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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外高校教师积累了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成功经验, 这些经验主要 体现在在教 学和指导 中,
前者包括提供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教授科学的教学内 容、采取灵 活多样 的教学 方式、布置 大量的 课外学 习任
务和进行合理有效的课程考核, 后者包括重视对申请者 科研潜 力的判 断、双向选 择确定 指导关 系、制订完 整的
培养计划、改进指导技巧和方法、注重科研训练、严格指 导撰写学 位论文 以及探 索指导 方式。我国 高校教 师应
该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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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in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s accumulated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cultivating the
postgraduates. research ability. The experience is embodied in teaching and tutoring . The former includes providing clear and
concrete guidance, deliver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taking flexible and various teaching forms, assigning many extracurricular
tasks and quiring rational and effective examinations. The last include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judg ing candidates. research
altitude, determining the tutoring relation through dual selection, forming perfect training plan, improving tutoring skill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research training , tutoring strictly the writing of dissertations and probing the tutor patterns. T 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should learn and use the experience of the teachers in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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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 研究的高 度崇 拜, 催生 和推动 了西 方现 代研究
生教育。在 现代研 究生 教育 100 多年 的发 展 中, 西方 国家

国外, 研究生通常在学期开始的第一堂课之前, 会收到任课教
师关于本课程的教学指导, 即教学大纲。教学指导大体包括课

的高校教师 ( 本文 中的 教师指 不直 接指导 研究 生只 从事研
究生课程教学的教师和 既从事 研究 生课程 教学 又指 导研究

程目标、基本内容、教学方式、一般要求和考核方式等; 教学
指导还具体地列出每一次课讨论的主题及相关的必读物和辅助

生的教 师, 即 导师 ) 已 积累 了 培养 高质 量 研究 生 的经 验,
尤其是有意 识、有计 划地 培养 研究生 科研 能力的 经验。值

读物 ( 文献阅读清单) [ 1] 。这样的教学指导具体详尽, 从学期
开始的第一次课到学期的最后一次课都有明确的主题和具体的

得我们学习借鉴。

要求, 不仅使研究生对教师的整个教学计划有相当程度 的了
解, 而且可以安排和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 使教师的教和自己

一、教师在教学中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
( 一) 提供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
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直接关系着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在

X

的学保持同步, 真正做到教与学的统一。这将促进研究生知识
结构的合理构建和科研能力的有效提高。
( 二) 教授科学的教学内容
科学的教 学内容对夯 实研 究生的 理论 基础 和开阔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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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术视 野意义重 大, 而科 研能 力的提 高正 是奠 基于扎

分配中占的 比例 较大。有 着重于 课堂 内容的, 主要针 对概

实、雄厚的理论基础 和开 阔的 学术视 野。为培 养和 提高研

念, 以问题的 形式 出题; 有 称为图 书馆 作业的 , 给定 学生

究生的科研能力, 国外高校教师对课堂教 学内容非常 重视。

一个 题目, 让 学生到 图书 馆检索 资料, 对 该课 程所涉 及的

在美国, 任课教师 从学 术研究 的历 史发展 和多 学科 分析的

技术和发展, 写出 综述报 告, 并 在报 告会 上报 告 [ 4] 。 研究

角度, 精心 选 择教 学 内容。在 系 统讲 授 基础 理 论 的同 时,

生通过完成这样 的课 外学习 任务, 提高了 文献 检索和 资料

将研究生引 向科学研 究的 前沿。这 从教师 向学 生提 供的与

处理 能力。

课堂教学内 容相对应 的文 献阅读 清单 就可见 一斑, 这份清

( 五) 进行合理有效的课程考核

单主要包括 该领域或 该研 究课题 必读 的经典 著作, 反映学

课堂教学的 目的 不仅是 让研 究生掌 握知 识, 更重 要的

术发展过程 的综述性 的著 作和论 文, 以及 代表 最新 学术动

是培养研究生的 科研 能力和 创新 意识。国 外大 学课程 考核

态成果的近期文献

[ 2]

