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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 

本期研究生工作通讯主要选载了部分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

织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这些

信息将有助于我学校和学院两级的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导师

和研究生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

果。通过对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我们可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

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促进我们在国际视野下开展更切合实际、更

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的工作。 

（研究生院 李忠） 

 

* 特别关注 * 

美国发布重要报告《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  

由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CGS）和教育考

试服务中心（ETS）共同牵头成立的“研究生教育面向未来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日前发布了一份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报告，题为《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The Path 

Forward: The Fu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报告强调了具有研究生教育背

景的劳动力对保持美国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性。报告警告说，美国必

须实施国家战略提高学位完成率、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参与率，否则美国将

在前沿研究和尖端创新中丧失其领导地位。  

报告认为，国家必须将发展人的才能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必须成为

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总结了政治、人口、教育和经济的发



展趋势后提出，研究生教育依然是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发动机，但美国的研

究生教育存在薄弱环节。此外，从 2000 年开始，美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

份额一直在减少，国外的竞争在加剧。欧洲和亚洲正在把研究生教育当作

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投资，这些国家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已经超过

美国，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今天，学生选择研究生教育和

工作时有更多的选择。  

报告是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发布的，国会议员、美国教

育部副秘书长以及企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都对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表了他

们的看法。报告的研究结果和建议也直接指向政策制定者、大学和雇主。

在这份报告中，研究者建议联邦政策制定者：继续增加对当前研究生教育

的支持（如联邦的培训生项目和奖学金项目）；实施两个项目，一是 

COMPETES 博士生培训项目（COMPETES doctoral traineeship program），

二是有竞争力的拨款项目（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扩大贷款减免，等

等。 

报告建议大学：继续努力让真正有才能的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提高

研究生教育的完成率；帮助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明确非学术职业的发展路

径，等等。报告建议雇主：与大学和政府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

来自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的学生接受研

究生教育；与大学合作，界定职业生涯的切入点和 21 世纪的工作所需的技

能；为研究生提供实习和勤工俭学机会，等等。该报告号召联邦政府、大

学和产业界一起努力，保证美国研究生院的卓越质量，并保证越来越多的

美国公民能接受和完成研究生教育。  

来源：英国研究生教育理事会，2010 年 5 月 6 日 

法国：拟斥巨资建设超一流大学  



法国政府拟斥资 44 亿欧元（约 54 亿美元）在巴黎南部新建一所可与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相媲美的世界顶级大学。据称，此举

是为遏制本国高等教育的每况愈下之势而采取的对策。 

该项目的负责人赫尔夫·里契（Herve Le Riche）表示，他们的目标是

跻身世界顶级大学的前十名。新大学预计于 2015 年落成，将由 23 所大学、

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同组成。为与英美大学争夺国际优秀生源，新校区内将

兴建全新的图书馆、露天剧场、学生宿舍、商店和交通设施。这个雄心勃

勃的项目得到了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支持，法国政府正不惜巨资为法国圆一

个世界顶级大学的梦想。政府还宣布将 350 亿欧元国家贷款中的 10 亿欧元

（约 12.3 亿美元）拨给巴黎萨克雷大学。  

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中，相比于美国

的哈佛大学独占鳌头、前 10 强中有 8 席都是美国大学，法国大学的排名比

较靠后，只有 3 所名列前 100 名，最好的一所仅排在第 40 位。  

来源：FRANCE 24 电视台新闻网，2010 年 5 月 4 日 

 

* 国际化潮流 * 

德、英、澳三国高教系统的国际化合作程度最高  

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 Going Global 会议上发布了一份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合

