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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生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 型国家 的人才 和技术 基础。重视 书本知 识的学 习, 充分
利用学校良好的试验环境, 注重论文选题的前沿性和工 程应用 价值, 并发 挥好指 导老师 的主导 作用, 是提 高工
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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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or Improving the Creativity of Engineering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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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ive creativity of the graduate is the foundation of talent and technologies for building up an innovative
country1 Thinking highly of the book learning, fully utilizing the good conditions of the college,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frontier and applicable value when selecting topics for the dissertations and bringing into full play the tutor. s guide are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engineering gradu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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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 是一个突 变的 抽象过 程, 而是 一个 循序 渐进的
实实在在的 积累 过程。创 新能 力与知 识基 础、技术 学习等
因素有着密 切的联系。 创新过 程的 本质特 征是 为解 决问题
而进行的搜 寻, 对于 渐进 形式 的创新 来说, 较 强的 知识基
础可以使对 问题区域 的搜 寻更加 集中; 而 对于 激进 形式的
创新来说, 较强的 知识 基础可 以使 创新者 更准 确地 意识到
现有技术的 限度, 从 而更 快、更有 目标地 进入 新的 技术领
域进行搜 寻。因此, 现 有的 知识 基础越 强, 就越 有可 能发
展出新知识。技术学 习也 是以 解决问 题为 导向的, 对科学
原理的理解以及对新技 术知识 的发 现都离 不开 解决 问题的
过程。这种过程的结 果往 往就 是创新, 所 以学 习和 创新是
一个过程的两面。
本文基于对创新过程的理解, 结合研 究生的培养 经验,
从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课程学习、选题、 研究环境的 建设、
指导老师的 作用等方 面, 介绍 了有 利于提 高研 究生 创新能
力的一些思考和做法, 与大家讨论。

一、加强书本知识的学习, 打好知识基础
研究生的培养方案 是根据 学科 的特点 和开 展本 学科科
研工作所需 的知识结 构而 制定的。 培养方 案中 的课 程一般
都是比 较经 典 的, 积 累了 本课 程 文明 进 步的 成 果。因 此,
无论是研究 生还 是本 科生, 都 要重视 课堂 知识的 学习。课
堂教学是效 率最高的 获取 前人知 识、经验 和方 法的 教育过
程, 一个人比较系 统的 基础知 识结 构一般 都是 从课 堂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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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 。通过课 堂教学 和读 书, 掌握 了本学 科全 面的基 本理
论和方法, 就 能为 以后的 科研 工作 打好基 础。相反 , 如果
课堂知识学 的不 系统、不 全面, 遇 到问题 解决 起来可 能会
