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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从教研室管理教育的角度, 首先谈 了对研究 生双重 管理教 育的认 识, 然后介 绍了在 研究
生双重管理教育方面的做法与成效, 最后分析了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存在 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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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的认识
从研究生扩招以来, 我院研究生的招 生人数不断 增多,
研究生类型 也从 单一 的学历 硕士, 发 展到 学历硕 士、专业

二、在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方面的做法
与成效

学位 研究 生 ( MPA、工 程硕 士等) 多种 类型。研 究生 人数
的增加不仅 仅是增加 了指 导教师 的指 导工作 量, 同 时也加

( 一) 细化教 研室、科 研小 团队、导 师管 理制 度, 强
化研 究生的日常管理

大了研究生 队、系所 和教 研室 的管理 教育 难度。特 别是针
对全日制的研究 生, 在 管理 教育 方面 存在 / 脱节0 和 / 真

我们教研室 在科 研方面 凝练 了三个 研究 方向, 每 个研
究方向都有若干 课题, 结 合研 究方 向和课 题情 况我们 目前

空0 的现象。一方面 学员 队是单 一管 理主体 , 而研究 生的
绝大部分工 作与学习 时间 又是在 实验 室, 因此 对学 员在实

成立了 4 个科 研小 团队, 每个 科研 小团 队由老 师、博 士研
究生、硕士研 究生, 甚 至本 科生 组成, 设组 长 1 人。 在日

验室期间的 政治 思想、科 学研 究、作风养 成与 行政 管理情
况无从深入了解和 掌握 , 甚至 容易 出现 管理 的 / 失 控0 和

常科研工作当中, 研究生 的科 研和 学术活 动主 要依托 于科
研小团队, 科 研小 团队发 挥了 中坚 作用。因此 , 如何 强化

/ 真空0。另一方面, 研究 生导 师虽 然对 所指 导学 生有 明确
的业务指导 职责, 但与 系所和 教研 室一样 没有 明确 的管理

科研小团队在研 究生 双重管 理教 育中 的作用, 就成为 了我
室在研究生管理教育 中所 要关 注的 重点。 通过 学习 / 研究

教育责任, 也未将其 纳入 本单 位的管 理教 育范围, 对学生
的奖惩更没 有发言权, 因此研 究生 在实验 室学 习期 间也就
缺乏服从管理的意识和自我管理的意识。

生双重管理教 育若干规定实施办法0, 我们觉得仅 仅明确教
研室和导师的管 理责 任还不 够, 我 们还需 要发 挥科研 小团
队的组织与 管理 作用, 于 是建立 了教 研室、科 研小团 队和

针对上述研 究生 管理 教育上 存在 的问题, 学院推 出了
研究生双重 管理教育 办法。这 一办 法作为 一种 新型 的人才

导师联合管理办 法, 进一 步明 确各 自的职 责和 具体管 理教
育工 作:

共育模式和管理教育 方 法, 它既 明确 了学 员大 队 ( 研 究生
队) 与系 ( 所) 、重点实验室 ( 包 括教研室与 研究室、研究

1、教研室。主要抓研 究生在实验室学 习和工作 期间的
日常 管理, 并 经常检 查研 究生在 实验 室表现 情况。按 照双

生导师) 双方对研究 生的 管理 教育 职责, 同 时又 需要 行使
管理教育职 责的双方 密切 配合, 才 能真正 将管 理教 育落到

重教育管理的职 责要 求, 我们 教研 室强化 了研 究生在 实验
室学 习和工作期间的日常管理, 包括安 全保密、卫生 值班、

实处。通过 一年的 试点, 我 们觉 得双重 管理 教育 模式, 可
以很好地把研究生队的管理育人作用和 系 ( 所) 、重点实验

上班秩序、军 容风 纪、科研 实践等 方面, 制 定了 研究 生安
全保 密规定, 要求研 究生 每周定 期打 扫实验 室卫 生, 并不

室的教书育 人作 用相 互结合, 充分发 挥两 者优势, 相互渗
透, 相互补 充, 进而 达到统 一管 理、统一 行 动、动态 互补

定期巡视出勤和 上班 秩序以 及军 容风 纪。定期 听取课 题组
汇报研究生的综 合表 现, 并及 时把 检查和 了解 的情况 通报

的目的, 同时也有 效地 解决了 上述 研究生 管理 教育 中存在
的问题。

导师和研究生本 人, 对问 题苗 头及 时通过 课题 组和导 师进
行化 解。
2、科研小团 队。研究 生在教研室朝夕 相处的是 他所处
的科研小团队 , 我们也 一直在试图树立研究 生的团队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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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队中就 应该自觉 服从 团队的 管理, 因 此我 们把 研究生
微观的管理职责赋予了 科研 小团 队 ( 因为 有些 科研 小团队