作程度的排名。研究人员追踪了 11 个国家的政策轨迹，将国际合作、海外

分校、联合学位项目、出版物和专利、学者和学生的流动性、签证政策、

教育质量、外国学位的获得和认证全部量化。排名使用的指标体系由 3 部



分组成，分别评估国家政策、国际学生的流动性和研究的国际合作。  

在这份排名中，独占鳌头的德国在进口教育和出口教育的平衡上把握

得很好。报告显示，德国对学生出国的支持项目比其它国家都完备，德国

也是少数几个禁止公立大学向外国学生高收费、禁止公立大学在国外开办

营利性分校的国家之一。位列第 2 和第 3 位的澳大利亚和英国对国际合作

最为开放，并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国际化政策。虽然他们的一些举动阻碍了

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流动，但这两个国家在质量保障和学位信誉上的得分都

很高。位列第 4 和第 5 位的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国家从出口学生向进口学生

快速转变的典型。  

报告指出，最发达的国家趋向于拥有“最令人倾心的”高等教育环境，

这可能是受其更开放的商业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

家目前禁止外国机构开分校，这拉低了他们的排名。 

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似乎在努力提高学生出国学习的比例，以加快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3 月 28 日 

 

印度加快立法促进外国高校进驻  

在印度，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目前只能通过与当地机构合作的形式

来授予学位。但近日印度首相内阁通过了一项允许国外大学在印度开办和

运营分校的法案，5 月底以前这一法案将被提交给议会讨论。据报道，主管

高等教育的大臣卡皮尔·西巴尔（Kapil Sibal）对立法委员们说：“该法案

对增加高等教育的选择、刺激院校竞争和提高整体质量都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法案草案在进入议会讨论之前不对外公开。但一位读过法案草案的政



策专家告诉记者，草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外机构是否可以建立自己的学费

和薪酬标准。不过，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New Delhi-based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主任普拉塔普·梅赫塔（Pratap Bhanu Mehta）表示，法案中明

确提到外国大学办学的收益（profit）不能带离印度。梅赫塔先生预计，最

有可能进驻印度的将是那些中等水平的大学。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 年 3 月 17 日 

 

* 统计与调查 * 

美国：外国学生申请赴美读研的数量再创新高  

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CGS）发布的报告

显示，继 07 年实现最大增幅 9%后，2010 年向美国研究生院提出申请的外

国学生总量增长了 7%。从生源地分布来看，中国以 19%的申请增幅位居各

国之首，印、韩两国的申请量在去年出现显著下滑后今年保持稳定，分别

为第 2 和第 3 大生源地。来自中东和土耳其的申请量增幅稍逊中国，但仍

达到 18%，并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 

从申请专业来看，最受留学生青睐的依次为工程专业、物理与地球科

学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三大专业的申请占总量的 62%。学生申请的院校

类型与去年相似，集中于一些留学生接收强校，接纳留学生的人数排名前

25 的院校 2010 年收到的申请增加了 10%，排名 100 开外的高校增幅仅 4%。

与去年不同，2010 年申请非营利性私立学校的学生增长了 12%，公立研究

院（public graduate schools）只增长了 5%。美国 CGS 主席黛布拉·斯图尔

特（Debra W Stewart）指出：“持续升温的申请热潮可喜，但我们不能盲目

自信。来自印度和韩国的申请量一直停滞不前。而且申请量的增长并不意



味着入学率的同等增长。”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4 月 11 日 

 

美国：研究型博士的授予数量创新高 

尽管近年增长率有所减缓，2008年美国研究型博士学位的授予数量仍

达到了其高等教育历史上最高的48802个，其中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型博士

学位最多，达11088个。女性获得的研究型博士学位数占2008年学位授予总

数的46%，这是连续第13年美国女性获得的研究型博士学位数超过当年学位

授予总数的40%。 

2008年获得学位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23%是少数族裔，共有6981

名；2008年美国亚裔获得的学位数为2543个，亚裔是美国获研究型博士学

位数最多的少数族裔。在已知具有公民身份的毕业生中，有67%为美国公民

和永久居民，其余33%为持有临时签证的非美国居民。中国（包括香港）是

2008年非美国毕业生的最大生源国，当年共有4526名毕业生来自中国。从

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的平均总时间为9.4年，从开始到完成研究生院学习的

平均时间为7.7年。 

来源：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07-2008》，2009 年 12 月 

 

