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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おける大学院生教育の基本状況

　1978年から中国が改革開放を実施して以来，とり
わけ1980年12月15日から18日にかけて国務院学位委
員会第一次（拡大）会議が北京で行われ，「中華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が制定・公布されてから，中国の学
位と大学院生教育は大幅なまた急速な発展を遂げ，規
模が厖大で，タイプが多様で，制度が完備した，繁雑
な運用システムへと発展した。このため，歴史的・網
羅的な解説を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私が比較的よく
わかっている大学（陝西師範大学）を例として，今回
の大学院生教育についての国際交流活動に充てたいと
思う。
　中国の高等教育機関のタイプは複雑で，この10～
20年間においては大学の合併・名称変更の風潮も盛
んであり，また各大学もそれぞれの歴史と運営上の特
徴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この報告は一般的な状況につい
て説明をするだけであるが，やはり学位授与と日頃の
育成などの制度・政策の具体的な運用についてを主と
したい。
　報告の内容に必要不可欠な資料として，注釈と付録
の方式を採った。

１．歴史と管理組織構成のあらまし

　1949年から1978年の間の中国の高等教育機関は，
大学院生を募集して選抜していた。国は，1964年に
学位条例を制定し，幾つかの大学（北京大学など）が
大学院生を入学させた。ただ，この時期には，政治運

動が立て続けに起こり，大学院生の育成は効果的な発
展を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後に，大学生の正常
な入試と入学が廃止されたのと同じく，全て廃止され
た。1978年12月18日から22日にかけて，有名な中国
共産党中央第十一期三中全会が開かれ，「全党の職務
の重点は1979年から社会主義現代化建設に転換する
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決議がなされた。1980年12月15

日から18日にかけて，国務院学位委員会第一次（拡
大）会議が開かれ，発布された報告には「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務委員会がはっきりと規定しているように，
我が国の学位条例は1981年１月１日より施行する。
そのため，本年より以前に学部・大学院を卒業した者
には，もうその学歴によって学位を追加的に授けるこ
とはない。」とある。このようなことから，中国の大
学院生育成制度の設立は，1980年から1981年にか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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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始ま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中国では，1978年から1981年は混乱を収拾して秩
序を回復する時期であり，新しい方針と政策を制定す
る時期であった。この時期に国家レベルで公布された
綱領的な規定には，「国務院学位委員会関於国務院学
位委員会第一次（拡大）会議報告」（1980年12月15日
から18日）・「中華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２月
12日第五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第十三回会
議で採択）・「中華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暫行実施弁法」
（1981年５月20日国務院で批准）がある。
　全国の学位と大学院生教育を主管する最高機関は，
国務院学位委員会で，その下に設けられている事務局
は国務院学位委員会の日常的な事務機構である。教育
部の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は，国務院学位委員会弁
公室と協力して，共同で「中華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を実施する責任を負っており，全国の学位と大学院生
教育の任務を統一的に計画して一元化した管理を行っ
ている。
　20世紀の90年代，全国の各省・市・自治区の教育
庁（「教育委員会」の名称を使用したこともある，略
称は「教委」）に，学位と大学院生教育を専門に管理
する機関を設けた。省一級学位委員会は，その省内の
学位と大学院生教育を行う組織とを責任を持って管理
して調整を行う。
　各高等教育機関，つまり大学院生を育成する機関に
は，教育部の認可を受けた「研究生院」があり，「研
究生院」が認可されなかった機関は「研究生所」を設
立した。1978年から2006年にかけて，陝西師範大学
の大学院生管理にあたる組織の名称は「研究生所」
で，その後「研究生部」と改名した。これは，「研究
生院」を設立したいという目標への熱意を表している
ものである。

２．学位を授与する学科の専攻分野の区分

　前述の「中華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暫行実施弁法」第
二条に，学位は以下の分野ごとに授与するという規定
がある。つまり，哲学・経済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歴史学・理学・工学・農学・医学である。
　分野の下の学科・専攻をどのように区分するかは，
学生の募集・育成・学位授与などにかかわる重要なポ
イントである。国務院学位委員会の段取りによって，
関連する組織・機関が意見のやりとりを行い，これを
基礎として，1983年３月に国務院学位委員会は「高
等学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学位的学科・専業目

録」（試行草案）を公布し，当該委員会の評議グルー
プが学位を授与する専攻範囲の区分をチェックする根
拠とし，学位を授与する組織もこのリストの規定によ
って大学院生を募集して入学させ育成し，相応の学位
を授与することとなった。
　この1983年の試行草案は，1990年10月まで執行さ
れ，国務院学位委員会・国家教育委員会は正式な「授
予博士・碩士学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学科・専業目録」を
公布した。新しいリストは，学科の分野と学科・専攻
のコードとを確定し，管理学・軍事学という分野を付
け加えている。1990年版のリストには，「試行草案と
比べると，専攻によっては範囲が広くなっており，専
攻の内容を調整・充実させており，同時に，区分が細
かすぎたり偏っていた専攻を削除したり合併させたり
し，新しい専攻を付け加えた。以前の業種やセクショ
ンに基づいて区分されていた時代遅れの専攻を適切に
調整し，学科に基づいて一括して設置した……」とい
う説明がある。
　1997年６月になり，国務院学位委員会・国家教育
委員会は，1990年版のリストの基礎の上に，何度に
もわたる意見の聴取を経て，繰り返し論証して修正を
加え，新版「授予博士・碩士学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学
科・専業目録」を公布した。この修正の主要な原則
は，「科学的・規範化・拡大」である。修正の目標は，
「一級学科を少しずつ規範化し調整する。二級学科を
拡大し調整する。」である。以前のリストと比べて，
新しいリストで主に調整されている部分は，管理学と
いう分野が付け加えられ，一級学科は以前の72から
88に増やされ，二級学科は654から381に調整され，
全体で273学科が削減されたことである。
　現在に至るまで，各高等教育機関が学位を授与する
根拠は，依然として1997年のこのリストである。

３．大学院生教育システムの完備への道のり

　中国の高等教育機関の学科の新設は，主に学位授与
権を持つ機関に関連する組織が計画して申請する。す
でに認可された学位授与機関は，大学院生の育成に力
を注ぎ，科学研究の水準を高めると同時に，国家のた
めに更に多くの一定の水準に達した人材を養成する。
　また，学位授与権が無い学校は，普段の業務におい
ては科学研究の成果を絶え間なく積み重ね，プロジェ
クトを獲得して，学術面での影響力を拡大し，国務院
学位委員会が新たに申請の機会を設けた場合には，校
内の組織が歩調を合わせることから始め，方向を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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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おける大学院生教育の基本状況

し，丁寧に書類を作成し，申請作業を完成させる。そ
の領域の専門家の審査を経て，更に国務院学位委員会
学科評議組のチェックをパスして（一級学科設立の場
合），認可されれば，新しい学位授与権を持つ機関が
誕生することになる。
　１～９度にわたる学位授与権を持つ機関の申請と審
査・認可の作業を経て，現在，中国の高等教育機関に
は，すでに多くの学位授与権を持つ機関があり，その
専攻の大学院生を育成している。陝西師範大学を例に
とれば，18の学部があり，学科の設立では以下のよ
うな進展がある。
　　歴史地理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という３

つの国家重点学科がある。
　　動物学という国家重点（育成）学科がある。
　　中国語言文学・歴史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

地理学・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などの
10のポストドクター科学研究拠点がある。

　　マルクス主義理論・中国語言文学・歴史学・化
学・地理学・生物学などの６つの博士学位授与
権を持つ一級学科がある。

　　博士学位授与権を持つ二級学科は61である。
　　修士学位授与権を持つ一級学科は24である。
　　修士学位授与権を持つ組織は151である。
　　教育専攻修士学位の授与権がある。
　　高等教育機関の教員が在職のままで取る修士学位

の授与権がある。
　陝西師範大学のような師範系の大学では，資料によ
れば，中国に現在ある12の学科分類のうち，大学内
の学位授与権のある機関は，哲学・経済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歴史学・理学・工学・農学・医学・管理
学などの11を占め，優勢な学科と特色のある学科と
が統合され，基礎的な学科と応用学科とが結びつき，
伝統的な学科と新興の学科とが互いに発展を促すとい
う全体の協調的な発展構造を作り上げ，大学院生教育
システムは全面的で合理的になっている。
　中国の高等教育機関の特徴の１つは，タイプが多様
ということであり，21世紀に入ってから，「専業碩士」
の育成モデルが機運に乗じて生じた。様々なタイプの
高等教育機関の中で，「専業碩士」に関する積極的な
申請活動が展開された。中国の高等教育機関の様々な
タイプを例示する。
　　総合大学：清華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など。
　　工科系の大学：華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など。
　　師範系の大学：北京師範大学・華東師範大学・陝

西師範大学など。
　　農業系の大学：中国農業大学・西北農林科技大

学・華南農業大学など。
　　林業系の大学：北京林業大学・東北林業大学・南

京林業大学など。
　　医科系の大学：中国協和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

学・同済医科大学など。
　　財経系の大学：上海財経大学・中南財経大学・西

南財経大学など。
　　民族系の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西

蔵民族学院など。
　　法律系の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大学・西

北政法大学など。
　　外語系の大学：北京外国語大学・広東外語外貿大

学・上海外国語大学など。
　　芸術系の大学：広州美術学院・北京電影学院・武

漢音楽学院など。
　　体育系の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武漢体育学院・上

海体育学院など。
　これらの学校のタイプとその実際の性質に基づい
て，現在，申請し認可を得た「専業碩士」が育成でき
るのは，工商管理修士・法律修士・教育修士などであ
る。
　大学院生教育と学位授与における３つの大きなポイ
ントは，募集と選考・育成・卒業試験である。この３

点について，各高等教育機関の改革の主な内容は，国
務院学位委員会が発行してい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月刊）で定期的に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こでは，具
体的な経験の交流があり，様々な大学の学科設立の紹
介も載せられている。
　1978年以来の中国の学位と大学院生教育をやや概
括的に考えれば，全体として以下の４つの大きな転換
がある。
　１． 各レベルの学位と大学院生教育の管理組織の無

から有への設立。修士学位授与権を持つ機関を
審査して認可する権利の省レベル学位委員会へ
の譲渡により，かつての権限が集中していた方
式が変更された。

　２． 大学院生が公費で勉強していた状態から，公
費・私費の並存へ，さらに私費へという過程。

　３．様々な学科の大学院生用の教材の開発も無から
有へであり，次第に良いものになってきてい
る。

　４．大学院生育成モデルは多元化し，いろいろな模
索が積極的に推し進めら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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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陝西師範大学の育成の特徴

　1978年以来，陝西師範大学が入学を許可した大学
院生の人数は，２桁から３桁に増え，さらに４桁に増
加した（2003年）。しかし，学部学生の人数と比べる
と，その比率は次第に縮小している。
　教育部直属の師範系の大学として，陝西師範大学の
専攻的な優位は，主に伝統的な文系・理系の学科や専
攻に現れており，すでに設置されている大学院生を募
集できる専攻についても同様である。専業碩士につい
ては，教育修士の育成を特長としている。
　大学院生育成方法では，かつて「徒弟制」と呼ばれ
ていた育成方法は，一定の範囲と程度において挑戦を
受けている。これは主に理工系の専攻と各種のレベル
の基金によるプロジェクトを担っている学科の領域に
おいて起こ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文学や歴史の系統の
指導教員には，「徒弟制」という育成方法は依然とし
て相当合理的な方法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もちろ
ん，現在の具体的な状況に合わせて改良を加えること
が必要ではあるが。
　理工系の専攻と各種のレベルの基金によるプロジェ
クトを担っている学科の領域では，「ピラミッド型」
の科学研究団体というような育成モデルが流行してい
る。これは，指導教員が若い科学研究メンバーと多数
の大学院生を組織して科学研究団体を作り，科学研究
プロジェクトに関連する研究を展開するもので，幾つ
かのこのような科学研究団体が，更に著名な教授（一
般に学科リーダーと呼ばれる）を取り巻くようにして
研究を展開し，プロジェクトを完成させていく。この
ように，団体が協力する方式を採り，比較的多くの人
数の大学院生を指導するというのは，中国の高等教育
機関の理工系の専攻でよく見られる育成モデルであ
る。
　私が在職している陝西師範大学西北歴史環境与経済
社会発展研究センター（略称は「西北環発センター」）
には，現在，博士課程が１つ（歴史地理学専攻），修
士課程が２つ（歴史地理学専攻・科学技術史専攻）あ
り，在籍する博士・修士の学生は100人を超え，学生
募集と選考・課程での育成・野外実習・中途選別・論
文梗概の発表・論文執筆・学習進度報告制度・予備面
接試験・正式な面接試験といった具体的なポイントに
ついては，大学の研究生部の取り決めに従って行って
いる。この研究センターがよるところの歴史地理学専
攻は，文系と理系が交差しているという特徴があり，
大小の様々の科学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を担っており，大

学院生教育のモデルも多様であり，オーバーラップさ
えしている。大学院生を指導する教員も各種の試みを
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具体的な育成において，本
専攻の質の高い人材をより速くより良く輩出できるよ
う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５．陝西師範大学の大学院生育成システム  

の改革

　2006年１月，中国政府は「関於実施科技規劃綱要・
増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を行い，全国の各界に対し
て，創造的な国家を建設するという努力目標を打ち出
した。
　中国の教育界も，客観的情勢の進行と上級部門から
の啓発と激励とを受け，改革についての構想を持続的
に描き続けた。
　2008年になり，新しい改革の方向は，最終的に学
費納入に関する制度に向け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
ようになった背景としては，以下のような報道があ
る。2009年から，中央省庁が所管する大学の全ての
大学院生に学費を納めさせたうえで，奨学金の獲得を
目指させ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消息筋によ
れば，今回の大学院生育成システムの改革の中心は，
指導教員の責任制度と援助制度であり，全ての学生が
学費を納め，その後，学術科学研究の成果によって奨
学金を支給する。2006年にハルピン工業大学などの
３つの大学が率先して改革を始め，2007年には17大
学に増加し，2008年には研究生院を設置している大
学へと普及した。教育部は，省が管轄している大学に
もこの試みの展開を奨励している。
　2008年６月，陝西師範大学は「陝西師範大学研究
生培養機制改革試行方案問答」（さらに「陝西師範大
学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試行方案的補充規定」）を打ち
出し，その中で大学院生教育の中心は創造的な人材を
育成する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た。大学院生育成システム
改革の主な内容が何かと言うと，ここでは以下のよう
に述べている。
　　大学院生育成システムの改革の目標は，大学院生
育成システムを完全なものとし，大学院生育成が
長期にわたって保障されるシステムと内在する奨
励システムとを打ち立てることである。その主な
内容は，科学研究を主導的なものとする指導教員
の責任制と，科学研究と緊密な関係を持つ奨学金
制度とであり，資源を全面的に考慮して，合理的
に配置し，指導教員と大学院生の関係を調整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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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員がより積極的に大学院生を育成するよう
にし，大学院生育成のレベルの向上を促す。

　指導教員が主導していろいろなルートで科学研究の
経費を調達して，大学院生の科学研究を援助すること
が改革の要である。この改革は，大学院生教育理念の
転換と大学院生管理体制の根本的な変化にかかわって
おり，大学院生の募集と選考・育成・学位授与・指導
教員の管理などの各方面にかかわっており，その目的
は，より良いシステムと条件を創り出し，大学院生育
成の質を全面的に向上させるところにある。
　「陝西師範大学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試行方案」は，
以下の内容を含んでいる。
　　上述の育成システム改革の原則と所期の目標によ
って，育成システム改革の方案は３つの方面の内
容を含んでいる。第１は，指導教員の責任制を確
立して，指導教員が大学院生の学術研究能力育成
を導く働きを充分に発揮すること。第２は，主に
在学期間における審査を通じて大学院生が獲得す
ることのできる経済的な援助を決定すること。同
時に，「三助」（教育・管理・研究を助ける）ポス
トの設置を通して，大学院生教育を大学の科学研
究及び教育などの活動の有機的な構成部分とする
こと。第３は，大学内部で，大学から支出する大
学院生育成費用・指導教員の研究費用の一部・そ
の他の関連する資金を統一的に計画して使用し，
新しい大学院生褒賞システムを構築すること。

