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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这很多学生称导师为 / 老板0 的时代, 老师怎么看待 / 员工0 ? 为了回 答该问题, 对 教授博
导至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协助指导老师们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 , 老师们 一致认 为学生在 科研攻 关中发 挥了
中坚力量的作用, 并且都希望学生能够成为领域专家, 老 师们鼓励 学生多 多参与 领域内 的学术 交流, 逐步 掌握
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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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utor. s Attitude Towards the Student. s Role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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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a time when the tutor may be looked as / boss0 by many graduates, wha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 boss0 toward
his / employees0 ?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 questionary i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doctoral tutor. s and master tutor. s
attitude toward the student. s rol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ent alway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tutors earnestly hope their students to become exper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 They are not / bosses0 at all. The tutors always
encourage their students to have mor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master the scientific stud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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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大量中肯的 意见 和建议, 为学 生培养 和管 理奠定 了基
础, 完善了问 卷调查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引言
当前, 对于导 师和 研究 生间的 关系 问题, 一 直是 社会
关注的焦点。有的学生抱怨导师 是 / 老板0 [ 1] , 老 师让学生
们干着一些 枯燥乏味 与课 题无关 的简 单工作 , 而学 生仅能
得到极其微 弱的补助。学生们对老师充满 了 / 暗火0 , 甚至
出现了学生集 体 / 炒 老板0 的 情况 [ 2] 。他 们认为 导师 没有
教给他们科 研和学习 的方 法, 而仅 仅是导 师挣 钱的 廉价劳
动力。部分 老 师也 认 为学 生们 有 点急 功 近利、 虚 荣浮 躁,
在课题研究中并 未发挥 多大 作用 [ 3] 。这是 因为 研究生 学识
经验不够? 在课题研 究中 发挥 不了作 用? 还是 因为 导师对
学生不负责, 在指 导方 法和沟 通中 存在一 定问 题而 真正扮
演了 / 老板0 的角色? 本 文采 用了 数据 调研 的方 法对 我单
位 24 名老师进 行了 问卷调 查, 并邀 请部 分老 师进 行座 谈,
征询老师对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参与此 次问卷调查 的老 师中 6 人 具有 一年以 上的 国外
学习经历, 教授 博士 生导 师 4 名, 研究 员 1 名, 副教 授硕
士生导师 11 名, 协助指导 讲师 6 名, 高工 1 名。这 些老师
共指导了 13 名 博士 生, 32 名硕士 生和 10 余 名本 科生。调
查问卷参考 教育教学 相关 的问题 进行 设计, 调 研内 容涉及
培养方法、研究生 管理、教 学与 指导、学 生的学 术与 科研
等多个方面, 可以 说是 基本上 对老 师是如 何认 识学 生在科
研中的作 用进 行了摸 底。此外, 通过座 谈, 各位 老师 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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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老师的调查结果及分析
( 一) 老师对学生在科研中的看法
通过调查可 以发 现, 硕士 生导师 和博 士生导 师意 见一
致, 他们普遍认为 研究生 在科 研中 成为了 科研 工作的 主力
军, 不仅应该 在科研 工作 中承担 基础 研究的 作用, 更 应在
重大 课题上发挥关 键技 术攻关 作用。从 图 1 可 以看 出, 大
部分老师对学生 们在 科研工 作中 发挥 的作用 是肯 定的, 这
也表明研究生在 科研 中的重 要性。 研究生 们的 确成为 了目
前很多课 题 的中 坚 力量, 这 类似 于 / 员 工0 作 用。但 是,
学生 之所以成为科研的中 坚力 量是 因为学 生经 过一段 时间
的培养和学 习, 已经 能够 进入科 学研 究这个 殿堂, 能 够独
立完成一些重要 的课 题和攻 克关 键技 术, 这也 说明了 学生
在老 师的指导下得到了 锻炼和 成长。但 是, 占 34% 老 师却
认为只有部分学 生起 到了重 要作 用, 这可 能是 受部分 学生
自身 的素质或者课题的难易程度的影响的原因。
从图 2 调研结 果更可 以看 出, 老师 们对 学生 的期 望相
当大 。都希望 学生们提高自身的学术修 养, 勇攀科学 高峰。
这说明两方 面的 问题, 一 方面, 老 师们将 完成 项目过 程中
积累的经验传授 给学 生, 并将 提炼 的科学 问题 交给学 生希
望学生们去攻克, 在促进 项目 完成 的同时 提高 学生的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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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 了攻坚作用。
( 二) 老师对学生在科研方面的意见
通过调研 , 老师 们都 认为 学生的 研究 应以瞄 准国 际先
进水平进行 攻关 为主, 同 时应该 尽早 进入课 题组 学习, 并
且应该进入课题 组后 马上就 确立 方向, 具 体的 统计结 果见
图 4 和图 5。

