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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是具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潜能的研究生群体,兼具“学习者”和“创造性研究者”

的双重属性。通过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12名拔尖创新人才的深度访谈,借助

Nvivo12质性分析工具,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包含科研知识、技能与方法,科学认知能力,自我调节与发展能

力以及科研态度与品质4个维度、11个要素的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学术素养体系。各维度要素交互作用分

别为创造性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力、关键突破力、持续保障力和内生驱动力,协同构成创造性研究的自组织动

力系统。应通过多举措增强学生、高校与科研需求间的契合性,维护导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之间的张力,促进

“学术责任”的动力功能转化,培养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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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是具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潜能的研究生群体,兼具“学习者”和“创造性研究

者”的双重属性,既是接受专门化科研训练的学生,
亦是创造性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加强研究

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推动创造性学术成果生

成,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造就基础学科、关
键领域及人才紧缺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落脚点

和依靠力量。
学术素养的养成是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核心任务[1]。由于“素养”概念界定的多样化[2],不

同研究视角下的“学术素养”内涵呈现多元化特征。

有学者将学术素养与学术能力对等,认为学术素养

包含阅读能力、解译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讨论能

力等[3]。也有学者将知识、技能和学术品格纳入学

术素养的范畴[4]。近年来,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学

术素养理解为学术研究情境下的知识、能力、思维、
态度等的有机整合体,具有综合性、专业性等特

征[5]。同时,不同研究对象的学术素养的结构、作用

机理以及培养侧重点亦具有差异性。本文中的学术

素养以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为研究对象,基于创造

性研究需求的视角而构建,是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开展创造性研究所需的知识、技能、方法、思维以及

态度等的有机整合体。探究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学

术素养的内涵、要素和结构,分析学术素养作用于创

造性研究的内在机理,对推动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围绕“研究生拔尖

创新人才学术素养的构成与培养”主题,深度访谈了

12位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研究在

样本选取、访谈开展、资料分析等过程严格遵守质性

研究的规范。
(一)研究取样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拔尖创新人才

界定为在科学事实发现、科学理论发明、科学技术与

方法改进乃至科学研究范式突破等方面做出创造性

贡献,试图通过变革引领该学科、领域的发展,为人

类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选取的访谈对象满足

以下条件:一是研究领域聚焦在基础学科;二是满足

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要求;三是担任研究生导师,具
有研究生培养的经验与思考。他们既是当前我国拔

尖创新人才的突出代表,同时承担着培养造就未来

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兼具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学习

者与践行者等角色特点,对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

成长具有直观感受和培养经验(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高校名称 学术称谓 部分创造性成果简介

N01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提出“自旋超导”等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新型量

子态。

N02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共同首次观测到第二类狄拉克费米子存在的直接

实验证据。

N03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提出流变单元模型,为调控非晶的力学性能奠定理

论基础。

N04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建立了有限体系等压分子动力学方法、带阶精确计

算方法等。

N05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团队采用新方法实现钙钛矿单晶发光颜色调控。

N06 复旦大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首次建立了变换热学理论,预言了热隐身材料。

N07 南京大学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共同在真实材料体系中发现了一种新颖的三维拓

扑磁振子。

N08 浙江大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提出用相空间几何相因子的方法来实现量子逻辑

门和量子搜索算法。

N09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共同在两比特系统中首次在实验中观测到多种测

量设置的单向EPR量子导引。

N10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共同首次在回音壁模式微腔内观测到基于腔光力

体系的非互易光学特性。

N11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共同利用室温下的原子系统实现超越磁光效应的

百兆赫兹带宽单光子非互易传输。

N12 安徽师范大学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在某河外星系发现一对互相绕转的超大质量双黑