美国：国内男大学生比例将持续走低  

美国教育部 2010 年 5 与 27 日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级高等教育机



构中的男女比例都很失调，而且未来十年内将更加明显。  

报告预计，2019 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女性将占本科入学人数的 59%、

占本科以上学位入学人数的 61%。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全美硕士学

位授予增长数的四分之三及专业学位授予增长数的全部都是女性。从

1997/98 学年到 2007/08 学年，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的女性增加了 68%，初次

专业学位（first-time professional degrees）获得者中的女性增加了 35%，硕

士学位获得者中的女性也增加了 54%。截止 2007/08 学年，女性占副学士

学位（associate degrees）获得者的 62%，学士学位的 57%，硕士学位的 61%

和博士学位的 51%。性别差距在某些少数族群中尤为突出。比如 2007/08

学年的黑人学生中，女性占副学士学位获得者的 69%，学士学位的 66%，

硕士学位的 72%和博士学位的 66%。但报告也指出，2008 年各学位水平上

的男性平均工资都高于同水平的女性。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研究教育的性别差异的助理教授威廉·R·道伊尔（William R. Doyle）在

2010 年 5 月 26 日的访谈中说，女性工资低于同等教育水平的男性，这能解

释为什么女性在教育上取得了这么多进步。“我们早就知道，人们对教育的

需求与劳动力市场的驱动有关。对女性来说，如果你想要获得体面的工作

和收入，按照劳动力市场要求你需要获得更多的教育。”他还说，高等教育

的男女差距可以追溯到高中毕业生的性别差异，尤其是黑人、拉美裔和本

土美国人。 虽然女性赢得了高等教育的主战场，但在某些领域，女性比例

严重不足。例如 2007/08 学年，工程与工程技术学士学位获得者中仅有

17%是女性，而在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和支持服务领域，学士学位人数中女性

从 27%下降到 18%。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 年 5 月 27 日 

 



留美中国学生“海滞”未归创新高 

据美国能源部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统计，2002 年获得科技领域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 2007

年仍有九成以上滞留美国，居各国留学生毕业留美率之首，印度和俄国紧

随其后，分别为 81%和 77%。在学科分布上，获得物理学、生命科学专业

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中，约有 73%的毕业生留在美国，农科领域博士毕

业生的留美率为 51%。研究发现，尽管大部分来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外国留

学生打算毕业后留在美国，但从 2004-2007 年的毕业生统计数据来看，仅有

一半的学生就业。2007 年中国在美获得科技领域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滞留美

国的比例高达 92%，而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科技领域博士毕业生滞留美

国的比例仅为 33%和 41%。 

来源：美国能源部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2010 年 1 月 

 

全球毕业生与雇主对就业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  

据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GMAC）2 月中旬到 3 月中旬所做的两项调查显示，毕业生和雇主

都对就业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一项由 GMAC 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和工商管理硕士就业

服务委员会（MBA Career Services Council）共同发起的“2010 公司招聘调

查”共收到来自 57 个国家 1960 个公司的 2367 份问卷。该调查的主要发现

有：雇主认为 2010 年就业前景将会全面改善；工商管理硕士（MBA）毕业

生的市场需求强劲，对 MBA的最大需求来自卫生医疗行业（64%）和咨询行

业（62%）；MBA 的基本薪资会因为国家、就业领域、工作经验等有所差别，



但与其他受雇者的薪资水平比仍有望维持较大差距。GMAC 的另一项调查

名为“2010 全球管理学教育毕业生调查”，共收到来自 28 个国家 147 个商

学 

院 5274 名学生的问卷。这份调查发现：2010 年 MBA 毕业生整体上对

经济形势感到乐观；商学院毕业生对金融/会计、制造业/服务业和咨询业

青睐有加；实习与领导才能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此外，2010

年的 MBA 毕业生的薪资期望值比他们读 MBA 前提高了 57%。  

来源：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通讯》，2010 年 5 月 

 

