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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导师教书育人与队干部管 理育人的 作用, 加强沟 通,
齐抓共管, 使两者形成合力, 提高管理教育效果。本文从 导师在学 生成长 过程中 的角色 分析入 手, 提出了 加强
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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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 生的培养 过程 中, 直接 与学生 的利 益直 接相关

我管 理的管理机制。

的有两个层 次, 第一 个直 接相 关的层 次是 学员队 干部、任

在双重管理 教育 的实施 过程 中, 研究 生队与 导师 从认

课教师和导 师。其中, 任课教 师只 是针对 某个 课程 知识而

识分歧到思 想统 一、从被 动工作 到主 动关心、 从存在 矛盾

不是针对学 生, 对 学生 的管 理 基本 上就 限 制在 课 堂范 围。

到和 谐工作, 逐步达成管理、行动上的协调一致。

学员队干部 是学生行 政上 的领导, 对学生 的管 理主 要是行

针对研究生期间学习的特点, 研 究生队与系 ( 所) 、导

政管理、组织训练出 操以 及思 想教育 等工 作。以往 在研究

师交 流后, 达 成一致 意见: 研 究生 一年级 主要 以基础 知识

生管理教育 工作中, 往 往存在 着导 师和研 究生 队两 个管理

和专业课 的 学习 为主, 到教 研 室参 与科 研 的时 间比 较 少,

主体在管理 教育 方面 联系不 紧、衔接 不够 紧密的 问题。针

所以这期 间 侧重 以研 究 生队 的管 理 教育; 进入 二年 级 后,

对研究生管 理教育中 出现 的管理 衔接 问题, 学 院多 次开会

研究生主要 以科 研为主, 大部分 时间 在教研 室做 课题, 因

探讨研究解 决问 题的 办法, 根 据实际 情况, 探 索出 了双重

此这 一阶段侧重教研室对研究生的管理教育。

管理的管理模式,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双重管理是抓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

二、导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角色分析

客观要求
导师主要是 指导 学生的 科研 工作、学 术研 究及撰 写论
在以往 的管理工 作中, 往 往存 在着导 师与 队干 部在管

文, 还有就是 从思 想上、生 活上引 导教 育学生 等。老 师对

理教 育 上有 些 职 责 不清, 一 些 研 究生 钻 管 理 的 空 子, 打

学生的影 响简单 说, 就四 个字: 言 传身 教。言传 身教 主要

/ 擦边球0, 致使出现管理的 / 空档0 。由于研 究生学 位上实

体现在课堂 传授 知识, 做 学问的 态度 严谨认 真, 以此 培养

行的是导师负责制, 行政管理上实行的是 研究生队负 责制,

学生严谨的学 习工 作作 风, 再有 就在 搞科 研, 做 项目 过程

两者之间存 在交 叉重 叠, 因职 责不清, 造 成管 理教 育上的

中, 要扎扎实 实的 搞, 爱岗 敬业, 以 此带 动学 生, 还 有就

盲区。

是在 论文撰写过 程中, 把 握好 方向, 不弄 虚, 不做 假, 维

双重管理教育就是 把导师 的教 书育人 作用 与研 究生队

护良好的学 术声 誉等等。 从管理 育人 的角度 来说, 导 师在

的管理育人 作用 相结 合, 充分 发挥两 者管 理教育 优势, 使

以下几个方面对 研究 生培养 可以 起到 重要影 响: 通过 自己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进而达到 管理统一、行动 一致、

的言 谈、举止 、对工作 负责的态度、以身 作则, 影响学 生;

动态互动的 一种管理 教育 模式。双 重管理 教育 模式 正是针

关心学生 的生活 , 适当的 开展 郊游、聚 餐、体育 比赛 等活

对研究生管 理教育中 急待 解决的 这些 问题而 提出 的。其目

动, 由此培养学生的团 队精神, 提高其 综合素质; 高 标准、

的就是给研 究生创造 一个 宽松的 学术 环境和 自主 学习、自

严要 求, 对学 生的科 研工 作进行 考评, 对 学生 的工作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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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 存在的突出问题。

的管理 与培 养, 由 骨 干带 动全 体, 形 成 良好 的 文 化氛 围。

在涉及学生利益 的重 大问题 上, 如评 功评 奖、提 前深

最后, 也是 最重要 的, 一定 要从 思想 上、行 动上、管 理上

造、恋爱问题、 家庭问 题、毕 业分配 等方 面, 研 究生 队及

加强保密工作, 不断增强研究生的保密意识。

时与导师交 换意 见, 双方 共同做 深入 细致的 思想 工作, 解
决问 题, 化解 矛盾, 在研 究生 队里 的学术 气氛 日渐浓 烈的

三、加强双重管理育人的主要措施

同时, 确保研 究生 思想状 况稳 定, 形成 了科技 创新 , 带动
研究 生队管理的良性循环。

( 一) 统一思想, 实现无缝管理

( 三) 推进制度建设, 使双重管理有持久动力

严格的日常 管理 和宽 松的学 术环 境而是 相辅 相成, 严

学院在广 泛征 求意见 的基 础上, 制 定了 5 研 究生 双重

格的日常管 理可以督 促研 究生钻 研学 术问题 , 形成 强大的

管理 教育若干规定 ( 试行稿) 6 ( 以下 简称 5 规 定6) , 明确

科研合力, 进而为 宽松 的学术 氛围 创造基 础。同 时, 宽松

了系 ( 所) 、学员大队、研究生队、教 研室、导师在 双重管

的学术环境 和浓厚的 学术 氛围, 也 可以促 进管 理教 育工作

理教育中的 职责, 强 调: 导师 是研 究生教 育培 养的第 一责

的开展, 由 于研究 生都 去做学 问, 自主 学习、自 我管 理意

任人 , 队干部 对研究 生管 理教育 负有 直接责 任, 要求 队干

识提高了, 自然出管 理上 的问 题就少。只 有导 师和 研究生

部、导师定期 与不定期的进行交流,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队认识统 一了, 培 养目 标一致 了, 行动 互补 互利 了, 矛盾
自然减少。
导师与研究 生队 交叉 结合部 分的 管理问 题, 就在 于职
责不清, 研 究生出 了问 题, 导师、研 究生 队 相互 推诿。通

实施双重管理教 育后, 理 清了 职责, 增 强了 管理 教育
的责 任感。研 究生军 人意 识明显 加强, 参 与学 术活动 积极
性明显提高, 研究生的 管理正由被动管理向 自我管理 发展,
研究 生的科研也由被动研究向主动创新发展。

过双重管理教 育, 明确 各级职 责、权 力、责 任, 增强 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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