洞吞噬恒星的罕见天文现象。

  (二)访谈开展

在分析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征询相关专家

意见,形成了《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学术素养的构成

与培养》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以“目的性抽样”为原

则,采取“链锁式抽样”和“机遇式抽样”相结合的方

式,在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期间,相继对访

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每次访谈结束立即整理资

料,将录音及时转化成文字材料,并进行分析。当访

谈对象提供的观点达到饱和时访谈结束,共访谈12
人。共收集483分钟的语音资料,形成了81105字

的被试语料库。

(三)效度检验

由于质性研究是研究者、被研究者双方在具体

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其研究过程具有特殊性、不可

重复性。目前学术界一般不对质性研究进行信度检

验,仅做效度检验。[6]本研究通过相关检验法、反馈

法和参与者检验法对研究效度进行了检验。一是深

入部分受访者研究现场,将观察与访谈的结果进行

比较,检验访谈对象言语的真实性;二是邀请高等教

育学、物理学、社会学专家和博士生对编码的科学性

进行检验,对结果进行修正;三是在初步研究结果形

成时,将结果反馈给部分受访者,并根据受访者提出

·52·徐 玲,等: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素养:内涵、结构与作用机理



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修正,实现参与者检验。
(四)材料分析

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

以及核心式登录三级编码。
1.开放式登录

开放式登录是在无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以一种

开放的心态,将所有资料按照其本身呈现的状态进

行登录的方式[7]。在反复阅读、理解原始资料的基

础上,采用逐行分析的方式对资料进行意义范畴提

取,通过比较、概括将原始话语概念化,并尽可能保

留受访者的原语句(见表2)。在此基础上,对初始

概念间的类属关系进行分析,实行同类合并,确定相

应的初始范畴(见表3)。通过开放式登录,共形成

78个初始概念,28个初始范畴,涉及574个参考点。

由于初始概念较多,本文仅列出参考节点数最高的

初始化概念的编码过程,且仅选择1条代表性原始

语句进行示例。
表2 初始化概念提取示例

序号初始化概念参考节点数 原始语句节选

1 研究兴趣 25
N10如果没有研究兴趣去引导

的话,科研工作是很难长久的。

  2.关联式登录

关联式登录是在开放式登录的基础上,对初始

范畴进行深入分析,依照相似条件、类型关系等分析

出各范畴之间的潜在联系,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

间的联系。通过反复对比和分析,形成了11个次要

类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聚类分析,最终形成4
个主要类属(见表4)。

表3 开放式登录结果

初始范畴及参考节点数 初始概念及参考节点数

专业知识(32) 主干学科知识(10)、研究领域知识(6)、研究方向知识(6)、研究前沿知识(10)
通识知识(20)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8)、语言知识(6)、交叉学科知识(6)

文献解读与剖析(20) 研读文献(14)、分析综述(6)
研究设计与实施(29) 研究方案(5)、实验操作(9)、数据收集和处理(5)、理论方法(4)、实验方法(6)
成果总结与交流(14) 撰写文章(5)、分析结果(5)、成果交流(4)

逻辑思维(15) 归纳(5)、演绎(5)、综合(5)
直觉思维(33) 科学直觉(9)、科研灵敏性(12)、科研天赋(12)
灵感思维(21) 科学灵感(9)、悟性(12)
有意专注(15) 全身心投入科研(9)、心无旁骛做研究(6)

有意后专注(20) 长期探索(4)、持续思考(10)、深入思考(6)

问题发现的敏锐性(46)
识别学科领域内重大问题(9)、发现有深度和难度的问题(8)、寻找前沿问题(11)、抓住敏感关

键问题(18)
问题分析的深刻性(18) 深究问题本质(6)、判断问题的发展趋势(12)
问题解决的精准性(12) 设计精准的研究方案(4)、选择准确的实验方法(4)、选取适宜的实验材料(4)
自我个性特征分析(7) 自我兴趣点分析(5)、自我性格判断(2)
自我科研能力评估(10) 自我优势(3)、擅长技能(3)、个体间能力差距(4)

科研需求分析(8) 科研需求诊断(4)、科研需求反馈(4)
自学能力(14) 自主学习(7)、自主钻研(7)
反思能力(17) 科学反思(3)、对比反思(6)、自我反思(8)
合作力(21) 国际合作(6)、团队合作(15)

沟通与交往能力(28) 师生沟通反馈(6)、专家交流(6)、课题组交流(6)、学术共同体(10)
科学信念(11) 尊崇科学(5)、探索真理(6)
科研情感(39) 好奇(6)、研究兴趣(25)、科研乐趣(4)、科研热情(4)

科研主动性(33) 主动沟通(8)、主动反馈(2)、主动发现问题(19)、主动寻找方法(4)
勤奋(24) 努力(19)、持续奋斗(5)

意志力(36) 坚韧(12)、持之以恒(15)、执着(9)
学术良知(12) 家国情怀(4)、学术伦理(4)、学术责任(4)
学术诚信(11) 诚实(8)、坚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3)

学术交往德性(8) 尊重(4)、平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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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关联式登录结果

