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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关注 * 

欧盟将设立工业博士学位 

欧洲委员日前决定将设立欧洲工业博士学位（European Industrial 

Doctorate, EID）。欧盟已宣布，居里夫人行动计划的“主要培训网络”将

提供 2,000 万欧元（相当于 2770 万美元）的基金供项目试点，欧盟还将

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整个项目的运行，并在该委员会和其他 8 个科学委

员会之间建立资源共享机制。该项目最先由欧洲议会提出，可能会产生“杠

杆效应”，获取远高于其运行资金的利益。欧洲议会提出该项目的莫顿·洛

可伽（Morten Løkkegaard）称，EID 项目能够极大地增强欧洲在创新、发

展等关键领域的竞争力。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首席政策官员卡

特莱恩·梅斯（Katrien Maes）也指出，“欧盟聚焦于工业博士是合理的，

工业博士生虽然比例小，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EID 的基础是丹麦已经

实施 40 年的工业研究人才培养方案（industrial researchers programme），

其中博士生在大学求学的同时也就职于某私营企业。该方案由丹麦科技创

新理事会（DASTI）于 1971 年发起，由丹麦科学、技术、创新部执行。

至 2009 年，已经启动了约 1,200 个项目。 

根据最近的一份评估报告，丹麦的工业博士生一半时间在私营企业工

作，一半时间在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些工业博士生在具有以下优势：工

资比一般博士生高 7%‐10%，并更有可能处于组织的上层；此外，参与

工业博士生培养方案的企业在专利申请上的平均水平有所提高。但该报告

并不能证明工业博士一定能够提升要素生产率。另外一些评估报告也指

出，工业博士培养方案对企业有积极影响，包括新知识的学习、专利权的

增长、新市场开拓以及更多进入学术网络的机会。 

（翻译∕徐贝 校对∕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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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鼓励学生科技创业 

俄罗斯希望把大学教授和学生变成明日的比尔·盖茨。作为国家重建

科研能力和促进科技创新的一部分，俄政府正鼓励大学开办小型科技公

司，从而架起学术与商业间的桥梁，帮助学生获得实际的工作经验。 

2009 年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大学开办由私人投资者或政府

资助的科技公司。通过签署该法律，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希望在法律上支持大学从创新的科技思想中获利。过去，俄

罗斯的大学也会与公司合作，例如把实验室租借给公司，但这种合作关系

严格来讲是非法的，尽管当局对此经常不过问。该法律是为了帮助解决国

家的经济问题。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俄罗斯一月份失业率上升到四年

来的最高水平。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俄领导人热切希望更好

地连接大学与产业，带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俄政府花费 2 亿美元创建

了俄罗斯的“硅谷”。一些俄罗斯研究型大学于 9 月份开始与四所美国院

校（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普渡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华盛顿大学）

合作，学习其技术转让。为鼓励俄大学开办小型企业，目前已创立了超过

330 家相关企业。依据该法律，俄罗斯很多大学积极开办科技公司，车里

亚宾斯克国立大学（Chelyabinsk State University）就是很好的例子。与车

里亚宾斯克国立医学院合办的“医疗技术公司”最为成功，此外还有一家

叫“信息分析系统”的新公司。尽管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一些大学管理者

抱怨俄罗斯的官僚主义破害了他们的努力。对此，俄政府官员称他们意识

到了问题所在，并计划与区域相关部门合作来帮助大学。但是，也许更大

的挑战在于让学生参与进来，让他们知道可以自主帮助大学业务的创办。 

（翻译∕尉思懿 校对/徐贝）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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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跃居化学学术论文发表领先地位 

3 月28 日发布的一项分析报告表明，亚太地区已超越了欧盟及美国，

跃居为化学学术论文发表量最多的区域，而中国起了推动性作用。该报告

分析了汤姆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的全部论文，发现目前亚太地区

的研究人员发表的化学论文占总数的 43%，而 1981 年只占到 19%。与此

相比，欧盟所占比率降低到了 32%，美国则降低到了 18%。 

中国在此次亚太地区化学研究的进步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化学学术论文发

表量从 1981 年占全世界的 0.3%增长到如今的超过 20%。而在衡量影响

力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上，新加坡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澳洲和日本。 