。教授们 也重视讲 授研究方法。 其中,

大多没有统 一要 求, 教师 可以根 据其 教学计 划、教学 内容

研究方法课 是研究生 必修 课, 涉及 本专业 或相 近专 业相关

自主 决定考试时间和考试方式。如加 拿大的 Mc Master 大学

的方法论 知识。除 此之 外, 教师 还鼓励 跨学 科学 习, 拓宽

几门 课 的 考 核 方 式: 国 际 政 治 经 济 ) ) ) 课 堂 参 与 20% ,

研究生的知识面, 扩大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4000 词左右的课程论文 40% , 开卷 考试 40% ; 比较 政治学

( 三)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理论 ) ) ) 课堂 参与 25% , 口头 报告 25% , 课程 论 文 25% ,

国外的研究 生教 学很 注重发 挥学 生的主 动性, 让 学生

开卷考 试 25% ; 比 较 公 共 政 策 ) ) ) 课 堂 参 与 20% , 4 篇

自由地探索 和表达自 己的 观点。课 堂教学 不仅 注重 启发研

1500 词左右 的小 论文 50% , 开卷 考 试 30% [ 1] 。由 此可 见,

究生思维, 引导研 究生 积极思 考, 参与 讨论, 还 要求 研究

教师 要求研究生积极主动 地参 与课 堂教学 进而 更好地 完成

生自己去讲、去实践。教学方式主要 有传统的讲 授、研讨、

教学目标; 要求 研究 生 多练 多 写进 而提 高 论文 写作 能 力;