美国：博士就业形势严峻  

因高校预算削减，终身教职岗位数量供给减少，许多博士毕业生被迫

到学术界以外的行业寻求就业机会。这对多花费数年甚至负债累累的博士

研究生来说，确实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一位用 6 年时间拿到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表示，高校的就业形势非常糟糕。当下，所有

学科的博士学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都大不如前，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博士毕

业生，他们在求职过程中更容易遭受高校招聘的冷遇。现代语言协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给出的就业统计信息表明，英语和外国文

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近两年内在高校成功就职的比例下跌了 40%以上。工

学博士毕业生在高校的就业形势相对乐观，但与前几年相比，仍然下降了 

15%。 虽然博士毕业生已经开始遭遇高校就业的寒冬，但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规模并未减少，毕竟博士毕业生的平均收入要高于持有硕士学位、学士

学位的人。当然，学生在博士毕业后的平均收入因学科而异，收入最高的

往往是获得重点学科博士学位并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  

来源：《洛杉矶时报》，2010 年 6 月 4 日 



俄罗斯：大学里贿赂横行  

尽管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努力遏制腐败，大学里的腐败现象还是愈演愈

烈。据粗略计算，2009 年俄罗斯各所大学仅在入学资格一项就收受贿赂 10 

亿卢布（约 3 千万美元），比 2007 年多 40%，平均每笔贿赂的额度在过去 2

年里竟然翻了 5 倍。专家们认为，绝大多数对抗腐败的传统举措现在来看

都已经失效，整个系统需要新的变革。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in Moscow）教授马克·莱文（Mark Levin）说，大学里的腐

败现象不仅发生在入学考试阶段，也发生于学期末。他说，一些学生更愿

意用钱换取考试的通行证和学位的敲门砖。腐败情况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大

部分犯罪都没留下证据，许多贿赂都是在辅导费用和学前课程费用的掩护

下完成的。许多辅导老师也是录取委员会的成员，能在学生录取上做手脚。

另一个加重腐败的原因则是申请者的入学门槛与退学标准之间的落差。 

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便是加强公众对大学的监督和学术界的团结。然

而无论如何，俄罗斯大部分大学现阶段都还不能有效地打击腐败。教育部

长安德烈·富尔先科（Andrei Fursenko）称，腐败只存在于那些“不考虑行

动后果”的大学，要战胜腐败必须收紧对这些大学的教育质量的控制，“如

果我们能创造一个学生追求真知识、教师以教学为乐的体制，腐败的程度

就会降低了”。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声誉在九十年代初逐步下滑，但从 2000 

年开始又有稳步提升，特别是在法律和经济学领域。但是，尽管国家对高

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学教授们的工资还是很低。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5 月 16 日 

 



俄罗斯：面临学生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危机  

俄罗斯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人口危机，今后几年俄罗斯的学生数量

可能将从目前的 750 万下降到 400 万。俄罗斯教育部部长安德烈·富尔先

科（Andrei Fursenko）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问题不仅表现在学生的数量上，

还表现在学生的质量上。根据俄罗斯教育部的评估，仅有 15%-20%的俄罗

斯青年为获取知识而就读国内大学，其余人则试图通过读大学逃避兵役或

是获得一张能够在将来帮助就业的文凭。俄罗斯的中学在校生从 2004 年的

1600 万下降到 2009 年的 1340 万，这 5 年间中学毕业生数量也下降了。不

过，由于 2009 年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数量比 2007年增长了 14 万人，所以 2020 

年的学生数量可能会开始缓慢回升，俄罗斯政府也希望该国的人口危机到

时候能缓解。专家说，西方发达国家与俄罗斯一样都面临人口问题，但与

俄罗斯相比，他们的人口危机还不算特别紧张。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3 月 7 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将建新型图书馆告别纸质书刊  