（翻译/王玉 校对/徐贝）                 来源：《纽约时报》，2011 年 4 月 3 日 

美国：商务部加大力度推动海外高等教育市场 

美国商务部 4 月份将派遣由 56 所美国本科院校组成的代表团访问

印尼和越南，以发展美国大学和这些国家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合作关系，

促进海外学生的招生。该访问象征着商务部在发展海外教育中越来越积极

的角色。而除了将美国本科院校引荐到海外，商务部的工作还有：将国外

的本科教育咨询专家和教育官员请到美国，安排招生虚拟集市，鼓励美国

的大学建立地区性的联盟以提升国际品牌形象等。教育促进了美国的经济

发展，商务部官员指出，2009-2010 学年仅国际学生及其家属的学费和生

活花费就为美国经济带来 190 亿美元的资金流动。商务部对高等教育的

重视是在过去十年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反映了该机构对贸易的定义的转

变：出口商品不再严格限制为商品和工业制成品，还包括银行业、娱乐业、

旅游业和教育业的服务。为了发展教育和其他服务，商务部沿袭了一个久



 

4 

经考验的战略：让教育机构也加入该国 100 个国内办事处贸易专家的行

列。商务部的贸易专家在建议传统的出口商如何进行海外营销时，也开始

和当地的本科院校和私立学校合作，帮助他们提高海外的教育品牌形象。

商务部在各地的办公室，如北德克萨斯办公室，都积极奔走，致力于推进

美国高等教育的海外发展。 

（翻译/张蕾 校对/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4 月 3 日 

《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实施评价报告 

2011 年4 月5 日，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Councile of Graduate 

School, CGS）就其2010 年的报告《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

发布了实施情况评价报告（简称2011 报告）。《前方的路》于2010年4 月

29 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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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述了应对研究生教育体制缺陷的步骤和计划。2011 

报告评价了《前方的路》在过去一年中的积极作用，并概述了美国研究生

教育目前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据2011 报告称，《前方的路》发表以来美国的许多大学已经将研究

生教育放在了更有战略意义的地位，大学、政府和工业界都深受其影响。

在大学方面，美国高教界的许多研究生院院长及其它高级官员根据《前方

的路》与相关人士（包括大学董事、校长内阁、大学领导层、研究生和教

师以及校外人士）讨论了高等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一些州还将该报告作

为高等教育官员、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合作论坛的重要参考文件。根据

2011 年1 月CGS 的调研，《前方的路》对高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

面：影响了决策过程，改变了大学发展优先次序，创造了新的沟通渠道，

塑造了新的评估指标，引入了新的项目。在政府方面， 2011 年1 月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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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美国再次批准COMPETES 计划的法案，相关政策也被认为与《前方

的路》有关。该法案决定增加投入，促进美国在21 世纪全球经济中的竞

争力和创新能力。法案承认了研究生教育在高素质人才教育中的地位，并

设置了若干条款专门支持研究生教育。 

此外，《前方的路》也促使工业界更加关注就业及人才需求等问题。

工业界多次讨论其相关政策。一些业界领袖积极支持教育和研究，促进大

学、雇主和政府的合作，最好的例子是PSM（科学专业硕士）项目的设计

和实施。 

2011 报告也指出CGS 未来将继续就4 个方面进行研究及分析相关政

策：学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关于职业目标的愿望和期待；大学在帮助学生

职业发展中的现有项目和政策；雇主对研究生学位持有者在业界和公司中

职业发展的期待；公共政策中扩大和支持研究生教育体制的行动。对于面

临的挑战，2011 报告总结：当前其它国家正将研究生教育和人力资本发

展视为经济竞争力的引擎，并据此进行了大量投入，如中国、印度、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等。如果美国想要在未来获胜，必须在教育和创新上超过其

他国家，特别要在研究生教育上进行投入和支持，培养关键领域的未来领

袖和专家也必须成为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 

（翻译/张蕾 校对/徐贝）             来源：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2011 年 4 月 

美国为人文博士提供学术以外的就业途径 

一直以来，人文学科博士毕业生都很难在学术领域找到工作。美国学

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因此创

建了一个新项目，希望为近期的毕业生开辟新的职业方向，拓展传统意义

上人文学科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名为公共研究者的项目（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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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 Program）将8 位近期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安排在非营利组织

和政府部门的员工岗位工作两年。项目主任施塔尔曼（Nicole A. 