主要类属及参考节点数 次要类属及参考节点数 初始范畴及参考节点数

科研知识、技能

与方法(115)

科研知识(52) 专业知识(32)、通识知识(20)

科研技能与方法(63) 文献解读与剖析(20)、研究设计与实施(29)、成果总结与交流(14)

科学认知能力(180)

思维力(69) 逻辑思维(15)、直觉思维(33)、灵感思维(21)

专注力(35) 有意专注(15)、有意后专注(20)

洞察力(76) 问题发现的敏锐性(46)、问题分析的深刻性(18)、问题解决的精准性(12)

自我调节与发展

能力(105)

科研自我效能感(25) 自我个性特征分析(7)、自我科研能力评估(10)、科研需求分析(8)

自学与反思能力(31) 自学能力(14)、反思能力(17)

合作与交往能力(49) 合作力(21)、沟通与交往能力(28)

科研态度与品质(174)

科研态度(83) 科学信念(11)、科研情感(39)、科研主动性(33)

科研行为品质(60) 勤奋(24)、意志力(36)

学术道德(31) 学术良知(12)、学术诚信(11)、学术交往德性(8)

  3.核心式登录

通过进一步挖掘和梳理4个主要类属间的逻辑

关系,形成核心类属并构建理论。根据本研究的逻

辑,明确“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素养体系”为
核心类属。该体系包括科研知识、技能与方法,科学

认知能力,自我调节与发展能力以及科研态度与品

质4个维度和11个要素。在没有外部作用的情况

下,体系内的各个组成部分协同作用,构成创造性研

究的自组织动力系统。系统开放、系统内非线性互

动以及远离平衡态是自组织系统演进的基本条

件[8]。该系统受外部教育环境、理念与模式等的影

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各维度的要素间具有复杂

的非线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为创造性研究

提供动力,推动自组织系统向不同的非平衡态发展。
其中,科研知识、技能与方法是创造性研究的基础支

撑力;科学认知能力是创造性研究的关键突破力;自
我调节与发展能力是创造性研究的持续保障力;科
研态度与品质是创造性研究的内生驱动力(图1)。

图1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素养结构及其与创造性研究的关系

三、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

素养结构及其作用机理

(一)创造性研究的基础支撑力:科研知识、技能

与方法

科研知识、技能与方法是对研究生拔尖创新人

才开展科学研究所需的知识、技能与方法的概括,是
科研训练的基本内容。科研知识包括专业知识和通

识知识。其中,专业知识以研究主题为核心,包含主

干学科知识、研究领域知识、研究方向知识和研究前

沿知识等;通识知识涉及跨学科知识、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语言知识等。科研技能与方法以科学研究的

链式任务及过程为主线,涉及文献解读与剖析、研究

设计与实施以及成果总结与交流三个方面。
个体通过科研知识、技能与方法的扩展、迁移与

转化为创造性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力,个体拥有的知

识库特征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9]。研究生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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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创新人才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强调“深”和“精”,反
映了研究的熟练化和专业化程度,有助于对研究问

题的深刻剖析以及对研究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通
识知识体现了学生知识的宽度,为有效诊断、吸收、
迁移以及整合不同研究方向、领域、学科的知识元素

奠定了基础。然而,过度的知识经验容易导致封闭

的、根深蒂固的观点,使人陷入刻板的反应,阻碍创

造力的发展[10]。因此,发挥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科

研知识、技能与方法作用的关键,不在于知识储备的

多少,而在于维护知识深度与宽度之间的平衡。正

如受访者所言:“知识并非越多越好,要学会将知识

的学与用匹配。如果不会用,即使知识再多都是无

用的,最后反而会变成负担。”(N08)研究生拔尖创

新人才知识的“宽”与“深”均服务于“专”,都是为了

解决某方向或领域的艰深的专业问题[11]。因此,遵
循“学与用的契合性”原则有助于维护知识宽度与深

度之间的平衡,促进科研知识、技能与方法的支撑力

作用的发挥。
(二)创造性研究的关键突破力:科学认知能力

科学认知能力是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在发现、
分析和解决科研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信息存储、
加工、提取与解析能力。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科