斯坦福大学即将创建一种占地面积更小、效率更高并以电子书为主体

的全新“无书图书馆”。促使该校做出此举的原因有很多。因与圣克拉拉郡

（Santa Clara County）的协议限制，斯坦福大学面临可用空间日益枯竭的危

机。而不断涌入的新书更使本已紧张的空间增添了新的压力，为此斯坦福

大学还不得不将大部分图书运到校外的储藏间。  

新图书馆面积只有现在工程图书馆的一半，提供软座椅、头脑风暴室、

电子公共栏和小组谈论间，用自助借阅系统代替传统书架，另备有一台全

电子化检索机器和四本金德尔 2 代电子阅读器（Kindle 2 e-readers）。强大



的在线期刊搜索工具能对 28 个在线数据库、1.2 万本学术期刊进行检索。

这些措施将简化日常的图书归类、放置等程序，并腾出了更多的空间。而

且，新型“无书图书馆”将更注重研究和发现。  

来源：《圣约瑟信使报》，2010 年 5 月 19 日 

 

经济萧条背景下英国创业课程创造就业机会 

24岁的乔治娅•拉库森（Georgia Rakusen）和27岁的贝琪•达灵顿

（Beckie Darlington）曾是竞争对手，她们都曾在纽卡斯尔从事文化活动的

管理，并且选择了同样的目标群体。因为赢得提赛德大学（Teesside 

University）的创业课程（entrepreneurship course）奖学金，她们才有机会联

手开办自己的公司。一年之后，她们已经与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艺术组织

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果你不具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络而仅仅依靠个人力量，

开办公司令人望而却步。但提赛德大学恰恰帮助我们下定决心，”达灵顿

说。“创业课程奖学金是为那些有很棒的想法却又不知下一步怎么做的人

而设立的。”拉库森和达灵顿参与了东北地区设计节的管理工作，还负责

过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国外艺术项目。不过，她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

家。她俩都毕业于英国文学专业，且在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前从未受过任何

正规的商业培训。她们仅凭出色的商业创意为自己赢得了参与提赛德数字

城市奖学金项目的机会。该项目提供3-6个月的培训计划以帮助那些最优秀

的电子商务创意得到实践。 

数字城市项目（Digital City programme）很好的说明了研究生创业课

程如何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就业机会。现在，该项目宣称每周

都要开展一项新业务。但数字城市只是提赛德大学校园商业孵化中心的一



部分。自2001年起，提赛德大学已经帮助毕业生们建立了180家公司，创造

了270多个工作机会。 

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创业课程在英

国大学里已经越来越热。从07/08学年到08/09学年中，专门学习创业课程的

研究生学生数增加了22%，其中，MBA 课程增幅最大，达到60%。然而，

企业家精神是可以“传授”的吗？传统观念认为，企业家不需要坐在大教

室里学习理论。但商学院联合会（ABS）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斯莱克（Jonathan 

Slack）认为，创业课程并不只教理论，还传授商业运转模式。他说：“MBA 

的学生小组思维十分活跃，而且他们常常会成为商业伙伴。”这种创业教

育的实践已经为全国其它大学广泛采用，如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诺桑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等。这种课程给学生们带来了两方面益处：一是向毕业

生们传授了创业的技巧和相关知识——创建公司的法律义务、财产所有权、

问题解决、技术培训、账目管理以及商业组织；二是课程注重学员之间的

联络，这也为他们今后的创业打通了人脉。 

来源：《独立报》，2010 年 3 月 11 日 

 

* 观点集萃 * 

商学院与创新使命  

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 AACSB）特别小组发布的报告《商学院与创新使命》（Business 

Schools on an Innovation Mission）称，全球各地的商学院应在创新中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AACSB 主席兼 CEO 说，“这个报告清楚地将管理与领导还有



科学与技术定位为创新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innovation）一直是商业和社会成功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商学院

正在为孕育全世界的创新努力着。支持创新的机会有很多，创造价值的潜

力很大，而帮助商学院认清那些机遇并充分发挥其支持创新的潜力是这份

《商学院与创新使命》的最大目的。报告中阐述了创新的意义、管理人才

如何为创新做贡献并描述了商学院支持创新的多种方式。  

报告并没有假设创新是由利益和国家竞争力所驱动的。报告认为创新

具有一个更高的社会目的——创新对全球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没有将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等同，报告认为新的商业产物对创新