　陝西師範大学の実際の状況は，2008年から改革を
実行し始め，2008年入学の修士と博士の学生には私
費が適用されており，少数民族から特別に選抜された
学生・農村出身の修士の学生・推薦入学の学生を除い
て，その他の学生には平等に学費の徴収が行われてい
る。現在決まっているのは，2009年には全面的な学
費徴収を行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以前の大学院生は，
公費生と私費生とに分かれており，公費生は毎年
1000元の寮費と幾らかの代理集金分の費用を支払う
だけで，その他の費用は必要なかった。私費生は，寮
費を支払う以外にも，文系の学生で毎年6500元の学
費を納めなければならず，理系の学費はこれより少し
高額である。それなのに国家の奨学金は公費生だけが
受けることができ，勤務先の無い公費の修士課程の学
生には毎月208元の補助があり，勤務先のある公費の
学生には勤務年数に応じて２年ごとに20元を加算し，
博士の学生には毎月600元の補助がある。改革を実行
してから，奨学金を受けられる範囲は広くなり，学習
成績に応じて，全ての学生に奨学金を獲得するチャン

スがあるようになった。2008年には，必要に応じて，
研究生部の下に「奨助管理科」が設置された。
　2008年９月の新入生から，この制度の実行が始ま
った。大学院生の話では，新しい管理方法は，さしあ
たりチャンスが平等ではあるが，プレッシャーはより
大きいという。修士１年生の呂君は初年度の私費の学
生である。彼は，「こういった改革は悪くない，皆の
チャンスが平等で，以前のように１回のテストでその
後が決められるようなことはない，努力しさえすれ
ば，僕も奨学金を貰うことができる。」と言っている。
呂君はさらに続けて，各クラスの成績が前から４分の
１までの学生に与えられる奨学金があり，１人当たり
１年間に5000元の奨学金を貰え，第２学期から総合
の成績が優秀であれば，さらに別の種類の奨学金も貰
える，と述べた。この他に，文系の学生は毎月１人
200元の生活補助がある。今年修士２年生の曹さんが
言うには，彼女は本校の最後の公費生の１人であり，
入学したばかりの頃は優越感があったが，次第にみん
な一緒で変わりはないと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彼女は
毎月210元の補助を受けており，もし研究能力が高く，
発表論文数が多ければ，さらに奨学金を貰うことがで
きるが，彼女の知っているこの奨学金の最高額は
1500元にすぎず，新しい方式が実施されてからの奨
学金の額には遠く及ばない。
　陝西師範大学は，大学院生管理業務を強める中で，
以下の新しい措置を採る予定である。
　　大学院生管理を強めるという理念は，我が大学の
大学院生教育の全てのプロセスを貫いている。大
学は更に大学院生の教育と審査とに力を注ぎ，再
履修の制度・総合試験による淘汰の制度・学位論
文梗概の再発表制度の実行を通して，大学院生の
学習の経過に対する管理と監督とをより優れたも
のにする。学位論文の予備審査・予備面接試験を
行い，博士論文の匿名査読制度をいっそう充実さ
せ，匿名査読制度の有効性を高める。同時に，我
が校は「国家が高い水準の大学を築き上げる」と
いう全体的な要求に基づいて，積極的に優秀な大
学院生を選んで世界の一流大学へ派遣し，一流の
指導教員の下で研鑽させる。また，大学院生の国
際学術会議参加を積極的に奨励し資金面での適切
な援助をし，国際学術交流を推し進め，大学院生
の国際的な視野を広げる。

　現在すでに，“陝西師範大学研究生教育網” で，詳
細な「陝西師範大学研究生優秀学位論文奨励弁法」
（陝西師範大学研究生部，2008年５月26日）を見る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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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ができる。これは，上述の改革措置が登場し実施さ
れたことにより，大学院生育成という職務における指
導教員と大学との人材育成の効果には，改革された制
度が緊密なつながり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
を示している。

６．む す び

　中国は長らく，大学院生育成という仕事を，「人材
育成」と称してきた。その方法は，基本的に全て上意
下達で，どこかの部門の改革の経験が有効であると証
明された場合は，教育部の主管部門を通して総括され
普及される。大多数の高等教育機関について言えば，
直面することになる主な任務は，学んで見習って執行
することである。
　陝西師範大学の大学院生育成は抜きん出ており，卒
業生は多くの学問的な或いは社会的な成果をあげてい
る。今現在まさに新しい改革の時期にあり，大学は積

極的に大学院生育成システムの改革を展開するという
態度を明確にしている。比較的はっきりとした効果が
得られるかどうかは，実践の中で検証されることを待
ちたい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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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会：私は中国の大学の教育システムについては全
く存じ上げないのですが，伺っていると，プログラム
を申請して予算を取るとか，あるいは研究者の評価で
いかにどれだけ資金を，お金を取ってくるかで評価さ
れるというのは，全く日本も今，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
いつつあるわけですね。全く同じ状況だなと思って，
興味深く聞いていました。
　大変整理したご報告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また，報告
内容は別途，中国語のもの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教
育研究推進室の年報には，ぜひそれを掲載したいと思
いますが，この機会にぜひいろいろお伺いして，侯先
生も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うに，研究面だけではなくて
教育においても将来的に陝西師範大学と名古屋大学，
われわれとの間で協力できることがあったらぜひ協力
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どうぞご質問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が，いかが
でしょうか。
　Ｑ：日本では，博士号を取得した学生が非常にたく
さんいるのですが，なかなか就職ができないという状
況がありまして，高学歴だけれどもワーキングプアに
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とても問題になっていますが，中国
ではどうなのでしょうか。博士号を取得した，特に理
系もそうかと思いますが，文系の学生の就職状況とい
うの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侯：中国の場合は，今の段階なら，もし博士の学位

を取ったらできますね。何となく，大学で（笑）。日
本も同じだと思いますが，大学のレベルがいろいろあ
りますから，学生自身の発表の論文のレベルによって
違います。有名な大学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もちろん
発表した論文の質やレベルが高くないと，それは無理
なことです。
　今，中国の場合は，大学の教師の採用の場合も，多
分日本と同じだと思います。書類選考と面接両方あり
ます。うちの研究センターも同じです。2004年，
2005年に卒業したうちの卒業生，博士号を取った人
なら，そのままうちの研究センターで勤めることはで
きましたが，去年からもうできなくなりました。うち
はよそからの教授じゃないと採用しません。そういう
形が現実です。
　そういう点は，各大学によって状況も違いますし，
同じ大学の中でも学部によっても状況が変わりますか
ら，博士が欲しい学部なら，レベルがちょっと低くて
も採用しますが，うちの研究センターならレベルもも
う既に高くなっていますから，普通の卒業生の方では
なかなか採用できません。
　Ｑ：若い大学院生の場合は，博士号を取得すること
が一般的に幾つかあるわけですが，ある程度年齢が上
の世代ですと，博士号をまだ持っていないという方も
多いかと思います。同じ大学の教員組織の中で，一方
で若い先生方は博士号を持つことがある意味スタン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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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ド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が，年齢の上の方はそう
じゃない方が多く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のですが，そう
いう問題というのはあるでしょうか。
　侯：確かにおっしゃったとおりですね（笑）。うち
の大学の例でしたら，各学部で博士号の学位を持って
いる先生方の比率があるのです。この比率によって学
部も評価します。だからこの比率の割合が低かった
ら，在職中の先生方もどんどん学位の獲得を勧めま
す。どうぞ取ってください，という傾向です。
　95年までは，別に博士学位を取らなくても，持た
なくても特に問題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でも95年から
いろいろ政策も出ましたから，もし博士学位がなけれ
ば教授になれるかどうか，それはまず問題ですね。あ
とは福祉の，例えば中国の場合は先生の寮が安く提供
されますから，その面でもいろいろな問題が出ており
ましたから，今は先生たちもとてもプレッシャーも感
じます。
　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司会：ほかに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私からも
聞いてよろしいですか。今，日本では大学間の競争が
どんどん激しくなってきています。名古屋大学の場合
だと，楽観的に言って，日本全体の中で何とか５位以
内に入りたいと。そして世界全体で見たときに100位
ぐらいには入りたいと。この100位というのは，ちょ
っと厳しいゴールかと思うのですが，目標としては
100位以内ですね。ただ，一方でそういう目標はある
のですが，財政的にというかお金がなくて，先ほど有
名な先生を競争的に呼んでくるという話があったかと
思いますが，なかなかそういうこともしにくいのです
が，中国ではいかがなのでしょうか。有名な先生を呼
んでくれば当然ランクが上がるというか，先生のサラ
リーなどはどう決まっているのですか。自由に決める
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か。例えば有名な先生を呼んでく
るときに，たくさんの給料を用意して，来てください
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か。
　侯：中国の公務員というか国家の教育部によって，
要するに中国では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ら世界の一流大
学になれるかという会議が何回もありました。皆さん
ご存じかと思いますが，中国の教育界では，こういう
一つのプログラムがあります。「２１１プログラム」
です。
　司会：さっき出てきていましたね。
　侯：そうですね。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かというと，
21世紀に中国では100ヵ所の大学で，世界トップレベ
ルの大学になろうというプログラムなのです。要する

に国家から，こういう「２１１プログラム」に入った
大学にはたくさん資金をくれるのです。
　さっきおっしゃったような，有名な先生の招待の場
合の費用ですね。その先生のレベルによってランクも
違います。出る費用も違います。そして行う会議のレ
ベルによっても，出る金額によっても全然ランクは違
い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れはケース・バイ・ケースです
が。
　今回，夏休みの時，うちでそういう学会が行われま
した。全国の有名な教授を10人ぐらい招待しました。
一人ずつは半日ぐらいの報告──１時間ぐらいの講演
があって，あとは個人の指導もありました。その場合
の費用は，一括で3,000元ぐらいですね。日本円でい
うと５万円ぐらいの謝礼が出ました。
　司会：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ほかにどうぞ，皆
さんからどんなことでも。
　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私は10月に北京の
中国人民大学に行きまして，大学の構内，学生たち，
非常に活気に満ちているというのを見て来まして，今
の中国の元気な様子をあらためて知ったわけですが，
今，国家重点学科というのに，陝西師範大学の三つの
学科が指定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お話がありました。大学
院に入学しようとする学生たちは，そういうところで
選ぶのでしょうか。つまり，重点学科に指定されてい
る，だからそこに行きたいというような選び方をする
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その大学へ行きたいからと
いう選び方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侯：中国の場合は，学部の時は，専攻や大学を選ぶ
時は，親の影響はとても強いです。大学院の場合な
ら，やっぱり自分の意志で選ぶことになります。専攻
の選び方ですが，これは自分の意志によって決まりま
すから，好きな科目をまず選びます。もちろん好きな
専門を選びますが，もう一つは，自分はその大学に行
けるかどうか。要するに，そういう実力があるかどう
かで変え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うちの研究センターの
場合でも，歴史地理学の専攻の応募者，応募の学生は
毎年80名ぐらいいます。合格できる人数は実は30名
しかありません。受験生にどうしてこの専攻を選びま
したかといつも聞きますが，大体の受験生は，小さい
ことから──中学校から歴史や地理に関してとても興
味がありましたなどと答えます。ほかの専攻の受験生
の選び方はよく分からないのですが，うちの専攻の受
験生は，大体こういう傾向で選んでいます。
　Ｑ：歴史地理学が国家重点学科になっている大学と
いうのは，幾つあるの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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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２ヵ所しかありません。復旦大学とうちです。
皆さんもご存じかと思いますが，史念海先生がうちの
先生ですが，この先生の影響力の下でうちの研究セン
ターは随分大きくなりました。この雑誌は，うちの研
究センターで作りましたが，これは中国では唯一の雑
誌で，中国歴史地理論集です。この雑誌によってもと
ても評価されています，そういう重点学科になれるか
どうかは。
　Ｑ：史念海先生は日本でも昔から非常に有名で，研
究者はほとんど全部知っています。
　Ｑ：もう一つだけ。陝西師範大学の大学院生で，大
学院在学中に留学する人はどのくらいいますか。
　通訳：留学ですか？　海外へ？
　Ｑ：海外へ。
　侯：あ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が，でも人数はそんなに多
くはないです。特に歴史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少ない
です。言語学や社会学は割合人数が多いですね。
　司会：ほかに，もう少しだけ。
　Ｑ：大学院生の指導の方法について，先ほど中国で
は師弟関係が非常に重要で，ほとんど先生の指導に任
せるというように，自由に先生が指導するという方向
が中心だったと思うのですが，それが侯先生の話で
は，どうも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変える必要があるとい
う。そうすると，何か新しいカリキュラムなどの工夫
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が，師範大学では，古
い指導方法に対して，どういう新しい指導方法を考え
ておられるのか，簡単に。
　侯：非常に重要な質問ですが，（侯先生の場合は）
師範大学の大学院生の管理のところで，責任者を１年
間務め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の仕事は面倒くさいとい
うか，厄介な仕事ですからやめて，名古屋大学に訪問
に来ました（笑）。この発表を準備する時に，準備す
ればするほど，中国の大学院のシステム，政策は面倒
くさい，厄介だということをしみじみと感じました
（笑）。
　正直言いますと，中国の大学院のこういうシステム
は，本当に学生にとって役に立つかどうかは疑問を持
っています。だから，学部の教え方に比べたら，本当

にこの大学院生にとってどのぐらい知識を教えている
かとか，どのぐらい役に立てるかどうかは，本当に疑
問を持っています。結局は，指導教官の指導によって
だいぶ変わります。本当に指導したら，だいぶいろい
ろなことを教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す。
　今までの指導方法というと，本当に先生と弟子の感
じですね。だから今までは中国の指導教官は，大体１

年に一人しか大学院生は教えないのです。いつも自宅
まで呼んで，文献をじっくり読むという指導方法でし
た。今，中国の各大学では大学生の応募人数がだいぶ
増えてきました。それによって，こういう今までの指
導方法は全部崩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こういう新しい状況に応じて，もちろん指導方法も
変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ですが，今新しくできた一つ
の指導方法は，特に理系，自然科学はもう既にできて
います。要するに，一つのプログラムについて指導教
官がいて，下に各大学院生が一つの分野を研究した
り，修士論文のテーマにしたりという団体ができまし
た。これは新しい指導方法になっています。
　今までは，中国の学術交流会，学会の場合は，大体
先生方同士で一緒に学会に参加していましたが，今は
先生は大体自分の大学院生を連れていきます。なぜか
というと，同じプログラムをやっていますから。だか
ら連れて行く大学院生の人数は，一人じゃなくて何人
か一緒に行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指導教官で一つの団体になっていますから，みんな
担当する分野，話題も違いますから，いろいろな学術
学会にも一緒に行き，最後は一つの報告にまとめ，１

冊の本にもなります。それは最後の成果として報告し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
　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司会：いろいろお話を伺ってきましたが，予定の時
間をちょっと過ぎておりますので，教育研究推進室の
18回目のワークショップは，これで閉会としたいと
思います。本日は本当に侯先生，貴重なお話をありが
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曹さん（陝西師範大学外語学院講
師，代表団通訳），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お二人に感謝の拍手を贈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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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状况

——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践为例的论说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第十八回 教育研究推進室ワークショップ主催講演会

摘要：1949-1978年之间中国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

育，还没有形成过规模，就在政治运动中消失了。
1978-1981年则是一个拨乱反正，制定新的方针政策，
研究生教育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截止到2008年，中

国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
类型多样、制度健全、操作方式繁复的运行体系。本
报告以陕西师范大学最近十年的教育实践为例，观察
分析这一领域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运作状况。

关键词：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陕西师范
大学；教育实践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12
月15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
北京举行，制定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后，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已经得到较多较快的发
展，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类型多样、制度健
全、操作方式繁复的运行体系，因此，需要做一些自前
至后、自上而下的介绍，并以一所报告人较为熟悉的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作为例证，来进行此次研究生培养
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

由于中国高等院校的类型复杂，最近一二十年的大
学合并、更名风气甚盛，各类学校又有自己的历史和办
学特点，所以，这个报告只是就一般情况来略加说明，
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些学位和培养制度和政策的具体运行
上。

目次

一、简要历史

二、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门类划分

三、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逐渐健全

四、陕西师范大学的特点

五、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

六、结语

1949-1978年期间的中国高等院校，曾招收过研究生。国家在
1964年曾制定过学位条例，在不多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招收过
研究生。只是在那个时期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研究生培养没
有得到有效的发展，后来，连同大学生的正常考试和录取，都被
取消掉了。

1978年12月20日，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尤其是1980
年12月15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召
开，所发布的报告指出：“人大常委会已明令规定，我国学位条例

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因此，对今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
和研究生，不再按学历补授学位”。说明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建设，