Stahlmann）说，该项目由安德鲁·W·梅隆基金（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赞助，将会根据经验及学历、参照新进员工工资标准支付毕

业生相应工资。薪资水平与他们在学术型岗位所获相当，大约为50,000

—78,000 美元。这些工作机会将会为新近毕业生开辟学术领域以外的就

业机会，让他们在职业化背景下得到锻炼。 

（翻译/王玉 校对/严媛）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4 月 4 日 

* 观点集萃 * 

莫纳什大学建立海外分校的四点经验 

在第四次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代表大会年度会议（4th annual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Congress）上，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校长伯

恩（Ed Byrne）教授发表了关于建立海外分校的演讲。他认为，在其他国

家建立一所校园需要大量工作，高级管理者和学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启动和

运行校园并应尝试制定大学的长期战略。另外，建立海外分校要遵循四个

原则：（1）大学需将其列为战略规划而非临时计划；（2）不要带着“殖民

主义”的想法建立海外分校；（3）海外分校应与当地院系、政府和组织建

立伙伴关系；（4）不要把赚钱作为目的，只需达到收支平衡即可。海外分

校的动力或目标应该是把海外校园与学校本部的学术项目结合，为教师和

学生提供国际经历或者是新的教学与研究机会，从而加强校本部的建设。 

1998 年，莫纳什大学在马来西亚政府的邀请下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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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莫纳什大学已经拥有 4 个海外分校。伯恩称，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现在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好的大学之一。莫纳什大学南非约翰内斯

堡分校只有 10 年历史，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已经是一所出色的本科

教学型大学。目前该分校的经济状况还处在边缘，但很快将有所收益，并

且明年将会继续进行投入。最小的莫纳什大学分校是意大利普拉托分校。

最后一个是新近建立在印度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莫纳什研究院

（Monash IITB Academy）——这是一所只招收博士生的研究机构，并且

是澳大利亚与印度的第一所联合院校。伯恩透露，该研究院可能在今年末

或明年初完成基本建设，学生将被安置在印度理工学院的大系统下。伯恩

说：“这样的项目是赚不到钱的。但它会给大量优秀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并且它所产生的变化是激发我们教师活力的另一种途径。” 

（翻译∕王玉 校对∕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3 月 13 日 

美国：AAU 新会长认为应减少博士点 

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会长罗伯

特·伯达赫尔（Robert M. Berdahl）曾在 2009 年提出“美国需要减少研

究型大学的数量而提高其质量”，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 6 月，亨特·劳

林斯（Hunter R. Rawlings）将接任伯达赫尔的会长一职。作为爱荷华大学

和康奈尔大学的历任校长，劳林斯称他暂时不考虑伯达赫尔的提议，但他

指出，应减少研究性大学的博士点。劳林斯认为，很多大学为争世界一流

而设立了过多的博士点，导致博士生毕业后工作前景惨淡。在他看来，研

究生课程并不成熟，缺乏学术竞争，因而“大学需要全面地评估其研究生

培养方案，特别是博士培养方案，反思其是否有高质量的生源，是否能把

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如果不能保证研究生课程的高品质，



 

8 

就应该剔除”。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专家斯坦利·卡兹（Stanley N. Katz）赞

同劳林斯的观点。他认为伯达赫尔关于削减研究型大学数量的提议缺乏可

行性，并预测劳林斯在减少博士点方面会做得更加成功。卡兹同时指出，

关键问题是缺乏好的质量评估手段，即无法对博士生教育的“有效性”做

出评估。而华盛顿独立思想库教育领域（Education Sector）的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凯文·卡利（Kevin Carey）认为，问题在于“存在过多既缺乏学术

