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研 究 生 工 作 通 讯 
2011年第 1期（总第 12期）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编                       二O一一年五月十日 

国际研究生教育动态专刊（2） 

* 国际新闻 * .................................................................................................... 1 

法国：顶尖研究人才流失美国 

* 热点关注 * .................................................................................................... 2 

全球：大学国际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美、欧、日：面临新兴国家研发领域日益严峻的挑战 

全球：高等教育的严峻挑战 

* 观点荟萃 * .................................................................................................... 5 

加拿大：学术造假的研究人员姓名应向公众曝光 

美国：实行教师终身制有利年轻一代成长 

* 研究成果 * .................................................................................................... 8 

缺乏学习动机的学生沉浸于兼职工作 

使用“集中组模式”指导博士论文 

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结构逐渐向美国化发展 

澳大利亚：专业博士发展须聚焦产业 



* 统计与调查 * .............................................................................................. 12 

加拿大：大学注重科研，教学退居次席 

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授予海外学生博士学位数首次降低 

* 新书推荐 * .................................................................................................. 15 

全球人才竞争引发关注 

美国：《21 世纪创业型大学》一书广受好评 

教给学生创造力而非死记硬背 



1 

* 国际新闻 * 

法国：顶尖研究人才流失美国 

近年来，法国学者与研究人员流失美国的现象已日益加剧。据智库机

构蒙田研究中心（Institut Montaigne）报告显示：尽管流失数目相对较低，

但顶尖人才往往选择赴美。 

这份由纽约法美基金会（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社会政策项

目主任约安娜·科勒（Ioanna Kohler）撰写的报告《一去不返？因优秀而

离开？——移居美国的法国高等教育人才》（Gone for Good? Partis pour le 

Bon? ‐ Les expatrié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français aux Etats‐Unis）

表明，法国的大学院（grandes écoles）与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通常会被吸

引至美国。这些在大学院中接受教育并移居美国的法国研究人员与学者，

使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两大主要矛盾：一方面，他们的科学才能使法国海外

扬名但却剥夺了法国的最佳基础；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法国公共基金资

助的优质教育但其教育产出却无法使法国长期获益。虽然 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移居美国的法国研究人员数仅占 2000 年法国在职研究人员数的

1.3%，但居美法籍人士中科学家所占比例近来却有了令人担忧的提高，这

一比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 8%，而 1996 至 2006 年间已上升到了 27%。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数据显

示，1985 年到 2008 年间，仅有 2,745 名法国公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但其中 70%都选择留美。 

尽管法国学者与研究人员赴美的数字相对较小，但流失的往往是顶尖

人才。科勒称：“那些法籍或接受法国教育后居美工作的绝大多数教授与

研究人员，均毕业于法国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报告罗列了居美法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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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相较法国居美工作的优势：与世界顶尖人才共事；更高的薪资；良

好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工作环境；灵活而整合的系统；开放的学科路径等。

报告还提出鼓励法国研究人员归国的建议：组织关于法国研究者在外工作

及国外研究者在法研究的调查；开展针对国外的法籍及接受法国教育的科

学团体的活动，向其传递在法工作机会的信息；为最优秀人才提供个人化

招聘程序；提供接待服务；及互惠跨洋交流等。 

（翻译∕茅艳雯 校对∕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11 月 21 日 

* 热点关注 * 

全球：大学国际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日前，一项由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AU）实施的调查表明，国际化进程将在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和改革中占

据核心地位，但全球经济危机将很可能减缓甚至限制一些国际化活动。 

这份题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全球的趋势和区域的角度》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trends）的报告是 IAU 的

第三次全球调查报告。该报告对来自 115 个国家的 745 所大学和许多国

家级的大学协会进行了调查，样本具备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对已发生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进行了分析。 

全球化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参与本次调查的院校中，87%的学校都在它们的整体战略计划中提到了国

际化；78%的学校认为，国际化的重要程度在过去的 3 年中增强了或者有

增强的趋势。不过，与 2005 年的全球调查结果不同，本次调查显示“缺

乏资金”已经成为阻碍院校推进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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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孙蕾 校对∕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11 月 7 日 

美、欧、日：面临新兴国家研发领域日益严峻的挑战 

11 月 10 日世界科学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巴黎总部

发布《UNESCO2010 年科学报告》（UNESCO Science Report 2010）。 

报告结果表明：尽管美国、欧盟与日本目前也许仍在全球研发工作中

保持领先地位，但它们也正面临着来自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严峻的挑

战。报告显示，研发投资量在全球出现增长，但新兴国家在科技领域明显

日益强大，尤其在亚洲占研发总支出份额方面：在中、印、韩的带领下，

亚洲所占份额由 2002 年的 27%上升到了 2007 年的 32%，而欧、美、日

则有所下降。 

UNESCO 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在报告前言中写道：

“研发力度的南北分布已随全球经济新参与者出现而改变。原先由三巨头

支配科技的两极世界已逐渐让位于一个多极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

员比例从 2002 年的 30%上升至 2007 年的 38%，该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

中国。而发达国家的科学出版物份额由 2002 年的 84%下降至 2008 年的

75%。此间，即使论文被引率落后于美、欧、日，中国科学出版物所占份

额仍由 5.2%上升至 10.6%。报告称，此种转变得益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