是从1980～1981年之交开始的。

在中国，1978-1981年是一个拨乱反正，制定新的方针政策的
时期。

一、简要历史

主管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机构是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其下设的办公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日常办事
机构。而教育部的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则与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共同负责组织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统筹规划并归口管理全国的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工作。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省级学位委员会

高等院校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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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高等院校——即研

究生培养单位，则有经教育部
批准的研究生院，没有获批研
究生院的高校，则设有研究生
处。1978～2006年，陕西师范
大学的研究生管理机构名称即
为研究生处，其后改为研究生
部，显示着朝研究生院方向发
展的积极姿态。

二、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门类划分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学位按
下列学科的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

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
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既作为该委员会评议组
审核授予学位的专业范围划分依据，学位授予单位也是按此目录的规定来
招收培养研究生，并授予其相应的学位。

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正式的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新目录确定了
学科门类和学科、专业代码，增加了管理学、军事学门类。

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0年版目录的

基础上，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订，又颁布了新版《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则是：科
学、规范、拓宽。

直到现在，各个高等院校授予学位的依据，仍然是1997年的这一个版本
目录。

三、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逐渐健全

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主要是围绕学位授权点的组织申报来策动的。
而对于已经获批的学位授权点，则是在集中精力做研究生培养的工作，在提
高科学研究水平的同时，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经过1～9批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和审核批准工作，现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

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学位授权点，在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以陕西师范大学为
例，学校现设有18个院（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如下进展：

有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3个国家重点学科

有动物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化学、教育学、心理学、
哲学等1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6个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

有61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有24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有15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有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予权

在陕西师范大学这样一所师范院校里，据
资料介绍：在国家现有的12个学科门类中，学
校学位授权点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管理学等11个，形成了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相
统一、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结合、传统学科
与新兴学科相促进的总体协调发展的格局，研
究生教育体系布局全面，结构合理。

�大�点：�出师范�

��师范�

可以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
作，总体上出现了以下几大转变：

1、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各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机构；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审批工作权力下放到省级学
位委员会，对过去权限集中的做法有所改变；

2、从研究生公费学习，到公费自费并存，再到自
费学习的过程；

3、不同学科的研究生教材建设也是从无到有，逐
渐成熟；

4、研究生培养模式多元化，各种探索在积极进
行之中。

方便快捷的“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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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陕西师范大学的培养特点

1978年以来，陕西师范大学招收的研究生数量，
从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再增加到四位数（2003
年），同在校本科生人数相比，其比例越来越缩小。

作为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类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的专业优势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文理科学科或专
业上，已设置的招生专业也是这样，在专业硕士方
面，也是以教育硕士为其特点。

在研究生培养方式上，以前被称为“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
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受到了挑战，这主要发生在理工科专业和承担不同层次
基金项目的学科专业上，对于文史类指导教师来说，“师傅带徒弟”的培养
方式被认为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一种做法。

在山西省昔阳县
大寨村入户调查
1953-1964年改

地造田经过

（1-3）

研
究
生
在
做
学
术
报
告

1 2

3

2008年4月17日，第六届东方胶化杯全国胶体与界面化学奖学金颁奖仪式在北京
大学举行，陕西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材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刘静同学获得
全国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生优秀成果一等奖。

刘静博士生，于2002年7月毕业于我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化学教育专业，同年
考取我校硕士研究生，师从房喻教授，于2005年7月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我
校博士研究生，继续师从房喻教授主要从事含二茂铁基小分子有机胶凝剂的设计合
成及其胶凝行为研究。刘静同学首次将二茂铁基团引入到小分子有机胶凝剂中，实
现了对各类常见有机溶剂的物理胶凝化，并获得了性能非常新颖的小分子有机凝胶。
相关研究结果已在“Advanced Materials”（SCI I区），“Langmuir”（SCI II区）以及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胶体与界面学科主流杂志）等著名

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在理工科专业
和承担不同层次基金项
目的学科专业上，指导
教师开始组织科研团
队，采用团队协作的方
式，指导着为数较多的
研究生。

报告人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西北环发中
心”），现在有1个博士点（历史地理学专业）、

2个硕士点（历史地理学、科学技术史专
业），在册的博士生、硕士生人数已超过百
人，在具体招生录取、课程培养、野外实习、
中期筛选、开题报告、论文撰写、报告制度、
预答辩、正式答辩等环节中，是按照学校研究
生部的工作布置来进行。

2006年1月，中国政府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的决定》，向全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

五、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

2007年，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继续通过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
划，进一步营造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环境，搭建全国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提供博士生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的环境条件，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2007年
共批准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60余项。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委托10所大学分学科领域承办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委托20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学科领域承办
了22个

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委托3所大学围绕确定的科学主题承办

研究生国内访学研究：资助15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接收全国各研究
生培养单位的博士生到本校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访学研究

研究生创新中心：资助10所大学深化研究生培养改革，予以建设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资助若干省、市、区学位办组织区域合作

另外，还通过立项方式推动14所大学在2007年开展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
工作，推动各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开展本地区或区域合作的研究生
教育创新计划活动。

2007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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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改版的“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网”

2008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出台了一份《陕西师范大
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方案问答》（还有一份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方案的补充
规定》），其中讲到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创新
型人才。在提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时，这份材料说：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建立研
究生培养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其主要内容是建立起以
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奖学金
制度，统筹资源，优化配置，理顺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提高导
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促进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

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长效保障机制

内在激励机制

导师责任制

奖学金制度

2008年6月6日上午8点，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会竞选大会在长安
校区文渊楼三楼多媒体教室举行。

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研究生文化
节系列活动之研究生英语沙龙第一期
活动于1 1月17日晚7时在长安校区图
书馆负一层成功举行。主题是：You 
and Me，畅谈研究生之昨天、今天、
明天。此次活动由陕西师范大学研究
生部主办，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外
语学习服务中心承办。

六、结语

中国一向把研究生培养这
样的工作，称之为“人才培
养”。其做法基本上都是自

上而下的，有的单位的改革
经验被事实说明是有效的
话，那可以通过教育部主管
部门加以总结推广，对于大
多数高等院校来说，面临的
任务主要是学习和执行。

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是积极而出色的，业已毕业的研究
生，许多都作出了较好的学术业绩或工作业绩。现在正处于新的改革时
期，学校态度明确，积极组织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是否会有较明确
的成效，等待着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讨论问题：

如何有效地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素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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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教育部等主管部门资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与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ACGS）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进行自主确定复试分数线改革试点的高校名单

我国硕士研究生的４种分类方法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类别

2007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完全手册

2007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概况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项目实施概况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项目实施概况

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项目安排

2007年研究生国内访学项目安排

关于做好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

2009年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附录２（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基本资料）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简介

陕西师范大学1998～2007年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表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活动举例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励办法

附录３（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资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2005年６月）
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历史地理学 侯甬坚

培养对象 · 选题 · 整合手法──一点看法和评论 侯甬坚

磨砺身心之意志　催开人生之花朵 侯甬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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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教育部等主管部门资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经国务院批准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于 1980 年 12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

志共 60 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方毅同志到会讲了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报

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

（报国务院备案后即下达）。同时，对 1981 年实施学位条例的工作部署和设立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后公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报告》。 

 

（报告��） 

（一）关于一九八一年学位授予工作的重点 
学位授予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涉及大量在校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在职人员，

为了把工作做好，需要采取逐步开展的方针。据统计，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招收的研究生，大约有一万一千多人，将在一九八一年毕业。

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将要申请硕士学位，个别人可能直接申请博士学位。另外，一

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入学的高等学校本科生有三十五万七千人，将要到一九八

二年初和夏季毕业。因此，硕士学位的授予工作将是一九八一年学位授予工作的

重点。少数单位经过批准，可进行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的试点。今年还要做好明年

大量学士学位授予的准备工作。对全日制高等学校以外其他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同

等学力的学位申请者，拟推迟到一九八二年再逐步开展学位授予工作。 
目前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有一部分研究生，在培养单位是否有权授予硕士

学位审批之前，即将毕业。会议认为，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毕业的研究生，

如本人已完成硕士学位的学术论文，提出申请学位，可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的有关规定，由本单位组织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如该单位今年被批准为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则由本单位对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补授相应的学位；如该单位未被

批准为学位授予单位，申请者可按规定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 
会议认为，人大常委会已明令规定，我国学位条例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因此，对今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再按学历补授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

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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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  
  第三条  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第四条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

学位： 
  （一）较好的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五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

人员，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授予硕士学位： 
  （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

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授予博士学位： 
  （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学位委员会

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国

务院任免。 
  第八条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

机构（以下简称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第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并组织有关学科的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必须有外单位的有关专家参加，其组成人

员由学位授予单位遴选决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学位授予单位提

出，报主管部门批准。主管部门应将批准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报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第十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

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通过学士学位获

得者的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决定授

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

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  
  第十二条  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由原单位推荐，可以就近向

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查同意，通过论文答辩，达到本条例

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十三条  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

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第十四条  对于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学位授予单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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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第十五条  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可以向学

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对于具有本条例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十六条  非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团体对于授予学位的决议和决定持有不

同意见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学位授予单位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提出的异议进行研究和处理。  
  第十七条  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  
  第十八条  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

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  
  第十九条  本条例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国务院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本暂行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位按下列学科的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学士学位 

  第三条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 

  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

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

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 

  第四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应当由系逐个审核本科毕业生的成绩和

毕业鉴定等材料，对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三条及有关规定的，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对达到学士学术水平的本科毕业生，应当由系

向学校提出名单，经学校同意后，由学校就近向本系统、本地区的授予学士学位

的高等学校推荐。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有关的系，对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

学校推荐的本科毕业生进行审查考核，认为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三条及有关规定

的，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第五条 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经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查通过，由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第六条 硕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

申请书和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等材料。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申请日期截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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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同意申请，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 

  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申请时，应当送交本单位关于申请硕士学

位的推荐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时，应当送交两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推荐

书。学位授予单位对未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申请人员，可以在接受申请前，采取

适当方式，考核其某些大学课程。 

  申请人员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第七条 硕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掌握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般为三至四门。要求掌握坚

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3．一门外国语。要求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

的外文资料。 

  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课程考试，可按上述的课程要求，结合培养

计划安排进行。 

  非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课程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组织进行。凡

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核，认为其在原单位的课程考试内容和成绩合格的，可以免除

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 

  同等学力人员的硕士学位课程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组织进行。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必须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方可参加论文答辩。

规定考试的课程中，如有一门不及格，可在半年内申请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的，

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试行学分制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按上述的课程要求，规定授予硕士学位所

应取得的课程学分。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必须取得规定的学分后，方可参加论文答

辩。 

  第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聘请一至二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专家评阅论文。评阅人应

当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论文答辩委员会参考。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成员中一般应当有外单位的专

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 

  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

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辩委

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 

  第九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多数成员如认为申请人的论文已相当于

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除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外，可向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

提出建议，由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按本暂行办法博士学位部分中有关规定办理。 

博士学位 

  第十条 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

申请书和申请博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等材料。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申请日期截止后

两个月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同意申请，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时，应当送交两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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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单位对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员，可以在接受申请前，采取适当方式，考

核其某些硕士学位的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 

  申请人员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博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考试范围由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

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定三位专家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考

试委员会主席必须由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 

  3．两门外国语。第一外国语要求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

定的写作能力；第二外国语要求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初步能力。个别学科、

专业，经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可只考第一外国语。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考试，可按上述的课程要求，结合培养计划安排

进行。 

  第十二条 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必须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方

可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的，

应当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有关的出版著作、发明的鉴定或证明书等材料，经两位

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按本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审查同意，可

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 

  第十三条 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博士学位论文或摘要，应当在答辩前

三个月印送有关单位，并经同行评议。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聘请两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专家评阅论文，其中一位应当

是外单位的专家。评阅人应当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论文答辩委员会参

考。 

  第十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成员的的半数以上应

当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成员中必须包括二至三位外单位的专家。论文答辩

委员会主席一般应当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 

  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

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辩委

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一般应当公开举行；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或摘要应

当公开发表（保密专业除外）。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两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 

  第十五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

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而且申请人又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

士学位的，可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 

名誉博士学位 

  第十六条 名誉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授予。 

  第十七条 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须经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

过，由学位授予单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后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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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十八条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授予学位的

权限，分别履行以下职责： 

  （一）审查通过接受申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二）确定硕士学位的考试科目、门数和博士学位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考

试范围，审批主考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四）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 

  （五）审批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的名单； 

  （六）作出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七）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八）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九）研究和处理授予学位的争议和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

三年。成员应当包括学位授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教学、研究人员。 

  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教学人员应当从本校讲师

以上教师中遴选。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参加学位评定委

员会的教学、研究人员，主要应当从本单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中遴

选。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中至少应当有半数以上的教授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学位授予单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主要负

责人（高等学校校长，主管教学、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或科学研究

机构相当职称的人员）担任。 

  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以按学位的学科门类，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各由七至十五

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分委员会主席必须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分委员

会协助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 

  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名单，应当由各学位授予单位报主管部门批准，主管部

门转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学位评定委员会可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处理日常

工作。 

  第二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每年应当将授予学士学位的人数、授予硕士学位和

博士学位的名单及有关材料，分别报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参照本暂行办法第三

条及有关规定办理。 

  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的外国学者申请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参照本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学士学位的证书格式，由教育部制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

证书格式，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由学位授予单位

发给。 

  第二十三条 已经通过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论文，应当交存学位授予单

位图书馆一份；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应当交存北京图书馆和有关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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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各一份。 

  第二十四条 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同意

参加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后，准备参加考试或答辩，可享有不超过两个月的假期。 

  第二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

工作细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与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教育部学位

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负责组织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统筹规划并归口管理全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负

责“211 工程”、“985 工程”的实施和协调工作；下设职能处 6个：行政秘书

处、文理医学科处、工农学科处、质量监督与信息处、重点建设处、综合处。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教育部学位中心）是教育部直属事

业单位，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教育部学位中心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是具有社会中介机构性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教育部学位中心成立于 2003 年 7 月 2 日，其前身是挂靠在清华大学的全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学位中心工作职能： 

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工作，为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政策

的制定提供参考。 

承担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开展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评估、评审

工作，并根据需要面向社会自主开展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评估、评审工作。 

承担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有关全国统考和在

职人员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全国联考的命题和考务工作。 

承担我国学位与外国学位、我国内地学位与港澳台地区学位的对等研究以及

相互承认学位协议有关咨询工作；根据政府授权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签

订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及互认的合作协议。 

承担学位证书及相关材料的认证、鉴定和咨询工作。 

负责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系统的建设、维护并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民间国际交流与合作。 

主办《中国研究生》杂志，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承担《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开展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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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Association of Chinese Graduate Schools 缩写为ACGS） 

 

主要工作包括： 

（一）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和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改革和发展

的建议，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二）促进我国研究生院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在成员单位间就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有关问题进

行交流、研讨和协调； 

（四）开展国际间研究生院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交流； 

（五）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有关部门委托的评议工作。 

联席会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执行联席会及其主席交办的任务;沟通联席会

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协助主席筹备联席会年度会议；协助主席总结联席会年度

工作；提供各种形式的信息和建议；向联席会提供秘书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联席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或根据需要召开其它会议。每次会议应有专门议

题。会议议题，在广泛征求各成员单位院长意见的基础上，由主席单位院长会议

确定。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简�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知识经济已见

端倪”的论断，并对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快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面对教育跨世纪发展的紧迫任

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建设跨世纪的研究生教育则显得更为重要。在研究生

教育中占举足轻重的研究生院将以何种姿态跨入 21 世纪，研究生院如何加强自

身建设和管理，如何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真正担负起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的历史重任，这不仅是中国研究生教育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研究生院院长们

迫切关注的焦点。在这世纪之交，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

严峻的挑战之时，全国 33 所研究生院一致建议，成立“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简称联席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全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Graduate Schools 缩写为ACGS)正式成立，并于 1999 年 11 月 26

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和首届联席会会议。目前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

席会会员单位共有 57 所研究生院。 

有关联席会的条例、组织机构、成员单位及他们的上网信息、新闻动态等，

可以通过点击主页的有关标识查到。 

联席会秘书处 
1999 年 12 月 8 日 

【秘书处】 

地址: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邮编:100871 

电话:+86-10-62751357 

邮箱:grslxl@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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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举例】 

院长联席会出席“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领袖峰会” 
美国 CGS 主席致电院长联席会（ACGS）秘书处，邀请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

席会派三位研究生院院长代表中国出席 2007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在加拿大

Alberta 省 Banff 镇召开的、由美国 CGS 主办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领袖峰