建设又不懂教书的学者”。据卡利研究，研究性大学的前 20%的教授承担

了其所在院系一半甚至于 2/3 的学术产出（包括获奖、发表文章、引用等）。 

（翻译/徐贝 校对/孙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3 月 23 日 

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道德败坏 

人们一般认为，大学是年轻人的避风港。不管政治多动荡、经济多萧

条，教育投资都是至高无上的。然而，近来教育系统也被揭露出存在与政

治和经济部门一样的腐败问题。一度被认为是大学特征的对公正价值观的

坚守，正在被个人、家庭、族群和大学各自的利益所取代，比如为了个人

利益或物质利益而滥用职权。高等教育腐败的途径包括：非法获取物品或

服务；大学功能（招生、评分、毕业、住宿及学术产出）中的欺诈；职业

性的行为不当（任人唯亲、性骚扰、评分偏见以及研究抄袭等）；偷税漏

税以及非法使用大学资产。 

大学充当着良好行为的模范，因此社会将为容忍大学腐败付出高昂的

代价。腐败还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大学行政人员招收了

不合格学生或给这些学生很高的等级评价，高等教育将沦为高价而劣质的

物品。既然诚信建立在没有违规违纪的基础上，那么出自有腐败记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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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毕业生将失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腐败行为也会降低教育

投资的个人与社会经济收益，大学学位的含金量也会让雇主存疑——为了

降低招聘风险，雇主只能依赖测试、实习等其他筛选机制。即使在腐败成

为常态的环境里，也并非所有的教师都受到沾染。那些“顽强抵抗者”有

的是靠道德信念，有的则是基于务实的评价。不管哪种理由，他们都是维

持职业操守的中坚。有很多机制可以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提

高大学的声誉。例如：建立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学生的行为规范，在公共

网站上发布诚信声明，开办大学“法庭”以举行不当行为听证会，以及公

开发布腐败事件数目与类型变迁的年度报告。 

很多非经合组织国家希望加入博洛尼亚进程，把他们的大学学位与欧

洲接轨，并实现课程学分互换。欧洲质量监督注册局（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及其他机制都将反腐败作为欧洲认证标准之一。因此，

这一认证过程可能成为清除高等教育系统腐败问题的一个方式。不过，要

有效的调控政策需要更多关于腐败行为及腐败成本的信息。对学生和教师

的定期调查可能会有所帮助。事实上，对一所大学一年两次的调查就能降

低腐败行为的发生。这表明，当曝光和职业尴尬动了真格，敢于铤而走险

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翻译∕金津 校对/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2 月 6 日 

英国：文科博士可能沦为富人专属品 

随着政府的财政紧缩，人文学科面临着成为富人专属品的危险。很多

文科博士生都陷入资金难题：如果他们无法申请到政府拨款机构（如人文

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的补助，

就必须在第一学年支付约 5,000 英镑的学费，而生活费还不止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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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博士生们更倾向于在 9:00-17:00 期间外出工作，之后再进行科研。

据称，几乎所有博士生都做兼职，例如教书、设计网页、在咖啡馆和酒吧

打工等。 

文科博士的资金需求迅速上涨，并远远超过政府所能提供的经费。英

国高等教育统计署（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数据显示，

2010 年英国有 32,000 余名文科博士生，同 2002 年相比增加了 23%。然

而，与此同时，政府资金却未能保持充足。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表示，

他们现在为大约 2,100 名文科博士生提供每年 15,000 英镑左右的资助。

此外，一些教育信托基金会和基金团体也会有相关的资助，但是，大部份

博士生仍要自己承担各种费用。 

自 2009 年高等教育系统剧变以来，AHRC 提供的 3,200 万英镑大部

分都分配给了大学里不同院系的学生。这些补助主要通过整体补助合作方

案（Block Grant Partnership scheme）发放。大学需要提交为期 5 年

的奖学金分配计划书，然后再由学者决定哪些学生可以获得资助。不过，

即使政府严守现有的资助项目，经费数额还是与文科博士生的需求相差甚

远。此外，人们还担心教育财政削减可能导致学术界工作岗位的缺乏，进

而影响一些学生选择就读文科博士。 

（翻译/孙蕾 校对/徐贝）             来源：英国《卫报》，2011 年 1 月 17 日 

瑞典：博士教育应加强与企业间的合作 

瑞典企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Swedish Enterprise）对自 2006 