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科学技术并非创新的全部，报告考量了管理

人才的重要角色和不可或缺的意义。  

通过引用大量新近的研究资源，报告描述了管理人才对创新的重要性。

经理们推动着对创新的需求，因为他们决策了资源分配、预测了新产品和

新服务还有供应商的效率和竞争公司的压力。但是，经理人们也通过组织

研发力量和根据市场潜力和风险资助创新影响了创新的供给。 经理人们

（managers）掌控着特定的、很难传递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人力资本、制

造流程、销售过程、消费者行为等等），而这些知识又对突破性想法的应用

至关重要。这些人都是组织的建造者，也是组织在动态的环境中创新的能

力。经理人们也是发明家，他们发展了制造和分配产品、提供服务的新方

法。最后，经理人们也是孕育和产生创新的跨界网络的一部分。因为这些

原因，经理人们是整个创新进程的关键部分，且商学院能够对他们的成功

与否产生重大影响。  

谈到教学，商学院应该聚焦在特定的支持创新的技能上，重新设计课

程体系使其更加具有整体性，并将创新思想和新网络的实践课程积聚起来。

商学院应该促进跨领域研究，并认识到：理论、实践甚至管理知识教学的



点滴进步中都能产生创新。智识贡献并不一定能对创新有革命性的作用，

然而商学院研究对编制、组织和传播管理创新却很必要。通过商业计划竞

赛、学生咨询项目、商业孵化器等拓展活动，商学院能够直接为其所服务

的群体的创新创造价值。最后，商学院通过聚集不同的行业和其它如校友

关系等活动，能够为孕育创新打造强大的联系。 目前，商学院支持创新的

方式各有千秋，以后也不应该统一。商学院具体做什么应该取决于环境、

使命和其他因素——那些能将各个学院区分开来的因素。报告建议商学院

发展并定期评估其在教学、学问和其他方面对创新和社会的贡献。商学院

应该具备在不同观点的交接地带创造价值的方法，并积极主张其在创新中

的角色。报告认为，AACSB 应该更多地鼓励全球的商学院将创新强调为商

学院的首要目的。  

来源：美国商学院联合会，2010 年 5 月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论人才培养之道 

  中新社旧金山 4 月 8 日电 (记者 刘丹)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

诗今天在旧金山表示，未来高等教育的趋势将注重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性和

全球性人才。他们懂得独立思考并敢于向权威挑战，懂得合作并勇于冒险

创业，改变世界。 

  汉尼诗 8 日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百人会第 19 届年会，就如何培养下一

代全球化人才与北大校长周其凤、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加州大学圣塔芭

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玛丽•福克斯分享治学

与育人之道。 



汉尼诗指出，未来教育的重点和趋势将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我

们不一定追求将学生培养成某一学科的专家，但我们注重学生必须具备广

泛的综合知识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汉尼诗说，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助于他成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者。

斯坦福致力于培养学生用批判式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

并学会提问，敢于向权威挑战。 

  学生的综合知识能力也是学校的培养方向。“你不具备综合能力，就

不能成为决策的决定者”。汉尼诗表示，学生不仅要具备本学科的知识，

而且要涉猎广泛，懂得欣赏和尊重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多学科知识，并善

于运用。 

当今社会离不开合作，学生应具备国际视野和胸襟。汉尼诗指出，学

生需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不仅在自己的领域内，而且要跨越学科，和其

他领域的人合作，这样才能做成大事。汉尼诗说，斯坦福设立了海外教学

中心，学生可以借此到世界各地扩展视野，了解世界，学会与当地人交往。

斯坦福和北大、清华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学生到那里去学习，

他们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两校学生在一起共同合作学会如何解决国际

社会面临的问题。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10 年 04 月 10 日  中国新闻网 

 