会”(Strategic Leaders Summit on Glob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会议。由于各种原因，联席会秘书处选派出的三位院长中，清华大学贺克斌院长

一人如期成行。 

出席峰会人员约 30 人。包括：研究生院院长（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GS）、

欧洲大学联盟、加拿大研究生院联盟、澳大利亚研究生院联盟、中国研究生院院

长联席会（ACGS））、使馆官员、政府官员、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学者。 

此次峰会的议�：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带来的

挑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交流；国际人才的流动。峰会的目�：开启全球对话，

推行研究生教育中好的做法，明确未来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方向。它包括分享

研究生教育中好的做法 / 理解研究生国际合作中的制约因素和实现共赢的必要

因素 / 加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全球对话 / 制定原则，促进交流，推动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峰会��的宣言（Banff宣言）：尊重差异，互相学习 /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

量 / 提高研究生全球从业能力和意识 / 推动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创新 / 明确

并强化硕士教育的定位 / 鼓励开展跨国研究生教育合作项目 / 掌握研究生和

博士后学者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情况 / 联合用人单位、决策部门和高校，共同推

动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生教育 / 搭建全球研究生教育交流平台，探讨和交流研

究生教育中好的做法。 

贺克斌院长已于 9 月 2 日结束会议回国。他将在拟定于 10 月召开的院长联

席会 2007 年年会上向全体院长介绍峰会的有关情况。 

院长联席会秘书处 

2007 年 09 月 05 日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成员单位（59�）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Beijing Insitute of Techology  

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Tianj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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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Forest University 

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China  

湖南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中南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onlogy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重庆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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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Xidian University  

兰州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Lanzhou University 

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Fourth Military University 

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经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于 1994 年 7 月

26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现任会长为王大中院士，副会长为顾海良教授、匡镜明

教授，秘书长为陈皓明教授，学会理事 113 人，其中常务理事 35 人，到 2005

年 3 月为止，学会共有团体会员单位 468 个。 

学会日常管理工作由秘书处承担。学会秘书处设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下设

组织联络部、学术交流部、咨询培训部等三个职能部门；学会还设有学术委员会，

负责学会课题的立项、审查与评审；学会现设有 8个分支机构：文理科工作委员

会、工科工作委员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师范类工作委

员会、信息管理委员会、评估委员会、德育委员会。 

学会自成立以来，按照章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多次组织全国性

学术会议，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学会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组织学术交流，加强与

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开展咨询、培训等活动，以促进工作，推动改革，为建

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体系作出贡献。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以考研为主题的官方网站,是教育

部唯一指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网上报名及调剂网站,主要提供研究生网上报名及

调剂、专业目录查询、在线咨询、院校信息、报考指南和考试辅导等多方面的服

务和信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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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主确定复试分数线改革试点的高校名单 

2008 年 09 月 08 日 13:08 来源：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吉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兰州大学 

 

 

 

我国硕士研究生的 4 种分类方法 

2005 年 04 月 29 日 10:39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研究生教育属于国民教育序列中的高等教育，又分为两个层次：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种类比较复杂，可以从以下角度划分。 

按学习���同，分为脱产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前者指在高等学校和科研

机构进行全日制学习的研究生；后者指在学习期间仍在原工作岗位承担一定工作

任务的研究生。 

按学习经费���同，分为国家计划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生（简称委培生）

和自费研究生。国家计划研究生的培养经费由国家提供，又分为非定向研究生和

定向研究生（简称定向生）。其中非定向研究生毕业时实行双向选择的自由就业

制度；定向生则在录取时就必须签订合同，毕业后按合同规定到定向地区或单位

工作。委托培养研究生的培养经费由委托单位提供，录取时要签订合同，毕业后

到委托单位工作。自费研究生的培养经费由自己提供，有时候也可以从导师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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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中开支，或获取社会赞助。国家计划非定向研究生，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

公费"研究生，目前在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中占据较大份额，但随着连年扩招，

自费研究生的名额也在不断扩大。 

按�专业和用�的不同，分为普通研究生和特殊种类研究生。其中普通研究

生占绝大部分。目前我国比较成熟的特殊研究生主要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和

法律硕士（一般简称"法硕"）。近来又出现了行政管理硕士（MPA）。特殊研究生

和普通研究生在报考资格、学制要求、学习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 

按�考试方式分类，硕士研究生根据考试方式主要包括全国统考、单独考试、

法律硕士联考、MBA联考等。 

报名参加全国统考的条件基本与往年相同，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要求。而年

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报名参加经教育部批准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除了要达到学历及

年龄的要求外，还要求大学本科毕业后连续工作 4年或 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

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获得硕士

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年或 2年以上，业务优秀，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 

报名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联考，简称“法律硕士联考”

者，除要符合报考全国统考各项条件外，还要求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

的；(下列 13 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

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

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联考，简称“MBA 联

考”，除了要符合全国统考各项条件外，还要求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或 3年以

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大专毕业后有 5年或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已获硕士学

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007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完全手册 

2006 年 06 月 02 日 11:28 来源：中国考试在线 
 

推荐�试研究生基本常识 

推研是指推荐面试研究生，不用参加研究生考试直接读研的行为。推研按时

间排序是：交叉、本系直博、本系直硕、外推、工硕。每年推研的时间为大四上

学期 9月初到 9月末。想要去得自己满意的地方，尤其是不推本系的，尽早准备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7、8月亦不算早，大三下学期就开始联系也是恰当的。 

推研四大�意事项 

[一句衷告]：有疑问尽量直接电话询问，或自己上官方网站查询，这是得到

真实性有保证的信息的最快最好的方法，四处发文求助往往是耽误时间没有结果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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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推研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推研的资格 

关于此资格的详细说明，请及早联系辅导员班主任，或者系里老师，具体要

求可能每年会有变化，最终确定可能要待 9月初开始推研才宣布。但是早问到以

往的要求对于自己未来的考量是很有意义的。 

（不符合资格要求可以及早准备出国、工作、考研，早开始计划决不是坏事） 

2、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导师和方向 

这个更是多早都可以进行的准备工作，现在各大学的网站都作的很好，都有

各院系所任职教师的介绍，自己找感兴趣的学校感兴趣的方向仔细浏览，必能有

所收获，如此可以得到一个自己希望的目标（系或老师）的一个列表。 

3、如何与老师联系 

到了这一步千万不要犹豫，直接发 email，甚至直接打电话也可以，详细介

绍自己的情况，表达自己对老师所研究的方向有兴趣。询问能不能考虑过去读研

等等，老师大都会非常热情的及时回复邮件，如此会有进一步的联系。这一步十

分关键，秉着：胆大、心细、礼貌、广撒网 四原则行事。都尝试了将来就不会

后悔了。 

4、怎么推过去 

如果联系已经到很确定的地方，比如对方老师明确说愿意你跟其读研，或者

他表达你的情况推过去应该问题不大，或者建议你进行尝试的。你也确实感兴趣

的话，那么在 9 月份自己学校进行推研的时候，按着自己学校要求的程序，（这

个到时候班主任辅导员系里主管教师会告诉你的，有疑问立刻就问去询问）。以

及对方校、院系所要求的程序，比如送材料，面试时间等进行就可以了，如果有

不止一个目标（一般都不止一个，否则不是真正目标明确的牛人就是...）。那么

一定要仔细规划安排自己的时间安排，万一有冲突的也要仔细思考进行取舍。 

推研需要具备的条件 

一般有两大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

纪守法； 

2．获得母校推荐免试资格的全国重点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北大、清华之类的牛校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例如清华大学除上述两条外还要

求学生： 

①前三学年总评成绩一般在年级前 5%，或能够在现就读学校取得推荐免试

研究生资格； 

②在学期间曾从事科技活动，并获奖或表现突出； 

③未受任何处分。 

推研需要提交的材料 

一般需要提交如下材料： 

1、申请表 

2、各人陈述 

3、专家推荐信 

4、成绩单 

5、由申请者现所在学校教务处提供同意推荐免试的证明信，并加盖公章 

6、获奖证书复印件、发表的学术论文等复印件 

7、有的学校要求英语水平类证书（如四六级、托福、GRE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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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研时� 

一般是每年的 9月初开始. 

面试�意事� 

我觉得在面试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1、说话声音一定要大，可以面带微笑，可以严肃地说，但是要很有自信，

很镇定。 

2、挑一些你认为是能够吸引老师的特性来介绍，比如，你动手能力多强，

你干过什么兼职。不要说无关紧要的话，比如：你的兴趣爱好。 

3、当老师提问的时候，一定要反应快，抢在他刁难你之前开口说话，哪怕

不是回答问题，我就吃过亏，老师问问题，我没有想好怎么说，就沉默，结果其

他老师也跳出来说感想，群起而攻之，呜呜，当时场景惨不忍睹。 

推荐信�法 

推荐信�法－任课老师�本 

本人曾于 200×－200× ××学期担任×××同学所在年级《×××》课的

教学工作。该同学给我的印象是：学习××，踏实严谨，经常参与讨论课程问题，

并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对××××理论，提出了×××××。讨论中也

表现出××××。该同学具有一定的×××，所以 

推荐信�法－班主任�本 

本人曾于 200×－200× ××学期担任×××同学得班主任/（其他职务）。

该同学给我的印象是：学习××，踏实严谨，经常参与讨论课程问题，能有独特

见解。社会工作方面××××，为人××××，该同学具有一定的×××，所以

我愿意向贵校推荐该同学申请攻读研究生。 

推荐信�法－实习指导老师�本 

本人曾于 200×－200× ××学期担任×××同学实习指导老师。该同学学

习××，踏实严谨，经常参与讨论，并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对××××

理论，提出了×××××。讨论中也表现出××××。在实习中动手能力

×××××，自己作出×××××，该同学具有一定的××素养，所以我×××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类别 
（2007 年） 

（一）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包括法律硕士（J.M）、教育硕士（Ed.M）、

体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TCSOL）、翻译硕士（MTI）、艺术硕士（MFA）、

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公共卫生硕士（MPH）、军

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硕士（MPAcc）、公共管理硕士（MPA）。 

（二）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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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概况 
2007 年，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继续通过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

划，进一步营造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环境，搭建全国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提

供博士生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的环境条件，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2007 年共

批准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60 余项。其中，委托 10 所大学分学科领域承办

2007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委托 20 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学科领域

承办 22 个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委托 3 所大学围绕确定的科学主题承办全国博

士生学术会议；资助 15 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接收全国各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博士生到本校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访学研究；资助 10 所大学深化研究生

培养改革以及建设各具特色的研究生创新中心；资助若干省、市、区学位办组织

的区域合作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另外，还通过立项方式推动 14 所大学

在 2007 年开展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推动各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部门开展本地区或区域合作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活动。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项目实施概况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司主办，委托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分学科领域承办。举办全国博士生学术论

坛的目的是为全国的博士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大范围、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

营造浓厚的创新研究学术氛围，丰富广大博士生的知识，促进优秀知识成果的交

流，拓宽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博士生钻研学术的热情，启发博士生的科学思

维，增强博士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全国博士

生学术论坛以博士生自主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为主，同时积极发挥导师和著名专

家的指导作用，从而达到开阔视野，汲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 

一、��情�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 2003 年开始实施的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安排

的重要项目。2003－2006 年，共 31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分学科领域承办了全国博

士生学术论坛。2003 年 10 月，清华大学承办了首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取得圆满成功。随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河海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 8所大学分学科领域

承办了“2004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军事科学

院等 9 个博士生培养单位分别承办了“2005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 13 个博士生培

养单位分别承办了“2006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四年来的实践表明，举办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达到了预期目的，并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一个重要品牌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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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6 年举办的 31 个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征集的博士生学术论文稿

件数达到 15387 篇，录用的论文达到 7825 篇，出席论坛的正式博士生代表达到

8943 人，其中海外博士生代表 70 余人，开设的分论坛（分学科领域）达到 88

个。总体看，学科覆盖面和博士生的参与面都是很宽的。 

各单位承办的论坛，都组织了隆重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主要内容是博士生的

学术报告会和分论坛报告会。这些学术报告会既有成果报告和交流讨论，还有特

邀专家的特别点评。此外，各承办单位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如

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特邀主题演讲学术报告、高层管理专家特邀学术报告、博士

生学术沙龙、博士生文体活动、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高新技术企业、参观

研究生创新基地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各承办单位对办好论坛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一般都成立了以学校（培养单位）

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论坛组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除教育部专项经费外，还落实

了自筹配套经费，进行了广泛宣传和周密部署。各相关学科和单位后勤部门都全

力以赴支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为“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参加论坛的博士生和特邀专家提供了良好学术活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论坛主要

由各高校的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会具体组织研究生负责网站的设计、论文的征

集和评选、论坛期间的会务及各方面的服务工作。通过论坛活动，对各单位的研

究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锻炼。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受到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赵

沁平曾先后出席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承办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

坛开幕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主要领

导亲自指导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从筹备到开展全过程的工作。国内媒体对此也给

予高度关注，如北京大学承办论坛期间，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

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二、特色与经验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现出如下特色： 

首先，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表现出高起点和高学术水平。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参加论坛的论文学术水平高。参加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博士生学术论文

一般先由本单位择优推荐，然后承办学校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全国提交论文的总

数是 15387 篇，实际录用的论文 7825 篇，录用率为 50%。录用的许多论文与作

者已发表过且被 SCI 收录的论文内容相关。第二，论坛特邀专家报告和点评教授

有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内外其他知名教授，他们不但给博士生展示自己

的研究成果，也为博士生讲授学问人生的真谛。高水平专家学者的参与保证了论

坛的高起点、高水平和前沿性。 

第二，参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培养单位多，学科覆盖面宽，影响范围广。

2003 年以来，全国近 300 个博士生培养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还有一些学

校专门设立博士生学术交流基金，以支持博士生的参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涉

及的学科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管理科学和军事学等

各大学科门类。而且这些学科都是承办单位的优势学科，学科基础好，师资力量

强，学术水平高，是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另外论坛还吸引了来自港澳台和国外

的许多博士生代表，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如东华大学承办的纺织科学与工程博

士生国际学术论坛，得到国际纺织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报名参加论坛的国外纺织

科学与工程的博士生 43 人，作为嘉宾和专家参加论坛的国际纺织界人士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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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纺织学会秘书长也到会做了报告。论坛采用全英语交流，中外纺织学博士生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总之，参与全国博

士生学术论坛的单位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这在中国研究生

教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以学术交流为主，辅以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在

增强博士生的责任感、使命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华大学承办的全国博士生

学术论坛开幕前夕，正值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发射和并胜利返回，论坛举

行了主题为“向航天英雄致敬，为祖国腾飞喝彩”的大型签名活动，并向全国的

博士生发出了题为“腾飞经天伟业 励志科技报国”倡仪。四川大学在承办中国

生物资源多样性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过程中，通过了表达博士生保护中国生物

资源多样性决心的论坛宣言──“成都见证”。华中科技大学承办的光电子与信

息技术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与在武汉召开的国际光电子信息技术博览会的 17

个学术论坛或成果展示会同步联动举办，光博会有关领导也参加了论坛的有关活

动，为与会博士生了解国际光电子信息领域的产业发展需求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

利时机。 

三、���广 

举办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实践证明，以论坛的方式建立研究生学术交流平

台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不仅为研究生提供了交流自主创新思想和创新成果的场

所，而且由于有知名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指导，大范围调动了优质研究生教育资

源，在研究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其他学术活动难以取代的，因此受到

了广大研究生和导师的欢迎。 

从改善我国博士生培养的整体环境来说，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学术活动的平台

和舞台。举办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适应了这个需要，有利于营造我国研究生教育

的创新环境，应该作为一个品牌项目长期坚持下去。 

在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举办形式上，一些单位还将通过设立“最佳学术创

意”、“最佳表达”、“最佳演示”等奖项的形式，丰富论坛内容，促进博士生

综合能力训练，提高博士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还是我国一种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每年征集的博士生

学术论文数都在数千篇以上，要建好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开放数据库，以在更大

范围内发挥其积极作用。 

良好的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不仅包括举办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也包括其他

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研究生学术论坛或交流方式。如清华大学广泛开展校内外

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近年来举办的博士生学术论坛已超过 100 期，2004 年和

2005 年还分别自主举办了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为进一步营造学术氛围、促进

交流、增长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有更多的研

究生培养单位和主管部门计划开展校园内部的、校际联合互补的以及区域合作的

多种范围的研究生学术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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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07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项目安排 

