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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迫切需要。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对国家人才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作教学
也因此应运而生。 文章首先分析了研究生校际联合培养的理论应然性与现实实然性,在总结传统联合
培养模式基础上,针对“ 大学轻松” 的惯性思维和高校区域间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基于时空跨度下
的从“ 本” 到“ 研” 、从“ 研” 到“ 研” 研究生联合培养新模式,助推学生成长。 最后,针对跨校合作中现状问
题作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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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20 年考研报名人数达 340 万左右,比 2019 年增加 50 余万人,创历史新高。 在研究生

报考、录取、毕业人数均大幅增加的当下,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未雨绸缪尤为重要。 招生规模的扩大
是基于当下事实的考量,是国家对高层次专业创新人才需求提高的表现,但是,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能否随之跟上值得深思。 在“ 十三五” 收官之际,探讨如何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探索研究生教育
的新思路,进行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
适应国家发展的复合高端人才,是留给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

一、研究生校际联合培养的应然性与实然性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正把我们带入一个高度信息化、知识加速更
迭和融汇的时代,这是属于创新者的时代。 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也必须随之创新紧跟时代发展的步
伐。 研究生教育是高于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学历型专业教育,基于相同或类似的教育出发点和
落脚点,培养复合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研究生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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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法的选择上,均有突出的个性化特色,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譬如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
应遵循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走科教融合的道路,且以研究为主要特征,启迪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反思
等精神,注重对知识发现的贡献 [1] ,培养自然规律的探索者和文化奥秘的发现者。

高校校际合作是指以高校为主体,要求双方或多方在教学、科研等方面进行合作,通过共同的

投入和努力达到一定的办学目的。 其中,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致力于紧密联结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高等教育基础职能,调动各项基础职能的内生动力,推进
形成有机整体,实现高效运转。 研究生联合培养是校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就是双方或
者多方一起培养学生的教育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获
得的知识面更宽,能满足新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2-3] 。 在教育部的大力倡导下,目前我国已存
在多种研究生培养模式。 比如:知名度较高的九校联盟( C9 联盟) ,C9 联盟是我国首个顶尖大学之
间的联盟,类似于美国常春藤联盟、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等,于 2009 年 10 月启动,联盟成员包括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 9 所高校。 在学科建设上,9 校联合开展教材建设,共同培养青年教师,建立和发
布以精品课程为主的学分互认课程目录,建立共享远程教育平台,联合推进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
合培养。 此外,也存在地区内的高校联盟,比如:武汉七校联盟,成员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本着“ 平等协商、优势互补” 的原则,进一步开展更为广泛的联合办学,从互开专业课程发展到互聘
教师,从学分互认发展到学历互认,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 又如,针对性
较强的西湖大学系列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分为“ 浙江大学 - 西湖大学” 和“ 复旦大学 - 西湖大学跨
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两个项目。 为了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提升科技国际竞争
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深入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促进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机制,西湖大学与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学生入学后,在浙江大学 / 复旦
大学注册学籍,由两校联合培养,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颁发浙江大
学 / 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证书,授予浙江大学 /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这些联合培养模式的产生,是我国

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次次大胆探索与尝试,也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理念随时势变化的应然性与实然性。
笔者与重庆工商大学相继展开了近 7 年的跨校培养研究生实践,通过联合组会、联合筹办学术会
议、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培养实践活动,重庆大学的优质资源使得重庆工商大学的学子受益,部分
学生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全额奖学金。
尽管研究生联合培养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促使了教育资源配置,是国家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性举措,然而,其理论的应然性与现实的实然性之间的不匹配、不统
一时常存在,于是在动态演变中,其他独特或可推广、可复制的联合培养模式不断涌现,大有“ 诸子
百家” 之势。 有别于之前的“ C9” 和七校联盟研究生培养模式,文中首次提出了基于时空跨度下的研
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强调实现研究生纵向时间轴线和横向空间个人、团队间甚至更大程度的互利
共赢。

二、从“ 本” 到“ 研” ,助力本科教育走出历史惯性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和终极使命。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学生的成长成才

是学校的发展之基。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要求高校要坚持“ 以本为本” ,实现“ 四个回归” 。 2019 年,
教育部印发了《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 关于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的实施意见》 等多个重要指导性文件,要求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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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 在对高校教师提出严要求的同时,也明确提出“ 要让本科
生忙起来” ,要推进本科课程改革,为本科生科学“ 增负” ,让学生体验“ 跳一跳” 才能够得着的学习
挑战。 各项要求还强调本科阶段也需要强化科研育人功能,除专业理论知识之外,还需合理配套相
应的操作实验,培养学生勤于动脑、勤于动手的科研素养。 此外,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支持
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在此基础
上,除了普适性的课程改革之外,还需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点对点地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从
“ 本” 到“ 研” 联合培养,就是一种需下足“ 绣花” 功夫的培养模式。

推荐免试研究生,简称“ 推免生” ,是指不用参加研究生考试而直接就读研究生的一种招生形

式。 大多数重点高校都有保送生名额,竞争较为激烈,候选人首先学业成绩( GPA) 非常优异,其次
要么已经发表了论文,要么取得了众多的科研竞赛奖励……种种附带资历的背后都是学生能力的
体现。 他们大多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或有着科研的训练经历,是科学研究的潜力股。 以推免生为
主,仍需考研的本科生为辅,开展研究生联合早期培养。 从“ 本” 到“ 研” ,旨在以“ 定向研究生” 的身
份提早进入课题组,提早熟悉并开展相关科研训练,进一步培养和强化科研思维。 该模式突出学生
个人时间轴线发展,这也是基于对课题组未来成员增补的考量。 推免生经过严格考核,是本科生中
的佼佼者,读研是在前期科研兴趣基础上的继续。 这些优秀学子到更高水平、更专业的学府深造
(或是留校) ,是本科高校的荣誉。 优秀学子在本科高校学生中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两校人
才培养走向深入。 笔者与重庆交通大学联合培养已保研重庆大学的本科生,学生在本科毕业设计
期间发表高水平全英文论文,创造学院纪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拓展了两校合作的深度。