抛开 前人已有的答案而自己去摸索, 就会走弯路。
国外大学如 法国 和美国 等, 非常 重视 博士生 的课 程学
习。法国把博 士生的 培养 分为两 个阶 段, 即深 入学习 文凭
阶段和撰写 论文 阶段。深 入学习 文凭 阶段结 束后, 经 评审
和答辩, 成绩 合格 后, 方可 获得深 入学 习文凭 , 然后 转入
撰写论文阶 段。美国 要求 博士生 修习 的课程 数量 更多, 目
的在 于发展学生的理解能 力和 批判 地评价 本专 业和相 关领
域的学术成果的 能力, 发 展学 生运 用适当 的原 理和方 法来
认识、理解、评价 和解释 本专 业领 域最前 沿的 知识和 有争
议问题的能力。目 前国内 很多 大学 普遍流 行着 研究生 课程
考试及格就 行的 观念, 笔 者认为 这是 一种错 误的 认识, 没
有充分学习认识 前人 的成果 就自 己进 行研究 摸索, 很 可能
是一 种事倍功半的做法。
除了重视课 堂知 识的学 习之 外, 还要 重视本 学科 或相
关学科学术报告 和学 术交流 过程 中的 知识学 习。一般 学术
报告的内容都是 本学 科比较 前沿、 有一定 难度 的问题 的解
决方法或是有关 学科 发展前 沿。学 术报告 的信 息量是 比较
大的 , 短短 1- 2 个小时讲述的内 容也许是 主讲人几 年或几
十年研究的 成果, 因 此听 众的收 获也 是比较 大的。多 参加
学术报告, 对 于研 究生了 解学 科发 展前沿, 开 阔视 野, 丰
富知识面都是有 益的。很 多解 决问 题的思 想火 花经常 产生
于进 行学术交流或聆听学术报告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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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结合实际, 选题是创新工作的
开始
学位论 文的第一 个环 节是选 择研 究方向 , 高水 平的选
题是高水平 论文的基 本前 提。但是 工科学 生的 选题 一般不
能像理科学生那样只要 有一定 的理 论基础 就可 以进 行课题
工作, 选题的空间大。 工科学 生的 选题大 多数 情况 下都是
基于指导老 师的研究 方向, 并 且要 解决一 定的 工程 实际问
题。因此选 题时, 要善 于从 工程 实际中 提炼 理论 问题, 不
能就事论事。很大程 度上, 工 科学 生大量 的时 间进 行的工
程实践是无 法体现在 论文 中的, 但 这些工 作实 践是 理解工
程背景, 从中发现、凝练问题的基础。
如何从工程 背景 中提 炼出理 论问 题, 一方 面需要 敏锐
的观察和耐 心的思考, 更重要 的是 要了解 学科 前沿 的一些
研究动态。要做到 这点, 需 要注 意以下 几条 途径: 一 是要
多参加国际 国内 学术 会议, 特 别是国 际会 议。会议 上宣读
交流的论文, 一般都反映本学科领域中的 前沿或热点 问题,
很多新思想、新观点 也都 来自 于会议 上。参加 学术 会议是
了解学科研 究动 态、获 得学 术 前沿 研究 方 向的 最 快途 径;
二是要广泛 阅读高水 平的 期刊学 术论 文。期刊 论文 一般是
比较全面系 统的阐述 本领 域中的 某个 研究问 题, 它 不仅能
够反映新理 论新观点, 也反映 了开 展科学 研究 的方 法和思
路, 同时能够提供比 较全 面的 参考文 献。为开 题工 作提供
了一个良好 的学 习窗 口; 三是 要多与 导师 讨论交 流。导师
长期从事本 领域的科 研工 作, 具有 比学生 更丰 富的 阅历和
敏锐的眼光, 开题过程中, 应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当然选题还 要结 合研 究生本 人的 研究兴 趣, 注重 发挥
学生已有的 基础, 选题 应尽可 能地 与学生 的未 来研 究方向
联系起来, 这样学 生可 以投入 更大 的研究 决心 和更 高的抱
负水平进行 课题 的研 究工作, 大大提 高学 习主动 性, 更有
利于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三、学以致用, 在实际工程中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
2006 年 2 月出台的 5 国家 中长 期科学 和技 术发 展规划
纲要6 提出, 今后我国将建立 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 导向、
产学研结合 的技术创 新体 系。这就 指出企 业将 成为 技术创
新的主战场, 而中国 企业 要真 正成为 技术 创新的 主体, 需
要大学为其 提供强有 力的 技术创 新源 头和人 才, 大 学所培
养的研究生要符合企业创新的需求。因 此, 对于工科 院校,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更多地 体现 在从工 程实 际中 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的培养上。