年至 2009 年间毕业的共 8,537 名博士候选人开展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

在毕业后获得了与其学历资格相符合的工作。只有 51%的人作出了回答，

且其中只有一半人表示博士学位有助于他们获得工作，而仅六分之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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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们从事的产品或服务的开发与其研究成果相关。据此调查结果，联

合会出版了报告《瑞典科研训练的错误聚焦》。 

瑞典的科研训练预计将花费 130 亿瑞典克朗（约合 21 亿美元），涉

及 17,000 名注册博士生。报告称：瑞典产业界与大学之间的缺乏合作令

人担忧，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博士生在其攻读学位期间与私有企业存在合

作关系。据统计，如果一名博士生在读期间与企业开展合作，那么此人所

开发的产品或服务将可能商品化或获得专利的概率将会增长 266%。有十

分之三的博士毕业生在毕业后并没有成为专职的研究人员。大多数人受雇

于公共部门，仅有 8%的人受雇于经济私营部门。报告称，考虑到私营部

门资助占瑞典研究发展投资的三分之二，这种情况是无法被接受的。此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被访者表示，对于其现在正从事的工作，他们不是资历过

高就是拥有不适当的资历。 

（翻译/茅艳雯 校对/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3 月 6 日 

杜克大学中国分校计划遭到质疑 

在近日杜克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教师们提出对杜克大学昆山新

校区计划的质疑，包括成本预算、学术自由、网络使用及教师投入等方面。

这些质疑不会影响计划的推行，但对于那些试图建立国际化校区的大学来

说，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筹建的新学校是名为“杜克—昆山大学”的独立实体，但杜克大学对

其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杜克大学在新学校董事会中占三席（由杜克大学董

事会董事担任），昆山市以及合作大学武汉大学各占两席。这是杜克首次

尝试在国外开办授予学位的大学。学校将授予杜克大学学位并由杜克大学

教师授课。它的长期目标是建成能招收和培养国际本科生及研究生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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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学。一期建设期为 6 年，将招收 700名学生。 

然而近来教师们频频质疑这一计划。他们认为现在的实践与先前的计

划相去甚远。首先，杜克原本计划的合作方是上海交通大学，由于细节未

能达成一致，换成了武汉大学（根据中国相关法规，美国大学在中国建立

分校，需要与一所中国大学合作）。虽然武大也是中国前十名的大学，但

国际声誉不及上海交大。第二个出入则是预估的运营成本。杜克原先预估

的一期运营成本（包括启动费用在内）约 1100 万美元，而在其 3 月发布

的计划书中却升至 3700 万美元。因此，资金来源成了教师们关注的另一

个焦点。此外，中国对网络使用的限制也是学术委员会近期频繁讨论的问

题。教师们担心，杜克的学术自由将会受到影响。同时，昆山校址的选择

也引起了质疑，因为昆山并非中国的大都市。对此，管理人员给出了解释：

昆山毗邻上海，交通便利，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有些教师认为昆山新校区计划完全是行政性项目，虽然杜克管理层对建设

新校区热情高涨，但教师们并不买账。一旦没有教师们的支持，新校区将

很难获得持续发展。 

问题的解决可以参照其他两个频见报端的国际化校区实践。一个是纽

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区，这所学校与纽约校区如出一辙，是完完全全的分

支机构；另一个则是耶鲁大学计划在新加坡建立的文理学院，耶鲁参与学

院的建立，但并不颁发耶鲁学位。然而，这两所学校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此，杜克大学教务长彼得·兰格（Peter Lange）称：“我们在做的事

情是前无古人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但我们仍要作一些冒险，从而了

解哪些事情是被允许的。” 

（翻译∕金津 校对∕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观察》，201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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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推荐 * 