三、从“ 研” 到“ 研” ,协同提速研究生教育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探索与发展的 70 年,为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从

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国家积极深化研究生教育各项改革,其中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是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

自 1998 年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后,国家有关部门经审慎研判后制

定了以“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为目标的扩招计划。 除了积极影响外,
扩招也带来了教育质量下滑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校着重于外延式的教
育发展,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微弱的马太效应,教育质量优的高校可能会愈来愈强,而有的高校
则会经历断崖式劣化。 “ 一流高校培养一流的人才,二流高校培育二流人才,三流高校则造就三流
人才” ,这样的观念在高校部分大学生群体中得到默认 [4] 。 本科院校之间的差异、本科与专科院校
间的差异、专科院校间的差异正是从生源、教师资历、硬件配套等诸多方面综合产生的,不同高校学
风也差异明显。 由于研究生数量大幅度增多,生源日趋复杂,研究生入学前的基础学历、专业,以及
教育背景差异明显。 有的地方院校,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学生担心能力和素质比不上名
牌院校的学生因而缺乏信心,走出母校自带自卑情结 [5] 。 正是由于这些校际差异,要将我国研究生

教育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恰好为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提供了一条新路。
由“ 本” 到“ 研” ,较早地录取保送生,就是在生源上的一种优先选择。 此外,也是对保送生原本科院
校的一种激励,做好相关新闻宣传后,在广大在校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从而形成学风上的良性
循环。

从“ 研” 到“ 研” ,强调更高层次、更全方面、更深入的合作。 保送生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后

可继续保持与母校的深入交流。 鼓励课题组内所有学生,不仅局限于校内跨课题组、跨学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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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放眼于区域高校间的合作,以学生的联合培养为契机,着眼于校际间的优势互补,努力实现校
际协同创新成果最大化。 高校内、同一地区内由于空间距离较短,科研合作也更便利。 笔者所在课
题组的研究生经常与校内外其他课题组开展交流互访,碰撞科研火花;课题组间的资源共享有利于
课题组的深度交流和预期成果落地。 与时同时,在跨地区高校间的联合培养中,要注重取长补短,
建立长效联合培养机制。 此外,发挥教师在科研论文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优势,开展跨高校跨学科
SCI 论文写作培训,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四、关于研究生校际联合培养的思考
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是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历程
中的衍生物。 联合培养模式正处于探索阶段,各主体间需要不断探讨、磨合,以问题导向思维促使
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走向深入。 然而对应于应然性的适当探索,又渐渐凸显出高等教育变革中的
不足,这也恰恰说明了理论的应然性探讨与现实的实然性操作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 一) 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校际联合培养研究生依赖各主体高校的自主意识,大多属自发行为,缺少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与
保障。 在协同创新环境下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改革进程中,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基本理念可有效
指导政府在该活动中出台调控措施。 此外,校际合作中高校部门间缺乏整体协调,联合培养的效果
有待进一步提升 [6] 。

( 二) 提高不同类型高校的主体意识
高校联合培养的积极性亟须进一步激发,不同类型的高校应积极主动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

通过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给主体高校不断的激励,从而由上至下传递至联合培养关键角色———
导师。 研究生导师在整个培养过程中无疑处于主导地位,其责任意识、道德业务水平等深深地影响
着每一位研究生 [7] 。

( 三) 选择恰当的合作对象和合作类型
如前所述,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导致高校在学科专业、办学层次、资源条件、办学目标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各自的合作需求很难匹配,通常这些都是影响校际合作办学实施和成效的关
键。 因此,各主体在正式实施合作办学计划之前,必须对有关因素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自身的
需求和条件,对潜在的合作对象进行判断和选择 [8] 。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从舞台
外走向了舞台中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具有国际意识、通晓国际规则的高层次创
新人才。 在合作对象选择上也需要用国际化视野探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 [9] 。

五、结语
从“ 本” 到“ 研” ,从“ 研” 到“ 研” 在校际联合培养中实现个人甚至是各主体的跨越发展,并强调

在校际联合培养模式的学术时空观下的蜕变。 校际联合培养要取得应有成效,既受制于学校现有
基础和校情,又取决于实施联合所能承受的协同成本,因而选择何种合作方式尤为重要。 这些问题
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还需要在动态实践中不断整合,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达到
协调统一。 尽管联合培养研究生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促进学位建设,打破封闭的办学模式,必然
是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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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ew mode of postgraduate joint training based on the
cooperative cultivation of “ undergraduate” and “ postgraduate”
ZHANG Yuxin 1a , WANG Yi 1a , DONG Fan 2 , LI Mei 1b

(1. a.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2.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and Frontier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bstract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P. R. China)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how to train high-quality versatile talents in recent year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s the highest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and cooperative teaching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lity of inter-school joint training. Under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joint

training modes a unique new mode of joint training is proposed that is joint train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based on space-time span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from the undergraduate to postgraduate stag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blem of university ease and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s between universities. The

dual role of undergraduate to post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to postgraduate emphasizes the growth of

students under the transfer of time and space. In addition further thoughts are made on the status quo in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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