对于工科研 究生, 创 新能 力的培 养仅 仅停 留在书 本知
识上是远远 不够 的。读读 别人 的论文, 建 立被 研究 对象的
模型并进行 仿真 分析, 发 表几 篇文章 就毕 业, 这样 培养出
来的学生在 理论方法 上也 许有很 多感 想和经 验, 但 实际动
手能力比较 差。在以 后的 工作 中, 可能需 要很 长的 时间去
培养从理论 到工程实 践的 素养。但 是在公 司或 企业 中不可
能像学校那 样具有实 验室, 具 备允 许你犯 错误 再修 正的条
件。很多公司和企业 的设 备都 是从国 内外 购置的, 没有十
足的把握不 允许对其 进行 任何的 整改。经 过有 限的 几次试
验如果你的 想法或设 计失 败, 领导 或同事 就要 怀疑 你的能
力了。因此, 如 果在学 校中 缺乏 实战能 力的 训练, 走 上工
作岗位后就 会对 动手 实验产 生畏 惧心理, 久而久 之, 就会
失去面对工 程难题的 信心, 更 谈不 上解决 重大 工程 问题和
进行创新性研究了。
因此, 从培养 工科 研究 生创新 能力 的角 度出 发, 有条
件的应该让 研究 生参 与科研 项目, 科 研项 目少的 单位,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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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争取各方面的资金为 研究 生的 科学试 验提 供条件 和环
境, 培养他们 工程实 践的 动手能 力。通过 直接 参加科 研项
目或试验装置的 试验, 能 够使 学生 将所学 书本 知识和 实际
系统 联系起来, 将头脑中 / 死0 的 理论 变成 能解 决问 题的
/ 活0 的方法。掌握科学研究的技术路线 和方法, 是 以后进
行科学研究 迈出 的关键 一步。同 时, 一些 科研 项目或 试验
装置中蕴 涵 了许 多关 键 技术, 学生 通过 实 际的 科研 过 程,
一方面培养 了动 手能力, 更重要 的是, 对 于一 些优秀 的学
生, 可以直接 解决重 大工 程项目 中的 关键问 题, 直接 产生
创新成果。所 以, 高校 良好 的试验 环境, 是 培养 研究 生创
新能 力的基础平台。

四、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 以国际化的
眼光要求学生
培养造 就好 学生, 学 生自身 的素 质是内 因, 而指 导老
师的指导水平是 诸外 因当中 的主 要矛 盾。研究 生一般 接触
学科研究工 作的 时间不 长, 对学 科的 发展方 向、前沿 问题
和研究方法都知 之甚 少, 此时 就需 要指导 老师 首先在 学术
上进行指 导和引 导, 确定 研究 方向、提 供参考 资料 、培养
学生的思想 方法 等。特别 是在学 生的 日常研 究中, 导 师要
给予及时 的、适当 的指导 和关 注, 防止 学生走 弯路 , 以便
学生 能够很快接触学科前沿, 大大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
要发挥好导师的 主导 作用, 需 要从几 个方 面入 手, 一
是要不断地提高 指导 教师自 身的 眼光 和学术 水平。培 养创
新型 人才, 必 须把学 生放 到国际 化的 框架下, 让研究 生在
更大的 范围 内去 吸 取新 理念 、新思 想。 而要 做 到这 一 点,
导师首先要具有 国际 化的思 维模 式和 眼光, 而 且要具 有深
厚的学术造诣, 尽 可能地 达到 和国 际同领 域专 家对话 的水
平, 名师出高 徒是人 们公 认的道 理; 二是 要增 强导师 的责
任感和使命意识, 每一个 优秀 学生 的成长 都蕴 含着导 师无
数的心血和汗水, 学生每 一个 成绩 的取得 都与 导师的 无私
奉献分不开; 三是要改 进指导方式, 因 材施教, 分类 指导。
学生的知识基础 和自 我约束 能力 差异 较大, 导 师必须 有针
对性地制定 培养 措施。在 指导过 程中 除了引 导之 外, 还要
在学生之间 引入 竞争机 制, 给学 生施 加一定 的压 力, 没有
压力就没有 动力。同 时, 导师 对学 生的影 响不 仅体现 在学
术水平方 面, 而且 还通过 自身 的道 德修养、学 术风 格、敬
业精神、人际 关系 等因素 潜移 默化 地影响 学生。总 之, 研
究生的培养 是一 项复杂 工程, 要 处理 好课堂 学习、学 位论
文撰写与 科 研工 作的 关 系, 指 导老 师要 不 断接 受新 理 念、
新理论和新方法, 努力为 提高 研究 生的创 新能 力创造 软件
和硬 件条件, 为研究生的全面成长当好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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