《高等教育的核心：对复兴的呼唤》 

《高等教育的核心：对复兴的呼唤》提出了一个鼓励人类天赋的教学

方法，整合了人的思想、心灵和精神，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代所面临的复杂

问题。书中包含详实的理论分析，两位教育家和作家还结合他们过去数十

年在整体教育（integrative education）领域的经验，提出了丰富的行动建

议。帕尔默（Palmer）对整体学习（holistic learning）的批评者进行了强

有力的回应，扎荣茨(Zajonc)澄清了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并对传

统进行了反思。该书探讨了高校激发学生和教职工潜能的途径，并提出通

过协商和对话促进高等教育复兴。无论是整体教育领域的新进入者，还是

想要对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加深认识的人，或者是那些想在校园中实践并

推动这一重要教学方式的人，这本书都十分有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海伦（Helen）评论

说：“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以学生和教师的内心生活为中心的教育

学促进高等院校转型。”阿默斯特学院的校长安东尼·马克思（Anthony 

Marx）认为，这本书一定会激发我们思考更远大的目标，帮助我们超越“传

统的为个人和机构转型而工作的桎梏”。斯坦福大学的安东尼·安东尼奥

（Anthony Lising Antonio）认为该书为读者提出了“什么应该是教学和学

习的中心”这样一个简单又艰巨的问题，并称“整体教育（Integrative 

education）是现代高等教育产生后最重要的改革”。 

（翻译∕田原 校对∕张蕾） 

来源：Palmer, P. J., Zajonc, A., & Scribner, M. (2010). The He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 Call to Renewal.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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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给博士生、导师及行政人员的战略建议》 

大学的地位与参与教学和科研的学者素质关系密切。大量证据显示，

博士生并未作好准备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变化，他们走上学术岗位后常常

遭受挫折。 

《博士生教育：给博士生、导师及行政人员的战略建议》一书以一项

长达 4 年的对博士生、初级学者及资深学者的博士生教育经验的研究项

目为基础，用一种对话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改善博士生教育的战略建议，例

如在其它学术工作之余学习成为一名学生导师，在博士学习期间拓展学术

关系网络，探讨学术作品以及准备论文答辩。 

此外，该书还对博士生教育相关的一些想当然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这

些观点比如：不同学术领域的性别比例，博士教育期间的写作与公众对学

术作品各方面的监督之间的矛盾。该书为博士生、学者、教职人员和行政

人员提供了观察博士教育的多种视角，真正反应了博士生及初级学者的心

声。 

（翻译∕徐贝 校对∕张蕾） 

来源：McAlpine, L., Amundsen, C. (Eds.) (2011). Doctoral Education: 

Research-Based Strategies for Doctoral Students, Supervisors and Administrators.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校园危机：一个重整校园的大胆构想》 

泰勒充分的阐述了他在 2009 年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有争议

的文章，这篇文章质疑了美国大学从任期制度到学术部门区划的一些传统

做法。金融危机导致大学捐赠基金紧缩，进而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过时

做法的担忧。泰勒立足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康德的大学的长期愿景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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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专业化的发展所导致的学科、任期、和教学上对研究的过分重视。根据

威廉姆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验，泰勒还提供了教师通过远程教育教

授多学科课程的创造性解决方案的例子。高校也可考虑与其他高校、博物

馆、智囊团甚至全球特许经营的高校合作。对于同互联网以及 iPods 共

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泰勒热情的就什么值得学习、以什么样的方式、

通过什么方法提出了许多更为开放的意见。——瓦妮莎·布什（Vanessa 

Bush） 

“马克 泰勒作为一位极具独特见解的学者以及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教

师，将美国的高等教育视为一个即将被戳破的泡沫。为了您的学生着想，

为了您的老师着想，为了您的孩子着想，为了您的国家着想，趁着还有时

间看看这本书吧。”——杰克·麦尔斯（Jack Miles） 

“这本书令人信服的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并不想知道的事实，而这肯

定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高等院校再也撑不下去了——

不论是经济上还是运营方式上来说皆如此。马克·泰勒挑衅式的呼吁大的

变革，包括我们如何使用科技来传播教育服务的问题以及教授的角色定位

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

纽约教育部部长。 

“公众知识分子的工作之一就是当危险逼近的时候给我们警告。马

克·泰勒的《校园危机》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做到了更多。他就‘怎样使高

等教育令学生更满意且与 21 世纪这一网络化的世界更相关’这一问题提

出了详细的甚至是彻底的建议。”——比尔·布兰德里（Bill Bradley） 

“这是一本有必要写且一定要去读的书。马克·泰勒不仅揭露了事情

的真相，还为像织工一样工作的我们提供了指导。只有一件事能胜过阅读

这本书，那就是写这本书。”——戈登·吉（E. Gordon Gee），俄亥俄

州立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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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蒋航 校对∕李文斐） 

来源：Taylor, M.C. (2010). Crisis on Campus: A Bold Plan for Reform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Knopf. 