承办单位 学科领域 举办时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学 10 月 12－14 日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7 月 20－22 日 

东北师范大学 统计学及其应用 10 月 11－13 日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9 月 8－10 日 

同济大学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管理科

学与工程 

8 月 21－23 日 

浙江大学 纳米科技、生物信息技术与生物医学、

认知科学 

10 月 22－25 日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 月 20－22 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月 15－18 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学、石油

与天然气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8 月 13－15 日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水产 8 月 5－8 日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项目实施概况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是由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联合

资助的项目，是指在暑假期间，委托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面向全国招收在学研

究生和青年教师，聘请海内外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

主讲教师，根据不同的学科讲授若干门基础课程，同时开设选修课程和前沿学术

报告，介绍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一般为期 1个月，学习

结束，考试合格者各培养单位给予认定学分。 

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对于充分开发和利用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提高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培养高素质科学后备人才，促进研究生

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培养单位之间相互承认学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十余年的办学经验表明，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是可

行的，办学效益明显，暑期学校已逐渐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品牌项目。 

一、��沿� 

1984 年，由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倡导，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期“数学研究

生暑期教学中心”，聘请国内外的知名数学家为中国研究生开设基础课程和前沿

讲座。“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和支持，于 1984-1994

年，在不同的高校连续举办“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成为全国研究生暑期

学校的前身。 

1994 年，教育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员会合作，将“数学研究生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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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学中心”更名为“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

共同主办。1995 年，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武汉大学共同举办了

第一届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自此，“暑期学校”这一名称延续至今。 

1997 年，原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签

订了《关于在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共同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协议书》，肯定

了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办学模式，决定加强合作，在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

环境科学等学科共同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协议书》将暑期学校的办学扩

展到数学以外的有关基础学科，对我国基础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

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 2003 年起，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项目被列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成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暑期学校的办学规模和学科覆

盖面也进一步扩大，2005 年，首次安排举办了教育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科

学的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暑期学校项目品牌已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引进国

外智力、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 

截至到 2006 年，共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 64 届，参加暑期学校学习的研

究生 1 万余人次；授课教师总数 1500 余人次，其中境外教师 400 余人次；在暑

期学校开设的课程或讲座共计 1500 余门次。 

�、办学效果 

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得到了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高度重

视，得到承办单位、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及广大教师和研究生的支持和响应，确实

起到了加强基础、促进交流、开拓视野、培养科技后备人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实际效果。 

首先，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暑期学校充分利

用某一学科领域的优质教学资源，打破了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界

限，为全国的研究生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习、交流平台，是开放式研究生培养

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师资阵容强大，任课教师都是本学科领域的国内

外知名学者、教授。他们谦逊的学者风度、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

宽宏的国际视野、无私的奉献精神无不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使学员

们增长了知识，而且还领略了优秀科学家超前的思维方式以及做学问的精神和方

法。 

第三，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主题明确，课程设置突出基础性、系统性、前沿

性。各承办单位充分发挥本单位的学科优势，教学不仅局限于具体的知识层面，

更注重引导学员以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开展研究，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暑期学校各

种学术思想、流派汇集交融，既有基础研究的理论梳理，又有最新研究动态和前

沿成果，拓宽了研究生的科研思路和学术视野，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

意识。 

第四，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也

举办了内容、形式相近的研究生暑期课程学习活动，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等开设的研究生精品课程等；许多学校借鉴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教

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为校内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托“国内外基础学科后备人才情况分

析及人才培养模式有关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办学效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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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查、分析。在 1200 余份收回的问卷中，97％的学员认为参加全国研究生

暑期学校有很大或较大收益，95％的学员表示今后愿意再次参加暑期学校。由复

旦大学承办的 2006 年新闻学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所做的学员意见调查中，一些

学员用“久旱逢甘霖！”、“凤凰涅磐！”、“暑期胜过一学期！”、“这是政

府重视学术的表现！”、“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教育模式！”、“对正规学位教

育的有效补充！”等评价来表明他们的感受。由厦门大学承办的 2006 年计量经

济学和金融计量学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还吸引了在国外就读的博士生报名参加。 

三、��思� 

2006 年 8 月，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联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

了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工作会议，对 20 余年来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包括

其前身“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的工作进行总结。自 1995 年以来承办过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单位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交流了承办经验。教育部副部长

吴启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朱道本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与会

代表一致认为，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是利用国内外优质资源，提高我国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建议从“十一五”开始，扩大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

校的数量和学科面、受益面。 

会议期间，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

局签订了“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共同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协

议书”，决定继续加强合作，在“十一五”期间扩大并办好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 

2007 年，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增

加到 22 个，学科领域除已有的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管理

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外，还新增了工程技术领域。 

为支持西部地区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各承办单位都有招

收西部地区研究生的政策倾斜措施。同时，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

年专门委托 2－3 个西部地区高校承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另外，教育部研究

生教育创新计划也以立项方式资助西部地区高校和管理部门举办区域合作的研

究生暑期学校。2007 年专项资助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市学位办联合

举办“2007 年云贵川重庆三省一市研究生暑期学校”，专项资助了陕西省学位

办和西安交通大学联合举办“2007 年西北地区研究生精品课程大讲堂”。 

教育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鼓励各承办单位积极探索国际化和多样化的暑

期学校办学模式，不仅要注意聘请海外知名专家、学者授课，还要注意吸引、招

收海外研究生参加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促进国内外研究生之间的交流；要求各

承办单位根据自身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形成不同的办学特色和风格。 

附：2007 年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项目安排 

承办单位 主题 举办时间 

北京大学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7 月 8－7 月 28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7 月 23－8 月 17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外国哲学 7 月 15－8 月 6 

南京大学 中美欧比较法 7 月 16－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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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 8 月 1－8 月 13 

厦门大学 会计学与财务管理 7 月 15－8 月 1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6 月 25－7 月 6 

武汉大学 数学 7 月 21－8 月 19 

上海交通大学 原子核物理 8 月 9－9 月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化学基础与前沿 7 月 15－8 月 5 

清华大学 生物信息学 7 月 26－8 月 26 

中国农业大学 现代农业与生物技术 7 月 23－8 月 12 

重庆大学 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 7 月 9－7 月 23 

兰州大学 西部寒旱环境生命过程 7 月 18－8 月 18 

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 7 月 21－8 月 5 

复旦大学 生态学 6 月 3－6 月 17 

中南大学 医学遗传学 7 月 20－8 月 10 

第二军医大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发展前沿 7 月 7－7 月 28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的创新与发展 7 月 22－8 月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技大学 反演与成像 7 月 1－7 月 14 

国防科技大学 高性能计算 7 月 15－8 月 14 
 
 

 

 

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项目安排 

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针对确定的科学主题，邀请海内外相关学科的博士生，

进行自主的、前沿性的学术探讨，为与会博士生营造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激发

博士生的创新思维，锻练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和组织、交流及表达等综合能力。 

 

 

承办单位 会议主题 举办时间 

清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新理论新

技术 
10 月 15－18 日 

南开大学 
环渤海经济振兴：探索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浙江大学 中日韩流变学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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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研究生国内访学项目安排 
研究生国内访学是由具有突出特色优势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接收其它研究生

培养单位的博士生到本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访学研究，进行联合培养，推动

学术交流和优质资源共享，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以下研究生国内访学安排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资助。 

附：2007 年研究生国内访学的接受单位和学科 

承办单位 主要学科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历史 

北京理工大学 兵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农业大学 

作物学、园艺学、植保学、农业资源利用、畜

牧学、兽医学、生物学、农林经济管理、农业

工程等 

天津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结构工程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河口海岸学 

南京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 

河海大学 水文水资源、水工结构工程、岩土工程 

山东大学 数学、生物学 

中国海洋大学 
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水产品

加工及贮藏工程、水产养殖 

华中科技大学 医学（面向西部） 

中山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光电材料与技术、肿瘤学、

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分子病毒学等 

四川大学 
法医学、基础数学、口腔临床医学、皮革化学

与工程、高分子材料等 

西南大学 教育学、园艺学、植物保护学、生物学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各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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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2008 年 09 月 08 日 11:02 来源：教育部 
一、培养目标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简称招生单位）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

下简称硕士生），是为了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

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

守法。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 2 年或 2 年以上（从高职高

专毕业到 2009 年 9 月 1 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

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

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

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在校研究生报考需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4.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1969 年 8 月 31 日以后出生者），报考委托培养

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经教育部批准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的单

独考试： 

1.符合报考条件（一）中第 1、2、4、5各项要求。 

2.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后连续工作 4年或 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

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 

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年或 2年以上，业务优秀，经本单位同意

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 

（三）符合上述（一）或（二）中各项报考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相应的统考或单考（按教育学门类设置考试科目）。 

可招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校 5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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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联

考，简称"法律硕士联考"：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

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不得报考）。 

可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 78 所。 

这些高校在录取该专业考生时，只从参加"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中选拔，不

再为该专业组织统考或单考。 

（五）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

国联考，简称“MBA 联考”： 

1.符合（一）中第 1、2、4、5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或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

高专毕业学历后，经 5年或 5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可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 127 所。 

这些高校在录取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生时，只从参加"MBA 联考"

的考生中选拔。各校不再为该专业组织统考或单考。 

（六）经审定可以开展推免生工作的高等学校，可以推荐本校规定数量的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并在 2008 年 10 月 25 日前直接到报考单位参加复试和

办理接收手续。推荐和接收办法由学校（招生单位）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制定。

被接收的推免生（包括研究生支教团和农村教育硕士项目的推免生）须在国家规

定的报名时间内到报考点办理报名确认手续，亦不得再参加统考。到 2008 年 10

月 25 日仍未落实接收招生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资格。 

 

三、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一）网上报名：报考 2009 年硕士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日期：2008 年 10 月 10 日-31 日每天 9：00-22:00。（请尽早上

网登录，避免高峰时段网络堵塞，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应届本科毕业生可提前报名，时间为 2008 年 9 月 18 日至 24 日（每天 9：

00-22:00）。 

2.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 ，教育网址：http://yz.chsi.cn）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

考生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

名，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

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3.网上报名填写报考信息时注意事项： 

（1）考生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进入

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后，考生可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

生单位的生源缺额信息并根据自己的成绩再填报调剂志愿。 

（2）应试的外国语语种按招生单位的规定任选一种。 

（3）同等学力的报考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

实材料。 

4.国家按照一区、二区、三区确定考生参加复试基本分数要求，一区包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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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 11 省

（市）；二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重庆、四川、

陕西等 10 省（市）；三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10 省（区）。 

报考地处二、三区招生单位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就业

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工作单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的

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且申请为少数

民族地区的定向或委托培养方式），方可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目前在三区就业报考地处一、二区招生单位和目前在二区就业报考一区招生

单位，且定向或委托培养回原单位的在职考生，均不享受照顾政策，按招生单位

所在区分数线执行。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以报名时身份为准，不得更改。 

5.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统考。否则，将取消推免生

资格，列为统考生。 

6.现役军人报考地方或军队招生单位，以及地方考生报考军队招生单位，应

事先认真阅读了解有关报考规定，遵守保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填报报考信息。

不明之处应事先与招生单位联系。 

（二）所有考生(含推免生、农村教育硕士生)均须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

并缴费和照相。 

1.报考点现场确认时间 

2008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4 日。逾期不再补办。 

2.现场确认地点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和参加"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到本人所在的省级教育招

生考试管理机构公告指定的报考点确认； 

参加单独考试和参加"MBA 联考"的考生到报考单位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

试管理机构公告指定的报考点进行确认报名。确认截止日期与统考生确认截止日

期一致。 

3.现场确认程序 

（1）考生持本人身份证（现役军人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等部队有效

身份证件）、学历证书（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

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核对，考生确认本人网报信息。 

（2）考生按规定缴纳报考费（考生办理报考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 

（3）报考点按规定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 

 

四、考生资格审查 

招生单位审查考生网上报考信息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招

生单位将在复试时对考生学历证书、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审

查，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对弄虚作假者（含推免生），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

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考试 

（一）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二）初试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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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 10 日至 1月 11 日（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月 12 日进行）。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1 月 12

日 8:30 至 14:30）。 

不在该规定日期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三）初试科目 

1 月 10 日上午 

政治理论（满分为 100 分）； 

报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者考综合能力（满分为 200 分）。 

1 月 10 日下午 

外国语（满分为 100 分）。 

1 月 11 日上午 

统考数学或一门业务课（满分各为 150 分）； 

报考教育学、历史学、医学门类者，考专业基础综合（满分为 300 分）；报

考农学门类者，考农学门类公共基础（满分 150 分）。 

1 月 11 日下午 

业务课（满分为 150 分）； 

报考农学门类者，考农学学科基础综合（满分为 150 分）。 

报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者，考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满分为 150

分）。 

以上各科的考试时间均为 3小时，考试方式均为笔试（含超过 3小时的考试

科目）。 

1 月 12 日 

考试时间超过 3小时的考试科目（满分 150 分）。 

（四）考试大纲及命题 

1.全国统考初试的政治理论及数学，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英语（工商管理

硕士专业学位除外）、俄语、日语，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历史学基础、西医综合、中医综合等科目的考试大纲由教育部制订并由教育部统

一命题，其他科目由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命题。农学门类公共基础、农学学科基础

综合实行联合命题，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

林工作委员会制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专业基础综合实行联合命题，命题工

作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科委员会在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导下组织实施。 

2.单独考试的初试科目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也可选用全国统考试题。 

3."MBA 联考"的初试科目为两门：外国语和综合能力。英语和综合能力命题

工作均由教育部委托有关机构承办。选考日语或俄语的考生，用全国统考的试卷，

其他语种的试题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政治理论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在复试中

进行）。联考科目的考试大纲由全国工商管理（MBA）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写，

并已下发至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院校。 

4."法律硕士联考"的初试科目共四门：政治理论、外国语、专业基础课（含

刑法、民法）、综合课（含法理、宪法和中国法制史）。其中政治、外语使用全国

统考试卷，两门业务课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联考科目的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会同有关单位编写，并已下发至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 

（五）参加全国统考、"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到本人所在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

管理机构指定的考场应试；参加单独考试和参加"MBA 联考"的考生到报考单位所

在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指定的考场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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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初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具体出场时间

由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规定，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

附近逗留或交谈。 

（七）考生初试成绩由考生报考的招生单位负责通知。 

（八）复试 

1.复试时间、地点、内容范围、方式由招生单位自定。复试办法和程序由招

生单位公布。全部复试工作一般应在 2009 年 5 月上旬前完成。招生单位认为必

要时，可再次复试。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成绩。 

2.对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不含"MBA"和法律硕士

联考的考生），一律加试。复试时，要进行本科主干课程和实验技能的考查，其

中笔试科目不少于两门。 

3.少数民族地区仅指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

中所列的民族自治区域。考生的少数民族身份网报时应如实填写，不得更改。 

（九）教育部依据硕士生培养目标，结合年度招生计划、生源情况及总体初试

成绩情况，确定报考统考、MBA 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

要求，其中包括应试科目总分要求和单科分数要求。 

对单考生参加复试的基本分数要求由招生单位参考教育部公布的进入复试

基本分数要求自定。 

经教育部批准的北京大学等高校自行确定本校复试分数线。 

各招生单位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按照 120%左右掌握,

生源充足的招生单位，可以适度扩大差额复试比例。进行初试科目改革的学科专

业复试差额比例可适当扩大，具体比例由招生单位自定。 

六、调剂 

调剂复试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均以初试结束后教育部发出的 2009 年录取工作

通知的规定为准。届时，考生可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调剂服务系统填写报考调

剂志愿。 

对教育学、历史学、医学和农学学科门类和工学门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科（仅限于参加统考或联考的考生）的调入和调出，在考试科目要求方面可适当

放宽。 

七、体检 

考生复试时应按招生单位规定到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含二级甲等）医院进

行体格检查。具体要求见各招生单位招生简章或复试通知。 

八、录取 

招生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

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

单。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参加统考、"MBA 联考"及"法律硕士联考"考生可被录取为定向或非定向硕士

生，也可被录取为委托培养或招生单位自筹经费硕士生。 

参加单考的考生，只能被录取为回原单位的定向培养硕士生或委托培养硕士

生。 

招收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硕士生均实行合同制。招生单位、用人单位、拟录

取为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的考生之间，必须在考生录取前，分别签订合同。 

被拟录取的新生如保留入学资格，需在录取前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招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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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可以参加工作 1 至 2年，再入学学习。 

对在报考及考试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有关部门视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者（含推荐免试生），不论何

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考试诚信状况将作为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对于

