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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寄   语 

全体会员单位、全体研究生导师： 

你们好！ 

2014 年 9 月 9 日，在第 30 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到北

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向全国广大教师提出明确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第一，

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第二，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第三，做好老

师，要有扎实学识；第四，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 

2020 年 7 月，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高度重视，进一步突出了研究生教育的

战略地位。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已进入新时代，全体会员单位、全体研究生导师

面临着在新时代中，把握新主题，自觉新担当的历史使命，肩负着立德树人、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重要职责。 

为服务会员单位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开展研究生导师培训活动的

需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启动“四有导师学院”系列研修活动，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全国广大教师要做“四有”好老师的要求。 

希望“四有导师学院”能为广大会员单位在开展本校研究生导师培训活

动中，发挥资源补充或培训替代的作用。希望广大会员单位积极推荐优秀导

师案例，不断丰富“四有导师学院”活动内容。希望广大研究生导师以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做社会主义价值

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实践者。 

预祝“四有导师学院”受到广大会员单位和全体研究生导师的欢迎，让

我们携手为民族腾飞开辟人才库容、为求是创新注入攀升动力。 

谢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会长  杨  卫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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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3 年度“四有导师学院”在线研修服务项目 

课程目录（部分）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备注 

1 研究生教育的信念与动力 

本课程以“有理想信念”为主题，从研究生教

育的定量表征、研究生教育动力学的框架和定

性、案例研究等方面，阐述了研究生教育的理

想信念与发展动力。 

为师为范 

2 研究生教育的为学有道与为人有德 

本课程以“有道德情操”为主题，从科学道德

的重要性、学术不端和不当行为的表现形式，

以及学术诚信的四点忠告等方面，阐述了如何

做到“为学有道，为人有德”。 

为师为范 

3 研究生教育的学识扎实与育人道地 

本课程以“有扎实学识”为主题，从留足空间、

因材施教、有择有责、有竞有协、昂扬志气等

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到“学识扎实，育人

道地”。 

为师为范 

4 研究生教育的仁者爱人与知人为教 

本课程以“有仁爱之心”为主题，从及时给力、

不怨弱进、奖励诚信、尊重个性、一世提携等

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到“仁者爱人，知人

为教”。 

为师为范 

5 
研究生导师如何履行好立德树人职

责 

本课程从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背景、发展现

状、发展趋势开始探讨，回顾和梳理立德树人

重要论述的核心观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术

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分析如何贯彻

和落实研究生导师的主要职责。 

为师为范 

6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要点解

读与案例分析 

本课程聚焦研究生导师全过程指导，从导师对

学生的思想引领，以及导师参与教学管理两大

方面，结合以公开发布典型案例的分析，对《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进行了要点解读。 

为师为范 

7 立德树人、因材施教 

本课程从导师和学生两个维度分别理解“立德

树人”，从“学术道德”培养的角度挖掘“立

德树人”的关键环节，从规范的“学术行为”

角度体现“学术道德”，探讨了如何通过识“材”

辨“材”落实因材施教。 

为师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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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格与身教：研究生导师如何立德树