帮助博士生在高校外就业 

博士生的就业前景因学科而异，且所有的院系已经开始慢慢意识到应

当拓宽博士生的就业范围，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不应当继续成为博士就业

的唯一选择。 

为帮助在读博士生实现在高校以外就业，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

http://www.sina.com.cn/
http://www.chinanews.com.cn/


与研究中心主任玛瑞斯·内拉德建议道：所在院系应当在培养过程中注重

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尤其在博士二年级时，鼓励学生认真思考自己的就

业目标，并为其创造和提供到其他行业实践的机会；研究生院应同学校就

业中心和其他机构开展合作，提供诸如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讲习班等

服务。同时，还可密切同校友的联系，通过邀请校友返校等活动为在读博

士提供更多的就业参考；除此之外，有些教师应当适度转变对学生到高校

以外就业的态度。 

来源：加拿大《大学事物》，2010 年 1 月 11 日 

 

博士教育资助之战：政府应当只资助博士教育最优秀的大学吗？ 

2009年，为提高研究生教育对政府财政投入的有效利用率，英国“1994

大学集团”（代表部分研究型大学的协会组织）利用2008年英国研究评估

考核（RAE）和高等教育统计署的相关数据，对各类型大学的博士生产力

进行了排名，并得出结论：国家应当只资助那些“博士生产力”排名在“先

决质量”线以上的高校，而对于那些在“先决质量”线以后的高校则不能

获得财政现金投入，只能依赖学生学费获得经济来源。报告一经公布，便

引发不同大学就国家资助博士教育发展的方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于

“1994大学集团”的成员大学而言，这种资助方式无疑将有利于自己获得

更多的经济资助。但“大学联盟”（代表部分新兴大学的协会组织）对此

表示严重不满，他们因为此报告无论从研究方法、衡量指标到其研究结论

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来源：英国《独立报》，2010 年 2 月 11 日 

 



超越 2010 的博士学位：为社会培养卓越的研究者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在一

份新报告中指出现在是重新审视博士学位培养理念的时候了。博士学位不

应仅被视为从事学术职业的敲门砖，它已经成为一种证明，证明持有者具

备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科研自主性以及承担知识风险的责任感并且有

能力不断地推动知识进步和创新。 

随着博士就业去向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团队意识、合作能力等非专业

技能方面的能力也应在培养过程中得到重视，以在提高学生专业素能的同

时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的社会化程度。报告同时还为欧洲政府以及

欧洲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号召各国政府和大学加大对博

士生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强大学与用人单位间的联系，为博士毕业生就业

选择多样化，提供严谨的研究环境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做准备。 

来源：英国研究生教育研究会，2010 年 3 月 

 

服务于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四大协会发表共同声明，号召大学促进

研究和知识的传播 

近日，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美国大学协会（AAU）、网络

信息联盟（CNI）以及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全美联合会（NASULGC）等为

研究型大学服务的美国四大协会发表了《大学在研究和知识传播中的角色》

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号召大学行动起来，保证大学的成果对社会最大程

度的开放。在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执行总监查理斯·罗瑞的眼中，“我

们这些组织意识到，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最重要的责任是生产新知识，然而

知识应该被有效的传播，否则就降低了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工作价值”。 



数字技术已经开启了知识分享的大门，并且创造了全新的且被广泛接

受的知识载体。网络信息联盟的执行总监克里弗德·林奇认为，“这一转

变对大学提出了要求。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大学都要表现得更加积极，以

保证其创造的知识得到广泛传播”。 

这一声明是在四个组织举办的圆桌会议上诞生的，参会人员有教务长、

研究部门的主要官员、信息部门的主要官员、大学的高级教师以及大学图

书馆和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些领袖级的人物确认了一系列能扩大大学共同

体的全部研究和知识产品的传播并应该付诸实践的行动。美国大学协会的

执行副主席约翰·沃恩指出，“版权和学术奖励机制是限制研究和知识分

享的关键因素”，他还说，“在大学信息公开的革命道路上还有更多的路

要走”。 

来源：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2009 年 2 月 

 