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招生单位不予录取。 

对作弊考生的档案记录将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当年作弊的考生下一年度

不允许报考；对严重作弊的在校生，将予以直至开除学籍的处罚；作弊的在职考

生由考试机构通报其所在单位，由有关部门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对于违

法者，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毕业生就业 

定向或委托培养硕士生回定向或委托单位。 

非定向和自筹经费硕士生毕业时采取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

方式，落实就业去向，或按照培养合同就业。招生单位及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其� 

（一）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所在单位因

报考研究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

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二）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被录取为硕士生后，培养经费及在学

期间的待遇按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培养合同办理。 

（三）各省级教育招生管理机构可根据本简章，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补

充规定。 

（四）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生及军队系统的招生单位招收硕士生，按解放军总政

治部规定办理。 

附: 

1.可招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名单 
2.可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名单 
3.可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名单 
4.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 
5.进行自主确定复试分数线改革试点的高校名单 

 

 

 

关于做好 2009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 
（教研司〔2008〕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 

为了进一步做好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发挥其在提高博士生教

育质量、鼓励创新和促进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办在

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研讨的基础上，对��工作进行了�当调�，现就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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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本次评选的学位论文，主要为 2006 年 9 月 1 日至 2007 年 8 月 31

日在国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在 2002年 9月 1日至 2006

年 8月 31日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如�属优秀���评为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的，��外 3名�行博士生导师�名推荐��参评。 

二、从 2009 年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不再��下�博士学位论文： 

1.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副高级以���（含副高级）的作者所撰写的

博士学位论文； 

2.�参评��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博士学位论文；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本学科高水平期刊�发表�学�论文（要求第一作者

或除导师之外的第一作者）的作者所撰写的学位论文； 

4.��的博士学位论文。 

三、为使评选工作公平、公正，各单位在报送论文时，一�报送原��论文

或其��件，除�之外，不再��其它������材料。若原论文用中文以外

的文字撰写，还须再报送该论文不少于 5000 字的详细中文摘要。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负责组织本省（区、市）范围内的

初选工作。中国科学院所属学位授予单位的论文初选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

局组织进行。初选工作要统一组织进行，有关初评意见须在相关推荐表中予以反

映。初选名额见附件。 

五、通讯评议的具体工作，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进行。

有关报送参评学位论文及其相关材料的其它事宜，由该中心另行通知。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抄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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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基本资料）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简介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一所师范大学，

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

区“教师的摇篮”。学校创建于 1944 年，经过几代师大人的努力，学校已发展成

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培养体系完备的综合性一流师范大学，形成了“厚德、积

学、励志、敦行”的优良校风。学校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古都西安，占地面积 2700

余亩。雁塔校区坐落在唐长安城启夏门旧址，东邻大雁塔、南依曲江池，校内有

唐代皇帝祭天的“圜丘”遗址，校园环境幽雅，绿树成荫，是“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单位”，被教育部授予“文明校园”称号；长安校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

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毗邻终南山，设施先进，气势恢宏。 

陕西师范大学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是我国开展研究生教

育较早的学校之一。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为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1987 年获准为开展“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

请硕士学位”工作的试点单位，1996 年被确定为首批开展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

16 家试点单位之一，2003 年获准为招收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是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较

早的学校之一。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

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1987 年获准为开展“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学位”工作的试点单位，1996 年被确定为首批开展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 16 家

试点单位之一，2003 年获准为招收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单位。 

学校现设有 18 个院（系），有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 3

个国家重点学科，另有动物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

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 10 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化学、地理学、

生物学等 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 61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24 个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另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和

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予权。在国家现有的 12 个学科门类中，学校学位

授权点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

医学、管理学等 11 个，形成了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相统一、基础学科与应用学

科相结合、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相促进的总体协调发展的格局，研究生教育体系

布局全面，结构合理。 

学校现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 1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3个，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2 个，陕西省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6 个，陕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

个，各类研究中心（所）60 个。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支

结构合理、成果丰富、治学严谨、学术水平高的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有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5 人，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5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 3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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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工程”入选者 1人，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9人，教育部高

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及资助计划入选者 7人，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入选者 8

人，全国优秀教师 6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入选者 1人，省级

教学名师 8人。近年来，学校聘请了近百名国内著名学者作为兼职教授，其中有

院士 10 余人。学校现有博士生指导教师 195 名，硕士生指导教师 686 名。目前，

学校在校全日制研究生 5711 名，教育硕士 556 名，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 548

名。 

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大力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工程——

实施并完善《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方案》，大力实施“研究生

教育创新工程”。近五年入选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 11 篇；近两年，连续获得 2

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有 1篇学位论文入选“全国优秀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 

展望未来，学校研究生教育将继续坚持“统筹资源、优化配置，分类指导、

科研导向，权责明晰、平稳高效”的人才培养原则，努力开创研究生教育的新局

面，为把学校尽快建成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奋斗。 

 

附：研究生部培养管理科（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职责： 

1.负责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2.负责研究生日常教学管理、公共课教学工作安排与管理、考试成绩的管理

与相关材料的归档等工作； 

3.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等相关工

作； 

4.负责各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组织开展教学质量检查和教学监督； 

5.负责研究生创新教育工程的实施和管理； 

6.负责研究生学籍管理、毕业研究生信息数据的采集、编制、上报工作及研

究生毕业证书管理； 

7.负责博士后流动站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8.负责校研究生会的管理工作； 

9.负责办理研究生出国（境）、到（离）校手续等事务； 

10.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事务和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工作电话：029-85310350） 
 
 
 

陕西师范大学 1998～2007 年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表 

硕士研究生 
招生年度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博士研究生

录取人数 

在职攻读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

录取人数 

高校教师在职

攻读硕士学位

录取人数 

录取小

计（人）

1998 年 556 147 8 76 -- 231 

1999 年 576 183 15 27 -- 225 

2000 年 724 274 22 166 --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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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28 372 30 264 -- 666 

2002 年 1618 492 36 250 -- 778 

2003 年 2516 755 72 289 27 1143 

2004 年 3558 1165 120 297 74 1656 

2005 年 5176 1389① 132 302 141 1964 

2006 年 6406 1582(36)② 141① 310 270 2303 

2007 年 6394 1707(72) 170(20)② 310 180 2367 

2008 年       

注：“( )”中数字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数；“○”中数字为港澳台博士、

硕士研究生招生数。 
数据来源：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活动举例 

研究生会开始纳新通知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是校研究生部领导下的研究生学生组织。它代表着师

大全体研究生的根本利益，并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相应的工作。本届研会

是第十六届研究生会，成立于 2008 年 3 月。研究生会根据师大研究生的实际情

况，将沟通与维护学生权益作为工作的重点，将建设研究生校园文化作为工作的

立足点，将就业引导与服务作为工作的导向。研究生会在过去的日子里成功地开

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研究生文化节”、“研究生迎新篮球赛”、“研究生迎

新晚会”、“赴洛南爱心助学活动”、“研究生运动会”等，其中由研究生会主

办的学术讲坛--“曲江讲坛”已经成功邀请数十位国内外知名人士做讲座，成为

师大学术讲座中的一个品牌，多次被我校各新闻媒体所报道，深受广大师生欢迎。  

研究生会下设办公室、生活部、宣传部、外联部、体育部、新闻(含《立报》编

辑部)、学术部、文艺部、女生部、社团部等多个部门，并拥有自己的研究生在

线网站和自办的研究生报纸刊物——《立报》。 

新的学年，继往开来，希望大家踊跃加入研究生会，展示才华、锻炼能力，

为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增加绚丽的一笔。让我们一起致力于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

努力建立民主，开放的服务型研究生会。 

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电子简历（内容简明扼要即可）于 9 月 21 日前发往研究

生会电子邮箱 yjsh@snnu.edu.cn，竞选日期：9 月 23 日，请务必留联系电话，

以便我们联系你！ 

或者直接与新老校区研究生会负责人联系。 

长安校区负责人：马佳娜 13186152123 

雁塔校区负责人：王幸生 13689287159 

 

（具体纳新面试时间和地点请关注近期校内海报和研究生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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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 

2008 年 9 月 16 日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励办法 
为了全面实施《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方案》，进一步加强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推动自主创新，不断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

学位论文水平，敦促在校研究生更加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成果创新，学校决定开展

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对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进行表彰和奖励，现制定

实施办法如下： 

一、评选时间及范围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每年评选一次，于上半年的毕业典礼时进

行表彰；评选范围包括每年上半年及前一年下半年参加答辩的全日制博士、硕士

的学位论文。 

二、评选名额 

评选采取从严掌握，宁缺勿滥的原则。博士、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的比例以

学院（中心）为单位，不超过当年上半年和上一年度下半年获得学位人数之和的

10％。 

三、评选原则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须同时具备以下 3个基本条件。 

1.学位论文能反映作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研

究工作立足该学术领域的前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结构合理，格式

规范，论证科学。 

2.论文外审综合评阅意见为优秀（即 5 份评阅意见中至少有三个优秀），且

答辩总评价为优秀。 

3.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或以第二作者身份（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时，第一作者必须为导师）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较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须同时具备以下 3个基本条件。 

1.学位论文能反映作者掌握相关学科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了解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材料翔实，结构完整，格式规范，文笔流畅。 

2.论文外审的评阅意见均为优秀，且答辩总评价为优秀。 

3.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或以第二作者身份（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时，第一作者必须为导师）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较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四、评选程序 

评选采取个人申报与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于每年的 6 月 10

日之前，以学院（中心）为单位，将推荐材料上报研究生部，研究生部审核、确

定初选名单，对初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结果无异议者报主管校长审定。 

五、表彰 

在每年举行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对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进行表彰，并颁发荣

誉证书和奖金。 

六、本奖励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在研究生部。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部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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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05 年 6 月）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

中国，作为历史地理学前身的沿革地理学，源远流长，于清代成为一门显学。“五

四”以后，西方现代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具有

重大影响。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20 世纪 30 年代，以《禹

贡》杂志为代表的禹贡学派的学者们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的深入研究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地理学家们除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

绘外，还在历史人口、边疆民族、经济开发、城市交通、社会文化和历史时期气

候、植被、沙漠、水系、海岸变迁以及区域综合历史地理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培

养目标和质量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估

的依据。为了发展我校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不断提高攻读该专业博士学

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

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在学校的指导下，结合我单位的具体情况，现制定历

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培养，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为社会

主义建设培养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基本目标是： 

1、熟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科研作风，有献身于科

学的事业心、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历史地理学学科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历史地理学学术研究中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4、能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外文资料，能撰写专业

文章。 

5、身心健康。 
二、学习年限 

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的脱产学习年限一般为 3～4 年，在职学习年限一般

为 4年。培养年限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6年。第一学年学习学位课程；第二学年第

一学期在学习有关方向、选修课程的同时，确定学位论文题目；之后用至少 2

年的时间从事学位论文的撰写，包括最后论文修改、答辩的时间，直至毕业。 
三、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方向，根据本学科已有的特色和优势，结合我单位研究

特色，力求体现基础性、前瞻性、先进性。主要研究方向为： 

1、历史人文地理 

2、历史城市地理与中国古都学 

3、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的课程实行学分制，一般 20 课时为一学分，至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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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18 学分方可申请博士学位。课程结构和学分分配如下： 

（一）必修课程 
1、公共学位课 

（1）政治理论课                          3 学分 

（2）第一外国语                          3 学分 

2、专业学位课 
（1）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2）区域历史地理                         3 学分 

（二）选修课程（含研究方向课，不少于 4 学分） 
选修课不少于 2门，每门 2学分。鼓励跨学科、跨专业选课。 

（1）国外历史地理学评介                  2 学分 

（2）历史社会地理                         2 学分 

（3）城市历史地理                         2 学分 

（4）历史人文地理专题研究                 2 学分 

（5）过去全球变化专题研究                 2 学分 

（6）历史景观遥感分析与 GIS               2 学分 

（三）学术讲座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术讲座 8 次以上并在学科范围内作

学术演讲至少 2次，符合规定记 2个学分。 

五、培养方式和理念 
导师负责制：历史地理学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实行导师负责制，并建立以导师

为首的博士生指导小组，充分发挥集体指导的优势。博士生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

高水平人才培养层次，培养的重点是如何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创造

性研究工作的能力，指导教师要注意培养博士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在指导教师的

建议下，培养单位需要根据科研课题、拓宽培养口径、扩大知识面的需要，安排

必要的学位课程，包括跨门类、跨学科的学位课程。按照野外实地考察的需要，

要安排 20～30 天左右的野外工作日程。指导教师应自觉地学习相关的教育学理

念，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并尝试运用于自己的培养指导工作之中。 

教师指导小组：积极发挥各位指导教师、任课教师的作用，用各人的专长去

影响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经典文本阅读、中期筛选、开题报告等具体环节方面，

给予博士生以积极指导。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而广博的阅读是深刻了解已

有研究成果的惟一途径，惟有如此才能在他人研究终止的地方，发现问题并真正

开始自己的研究，从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因此，养成扎扎实实的阅读、长期冷

静的思考、严肃认真的研究习惯，是十分重要的。 

因材施教：注意学者型、学生型博士生的区别，充分考虑博士生已有的专业

学术背景，尝试采用各种有效的学习、调研方式，提高研究生对研究选题的理解

力。实施人性化、个性化指导，关心研究生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和专业学习情

况，鼓励他们努力增强时代适应性和必要的学科张力，敢于想问题和碰问题，养

成在科研方面知难而进的禀赋和信念。 

多途径训练：根据博士生的兴趣及具体选题，加强经典性、基础性著作的研

读和读书报告的撰写。在可能情况下，安排研究生选修历史文化学院、政治经济

学院、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旅游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或到国内外其他高校

进修相关专业课程，以夯实专业基础，掌握有关专业技能，扩大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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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连读生：自 2005 年，学校开始实施硕博连读生类型的培养模式。为了

促使被选拔上的连读生，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学习心态和比较满意的学习环境，在

提供学术观摩和研究机会、教室和图书利用等方面，可以建立绿色通道，为培养

高质量人才创造可能的条件。 

预答辩：在 2005 年上半年实行预答辩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改善程序，

在为保证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的前提下，促使指导教师及博士生在学术研究的

方向上，做出更为出色的研究工作。 

选题要求：在选题上，预备做较小的题目，并靠近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充

分了解《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评价意见表》中列出的各项评审指标。

撰写的学位论文水平，以在国外的《历史地理杂志》（英国）、《历史地理学》（日

本）及国内的《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刊物上正式发表为目标。 

对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学位论文撰写必须符合学术规范，遵守科研道德。

博士生需要注意自身从基础资料到学科理论两个方面的学术积累。历史地理学虽

然在学科属性上属于地理学，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必须建

立在坚实的对原始历史文献的充分掌握和具体分析上，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

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历史地理学专业而言，衡量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的标准，它

包括选题前沿、基础牢固、论据充分、逻辑性强、结论可靠、学术意义较大。毫

无疑问，论文的主体工作部分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所探

讨的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创新性认识：怎样的工作才能被认可为学术创新研究？ 

（1）学术创新与理论建构必须符合其自身规律。任何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

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形成，必然是建立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刻了解基础

之上。在很多时候，一个问题的发现、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一个新思想的形成，

看起来只是对原有研究的一点推进，但如果没有对原有成果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

究，哪怕是一点推进，也是做不到的。 

（2）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不是将“问题意识”当作口号，而是将问题意

识贯穿在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真正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建构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

的工作，是离不开学术积累的。任何一个新的结论的得出、新观点的提出也同样

需要可靠的论据支持，需要建立在深厚的材料基础上。在这里，重视学术积累意

味着研究者对学术史的尊重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深刻了解，意味着对自己研究工

作的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研究者个人学术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学术素养、

学术品格培植形成的过程。我们强调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中，广博的阅读

和系统的研究作为学术积累的主要手段。 

（3）事实上，学术创新、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在长期的、

有计划的阅读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将大批的文献资料经过思想的过滤和消化，

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使它们以新的面貌诞生。没有这

一过程，就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创新性工作。 

六、学习要求与考核方式 
课程学习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与科研训练、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课程考核采取笔试、口试和开卷、闭卷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主

要有课堂考试、课程论文、科研报告、课堂笔试与课程论文结合、课堂笔试与科

研报告结合等多种形式。考核方法一般由授课老师决定，但必须严格考核，确保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七、科研训练与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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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地理

学博士生应通过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本人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等科研活动，掌握