人 

本课程阐述了研究生导师职责的时代要义、师

德概念与相关政策变迁，从导师指导的组成要

素出发，探讨导师指导的类型和指导过程中的

关注点，以生动的案例展示研究生导师人格与

身教对研究生社会化的重要性，并探讨“立德

树人”如何通过改善指导形式、注重导师对研

究生个人发展的关注，以及通过加强导师人格

感染、榜样塑造而落到实处。 

为师为范 

9 
指导风格和师生关系如何影响研究

生培养质量 

本课程从与高校师德建设和导师立德树人相

关的政策入手，主要阐述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和

职责，以生动的案例展示研究生导师指导风格

与师生关系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性，并探讨

“为学”“为事”“为人”如何在师生关系中

通过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社会化产生影响。 

为师为范 

10 
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工程

伦理》价值观和伦理原则的导入 

本课程针对工程伦理课程教学与学科专业相

脱节的问题，讨论了如何将《工程伦理》价值

观、伦理原则等与专业课有机结合的方式方

法，介绍了丰富课程思政建设进行的有益探

索。 

为师为范 

11 
恪守科研诚信、倡导负责任研究行为

——导师的责任与担当 

本课程探讨了导师的科研诚信意识和培养学

生恪守科研诚信的责任与担当。内容包括：学

术研究的本质、科研失范行为分类、美国科研

诚信建设的历史回顾、中国科研失范行为现状

和治理、实现负责任研究行为途径及导师在科

研诚信教育中的责任。 

为师为范 

12 
导师如何指导学生？ ——法律与师

德的视角 

本课程结合具体案例，围绕一系列高校教师师

德规范和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研究生导师

行为准则》展开，介绍了我国教育法律和学位

管理的基本法律体系、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

学术诚信等内容，有助于高校防范研究生教育

领域中的法律风险，提高依法治校的水平。 

为师为范 

13 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 

本课程从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入手，针对不同

心理问题的分级，介绍了研究生心理问题的发

生、表现，以及作为导师与研究生谈论心理问

题的应对策略。 

为师为范 

14 高校危机应对与舆情引导 

本课程以高校易发的舆情为案例，介绍了在多

媒体时代突发事件处理中的主要矛盾，高校教

师如何寻找网络事件处理中的关键点，如何从

中提炼“事商”和“舆商”，以做到 “凡遇大

事必有静气”的定力和能力。 

为师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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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申请书的学术诚信问题 

本课程介绍了在法治化视野下，学术诚信与规

范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探讨了如何在项目申请

书中做到个人申请行为合规前提下的风险规

避，真正贯彻和体现学术诚信的科学精神。 

为师为范 

16 
*医学人文学理论体系构建及教学实

践 

本课程从医学人文学的研究对象、思想基础、

概念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角度进行探

讨，阐述了从医学角度推动医学人文教育教学

的发展。 

为师为范 

17 
*正德明理，精工致远－《工程伦理》

课程思政建设 

本课程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工程伦理教学案

例，围绕“以德为先”发展理念将创新工程教

育融入伦理教育，分享了实施思政融通的若干

工程伦理教学策略。 

为师为范 

18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生导师

的岗位职责与专业素养 

本课程分享了研究生导师应该具备的指导能

力，研究生导师素质结构的理想状态及研究生

导师指导风格及其影响 。 

为师为范 

19 
学党史，悟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何

创造百年辉煌 

本课程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如何数次应对危局，如何带好队伍，如何谋划

策略，如何建立群众基础，如何建立组织架构，

如何发扬优秀传统和作风，如何力挽狂澜带领

中华民族创造历史奇迹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四史教育 

20 
*学习新思想，奋进新征程——党的

二十大精神解读 

本课程介绍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思想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姿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前进等内容。 

四史教育 

21 *深刻理解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 

本课程介绍了全面把握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深

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

标的前进力量等内容。 

四史教育 

22 
学位制度变革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创

新 

本课程介绍了国外学位制度的历史概况及中

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变迁，分析了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及其特色，探讨了

面向未来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强调了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

高层次人才。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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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面向新时代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政策

与行动 

本课程介绍了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政策精神，

分析系列文件的内在逻辑，分别从改革方向

（四条线）、政策规划（六文件）、执行推进

（十行动）、院校落实（出方案）等角度，分

析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性。 

政策解读 

24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

背景与路径选择 

本课程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论述，解读了十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政

策的走向，分析了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

境，阐释了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途

径。 

政策解读 

2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路径

探索与案例分享 

本课程介绍了我国专业学位发展的脉络，以清

华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案例，详细介绍

了项目制培养、研究生能力提升证书、研究生

实践课程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相关思考和建

议。 

政策解读 

26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之国际比

较 

本课程介绍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简况、国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基本概况和发

展趋势。 

政策解读 

27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构建

与实践 

本课程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介绍了院校在新

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中，精准确立培养目

标，构建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相关实践与思考。 

政策解读 

28 
关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思

考 

本课程围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政

策制度、改革实践等主要内容，聚焦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学位授权审核、合格评

估、水平评估、学位点建设等专题，从理论、

政策和高校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了如何以评促

改、以评促建与人才培养质量相联系的要点。 

政策解读 

29 
以评促建：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与研

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 

本课程围绕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内容和要求，

聚焦《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解读了加强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管理的难点、要点。 

政策解读 

30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与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 

本课程围绕学位论文常见问题展开研讨，希望

通过相关内容的探讨，促进学习者对我国研究

生学位论文评价实践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

脉络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反思培养单位保障研

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实践效果和存在问题，并

寻求改进的“政策着力空间”。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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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与提升策略 

本课程从研究生满意度、培养过程、培养结果

等不同角度，介绍并分析了提升研究生满意

度，以及提高研究生技能和职业竞争力的若干

思路。 

政策解读 

32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 

本课程阐述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分别介绍

了外部和内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及

质量评价的若干方法。 

政策解读 

33 
研究生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以东华大学为例 

本课程以东华大学为例，从学位授予管理流

程、学位论文抽检与查重、学位授予标准设置

与管理等方面介绍了保障研究生学位授予工

作质量的若干要点。 

政策解读 

34 学位授予管理与改革实践 

本课程结合《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抽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介绍了清华大