学认知能力以思维力、专注力和洞察力为核心要素,
并通过要素间的交互作用为创造性研究提供关键突

破力。思维力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

映能力,是科学认知过程中智力结构的核心[12]。研

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思维力表现为逻辑思维、直觉

思维和灵感思维的融合。受访者认为,要想实现科

学理论、方法、技术甚至范式上突破,不仅需要逻辑

思维的推理论证,还需要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的作

用。灵感思维和直觉思维的差别在于大脑是否处于

准备状态。灵感思维是有准备的大脑的突然闪光,
它在科学研究中的发生是有序可寻的,常与科研困

境、深度思考、顿悟相关联[13]10。直觉思维是无准备

的大脑对世界的直接洞察,表现为对研究问题的价

值性、方向性以及发展趋势的灵敏感知与把握,与研

究者的天赋相关。[13]10 与从事实验研究的科学家相

比,基础理论研究者更强调思维力的价值,尤其是思

维力中的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的作用。一位理论物

理学家提出,“一个创新性的研究光靠推理、计算是

不行的,有时就是突然间的灵感,科研的直觉和灵感

比逻辑思维更重要。”(N08)这种差异性认知的背后

是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研究类别的研究者独特的价

值观、文化、行为准则以及智力任务的体现[14]。受

访者们还指出,研究者的直觉思维具有先天的个体

差异性。“有些人的科研直觉天生就很好,他总是能

够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N12)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专注力指其专心于科研

事业或科研问题的心理状态[15],分为有意专注和有

意后专注。在进入科研领域之初,学生需要通过意

志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科研事业,从而全身心投入

科研,属于有意专注。随着研究问题的明确和研究

兴趣的提升,学生对科研活动的专注已不再需要意

志力的强烈外部作用,表现为对科研问题自觉、持续

而深入的思考,属于有意后专注。专注力促进思维

力作用的发挥,并通过与思维力的交互作用进一步

提升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科研洞察力,即通过表

象准确把握问题本质的能力。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的科研洞察力表现为对问题发现的敏锐性、问题分

析的深刻性以及问题解决的精准性,是创造性研究

得以突破的关键因素。
(三)创造性研究的持续保障力:自我调节与发

展能力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着眼于创造性研

究的持续推进与发展,帮助学生形成独立的创造性

研究能力。实现“独立”的关键在于学生自我调节与

发展能力的形成。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学生通过自

我调节激发并维持自身的思维、行为及情绪,帮助学

生脱离对教师的依赖,从而实现学习的持续性和发

展性[16]。个体、环境与行为的交互作用将促进自我

调节目标的实现[17]。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自我

调节与发展能力包括科研自我效能感、自学与反思

能力以及合作与交往能力。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围

绕“创造性研究”目的,根据个体自身以及个体与环

境交往中的信息反馈,不断调整、修正并完善自己的

研究行为,增强研究行为与个体特质、科研需求以及

外部环境的适切性,进而为创造性研究提供持续的、
发展的保障力量。

科研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感在科研领域的

应用,指从事科研活动的个体对自身能否运用掌握

的技能与能力完成特定科研任务的信心程度[18]。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基于自我科研兴趣、性格等个

性特征以及创造性研究需求的分析结果,对自我科

研能力进行评估和反馈。一方面,积极的反馈帮助

他们认识自我优势,提高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兴趣和

自信;另一方面,反馈的结果引导他们对自己的研究

方向、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技能与方法等进行调整,促
进个体特质、能力与研究需求的匹配度,进而提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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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创造性。正如受访者所言,“研究生要认识自己

的性格、兴趣和优势,对自己能否做好这个研究进行

判断,这样更利于树立他们的科研信心,发挥他们的

科研优势。”(N11)
与科研自我效能感相比,自学与反思能力的关

注点从对“自我”的感知与评估扩展到对科学研究的

整体性与过程性把握,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与独立性。
“要想做创造性研究,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不断的反

思,针对反思中发现的问题,自主的去学习新的东

西。”(N12)自学能力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知识、方法、
思维、技能的能力,为创造性研究的发生、推进与持

续提供支撑;反思能力则体现为对创造性研究过程

中的方法与决策的分析、诊断与调整,进而寻找突破

的方向与策略。科研自我效能感以及自学与反思能

力更多的体现为个体与研究行为间的作用,合作与

交往能力则为个体与环境间的作用提供了载体。一

方面,合作研究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时代科研的内

在需求。学生的合作与交往能力为其适应科研本身

以及外界环境的需求,融入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合作与交往促进创造性研究的发生。除