* 主题讨论 * 

博士毕业生需要放低眼界找工作如今的学术领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美国国内顶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机会通常来自教学主导型的硕士

院校，这与他们的初衷不相符。他们希望进入研究主导型高等院校，而非

这些位于郊区的新兴院校。 

近期，学者们研究了一批 70 年代获得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教授：他

们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形下，选择从一流著名学府毕业后进入非一流院校

任职，享受终身教授编制，并满足于所担任的工作。研究着重反映这些教

授是如何在这二十几年在硕士院校的任职生涯中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在被

调研的 19 位教授中，一些已经欣然接受学校以教学为主导，并开始将服

务性工作看成开阔视野的平台。更加令研究者们惊讶的发现是，跨国学术

交流项目对这些教授的工作有很好的激励作用。通过对问卷资料的整理发

现，被研究者通过与其他学者合作研究，参与到一些国外研究项目中，这

是维持他们工作热情的良好方式。还有一些教授则着眼于在更小的范围做

出成就实现自身价值，譬如发展新的专业，创建新的课程，进行一些应用

型研究等，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学校而言也是非常有益的。 

（翻译∕王玉 校对∕严媛）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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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致信《自然》评价中国博士发展现状 

人数激增致使质量降低；教育负担加重；本土博士就业前景堪忧 

6 月 23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了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博

士生刘竹和研究员耿涌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评价了中国的博士发展现状。

以下为信件内容： 

2010 年，中国的博士毕业生人数大约为 11.7 万人，比 1999 年增长

了 10 倍，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想必是满足了政府的在高等教育领

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目标——只是数量太多，使得博士的质量降低。 

这种增长加重了国家教育基础设施的负担。因为缺乏适当的质量管理

和淘汰机制，（博士生的）标准被降低。 

本土博士的就业机会在减少。拥有海外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成为大学和

研究机构的主要需求对象，而企业则更青睐成本较低的硕士。 

考虑到全球博士过剩这一现状，中国必须对自身的教育体制进行结构

转变，并在博士培养中引入严格的淘汰机制。 

（科学网 张笑/编译） 

《自然》社论：全球过度培养博士成问题 

除数量增长导致博士学位含金量下降外，比较明显的是就业问题 

4 月 21 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和相关系列文章说，当

前全球高等教育界存在过度培养博士的问题，博士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其

培养体系却较少与社会实际需求衔接，毕业后的就业成为问题，须采取措

施改革博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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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说，现在全球的博士教育不断膨胀，甚至出现“像种蘑菇一样培

养博士”的说法。的确，在许多地方，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博士推动了

经济增长，并且许多博士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不能忽视的是，过度增

长的博士数量也带来一些问题。 

除数量增长导致博士学位含金量下降外，比较明显的是就业问题。现

在许多博士毕业后为求得一个学术岗位，还得熬五到十年读博士后，最终

却往往还是梦想破灭，因为在博士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大学等机构中的

学术岗位数量并未增长甚至下降。为了工作，许多博士毕业后转行，但这

显然不是他们接受多年教育的价值所在。 

社论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分析其原因是博士培养体系没有较好地与社

会实际需求衔接。两国官方机构均拨付大量研究经费，推动博士教育的增

长，但并未同时很好地考虑就业市场的需求。博士数量增长的动力来源于

研究经费而不是社会实际需求，从而导致就业问题。 

此外，一些学者利用政府拨付的研究经费招收大量博士生，让他们帮

自己发表论文，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博士数量膨胀的趋势。 

社论呼吁，各国有关机构应该重视这些问题，采取措施改革博士教育。

一方面可以利用政府的能力进行国民经济需求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支

持哪些博士点，并关停与社会实际需求不符的博士点；另一方面，博士课

程本身也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让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实用知识。 