图 1 如何看待学生在 科研工作中的已经发挥的作用

图4

图 2 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能力; 另一方面, 老师们希望学生通过研 究生阶段的 学习,
进一步掌握 科学研究 的方 法, 为今 后从事 国家 大型 科研项
目攻关奠定基础, 积 累更 多的经 验。这一 点从 图 3 也 可以
看出, 大部分老师都 认为 自己 的学生 能力 较强, 都 希望他
们能够成才, 成为领 域专 家。但是 部分老 师也 认为 学生应
以学位为重, 参与 课题 只是给 学生 创造一 个完 成论 文的平
台, 科研任务应以论 文为 重。这也 显示出 部分 老师 没有把
学生看成是 完成课题 力量 之一, 学 生完成 课题 任务 只是在
完成学业的同时进行的。

结果表明, 老 师们 希望学 生们 尽快选 定方 向, 可 以有
针对性的去 学习, 通 过这 个过程 掌握 有用的 科学 技能。另
一方面, 老师们深 刻的认 识到 只有 持续不 断的 注入优 秀人
才, 不断扩 大 学术 影响 力, 形 成 一只 高 水平 的 学术 队 伍,
才可能始终保持 较好 的创新 性和 领先 水平, 更 好的在 课题
研究中成为 中坚 力量。这 更显示 出, 老师 们希 望学生 早日
进入科研 的 殿堂, 尽 快 了解 一 些技 术的 前 沿和 难点 问 题,
通过研究生 阶段 的学习, 大幅度 的提 升自己 的。这更 显示
出导 师对学生们成才的期望。

图5

图 3 本单位研究生水平与国内本学科的
其他学校相比 如何
从图 3 可以看出, 占 35% 的老 师对学 生的 水平 不太清
楚, 而 55% 的老师都表示 学生很 优秀, 这 方面 或许 存在两
方面的原 因: 一方 面, 老师 爱护 学生如 同自 己的 孩子, 所
以均认为自 己的 学生 是最优 秀的; 另 一方 面, 经过 多年的
刻苦攻关和 沉淀, 很多 科研小 组的 工作在 国内 外已 经是处
于前列, 这方面学生功不可没, 学生们的确都非常优秀。
总体来 看, 老 师们 都希 望学生 能够 迅速 成长, 并 通过
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使 他们 在学术 水平 不断提 高, 这 显示出
老师们对学 生爱护的 一面, 而 并不 是如很 多网 上所 流传的
/ 老板0 们疯狂的剥削学生, 将他们当作 廉价劳 动力, 不关
心他们的成 长。同时, 也显示 出参 与调研 导师 们的 学生大
都比较能干, 承担 了大 量课题 的研 究和在 课题 关键 问题上

研究生适合选择什么样的题目进行论文研究

研究生什么时候确定研究方向比较合适

( 三) 老师对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意见
问及学生是 否应 该多参 加学 术方面 的交 流, 回答 都是
肯定的。一 方 面, 老 师要 求学 生 们加 强 内部 的 沟通 交 流,
相互帮助促 进课 题研究; 另一方 面, 老师 也要 求学生 们积
极参加外面 的学 术交流, 有利于 学生 接触学 科前 沿, 同时
在外面多 结识一 些朋 友, 有利 于今 后的发 展。这一 点, 在
老师对学生参加 国外 学习上 也可 以看 出来, 老 师们都 认为
学生在国外多了 解和 接触一 些国 际前 沿, 这样 有利于 学生
的成 长, 这完 全是与 / 老板0 概 念背道而驰的。
从图 8 的统计 结果来 看, 老师 希望 学生 们能 够多 参与
一些 专著、报 告写作, 这 样可 以让 学生早 日接 触一些 学科
前沿 , 提高自 己的科 研水 平和报 告撰 写能力, 促进学 生的
成长 。同时, 学生熟悉 了许多科研相关的报 告体制和 方法,
有利 于从事日后的科研工作。
可见, 导师们 在学 生们培 养过 程中, 积 极鼓 励学 生们
多参加各 种学术 交流、拓 宽视 野, 了解 学术前 沿科 技。同
时也希望学 生能 够 早日 熟 悉国 家相 应 的科 研体 制 和流 程,
使学 生早日称为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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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见和建议