科学研究的手段、方法和技能，提高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学术水平。提倡

和鼓励在校博士生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和研究生创新基金，激励博士研究生做出创

造性的成果。 

2、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活动（参加学

术讲座 8次以上，并在学科范围内作学术演讲至少 2次），领略人文社会科学家、

自然科学家的学术风范，了解有关学术动态，达到要求记 2个学分。 

3、在学期间的论文要求，参照现行《陕西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的规定》，达到要求后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八、中期考核和开题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工作一般在第二学期结束前的一个月内进行，

中期考核主要从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科研能力三个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

评价、考查。三项考查都合格者，通过中期考核；凡有一项不合格者，终止学习。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中期考核通过后，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三学

期的中期进行。开题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课题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现状分析； 

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其可行性分析； 

课题的主要创新性； 

计划进度、预期进展和预期成果； 

与本课题有关的工作积累、已有的研究工作成绩。 

九、培养计划 

1、根据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培养方案，制订博士生培养计划。 

2、培养计划应对本届博士生的科学研究方向、课程学习、开题报告、学位

论文等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3、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培养计划一般在博士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和导师

组指导下制订完毕，经导师和所在院系领导审核通过，报研究生处备案后实施。 

十、学位论文 
1、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

要标志，是对博士生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博士生创

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2、历史地理学兼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博士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或应用

基础研究，也可以结合科研攻关任务从事应用开发研究，但须有自己的见解或特

色，特别是区域的特色。 

3、在导师指导下，结合导师承担研究任务，博士生选择学科前沿领域或对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要突出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先进性。博

士生在学期间一般要用至少两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为了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

量，要抓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课题检查、组织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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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05 年 6 月）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

中国，作为历史地理学前身的沿革地理学，源远流长，于清代成为一门显学。“五

四”以后，西方现代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具有

重大影响。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20 世纪 30 年代，以《禹

贡》杂志为代表的禹贡学派的学者们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的深入研究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地理学家们除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

绘外，还在历史人口、边疆民族、经济开发、城市交通、社会文化和历史时期气

候、植被、沙漠、水系、海岸变迁以及区域综合历史地理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培

养目标和质量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估

的依据。为了发展我校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不断提高攻读该专业博士学

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

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在学校的指导下，结合我单位的具体情况，现制定历

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培养，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为社会

主义建设培养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基本目标是： 

1、熟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科研作风，有献身于科

学的事业心、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历史地理学学科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历史地理学学术研究中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4、能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外文资料，能撰写专业

文章。 

5、身心健康。 
二、学习年限 

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的脱产学习年限一般为 3～4 年，在职学习年限一般

为 4年。培养年限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6年。第一学年学习学位课程；第二学年第

一学期在学习有关方向、选修课程的同时，确定学位论文题目；之后用至少 2

年的时间从事学位论文的撰写，包括最后论文修改、答辩的时间，直至毕业。 
三、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方向，根据本学科已有的特色和优势，结合我单位研究

特色，力求体现基础性、前瞻性、先进性。主要研究方向为： 

1、历史人文地理 

2、历史城市地理与中国古都学 

3、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的课程实行学分制，一般 20 课时为一学分，至少应

取得 18 学分方可申请博士学位。课程结构和学分分配如下： 

（一）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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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学位课 
（1）政治理论课                          3 学分 

（2）第一外国语                          3 学分 

2、专业学位课 
（1）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2）区域历史地理                         3 学分 

（二）选修课程（含研究方向课，不少于 4 学分） 
选修课不少于 2门，每门 2学分。鼓励跨学科、跨专业选课。 

（1）国外历史地理学评介                  2 学分 

（2）历史社会地理                         2 学分 

（3）城市历史地理                         2 学分 

（4）历史人文地理专题研究                 2 学分 

（5）过去全球变化专题研究                 2 学分 

（6）历史景观遥感分析与 GIS               2 学分 

（三）学术讲座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术讲座 8 次以上并在学科范围内作

学术演讲至少 2次，符合规定记 2个学分。 

五、培养方式和理念 
导师负责制：历史地理学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实行导师负责制，并建立以导师

为首的博士生指导小组，充分发挥集体指导的优势。博士生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

高水平人才培养层次，培养的重点是如何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创造

性研究工作的能力，指导教师要注意培养博士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在指导教师的

建议下，培养单位需要根据科研课题、拓宽培养口径、扩大知识面的需要，安排

必要的学位课程，包括跨门类、跨学科的学位课程。按照野外实地考察的需要，

要安排 20～30 天左右的野外工作日程。指导教师应自觉地学习相关的教育学理

念，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并尝试运用于自己的培养指导工作之中。 

教师指导小组：积极发挥各位指导教师、任课教师的作用，用各人的专长去

影响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经典文本阅读、中期筛选、开题报告等具体环节方面，

给予博士生以积极指导。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而广博的阅读是深刻了解已

有研究成果的惟一途径，惟有如此才能在他人研究终止的地方，发现问题并真正

开始自己的研究，从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因此，养成扎扎实实的阅读、长期冷

静的思考、严肃认真的研究习惯，是十分重要的。 

因材施教：注意学者型、学生型博士生的区别，充分考虑博士生已有的专业

学术背景，尝试采用各种有效的学习、调研方式，提高研究生对研究选题的理解

力。实施人性化、个性化指导，关心研究生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和专业学习情

况，鼓励他们努力增强时代适应性和必要的学科张力，敢于想问题和碰问题，养

成在科研方面知难而进的禀赋和信念。 

多途径训练：根据博士生的兴趣及具体选题，加强经典性、基础性著作的研

读和读书报告的撰写。在可能情况下，安排研究生选修历史文化学院、政治经济

学院、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旅游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或到国内外其他高校

进修相关专业课程，以夯实专业基础，掌握有关专业技能，扩大知识面。 

硕博连读生：自 2005 年，学校开始实施硕博连读生类型的培养模式。为了

促使被选拔上的连读生，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学习心态和比较满意的学习环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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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术观摩和研究机会、教室和图书利用等方面，可以建立绿色通道，为培养

高质量人才创造可能的条件。 

预答辩：在 2005 年上半年实行预答辩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改善程序，

在为保证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的前提下，促使指导教师及博士生在学术研究的

方向上，做出更为出色的研究工作。 

选题要求：在选题上，预备做较小的题目，并靠近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充

分了解《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评价意见表》中列出的各项评审指标。

撰写的学位论文水平，以在国外的《历史地理杂志》（英国）、《历史地理学》（日

本）及国内的《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刊物上正式发表为目标。 

对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学位论文撰写必须符合学术规范，遵守科研道德。

博士生需要注意自身从基础资料到学科理论两个方面的学术积累。历史地理学虽

然在学科属性上属于地理学，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必须建

立在坚实的对原始历史文献的充分掌握和具体分析上，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

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历史地理学专业而言，衡量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的标准，它

包括选题前沿、基础牢固、论据充分、逻辑性强、结论可靠、学术意义较大。毫

无疑问，论文的主体工作部分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所探

讨的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创新性认识：怎样的工作才能被认可为学术创新研究？ 

（1）学术创新与理论建构必须符合其自身规律。任何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

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形成，必然是建立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刻了解基础

之上。在很多时候，一个问题的发现、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一个新思想的形成，

看起来只是对原有研究的一点推进，但如果没有对原有成果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

究，哪怕是一点推进，也是做不到的。 

（2）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不是将“问题意识”当作口号，而是将问题意

识贯穿在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真正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建构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

的工作，是离不开学术积累的。任何一个新的结论的得出、新观点的提出也同样

需要可靠的论据支持，需要建立在深厚的材料基础上。在这里，重视学术积累意

味着研究者对学术史的尊重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深刻了解，意味着对自己研究工

作的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研究者个人学术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学术素养、

学术品格培植形成的过程。我们强调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中，广博的阅读

和系统的研究作为学术积累的主要手段。 

（3）事实上，学术创新、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在长期的、

有计划的阅读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将大批的文献资料经过思想的过滤和消化，

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使它们以新的面貌诞生。没有这

一过程，就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创新性工作。 

六、学习要求与考核方式 
课程学习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与科研训练、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课程考核采取笔试、口试和开卷、闭卷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主

要有课堂考试、课程论文、科研报告、课堂笔试与课程论文结合、课堂笔试与科

研报告结合等多种形式。考核方法一般由授课老师决定，但必须严格考核，确保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七、科研训练与能力训练 
1、科研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地理

学博士生应通过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本人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等科研活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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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手段、方法和技能，提高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学术水平。提倡

和鼓励在校博士生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和研究生创新基金，激励博士研究生做出创

造性的成果。 

2、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活动（参加学

术讲座 8次以上，并在学科范围内作学术演讲至少 2次），领略人文社会科学家、

自然科学家的学术风范，了解有关学术动态，达到要求记 2个学分。 

3、在学期间的论文要求，参照现行《陕西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的规定》，达到要求后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八、中期考核和开题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工作一般在第二学期结束前的一个月内进行，

中期考核主要从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科研能力三个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

评价、考查。三项考查都合格者，通过中期考核；凡有一项不合格者，终止学习。 

历史地理学博士生中期考核通过后，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三学

期的中期进行。开题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课题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现状分析； 

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其可行性分析； 

课题的主要创新性； 

计划进度、预期进展和预期成果； 

与本课题有关的工作积累、已有的研究工作成绩。 

九、培养计划 

1、根据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培养方案，制订博士生培养计划。 

2、培养计划应对本届博士生的科学研究方向、课程学习、开题报告、学位

论文等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3、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培养计划一般在博士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和导师

组指导下制订完毕，经导师和所在院系领导审核通过，报研究生处备案后实施。 

十、学位论文 
1、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

要标志，是对博士生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博士生创

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2、历史地理学兼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博士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或应用

基础研究，也可以结合科研攻关任务从事应用开发研究，但须有自己的见解或特

色，特别是区域的特色。 

3、在导师指导下，结合导师承担研究任务，博士生选择学科前沿领域或对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要突出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先进性。博

士生在学期间一般要用至少两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为了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

量，要抓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课题检查、组织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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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历史地理学 
侯甬坚 

 
1980 年 2 月 12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本条例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1981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办法》第二条规定，学位按下列学科的

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

医学。 

在有关单位和机构提出和返回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1983 年 3 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

目录》（试行草案），既作为该委员会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专业范围划分依据，

学位授予单位也是按此目录的规定来招收培养研究生，并授予其相应的学位。这

一版目录中的历史学、地理学学科中，都有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也就是

说，按照这一目录中的“历史地理（学）”专业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通过后，可以根据培养单位的专业性质，授予研究生以历史学或地理学学位。 

 

学科门类：历史学 

1  史学理论 

2  史学史 

3  考古学（含古文字学、原始社会史） 

4  中国古代史（含：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辽宋金夏史、元史、明史、清史） 
5  中国近现代史（含：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6  中国地方史 

7  中国民族史 

8  世界上古史、中古史 

9  世界近现代史 

10  世界地区史、国别史 

11  专门史（含：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土地制度史、

工人运动史、农民战争史、中外关系史等） 
12  历史地理 

13 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敦煌学、版本目录学等） 
 

学科门类：理学 

五、地理学 

1  自然地理学 

2  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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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地理学 

4  环境地学 

5  地图学与遥感 

6  历史地理学 

 
1983 年的试行草案执行到 1990 年 10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

员会颁布了正式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新

目录确定了学科门类和学科、专业代码，增加了军事学门类。据 1990 年版目录

说明：“与试行草案比较，有一些专业拓宽了专业面，调整、充实了专业内涵；

同时，删掉或归并了一些划分过细、偏窄的专业，增加了一批新专业。适当调整

了过去一些按行业或部门划分的旧专业，按学科归口设置……”。调整后的历史

学、地理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 

 

06  学科门类：历史学 

0601  历史学 

060101  史学理论 

060102  史学史 

060103  考古学（含古文字学、原始社会史） 

060104  历史地理 

060105  博物馆学（含：文物学、古器物学） 

060106  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敦煌学、版本目录学等） 

060107  专门史（含：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土地制

度史、工人运动史、农民战争史、中外关系史等） 
060108  中国古代史 

060109  中国近现代史 

060110  中国地方史 

060111  中国民族史 

060112  世界上古史、中古史 

060113  世界近现代史 

060114  世界地区史、国别史 

 
07  学科门类：理学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70502  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 

070503  人文地理学 



Μεταπτυχιακά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教育研究推進室年報 Vol. 3Μεταπτυχιακά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教育研究推進室年報 Vol. 3

98

070504  区域地理学 

070505  环境地理学 

070506  地图学与遥感 

（020127） 经济地理学（见经济学: 经济地理） 
 

很显然，地理学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被调掉了。1990 年

版目录说明中还有一段文字：“一些学科、专业注明可授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

门类的学位，共 70 种专业。对于需要在不同学科门类同时设置的少数专业，采

用互‘见’的办法，即一种专业在目录中只有一处编有代码，再次出现时则不再

编码，而注明其‘见’已编有代码的专业，共 34 种”。（0705）地理学中的“（020127） 

经济地理学（见经济学: 经济地理）”，就属于再次出现时的例子。这样看来，尽

管还有不少专业“可授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门类的学位”，但已不包括历史地

理专业。 

到 1997 年 6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 1990 年版目录的基

础上，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订，又颁布了新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1]
。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则是：科学、规范、拓

宽；修订的目标是:逐步规范和理顺一级学科，拓宽和调整二级学科。同上版目

录相比，新版目录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增加了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由原来的

72 个增加到 88 个，二级学科由原来的 654 种调整为 381 种，一共缩减了 273 种。

具体到历史学、地理学学科，前者从 14 种缩减为 8种，后者从 6种缩减为 3种。 

 

06  历史学 

0601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60102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060103  历史地理学 

060104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等） 

060105  专门史 

060106  中国古代史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060108  世界史 
 

07  理学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对于历史学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而言，1990 年版、1997 年版目录中的规定



Μεταπτυχιακά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教育研究推進室年報 Vol. 3Μεταπτυχιακά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教育研究推進室年報 Vol. 3

99

中国における大学院生教育の基本状況

是一样的[后一版多出一个“学”字（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在 1983 年试行草

案中的地理学学科下已经有过]。1997 年版目录中，可授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

门类（学位）的学科、专业大为减少了，而部分学科、专业注明可授予不同学科

门类的学位，按照规定，此类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由学位授予单位的

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葛剑雄教授曾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

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 年夏季，他本人对学界同仁的看法、

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2]
： 

 

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学界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

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后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历史

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

靠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

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

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

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

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

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

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

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这一见解平实、祥和，富有洞察力和建设性，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继续发展具有指

导意义。 

从全局着眼，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调整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是国

家对研究生教育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
[3]
，以前有过两次调整（对 1983 年的

试行草案而言），以后根据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的情况，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还会有所调整。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资料
[4]
，1997 年学科、专业

目录的调整和拓宽，标志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告别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过窄的专业教育的格局，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全面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据此判断，1997 年版学科、专业目录可能会使用更长的时间。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报》1997 年第 2 号，1997 年 12 月 31 日。这

一组材料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通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

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及《<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修订前后对照表》。 

[2]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

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 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 年，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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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远清《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第 127-128 页。 
该书介绍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概况是：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

变化、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中国，作为历史地理学前身的沿革地理学，

源远流长，于清代成为一门显学。“五四”以后，西方现代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

传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产生

与发展过程中，20 世纪 30 年代，以《禹贡》杂志为代表的禹贡学派的学者们作

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的深入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地理学家

们除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外，还在历史人口、边疆民族、经

济开发、城市交通、社会文化和历史时期气候、植被、沙漠、水系海岸变迁以及

区域综合历史地理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 
[4]见《中国的学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网页文

章。 
 

 

 

培养对象·选题·整合手法 
——一点看法和评论 

Comments and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Objects, 
Subjects Sele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 of Integration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710062 西安） 

 

摘  要：本文认为对学生的素质应历史地看待，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个方向性

目标，是设法将学生引入学术殿堂，具体做法是教育学生从内心领悟科学研究的

意义，并使学生亲身体验到科研的甜头。至于学位论文的选题，指导教师和研究

生两方面都必须要有超前的意识，一旦选择了有远见、有眼光、有难度的题目，

就意味着创造性工作的展开。针对近年学位论文撰写中出现的“整合手法”，认

为学位论文要从基本训练开始，强调必须有较大分量的基础性工作，然后才可能

取得一些突破，再向创新性工作（尤其是原始创新）努力。对于教育事业而言，

培养大批具有研究意识和能力的毕业生，是提高培养素质、造就人才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培养对象；选题；整合手法；评论；科研意义 
 