教授直接指 导下的科 研实 践等, 而 采用的 最普 遍的 教学方

要求研究生 多思 多 想进 而 提高 问题 分 析与 问题 解 决能 力。

式是研讨。研讨主 要包 括教师 概要 式讲述 和专 题研 讨两部

这种考核合 理而 严格, 能 全面考 察研 究生的 学习 状况, 促

分。前一环节有助于 研究 生掌 握课程 的相 关知识。 后一环

进研究生科 研能 力的提 高。然而, 仅仅通 过平 时各门 课程

节主要是由 教师围绕 主题 组织研 究生 讨论, 内 容包 括对与

的考试和测 验是 不够的, 国外大 学在 课程结 束后, 还 要求

主题相关的 阅读书目 中的 疑难问 题寻 求解答 , 研究 生阐述

研究生通过 一些 关键的 考试。如 在美 国, 有硕 士学位 的综

各自对有关 理论的理 解和 评价等。 研讨的 一种 变式 是课堂

合考 试, 博士 生在选 择导 师和做 论文 之前, 必 须通过 博士

讨论。美国高校的研 究生 教学 重视课 堂讨 论, 由教 授指定

学位候选人 资格 考试。总 之, 国外 大学研 究生 课程学 习中

研究生就某 专题阅读 几本 书, 然后 集体对 所阅 读的 内容作

的各种考 试和测 验较 多, 有定 期的, 也 有不定 期的 ; 有事

出评价。实践证明, 这 种教学 方式 有利于 培养 研究 生独立

先通 知的, 也 有突然 袭击 的。它不 仅是对 研究 生学习 的有

思考、快速概括和明 确表 达自 己的观 点的 能力, 激 发他们

效监 督, 同时 也是培养其能力的一种手段。

的创造性思 维和学习 的积 极性, 使 他们很 快接 触到 相关的
学术前沿问 题及有代 表性 的理论 和观 点。科研 实践 一般由

二、导师在指导中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

学生提出一 个小型的 研究 计划, 在 任课教 师的 指导 下用一
段时间去完 成, 最终 写成 学术 论文或 调查 报告。通 过研究

( 一) 重视对申请者科研潜力的判断

生与任课教师的不定期 接触和 任课 教师对 研究 生的 个别指

导师在研究 生的 培养过 程中 起着重 要的 作用, 需 要在

导, 培养研 究生的 科研 能力。最 著名的 例子 之一 是, 德国

各环节把 关, 其中 选拔研 究生 是第 一关。招生 时, 导 师注

别尔费尔德 大学 的社 会学专 业。有一 两个 学期, 教 师和学

重对申请 者科研 潜力 作出 判断。在 以英、法、德 为代 表的

生共同进行一个 小小 的科研 设计 [ 3] 。总 的来 说, 国外 高校

欧洲 国家, 申 请者必 须向 导师递 交研 究计划 书。这份 计划

教师在研究 生教学中, 采取灵 活多 样的教 学方 式去 调动研

书可以 是论 文提 纲、小 报 告, 也 可以 是 已经 发 表的 论 文。

究生学习、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

无论是什 么, 申 请者 都 必须 以 此向 导师 证 明其 研究 能 力、

( 四) 布置大量的课外学习任务

兴趣和方向。导师在选 择学生时除审查学生 的学习记 录外,

除了课堂学 习外, 国 外高 校教师 每门 课程 的教学 都留

还十分注重这份 研究 计划书, 因为 从中既 可以 分析申 请者

有大量的课 外学 习任 务, 如课 外作业 和阅 读。课外 学习任

是否具备必需 的研究素质和潜能, 又可以了 解其研究 兴趣,

务既可帮助 研究 生更 好地吸 收、消化 课堂 教学内 容, 也可

此外也可以基本 预知 其写作 能力, 以作为 日后 针对性 培养

以引导研究 生自 己探 索、研究。如 前面提 及的 文献 阅读清

的依据。可以 说, 在其 他条 件相同 或相 近的情 形下 , 决定

单, 规定了研究生在 课后 的阅 读任务。在 有些 专题 性课程

取舍的标准 主要 是研 究计划 书 [ 5] 。在美国, 对研 究生 的选

学习中, 教师要求 每个 研究生 针对 每个专 题写 出一 篇小论

拔程序更为严格。 研究生 学习 申请 者除了 应向 导师递 交一

文, 课程结 束时, 还要 求完 成一 篇高质 量的 论文, 目 的是

份个人申请书外 ( 类似 于研 究计 划书, 阐明 自己 的学 习目

训练研究生 做专题研 究的 能力, 提 高研究 生的 论文 写作水

的、个人兴趣 和学习计划等) , 还必须 通过全美通 行的标准

平。以英国伍尔佛汉 普顿 大学 为例, 研究 生的 作业 在学时

考试 ( 如 GRE) 和提交 教授 推荐 信。各 高校 招生 委员 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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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 非常重视 推荐 信, 它对 申请者 所具 备的 科研能