学下放学位审议学术判断权力、成立交叉学科

学位工作委员会、调整校学位委员会工作重

点、自主开展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完善学位论

文创新成果评价等改革举措。 

政策解读 

35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与行为规范要

求 

本课程从规模结构、现状特征和问题挑战三个

方面，解读了教育部对加强导师队伍建设的政

策要求和今后的发展目标，阐述了导师行为基

本准则。 

政策解读 

36 
关于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的若

干举措和思考 

本课程聚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视角下的导师

作用，介绍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大

会提出的十个要点、博导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和举措，以及清华大学加强导师队伍培训工作

的若干举措，详细阐述了“导学思政”的理念

与相关实践。 

政策解读 

37 
教研相融、导学互长——培养国家急

需高端人才 

本课程阐述了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性，

分析了目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若

干问题，并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十四五规划，介

绍了加强导师队伍建设的若干举措。 

政策解读 

38 
*新版目录展现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体

系的发展成熟 

本课程介绍了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修订的工作

背景、总体思路，分享了对新版学科专业目录

“三并”特色的思考。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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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

实践探索 

本课程以清华大学专业学位、交叉学科建设为

案例，分享了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背景下，清华

大学的主要思考与举措。 

政策解读 

40 
加强研究生教育研究建设研究生教

育强国 

本课程阐述了研究生教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结合研究生教育的突出问题、具体要求和

重点工作，强调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急迫感、

责任感，并介绍了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对象、研

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讨论了研究生

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和未来的研究

方向。 

教育动态 

41 学位发展简史 

本课程介绍了学位的由来和定义，详细介绍了

美国学位的创新发展和近代欧美模式影响下

的当代中国学位发展，着重对专业学位进行了

讨论。 

教育动态 

42 

以系统性思维开展研究生教育理论

研究——以《研究生教育学导论》为

例 

本课程以《研究生教育学导论》为例，阐述研

究生教育研究的必要性，介绍了《研究生教育

学导论》的结构与主要内容，讨论了从传统文

化的视角中的导师工作原理和加强系统性理

论研究的重要性。 

教育动态 

43 研究生教育研究前沿和论文撰写 

本课程介绍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现状与研究生

教育研究前沿，并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期

刊收稿及刊发稿件中的问题为案例，介绍研究

生教育研究论文的常见问题，对如何写好研究

论文提出相关建议。 

教育动态 

44 
研究选题、学术表达与论文投稿——

期刊编辑的视角 

本课程以《研究生教育研究》为例，介绍了期

刊的选题方向、学术表达与价值评判及选刊投

稿注意事项等常见问题。 

教育动态 

45 
研究生教育改革举措的科学研究与

成果表达 

本课程结合当前各院校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出现的改革成果，介绍了如何开展研究生教育

研究，如何进行优秀成果表达。 

教育动态 

46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本课程结合重庆大学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工程类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问题，分享了若干培养模式创新的

实践经验举措。 

教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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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建设——“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

养”计划 

本课程以西安交通大学“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

培养”计划为例，分享了该校在教、学、管三

方面的改革创新举措。 

教育动态 

48 

*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学生答题、政

府助题，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新昌模式” 

本课程以浙江理工大学“新昌模式”为例，分

享了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为核心的政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联培机制等内容。 

教育动态 

49 
*案例、案例教学、教学案例相关规范

与要求 

本课程聚焦工程伦理案例教学，介绍了案例教

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如何帮助学生厘清思

路，引导学生分析和讨论等教学方法。 

教育动态 

50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中国科大交叉

学科建设与管理 

本课程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交叉学科建设与

管理为例，介绍了新版学科目录发布后，高校

学科建设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分享

了该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一级交叉学科

建设工作的进展等内容。 

教育动态 

注：标*课程为 2023年部分新增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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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技术支持人员名单 

姓名 手机号 服务院校所在省份 

赵  媛 13269439784 北京、西藏 

徐静超 18600619595 湖北、河南 

刘  帅 15911105592 江苏、湖南、安徽 

何婷君 18953122552 山东、福建、江西 

胡海清 15210512797 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 

丁玉萍 13522424824 浙江、上海 

王  卓 18871194116 四川、重庆 

吴  柳 15701359132 内蒙古、广东、海南 

沈艳思 13699251513 辽宁、吉林、黑龙江 

王丹亚 18003438089 天津、山西、河北 

马  瑞 15808711170 云南、贵州、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