图 6 目前最应当加强的研究生学术交流方式

结合调研结果, 通 过座谈 导师 们对学 生管 理、学 术水
平的提高和监督 淘汰 机制等 进行 了总 结分析, 作为已 有调
研结 果的补充, 对于老师们值得注意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 1) 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强化管理。
( 2) 可适当 减少 研究 生在 协助 老师 完成 科研 项目 中的
事务 性的工作。
( 3) 针 对学 员个 性特 点, 个 人兴 趣进 行指 导, 指 导要
有个性、针对 性; 指导 要具 体, 特别 是对硕 士生 需给 出可
操作性和指 导性 的内容; 要充分 培养 学生的 兴趣, 发 挥其
主动 性; 培养 方式上 也可 以适当 地调 整, 以科 研小组 方面
来分类指 导, 以 博士 带 硕士 来 解决 当前 学 生过 多的 问 题,
但导 师组要及时了解培养情况。
( 4) 鼓 励学 生多 交流, 相互 学习, 提 供学 生独 立 承担
工作 任务的机会。
对于学生, 决 大部 分导师 都是 希望学 生成 才, 对 学生
要求 严格, 也 希望年 轻的 学生们 能够 潜心学 习, 科研 本身
是枯 燥乏味的, 兴趣爱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的。

五、结束语
图 7 对研究生出国留学有什么样的看法

图 8 学生期间有必要参与专著、报告写作的调研

三、关于学生的看法分析
通过调查数 据来 看, 几乎 所有的 老师 都希 望自己 的学
生早日成才, 能够在 今后 的科 学研究 中发 挥重要 作用。但
是为什么为出现学生称导师为 / 老板0 的 情况。可以 认为,
研究生在学 习期 间, 主要 希望 自己能 够得 到成长, 同时具
有一定的经 济收 入。因此, 一 方面 他们希 望在 学习 期间干
一些收入稍 高并且完 全与 课题相 关的 工作, 最 好这 些工作
还是课题前 沿或 者他 们自己 非常 感兴趣 的工 作。然而, 当
这些要求达 不到他们 要求 时候, 年 少气盛 的青 年们 就充满
了抱怨 [ 5] 。当然, 很 多老 师也承 认, 为 了能 够维 持学 生高
额的培养费, 不得不 干一 些和 研究方 向不 一致的 课题, 以
弥补经费的不足 [ 3] 。此 外, 笔者 对我 校几位 获得 全国 百优
论文的一些 作者 进行 了采访。 他们一 致认 为, 导师 要求严
格, 这有利于他们学 习和 成长, 学 生承当 较的 多科 研任务
的确比较累, 但是这 使得 他们 能够较 早的 进入课 题, 及时
的了解科研方法和科研动态, 让自己能够 走在科研的 前列。
此外, 也有 文献 报 导社 会上 存 在极 少数 不 负责 任 的老 师,
他们完全不顾学生的成长 [ 6] , 一心只顾自 己的公司或 企业,
学生真正成为了 / 员工0。

通过调查问卷, 并 结合老 师们 意见, 在 老师 们看 来可
以肯 定的是:
( 1) 研究生是科 研 工作 的主 力 军, 在 基础 研究 和 关键
技术 攻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2) 学生们应瞄 准 国际 先进 水 平进 行科 学 研究, 并定
期参 加各种学术讲座、会议和国际间学术交流;
( 3) 老师们应该 经 常和 学生 沟 通, 尽 早帮 助学 生 确立
研究 方向; 同 时学生 应加 强自身 管理, 在 老师 的引导 下勇
攀科 学高峰。
通过对问卷 调查 可以看 出, 老师 们在 很多方 面都 存在
共识 , 尤其是 对于学 生的 培养、指 导和科 研方 面的认 识都
基本完全 相同。分 析原因, 一方面, 本次调 研均 针对 工科
院校并承担了大 量科 研任务 的老 师, 他们 科研 方法和 科研
习惯 都比较接近, 因此很多方面的认识 都相同; 另一 方面,
工科 、理科和 文科之 间的 学生是 存在 很大的 差别 的, 工科
的导师通过工科 的训 练成长 起来, 因此他 们对 学生的 指导
很多 都来自于自身学习经历, 所以认识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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