进一步的研 究予 以正确 引导, 使 之少 走弯路, 尽可能 快捷

力、学术水 平、待人处 事的 态度、工 作作 风等情 况作 详细

地按培养计 划完 成任务; 建议, 是 指导师 在整 个指导 过程

说明。由此 可见, 国外 导师 招收 研究生 的共 同点 是, 申请

中, 主要是对 研究生 提出 建议而 不是 命令 或指 示 [ 5] 。英国

者必须向导师证明自己 在某一 专业 领域已 经掌 握了 必要的

导师的这种 指导 方式, 培 养了研 究生 独立思 考、解决 问题

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业 知识, 具 备了 一定的 学术 修养 和科研

和开展科学研 究的能力。加拿大散文学家斯 蒂芬# 利考克教

能力, 掌握并能运用 基本 的研 究方法。这 就在 一定 程度上

授在考察牛津大学之 所以 成功 时, 指 出 / 这 个秘 诀的 关键

保证了具有科研潜力与 科研精 神的 申请者 优先 成为 硕士学

就在于 导 师 的作 用。 学生 所 知 道 的一 切 都 是 从 导师 那 里

位、博士学位的攻读者。

) ) ) 或者不如说 是同 导师一 起学 到的, 对 这一点 大家 都没

( 二) 双向选择确定指导关系

有异议。
0 [ 6] 在德国, 博 士生 是以 科研助 手的 身份 受聘 于指

导师与研究 生之 间的 指导与 被指 导关系, 对研究 生的

导教 师的, 导 师只对 博士 生进行 方向 上的指 导, 要求 博士

成长和发展 起着决定 性的 作用。若 这种关 系的 确定 建立在

生跟随自己从事 科研 工作, 以 言传 身教的 方式 将自己 的学

师生互相了 解、信任 和彼 此互 选的基 础上, 会 有利 于研究

术精髓传给 博士 生, 在这 个过程 中, 博士 生清 楚地了 解到

生接受导师 的指导与 建议, 研 究生 也更乐 意模 仿导 师的学

导师的学术思想 和工 作方式, 有助 于帮助 他们 认识到 自己

术精神和科 研品质, 也 有利于 导师 有针对 性地 培养 研究生

的不 足, 激发 学习热情, 提高学习效率。

的科研能力。国外非常重视通过双向选择 来确定指导 关系。

( 五) 注重科研实践训练

在英、法、德等国, 研 究生导 师认 为 / 面 试0 是 达到 这一

国外高校研究生导师尤为注重让研究生 参与课题 研究,

目的的必不 可少 的环 节。面试 可以是 正式 的, 也可 以是非

在科研实践 中直 接培养 研究 生的科 研能 力。在美 国, 研究

正式的, 通过面对面 的直 接交 流, 导师可 以详 细地 了解研

生教育和 科 研实 践是 紧 密地 联系 在 一起 的。学 术水 平 高、

究生的学术 背景、基 本素 质、表达 能力和 其他 方面 的一些

科研能力强的导 师拥 有很多 的研 究项 目, 他们 通过让 研究

情况。同时, 也 让研究 生通 过与 导师的 直接 面谈, 了 解导

生参加课题 研究, 在 实践 中对研 究生 进行科 研训 练。研究

师, 从而知 道自己 可能 的研究 方向。在 美国 也是 如此, 研

生为导师工 作, 在工 作的 过程中 与导 师保持 接触, 得 到更

究生和导师 的关系不 是一 入学就 确定 的, 也不 是由 系级行

多的指导。同 时, 研究 生也 积累 了工 作经 验。因而, 研究

政统一安排 指定 的。它是 经过 近一年 课程 学习, 在 师生相

生参加导师 的科 研 工作 的 过程 也就 是 研究 生的 培 养过 程。

互了解的过程中, 通过双向选择来确定的

[ 2]

。

在英国, 导师的主 要任务 是向 研究 生介绍 本学 科的前 沿问

( 三) 制订完整的培养计划

题, 使他们的 学位论 文有 很高的 起点。导 师特 别重视 研究

个人培养计 划是 实施 研究生 培养 的指导 性纲 要, 可以

生科研能力的培 养, 要求 研究 生加 入自己 主持 的有关 课题

指导研究生 的学习和 研究, 帮 助研 究生掌 握规 定的 专业知

中, 参与实际 的研究 工作, 在 研究 实践中 培养 研究生 的科

识和技能, 在学术上 创新。国 外十 分重视 导师 为研 究生制

研能力。和美 国、英国 相类 似, 德国 招收博 士生 的导 师一

订个人培 养计 划, 一般 说来, 研 究生入 学后, 便 在导 师的

般都 有自己研究方向的课题, / 围绕 这些课题, 导 师将博士

指导下制订 完整的个 人培 养计划。 这种根 据学 生特 点制订

生作为科研力量 的有 机部分 被组 织起 米。培养 的概念 大大

的培养计划既是导师指导研究生学习、研 究的纲领性 文件,

淡化了, 使用 本身 成了培 养的 最主 要的手 段。显然 , 重点

又是导师指 导研究生 的第 一步。美 国的研 究生 培养 计划是

通过使用过程培 养出 来的研 究生, 他们的 独立 工作与 科研

学生在导师和一个系或 跨系的 研究 生教师 委员 会指 导下制

能力 是相当强的, 出人才和出成果是一致的。
0 [ 7]

订的。对英国博士生 来说, 导 师往 往会结 合博 士生 的具体

( 六) 严格指导撰写学位论文

情况, 同其一起制订 既切 实可 行、又能使 其研 究创 新能力

论文撰写过 程与 学生学 会发 现问题、 发展批 判性 思维

及其他方面 的能力得 到综 合提高 的计 划, 这其 中包 括参加

息息相关。因 此, 严格 指导 研究生 撰写 学位论 文, 成 为国

讨论、出席会 议、与其 他学 生共 同进 行研 究等 [ 5] 。在 充分

外研究生导师培 养研 究生科 研能 力的 一条重 要经 验。在英

讨论和协商 的基 础上, 师 生共 同制订 的培 养计划, 为博士

国, 导师一般 只负责 对研 究生的 学术 指导。在 撰写论 文的

生日后的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前期, 导师的职责之一 是保证研究生的题目 不仅界定 明确,