社论说，在这些改革措施尚未全面铺开前，有必要提醒那些打算读博

士的学生看清前面究竟有多少机会，“毕竟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长得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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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与研究 * 

美国：海外留学生申请人数上涨 9% 

根据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12 日发

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外国学生人数

上升 9%，其中中国学生的申请人数增幅达到了两位数。同时，印度和韩

国的申请人数自去年的停滞不前以来又有新的增长。中国、印度、韩国向

美国输送的留学生数量最多。 

总体而言，从去年到今年，3/4 的美国研究生项目的海外申请人数都

有提升。公立和私立大学都经历了留学生申请人数的激增，分别增加%和

11%。5 个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的申请人数亦有增加，其中工学及物理和

地球科学项目的申请人增幅最大，达到 12%。所有大学的商科申请人数也

增加了 4%。 

报告的作者南森·贝尔（Nathan E. Bell）称，这一结果“令人鼓舞”：

尽管全球高校对最优秀生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但学生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

浓厚兴趣依然不减。理事会的前任主席杰弗里·吉布林（Jeffery C. 

Gibeling）表示，在经济形式持续不稳定的情况下，海外学生申请人数仍

在增长，这很可能反映了美国研究生院更富创造性的招生战略。作为美国

研究生院团体的研究和政策分析主任, 贝尔先生预计今年秋季入学的国

际学生将攀升 3%-6%。 

（翻译/李丹萍 校对/孙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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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的博士后期望晋升“终身教授” 

日前，英国皇家物理学会（Institute of Physics, IOP）和皇家化

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RSC）对本国物理系和化学系博

士后进行了调研，并公布了一份题为“展望未来：物理学和化学博士后研

究者的职业意向”的报告。该报告称，大约有 67%的物理学和化学博士后

期望未来 6 至 10 年内获得终身教职，但是这几乎难以实现。据去年的数

据显示，有 30%的工科博士生选择做博士后研究，而这其中只有 12%获得

了永久性职位。 

此外，该报告呼吁改善博士后工作保障状况。有 78%的受访者认为，

缺乏职业保障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报告称大部分（70%以上）

受访者对非学术性的工作缺乏了解：约只有 45%的受访者接收了职业咨询，

并且大都来自学术人员的建议。最后，报告指出，仅 34%的化学系博士后

和 45%的物理系博士后称他们在本单位获得了充分的尊重与关注。 

(翻译/史苗 校对/徐贝)    来源：《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2011 年 4 月 14 日 

加拿大：从本土博士生存状况看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全世界的大学都希望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其

中的常用策略是招募海外一流学者，以此打通大学的海外关系网并借由其

强大的发文能力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但这些轻率的行为会为国家的学术

资本带来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加拿大学者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全球化进

程使本土学者和本土研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已无立足

之地，如果再不补救，加拿大学术资本将很快枯竭。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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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路易斯·格洛尔克（Louis Groarke）指出，加拿大的大学在追求

卓越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歧视本土博士。这一说法已被证实： 2010 年

11月，魁北克大学历史与社会学教授伊夫斯·金格拉斯（Yves Gingras）

对加拿大前 10 所大学 11,000 名终身教授的调查数据表明，加拿大本土

博士在终身教职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明显下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70%下降到 2005 年的 55%），人文学科的比例甚至不足 40%。加拿大高等

教育史研究者艾克斯罗德（Axelrod）评论说，“国际的就是好的，加拿

大的就是不好的”这一观念在全球化风潮中被不断强化，参与国际化和了

解加拿大价值之间有失平衡。这一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大学招聘委员

会由美系或英系学者把持，这些人倾向招募美国或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生；

其次，全世界普遍采用的量化标准重视国际知名期刊刊登的论文，而这些

期刊并不看重本土化研究。 

（翻译/金津 校对/张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4 月 10 日 



 

 

致读者： 

    《研究生工作通讯——国际研究生教育动态专刊》不定期

选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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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部参考资料，旨在帮助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者、研究者、研究生导师了解国际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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