了获得基本的科研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研究技

能与方法,扩大科研视野外,学生在与导师、课题组、
学术共同体等的交流合作中的信息反馈往往成为创

造性研究的灵感源泉与突破口。正如受访者所言,
“之前做研究时遇到了一个困难,百思不得其解,我
就给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写信。他点拨了我,
突然一下子就全通了。”(N08)

(四)创造性研究的内生驱动力:科研态度与

品质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科研态度与品质是其对

科学研究稳固的心理倾向,以及在研究过程中体现

的品性特征,包含科研态度、科研行为品质和学术道

德。根据弗里德曼(J.L.Freedman)的观点,态度

具有认识的、表达感情和行为倾向的成分。认识的

成分由关于态度客观对象的信念构成,表达感情的

成分由与这些信念联系着的情感构成,行为倾向成

分是对态度对象所预备采取的反应[19]。研究生拔

尖创新人才的科研态度在认识、情感和行为倾向上

分别表现为科学信念、科研情感和科研主动性。科

学信念在宏观上指对研究对象规律性和可知性的坚

定,微观上表现为对与科研目的、手段密切相关的具

体观念、设想、原则、准则、模式和范例等的确信[20]。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坚信研究对象是有规律且可认

知的,并通过对学术共同体科学信念的趋同、实践和

反思,逐步形成具体化、个性化的微观科学信念。这

是开展科学研究的思想基础。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在对科学研究认同、好奇、感兴趣的基础上,所形成

的热烈而积极的科研情感,是创造性研究的内驱动

力源泉,也是受访者们一致认可的学术素养中的关

键要素。从编码的节点数看,28个初始范畴中,“科
研情感”的参考节点数仅次于“问题发现的敏锐性”。
“科研情感”范畴内的“研究兴趣”是参考节点数最高

的初始化概念。科学信念和科研情感最终表现为学

生在行为倾向上的科研态度,即科研主动性。研究

生拔尖创新人才的科研主动性体现在问题发现、沟
通、反思以及反馈等全过程。

学术道德和科研行为品质均属于科研品质的范

畴,是个体在科研活动中应具备的思想和行为上的

品质需求。与科研行为品质相比,研究生拔尖创新

人才的学术道德更强调基础规范性和价值引领性,
包括学术良知、学术诚信和学术交往德性三个方面。
学术良知要求学生恪守学术伦理并肩负学术责任。
学术诚信不仅仅局限于诚实待人,诚实获取科研资

料、处理数据以及研究结果,更关键的在于诚实的面

对科研问题,不逃避、不投机。正如受访者所言:“搞
科研必须要诚实,如果你总想避开一些难的问题,总
想投机 取 巧,你 是 不 可 能 做 出 创 造 性 研 究 的。”
(N08)学术交往德性则体现了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谦虚而不卑”的交往理念,既尊重他人学术成果,亦
勇于质疑“学术权威”,表达自我学术主张。三者以

学术自律为条件,构成学术研究的道德底线和精神

契约。
“勤奋”和“意志力”构成了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的基础科研行为品质。这里的“勤奋”并非埋头做

事,而是在思考与交流基础上的持续努力。正如受

访者所言,“没有任何一个拔尖创新人才是不努力

的,但努力要有方向,要不断反思。”(N05)“意志力”
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研究的不确定

性决定了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遇

挫、克服、修正的过程,需要坚韧的意志力保障;另一

方面,在由科学反常和危机带来的创新机遇面前,研
究生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应对自我内心

的疑惑以及外界的质疑与反对。科学反常和危机是

新理论出现的前奏,是指向非常规科学的路标,预示

着科学创新与科学革命的发生[21]86。而在新范式建

立之前,“科学家们并不拒斥旧范式,而是设计大量

的阐释并对理论作特设性的修改,以消除明显的冲

突。”[20]67 这对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意志力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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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考验。科研态度与科研行为品质在为学术道德

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同时,受到学术道德的约束和引

导。三者交互作用,为创造性研究提供内生驱动力。

四、培养建议

(一)秉承“选育并重”的原则,增强学生、高校与

科研需求间的契合性

随着“强基计划”的实施,“本—硕—博”一体化

成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22]。高校

应重视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二次选拔,不能仅仅将

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分流出去,而应是在学生经历过

本科的学术体验、自我学术偏好与能力的认知后的

高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23]。实施“分类考核评价”,
根据不同高校、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类别的需求建

