能将提升其立德树人的引领

效能,提升其过程育人、价值育人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而提升自然科学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可

以预见,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组会作为人才

培养的重要形式,其育人功能将会日益凸显,相关研

究也将更细致入微、更富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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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EducationalFunctionsofGroupMeetings

HUYonghong1,XIERongjun2a,LIGongke3,CHENXi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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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ollegeofMaterials;b.CollegeofChemistryandChemicalEngineering,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3.SchoolofChemistry,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Thepracticeofgroupmeetingisconducivenotonlytothemanagementofpostgraduatesinnaturalscience,butalso
totheenrich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cultureandtheuniquenessofeducationalconcept.Thespecificmanifestations
canbeseeninthreeaspects,i.e.thejointdiscussionandideaexchangesamongundergraduates,postgraduatesanddoctoral
candidatescreatearesearchandstudycommunity;theemphasisontheeducationintheprocessstrengthenstheconsciousness
ofserviceandapplication;thecultivationofthescientificliteracyinhumanitiesgivesprominencetostudentmoraleducation.
Takingthegroupmeetingpracticeofthesubjectresearchteamsonchemicalmaterialsatfiveuniversities,andbasedonthe
feedbackofthequestionnaireandinterviews,thispaperexplorestheimpliciteducationcultureingroupmeetingsandanalyzes
thedualfunctionsofgroupmeetingsinstandardizingmanagementandeducatingpeopleinascientificmanner.
Keywords:group meeting;researchandlearningcommunity;educationalculture;educatingstudentsinscientificway;

fosteringstudentsthroughmor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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