美国：爱荷华大学考虑关闭部分研究生专业 

爱荷华大学校长任命的特别工作组发表的报告称，14个研究生专业（其

中一半是人文方面的）将要被调整或取消。这14个专业中既有硕士研究生

的专业，也有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包括：美国研究、亚洲文明、比较文学、

电影研究、德语、语言学、教育政策与领导研究、健康与运动研究、基础

教育教学、口腔医学、整合生理学、运动科学等。 

这一报告使教师、校友和学生都非常焦虑，他们担心自己所在的专业

会被取消。“即使是初步意见，但是它是由校长任命的特别工作组提出来

的，因此必须认真对待”，电影和比较文学系的一位教授说。爱荷华大学

的教授们已经公开表示对评估标准的愤怒。一位教师在给同事的电子邮件

中指责工作组有种族偏见，该工作组早先对一个中文研究生课程中缺少本



国学生表示忧虑。院长和系主任将开始讨论此报告，并持续到9月份。院系

主任、教师、学生将阅读报告，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将决定在9月召开的校

董会上提出何种建议。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记事报》，2010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17 日 

 

美国：资助和指导是帮助博士生完成学业的关键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调查了影响博士研

究生坚持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因素。资助和指导被认为是两个关键

因素，对理工科的学生尤其如此。80%的被调查者来自数学、物理、生命、

工程、社会科学等领域，他们认为资助是关键因素。65%的被调查者以及

67-70%的工学、社会科学、数学和物理领域的博士生都认为，指导或建议

是一个重要因素。57%的被调查者还认为，影响博士生完成学业的关键因素

还包括家庭方面的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因素的认同率高达

61%。十分之三到四的理工科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博士生完成学业的其他关键

因素是社会环境或者是同伴支持、博士专业的质量、专业或职业指导（不

包括学术指导或建议）。 

另外，对资助程度的调查显示，一般来说，理科学生得到的资助更多

一些，近94%的被调查者得到资助，七成学生得到资助的时间超过一年。理

科学生比其他领域的学生更有可能得到多年的资助。在生命科学领域，77%

的学生得到的资助超过一年，与数学、物理、社会学领域差不多（这几个

领域的这一比率为72-73%）。 

来源：美国《科学职业》，2009 年 9 月 

 



美国：博士项目排名方法有所改变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可能将改进其对研究

型博士项目的排名方法，以回应教育界对其即将发布的排名的指责。但目

前为止尚未得到官方声明的证实。与原有排名方法相比，新的排名方法可

能主要有两处变化：一是将原先单一的排名按照显性指标和隐性指标拆分

成两个独立的排名，二是放宽排名的置信区间；此外，国家研究理事会还

将对问卷发放的时间做出相应调整。 不过，学者们对上述变化反应不一。

美国公立大学与赠地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学术事务副主席戴维德·舒伦伯格（David Shulenburger）认

为，改进后的排名方法不会给大学带来困扰。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排名负责人罗伯特·莫尔斯（Robert Morse）则对国家研究理事会改

进后的排名指标是否过细、是否有意义表示质疑。  

来源：Inside Higher Ed 新闻网，2010 年 5 月 10 日  

 

美国：纽约大学的研究生要求校方承认他们的学生工会  

新改选的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

日前曾表示，他们可能重建私立大学中的助教和助研的集体谈判权利。纽

约大学的研究生因此要求纽约大学主动承认他们的学生工会，否则他们将

诉诸 NLRB。学生们给大学一周时间考虑。纽约大学行政人员目前尚未对学

生工会做任何回应，但他们的立场很明确：研究生不是雇员。  

2000 年 NLRB 的一份裁决中指出，大学的助教是拥有完全谈判权利的

劳动者。2001年，纽约大学成为率先承认研究生雇员工会（graduate-employee 

union）的私立大学之一，并与工会协商签订了第一份合同，合同含 40%的



工资涨幅、全额支付健康保险以及一项申诉程序。2005 年这份合同到期，

但纽约大学拒绝续签，原因是 2004 年 NLRB 更改了 2000 年的决定。当时

学生们进行了一个月的罢工，但管理人员没有做出让步。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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