对于任何一名教育工作者而言，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都是需要经常思考的。

为增进交流，有助于培养人才的事业向前迈进，仅就近年思考所及，对学校的培

养对象（研究生、本科生）、学位论文选题、学位论文撰写中的整合手法，提出

个人的看法和评论意见，谨向教育界专家和读者请教。尽管我的专业仅为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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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但我所提出来的看法是具有较为普遍的意

义的。 
 

一、将学生引�学术殿堂 

前时听到一种说法，说是现在的学生没出息，见了老师不敢抬头，见了教授

不敢说话，对出自自己之手的作品没有自信，在学校里学习，总是以毕业后找一

个好的工作单位为目标，显得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理想。——对于现在学生的情

况，可能不能看的这么简单，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些学生（许多都是家庭独生子女），

就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而言，同 30 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正是改革

开放后，不断健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可以用来检验

这种体制和体系是否完善的资料样本。我认为，他们思想品德优良，基础知识不

错，主要弱点是社会锻炼太少，自立能力不强，但这不能怪他们。 

对于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而言（包括本科生、研究生），他们自然非常愿意

通过老师的精心培育，自己的勤奋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现

今大学的学习、研究条件非常好，甚至是一年比一年好，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

也越来越多，学校的管理也越来越正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成熟，在学生中培养

出较高比例专业人才的条件是具备的。 

对于教师而言，自然也愿意将学生培养成才，而且越多越好，但问题的关键

是怎样去实现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先哲（许多都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

教育家），讲从事教育的人应如何因材施教、身体力行、现身说法，对学生应如

何传道、授业、解惑，已讲了许多，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感觉有两点十分重要。 

�一，教育学生从内心领�科学研究的意义 

从事科研活动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求取上进的正途。

科研本身，凝聚着学生的个人追求、父母和老师的殷切希望，国家的深远寄托，

老师应理直气壮地培养学生走向这一步。在让学生了解老师自己科研工作的同

时，应有意识让学生也明白学术是怎么回事，知道从事学术研究是一种什么职业，

鼓励学生关心学术，心系学术，在科学研究方面树立雄心壮志，敢想成名成家的

事情。 

科研工作本身是非常之苦之难的，其中也有甜头，学生一旦喜欢科研，就会

学而不厌，在研究中逐步树立自己的信心，完善自己的人格，培育勇于追求的个

性。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努力钻研中间，能学到许多东西，如孜孜以求，知难而

进，与人合作，甘于寂寞，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为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 

对于老师来说，学生毕业工作以后就成了“我”，成了同“我”一样热爱学

术，贡献才智于学术的人，那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如果“把学生引进学术殿堂”

这句话，成为教师的一种信念、职责和经常性行为，毫无疑问，我们的院系、学

校、乃至国家的发展速度将会快得多。 

�二，要�学生�身体验到科研的甜头 

这是老师的主要工作所在，具体环节就是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搞实验，做分

析，写论文。过去有的学生上大学四年，只是在毕业时候写过一篇论文，那是太

少了。教专业课的老师讲了一学期课，结束时仅考几道题，没有指导学生写一篇

论文习作，是教学环节中的不足。还有的老师说学生写不出什么象样的论文，因

此就不做这方面的探索。其实，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为学生打基础的同时，搞论

文习作，是加深理解课堂讲授内容、开展独立思考的最好方式，只是因为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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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比较费劲，指导不易，所以仍以课堂教学为主。事实上，对于喜欢学习的

学生来说，求学中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路径问题。因此，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学

生的积极性，能看到学生身上的潜质和优点，调动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去钻研

学术问题，能诲人不倦地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的激情，是目前大学教师师德的一

处重要体现。 

怎样使学生对科研感兴趣呢？对此，以前胡适之先生的“胡家铺子”曾经开

出了很有名的学习方子
[1]
，被人称为学生“防身的药方”，那即“问题丹，兴趣

散，信心汤”九字真言，即在兴趣中培养学识，从问题的探讨出发，每人的头脑

里“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来考虑，长此以往，形成习惯，学生就

具有了思考、钻研问题的意识，而这正式一名科研人员的基本素质。此外，院系

老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各种锻炼机会，如参加课题组、学术沙龙、学术讨论会、

野外调查等，帮助他们走上科研道路。 

有人说，现在毕业的硕士、博士，很多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培养这么多人，

国家哪里需要？此种说法，也是看问题太简单。实际情况是现在许多毕业生找工

作时给自己的定位有问题，按照国家的科学事业发展规划，需要学校培养更多的

优秀、尖子人才和大量专业人才，不仅学术薪火需要有人代代传递，随着社会进

步所提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长江后浪推前浪，整个社会各个行业也需要补进大

量的优秀的专业人才。 

我们心目中的学术殿堂，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要给学生提供试一试身手

的机会，让学生自己去体验认识吧。 

 

�、�前的选题 

2005 年暑假，我和中心 4 位师生应邀参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等

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8月 17-19 日）
[2]
，

会议上得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认识，即：选题，不是按照能力来选，而是以选题

是否具有眼光来定。到最后一天下午，会议闭幕式领言人谈完后，有即席发表观

感的机会，我就上台向大家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

教授也上台道岀了同感。我举的例子是——大家都眼见得十年前的想法（研究疾

病史），谁坚持做下来，谁就是今日学术讨论会上的专家、主角。 

这里所说的选题，主要是对研究生而言。研究生选题做论文，有指导教师在

起作用，在大学的学术氛围里，一般来说，选题本身不会远离本专业。但选题结

果却容易出现差距，即所选之题，是否属于有远见、有眼光的选题？要最终证实

这一点，似乎只有等待随后的实践和事实来证明，但那需要太长的时间。另一个

现实的办法——判断谁的选题具有前瞻性，就看其是否为大多数教授所认可。 

在实际学习和交流中，不少研究生对于选题，首先是看自己是否具有做它的

能力，自己一旦断定没有这个能力，就想退却、放弃，另外选题，对他做不通工

作的话，指导教师拿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没有自信心。在这里，选题的

方向就可能错了，即将有意义、有希望的选题放跑了。在这里，这位研究生没有

想一想，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别人也可能没有，自己如果坚持做下去的话，就

可能走到这个题目的前面，成为一位先行者（事实大多是这样，等看到别人成功

或领先了，自己就只好吃后悔药了）。 

请试想一下，研究生如果总是按照现有的能力来选题，来做论文，不妨估算

一下，能做类似题目的人有多少，正在做类似题目的人又有多少，等到两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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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来，你完成了，他也完成了，大家毕业了，也没有觉得比别人强多少。 

如果做的是一个有远见、有眼光、有难度的题目，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做的

中间，它是会给你带来焦虑不安和烦恼，但它也会给你带来机遇，——最为重要

的是它带给你的挑战之大，带给你的刺激之强，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在

研究生阶段这样精力充沛、血气方刚、花样年华的大好时光、青春岁月，选做一

次这样的题目，不是一种有胆有谋的选择吗？不是一次勇敢的自我挑战吗？我在

想，许多科学家能够做出前人所无的发明创造，凭什么呢？凭借的主要就是在巨

大挑战之下，人的能力全面而又充分的调动，人的灵感的积极捕捉和巧妙使用，

凭借的是平常工作中不曾有也不会有的那种忘我工作精神。 

若能成为某个领域或专题的先行者，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从六岁半开

始背着书包求学，要期待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专业上的进步。如果这么

好的事情，不是起于开始时的一种特别困难，它就能来到你的身边，是否有点象

在白日里等待着天上落下馅饼来。 

一个好的选题虽然不是百年不遇，但确实不是轻易能碰到、认识到的。所以，

如果有好的选题，请你不要迟疑，更不要犹豫不决，总不相信自己，首先应该抓

住它，再设法摸清它、进而征服它，让它成为你勇于拼搏的机遇，走向成功的起

点。 

每一位研究生都是人才，都是可堪造就之才，如果说日后有了彼此发展道路

的不同，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只在于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你认为自己不行，

那你以后就一定不会行；如果你认为自己行，那么以后你一定可以走到一个非常

光彩的位置上。现在的学习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国家、人民和老师都在鼓励你们

成名成家，你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每天光是看书看报看杂志，不去思考问题写

论文呢？——截止到现在，恐怕还没有哪一种学习方式能比撰写论文，更能调动

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掘他们身上的巨大潜力。 

至于这有远见、有眼光、有难度的题目到底是什么？请各位研究生细读学术

论文，或一些综述文章，注意——只要是研究论文结论之间相左的、多年来研究

进展不大的、过去有人提但没有条件做的、有公认理论但尚未被本学科证实的、

或有大量事实却无理论归纳的、学术界热门话题外甚少被人过问的、知名学者曾

点到但未引人注意的、基于我国特殊背景下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学术动态或国

家级基金委员会项目指南指示方向的、前沿研究带给本学科本专业新的启示的，

等等，不一而足，其中都可能藏有比较好的选题。 

 

�、学位论文撰写不宜提�“整合手法” 

近几年，常听人说起使用“整合手法”从事学术研究的意见或做法。当然，

也有使用这种方式撰写学位论文，并得到好评的
[3]
。对此，我的基本意见是，学

位论文的撰写不宜使用“整合手法”，原因很简单，就是从事学位论文撰写的是

研究生，他们年轻初学，刚想跨入学科大门，需要的是专业训练，——从基础做

起的专业训练，而不是其它。也就是说，采用“整合手法”从事学术工作，是有

条件的，他们可以是大家、专家、学者教授，却不能是青年学子。让青年学子在

撰写学位论文中使用“整合手法”，是极为危险的。这是我的一般而论。 

现实的情况却是，有些特殊原因，使得学位论文的撰写中出现了“整合手法”：

一是某些研究生的专业背景不一样（非历史专业出身的研究生来攻读历史地理学

学位，碰到了如何啃下历史文献资料、掌握考证方法的难关；而学历史出身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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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却常常缺乏地理眼光）；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确定的时间比较晚，

题目最后确定下来，已没有那样充裕的时间来搞基础性的工作了；三是其指导教

师正在从事的科研项目，吸收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参加，需要有人来做整合性的

工作（有这样的需要，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再分析，那还有一个原因，即

研究生在选题、撰写中存在着严重的避难就易倾向；对此，指导教师没有给予及

时而有效的帮助，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通过各种努力，将那

种妨碍学位论文撰写的不良倾向扭过来。 

对于上述前三种情况，我认为都是有些特殊性的，如果其中的两种或三种情

况都发生在同一个要毕业的研究生身上，那么，对于他的论文，就不能按一般而

论来评论和要求，而要考虑其特殊性。但是，对于研究生在专业学习中存在的严

重的避难就易倾向，必须给予严肃指出，然后在制定论文写作方案中，师生间互

相磨合，发挥好学生已有的专长，帮助其度过难关，主要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来

赢得论文的高水平写作。 

对于研究生而言，基础性研究、理论分析都比较难（有些研究生误以为理论

分析好弄些），这是一名想在专业领域内打好基础、有所发展的研究生，必须同

时面对的两件事、两样工作（它们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只要你自己留心和多

方体会，从入学开始，所有的课程开设，以及参考书阅读，都有助于研究生在这

两方面获得进步。 

我认为，一篇学位论文的撰写，基础性的工作至少要做到 1/3 的分量，这样

的论文才可能岀新意；如果基础性的工作能做到 2/3 的分量，那就是在向原始创

新的道路上迈进，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作为学有专攻的研究生，需要在基

础性研究、理论分析上都立下较高的奋斗目标，这样才不愧是科班出身，做下去

才会有专业成就可言；而不能在专业学习中老是避难就易，在最后的答辩中抱有

侥幸心理，那样的话，一是没出息，二是写出的学位论文将无法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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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おける大学院生教育の基本状況

磨砺�心之意志  �开人生之花� 
西北环发中心 侯甬坚 教授 

各位毕业生： 
大家好。今天各位顺利从学校毕业，大家很高兴，我也非常高兴。由于我们

在学校每天都要和研究生在一起，讨论学问，交换意见，询问情况，所以，你们

毕业要离开学校，我们的心情也很不好受。各位在学校求学的时间不等，多则十

年，少则三年，对母校都留有许多印象，其实，我很想知道，陕西师范大学在各

位心中的位置？最近几天，我翻阅了部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论文“后记”里，

我在寻找这种印象或印记，我得到的感觉是：母校在各位心中的印象是非常清晰

的，甚至是充满无限情感的。当然，我知道，在以后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各位

方能体会到母校对自己的最大意义。 
我也是这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我们七七级在校求学之时，“振兴中华”之

声伴随着我们，“三个面向”之口号激励着我们，大家在较为平静的气氛中读完

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生阶段。曾几何时，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大街小巷，要在

物质条件还不很理想的状况下攻读学位，一做就是三年五载，不停地读书做实验，

满足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我自己认为，比之我们求学时的情况更不容易。 
七八年前，我刚从历史系调到西北环发中心工作，在给硕士研究生讲课时，

偶尔曾询问听课的研究生对于学习动力的看法，那时，我感觉大家刚进入研究生

阶段，公费名额较多，对家庭对父母如何支持自己上学的用心还没有太深的体会，

可是这些年不一样了。在我校去年一册学位论文“预答辩本”的“后记”里，我

看见了这样的文字，作者写道： 
 

这篇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父母的伟大奉献。2003年当我考入陕

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时，母亲刚刚从繁重的教学岗位上

退休，为了筹集我和爱人的巨额学费，业已苍老的父母不得不再次为金钱

憔悴、操劳。2006年我因未能按时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论文答辩，父母

毫无怨言，仍一如既往地对我进行支持。在师大攻读学位的四年中，我没

有一个春节回家团聚，侍奉父母。时光飞逝，容颜易老，每念及此，我都

禁不住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为什么我们的研究生没有进入公费行列，却要在学校里认真读书、写作，默

默地坚持着事业追求、德行操守。实际上，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发愤学习

的状态，是有别于军营和战场的另外一种考验。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学习中，潜

心读书，不求闻达地磨炼，研究生的学业竟然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以前不懂的

东西，现在觉得好懂了，以前不敢去写的文章，现在有了很好的感觉，而且把它

写出来了，甚至连由衷的自尊，社会良知、做人之志气、人生之豪气……也都萌

生和强化了，本来是为了求学，谁知却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塞得物欲之路，

才堪辟道义之门；弛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明]洪应明：《菜根谭》），

那老南京大学的校训就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个字。“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世间的道理就是这般简单，再有意义的过程，自己不去亲历，

又怎么能够轻易得到那样的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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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大家都会写到自己的指导教师，有的

同学还把导师比喻为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其叙述真实感人，满怀深情。还

有的研究生在写“后记”时，想到了自己的妻子，不觉地动了情，写出了即使见

面也不易说出的心里话： 
 

我的妻子刘衡志女士，在我断续求学的生涯中，一直毫无怨言地默默

操持着家务，并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每次于节假日回家小憩，满满的

行囊中竟无一样是用来令她“面复光”的“粉黛”与“衾裯”。现在想起来，

真是惭愧难当。好在论文已成型可出手，就让我把这份凝结着心血的论文

奉献给我的爱人吧！ 
 

同学们，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文人们为什么要写“后记”（古

人曰跋），那就是文人们在奋斗一场，写下几万十几万文字之后，必须畅快淋漓

地直抒一下胸怀，做了这件事，过了这把瘾，心中的论文才算真正完成了。我还

感觉到，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论文作者，越是不能不把写“后记”的事情看得至

为重要，要知道——，这是毕业生诸位在离别母校之前，要对母校说出发自肺腑

的最秘密、最圣洁、最热烈的语言啊。除了这么一小处地方、一个属于自己的机

会外，还真是不存在更为合适的地方和机会。 
同学们，今天学校隆重举行 200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开完了，各

位手持颜色深沉的学位证书，就意味着学业完成，顺利毕业。作为老师，永远如

信马由缰的牧人，期望那激昂的马群驰骋起来，奔腾着跑向远方。大家需要记住

你们中间的一位说的话——“所谓大恩不言谢，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以加倍的努力

去回报这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回报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自己要送给各

位毕业生的话语很简单，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对未来都要抱有理想，

对现实都要寄予希望。无论什么时候，大家的母校都是每一位学子的支持者，是

每一位学子的精神家园，她在任何时候，都期待着大家的归来，期盼着各位在各

个地方、各个岗位上传来的佳音。 
作为老师的我们，会永远在母校等候着你们。 
衷心地祝福大家，谢谢！ 

 
（在陕西师范大学 200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 

的发言，2008 年 6 月于雁塔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