( 四) 改进指导技巧和方法

而且易于处 理。对一 些本 质上不 易界 定的主 题, 规定 一个

欧美各国普 遍认 为, 导师 的水平 不单 单表 现为学 术上

界限 。例如, 导师建议 选择一些容易得到证 据的那些 方面,

的造诣, 而 且表现为培养研究生的卓有成 效的方法和 风格。

缩小时 间 或 空间 所 包 括 的范 围, 或者 减 小 查 阅 资料 的 范

因此, 导师尤为重视 指导 研究 生的技 巧和 方法。如 英国导

围 [ 3] 。这就帮助学 生界 定了一 个最 有意义、 现实 的研 究方

师主要通过 指导、 引导 和建 议 来提 高研 究 生的 学 术水 平。

向, 能够保障 研究 的顺利 进行。对 于撰 写的学 位论 文, 从

指导, 是指 从 研究 计 划的 制定、 课程 的 修习 到 论 文选 题、

内容到格 式, 都有 严格要 求。如果 导师 认为不 合要 求, 往

写作和答 辩, 导师 都对 学生予 以适 当的、适 时的 指导; 引

往会要求 其反复 修改, 直 到满 意为 止。在修改 时, 导 师会

导, 是指在 研究方 向上, 尤 其是 随着研 究的 深入, 在 出现

告诉学生论点 不够周延, 但绝不会告诉学生 该如何去 周延,

多个研究方向时导师凭 借自己 的知 识和研 究经 验对 研究生

连要 再查哪些书也不提示, 全凭学生 自己去思考 和动手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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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师认 为论文的 水平 不足以 获得 博士学 位, 可 以劝说

且指导时间极有限, / 20 世纪 80 年 代的一 次调查 表明, 一

学生暂不提 交, 并申 请延 期或 是申请 硕士 学位。美 国博士

半博士生三个 月或 更长时 间才 见一 次导师。
0 [ 9] 个 别指 导降

生在论文写作阶段, 由导师和 3- 4 位与课 题研究相 关领域

低了其他教师对 研究 生指导 的可 能性, 使 研究 生无法 得到

的专家组成 的论文指 导委 员会指 导。委员 会每 半年 至一年

足够 的指导。于是, 20 世纪 80 年代, 在学习美国 研究生指

至少开会一 次。在会 上, 博士 生汇 报自己 在过 去一 段时间

导方式的基础上, 成立了 以跨 学科 课题研 究为 依托的 研究

内所做的工作及结果分析, 并详细提出进 一步研究的 计划。

生院, 如 1984 年科隆大学 成立了分 子生物 研究生 院, 发挥

汇报中, 委员会成员 可以 随时 提问和 指出 错误, 分 析可能

教授的集体 力量, 让 研究 生受到 多方 面的训 练。研究 生们

遇到的困难, 供博 士生进 一步 研究时 思考

。博 士生 在论

在研究生院有机 会跟 随不同 的教 授学 习, 促进 了研究 水平

文撰写过程中遇到比较 大的问 题或 阶段性 总结 要事 先向导

的提高, 同时 在研 究过程 中, 也学 会了 与他人 合作 , 培养

师预约时间, 汇报、讨论问题。

了集 体协作的意识。

[ 5]

( 七) 探索指导方式

综上所述 , 国外 高校 教师 把培养 研究 生的科 研能 力当

美国研究生的指导 实行导 师制 与指导 委员 会制 相结合

作是一项系 统工 程, 教师 在课程 教学 和导师 在学 习、科研

的指导方式。研究生 先确 定一 名指导 教师, 由 他担 任指导
委员会的主席, 指 导委 员会的 成员 由研究 生在 指导 教师的

指导中都重视和 加强 研究生 科研 能力 的培养, 我国高 校教
师应该学习、借鉴 国外高 校教 师培 养研究 生科 研能力 的成

帮助下选择。指导教师在分析研究生的 学习、研究需 要后,

功经 验, 改进 和完善 研究 生教育 培养 过程, 有 效培养 研究

向研究生推荐相关领域的专家, 将他们吸 纳到指导委 员会。

生的 科研能力。

也可以是学生有意向选择某位教师, 由指 导教师出面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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