反馈 的情况来看也表现良好。
自研究生双 重管 理教育 制度 执行以 来, 在我 室应 该说

经常出差在外, 更需要由科研小团队来管 理) , 这也作为团
队建设和管 理的主要 工作。具 体来 讲科研 小团 队的 组长要

发挥了作用并取 得了 成效, 一 方面 研究生 能够 认真遵 守教
研室的各项 规章 制度, 自 我管理 意识 加强, 科 研工作 和论

担负起对研究生微观的日常管理, 从安 全保密、卫生 值班、
出勤和上班秩序、军容风纪, 到课题 研究工作、学术 报告、

文研究进展顺利, 另一方 面导 师也 能更加 全面 地了解 研究
生的 情况。

精神状态。由于我室担任科研小团队组长 的老师比较 年轻,
很容易就能 和研究生 打成 一片, 研 究生也 愿意 和年 轻教员
进行深层次 交流, 通 过经 常与 学生交 心, 并能 主动 把研究
生存在的问 题和想法 与教 研室和 导师 沟通, 并 通过 导师和
教研室顺利 解开研究 生的 心结, 激 发了研 究生 的学 习和工
作动力。因此, 能 比较 深入地 了解 和掌握 研究 生的 思想状
态, 这都为教研室 和导 师管理 教育 研究生 奠定 了良 好的基
础。
3、导师。导师对所指导研究生的管 理教育负有 直接责
任, 我室要求导师在 课题 与论 文研究 指导 的同时, 每个学
期都要找研究生谈心 1~ 2 次, 并且与教研 室和科研 小团队
一起认真分 析和 掌握 研究生 政治 思想、作 风养成、 行政管
理等有关 情况, 做 到心 中有数, 及时地、 有针对 性地 做好
管理教育工作。
( 二) 密切与研究生队的联系, 使 双方有针 对性地开展
教育和管理
研究生双重 管理 教育 制度进 一步 密切了 教研 室、导师
与研究生队 的联系, 半 年来我 们一 方面通 过研 究生 考评册
了解了我室 研究生在 学员 队的表 现情 况, 另一 方面 也通过
考核表把研究生在教研 室的表 现和 学习情 况反 馈给 了学员
队。研究生考核册 作为 一种考 核形 式加强 了学 员队 与导师
和教研室对所属学生在 / 盲区0 情况的了解。
另外, 研究生队在 中期 筛选、奖 学金 评 选、提前 攻博
遴选、研究 生创新 资助、出 国联 合培养 等项 工作 中, 对个

三、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
建议
研究生双重 管理 教育制 度虽 然取 得了初 步成 效, 但还
是处 于摸索阶段,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改进:
( 一) 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双方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
研究生双重管理 教育 制度最 大的 特色 是 / 双重 管理0 ,
但是 最难的也是 / 双重管理0 。我们理 解双重管理 的核心是
管理双方面对面 的沟 通与互 动, 特 别是作 为管 理主体 的研
究生队, 要 主 动沟 通, 否 则这 个 管理 制 度就 会 流于 形 式,
甚至责任 推诿。目 前, 研究 生队与 导师 和教研 室、系 所面
对面的沟 通还不 够。因此, 为把这 项工 作做好 , 建议 建立
/ 学员队与导师联系日0 制度 ( 具体办 法是两个月 为一个周
期, 按学科或 系每次安排与 1~ 2 导师交 流, 两个月 能完成
一次 对所有研究生情况的了解, 每学期就 是两次) , 并坚持
贯彻 落实这一制度。
( 二) 进一步理顺系所、教研室、 导师与研究 生队的关
系
/ 双重管理0 的一方是系 所、教研 ( 研究) 室 和导师三
个层次, 虽然 各层 次职责 明确, 但 仍感 觉层次 太多 , 不利
于优化管理, 建议 / 扁平 化0, 强化 导师和教 研室作用, 这
样也 有利于管理主体 / 研究生队0 明确沟通对象。

别研究生需 要特别了 解和 说明, 都 会电话 通知 导师 了解和
通报情况, 例如在选 派博 士研 究生出 国联 合培养 前, 学员

( 三) 增加对出国留学研究生的 / 双重管理0
随着国家教育部加大 选送 出国 攻读学 位和 联合培 养的
力度 , 我院每 年都会 有博 士研究 生在 国外留 学, 如何 加强

队就分别与 导师和教 研室 进行了 沟通, 这 也体 现了 双重管
理教育中另一方的作用。
( 三) 加强研究生自我管理的主体意识

对这批研究生的 管理, 应 该在 研究 生双重 管理 教育制 度中
有所体现, 例如制 定 / 定 期双 汇报0 制度 ( 如 : 每个 月都

研究生双重管理教 育制度 从形 式上讲 是一 种强 化管理
的手段, 但其中很 重要 的一个 方面 就是要 培养 研究 生的自
我管理的主 体意 识。因此, 在 这一 方面我 室也 进行 了有益
的尝试。我们把 / 视频0 团队安 排给 一名博 士研 究生, 作
为组长他一 方面要做 好自 我管理, 同时还 要组 织好 整个团
队的科学研 究、学术 讨论, 以 及日 常的各 项管 理包 括安全
保密、卫生 值班、上 班秩序、 军容风 纪等 方 面。实践 证明
研究生自我 管理效果 很好, 一 方面 这个小 组在 教研 室各方
面工作一直 都做得不 错, 另一 方面 小组成 员在 研究 生队的

要向 导师和研究生队汇报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情况) 。

四、结束语
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 制度 是在 新形势 下加 强对研 究生
管理教育的一种 有益 的探索 和实 践, 虽然 还有 这样或 那样
的问题, 但我们相 信它将 在研 究生 的教育 和管 理中发 挥积
极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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