立差异化的考核标准、评价主体和评价策略,增强学

生、高校与科研需求间的契合性;关注“表现性评

价”,在原有的材料审核、面试等考核方式的基础上,
设立考核过渡期,采用多形式、多渠道增进学生与所

在院系、专家组、导师的相互了解,结合学生在家庭、
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特征,多维、全面地了

解学生,破解部分考核指标内隐的难题;建立选拔与

培养间的联系机制,根据学生差异化的智能特点进

行针对性的培养,让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发挥各自的

智能强项。
(二)采取“张弛有度”的指导方式,维护导师主

导与学生主体之间的张力

导师是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关键力量和第一责任

人。无论是在选拔中对学生科研基础、思维能力、科
研态度与品质等的识别,还是在培养期间对学生学

术素养的塑造,关键在于导师。从成长过程来看,研
究生阶段是学生从基础累积到创新突破,从依附到

独立的过程。导师应通过“张弛有度”的指导方式,
根据阶段需求转变角色定位和指导重点。在研究生

阶段早期,导师通过评估学生特点与不同科研方向

需求间的契合性,帮助学生逐步确定自己的兴趣领

域与方向;通过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融合的方式,对
研究生进行严格的科研训练,引导学生掌握该领域

的核心理论知识、特殊研究方法和特殊实验技能等,
实现知识深度与知识宽度的平衡与协调;通过初级

项目或课题的研究实践,帮助学生树立科研自信,提
高学生科研自我效能感。而在学生“入门”后,导师

应从指导者转变为点拨者、支持者和守护者,给予学

生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导师对学生提出的科研

问题进行识别和评估;对学生遇到的关键棘手问题

给予点拨;为学生搭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帮助学生

融入学术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科研主动

性,提升学生的自我调节与发展能力。
(三)以“家国情怀”为切入点,促进“学术责任”

的动力功能转化

“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国家的高度认同感、
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24]。以“家国情怀”
为切入点,将社会责任融于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

学术责任培养之中,既是学术道德的内在要求,亦是

将学术责任转换为科研动力的重要途径。站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

“家国情怀”强调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视域下的“大家”和“大国”;强调“家国情怀”
与科学研究活动的融合;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

的统一。国家应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家庭、
学校和社会协同化的“家国情怀”育人体系。高校应

通过文化引领、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等途径,将“家国

情怀”教育融入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全过程、
全方位。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应在自我认知的基础

上,主动寻找自己的科研兴趣、科研专长与国家需求

间的适切点,实现兴趣与志向的融合、能力与需求的

契合,努力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于社会价值之中,并
将其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内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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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LiteracyofTop-notchInnovativeTalentsofGraduateStudents:Connotation,
StructureandMechanism:AnalysisbasedonGroundedTheory

XULing1,2,MUXiaoyong3

(1.SchoolofEducation,Soochow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00,China;

2.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Information,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0,China;

3.SchoolofEducatio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op-notchinnovativepostgraduatesareagroupofstudentswhohavethepotentialtobecomehigh-caliberinnovative
personnelandwhohavethedualattributesof“learners”and“creativeresearchers”.Uponthein-depthinterviewswith12top-
classinnovativetalents,includingacademiciansof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andspeciallyappointedprofessorsinthe
ChangjiangScholarsProgramofChinarecognizedbytheMinistryofEducation,withtheNvivo12qualitativeanalysistooland
theapplicationoftherootedtheory,theauthorsestablishanacademicliteracysystemfortop-notchinnovativepostgraduates
covering11elementsinfourdimensionsofscientificknowledge,skillsandmethods,scientificcognitiveability,self-regulation
anddevelopmentability.andscientificattitudeandquality.Theinteractionofeachelementinthedimensionsprovides
respectivelybasicsupportforce,keybreakthroughforce,sustainingsupportforceandendogenousdrivingforce,which
synergisticallyformaself-organizingdynamicsystemforcreativeresearch.Basedontheresearch,theauthorsproposeto
strengthenthecompatibilitybetweentheneedsofstudentsanduniversitiesinscientificresearchviamultiplemeasures,

maintaindynamicsbetweensupervisorsandstudents,andfacilitatethetransformationofthepowerfunctionof“academic
responsibility”,andcultivatetheacademicliteracyofthetop-notchinnovativepostgraduates.
Keywords:top-notchinnovativepostgraduate;academicliteracy;groundedtheory;creativ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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