使之成为传播知识的“有力载体”，而这一发展在新兴国家更为显著。中

国、巴西与印度已在工业与科技领域开始全面的赶超。但三巨头仍保有其

在专利方面的领先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培养的众多研究人员与科学家，却

不一定能轻易在本国找到工作。此外报告称，尽管很难量化 2008 年金融

危机的影响，但全球经济衰退确实会对研发预算造成冲击：在研发方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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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之一的美国公司，在 2009 年将其预算由 25%削减至 5%。结果美国

的研发较巴西、中国和印度受到更大冲击，使这些国家比危机未出现时更

快赶上美国。博科娃确信：“在处理所面临的互相联系、复杂而日益严峻

的全球挑战时，区域与国际科技合作较以往将变得更具决定性。未来几年

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将以科学交流的形式出现。UNESCO 必将在这方面

继续努力以加强国际伙伴关系与合作，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方面。” 

（翻译∕茅艳雯 校对∕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11 月 14 日 

全球：高等教育的严峻挑战 

OECD 教育理事会教育管理和基础设施部门主管理查德·叶兰德

（Richard Yelland）在接受《世界大学新闻》就 9 月 13 日‐15 日在巴黎

举行的高等教育机构管理会议采访时，总结评价了这次主题为“巨变世界

中的高等教育：事倍功半”会议达成的主要共识。 

（一）关注国际问题的研究，重视教育公平。理查德说“虽然本次会

议的主要基调是自我批评而非牢骚抱怨，各与会大学也都尽量做到了这一

点，但是在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责，如在开展推动国际问题解决方面的科研、

均衡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与教育公平等方面仍不尽如人意”。 

（二）高等教育继续多样化发展。随着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和私立高校的迅猛发展，如何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学生教育需求以及劳

动力市场对国际化人才的技能期望，成为高校深化自身国际化程度所应思

考的问题。而在私立高校为当今高等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其质量

认证与定期评估正日益引起各方的关注。 

（三）受排名驱动的大学模式有损高等职业教育与远程网络教育的发

展。许多高校为了提高自己在各类排名中的位次，过于专注科研产出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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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教学水平，由此可能导致大学发展模式趋于统一。 

（四）教学与教育质量认证正在受到普遍关注。例如 OECD 组织开

展的“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HELO）和“高等教育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的角色”以及欧洲

开展的“多维度国际大学排名”项目，均强调重视大学教学质量而非仅仅

关注科研。 

（五）从总体而言，身处国际化改革浪潮中的大学面临教育需求多样

化、财政紧缩、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期望多元化和人口结构组成变化等

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叶兰德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都应肩负起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提供教学、学习、科研和

创新的责任。 

（翻译∕张金萍 校对∕戴如月）    来源：《世界大学新闻》，2010 年 10 月 10 日 

* 观点荟萃 * 

加拿大：学术造假的研究人员姓名应向公众曝光 

日前，一个由加拿大学院委员会（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所

召集的 14 名学者与研究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称，那些被发现存在数据造

假、学术剽窃及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学者姓名应向公众曝光。报告指出，

在处理由纳税人所支付的学术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时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必

须就此问题采取行动。小组还呼吁建立加拿大科研诚信委员会（Cana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Integrity）以培养学术诚信与可问责性，并称研究团

体在学术不端行为方面需要更开放、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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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与政府研究基金委员会均拒绝公布卷入学术不端行为的学

者姓名，并称这是由于法律所规定的隐私权。尽管专家小组对保证个人隐

私的重要性表示认同，但仍坚持调查结果应予报告并公之于众。即使有人

因指控而辞职，也需在调查结束前将指控正在调查的事实报告出去。加拿

大已经有过数起众所瞩目的学术不端案例：有两名接受学术不端调查的学

者转至新大学，甚至获得了丰厚的研究经费。而专家小组则称据研究估计

每个地方至少有 2%‐33%的研究人员卷入或目击了可疑行为。 

加拿大科研诚信专家小组主席、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前任校长保罗·达文波特（Paul Davenport）强调，要保持公众

对于政府几十亿美元科研投入的信任，必须要使学术行为更具可问责性与

透明度。对于专家小组所呼吁建立提供教育和咨询功用的加拿大科研诚信

委员会，达文波特表示赞同，并设想该委员会将可以指导大学、政府与私

营机构中研究人员在发现涉嫌学术不端行为时该如何操作，亦旨在开展更

多诚信教育并收集有关学术不端发生次数与如何减少的相关数据。 

达文波特称，诚信委员会能够帮助教育大学管理人员“理解在校园中

大力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是其利益所在，若非如此将造成更坏结果”。此外，

还有建议通过要求研究人员在获得研究经费时，同意若违背科研诚信条例

就将名字公之于众以规避隐私法。 

（翻译/茅艳雯 校对/戴如月） 来源：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2010 年 10 月 21 日 

美国：实行教师终身制有利年轻一代成长 

近期，关于教师终身制的新闻比比皆是。一些媒体认为，终身制的实

行庇护了大学中碌碌无为的人，导致教师队伍老龄化以及资金的浪费。但

2004 年美国联邦的最新数据反驳了这一论点：在四年制大学中，55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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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职教师占 28%，65 岁以上为 7%，大部分教师都较年轻。而大学每

年只有 1/3 的财政预算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多数教师的年薪不到 60,000 

美元，非终身制教师的年薪更是少于 35,000 美元——仅仅比大部分研究

生多挣 20,000 美元。 

那么，为什么教师需要工作保障？最简洁的答案就是：通过实行教师

终身制可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和实现一体化。因为让拥有活力、创新性和

勇敢精神的教师来培养学生是最好的教育方式。由于非终身制教师会被任

意解雇或者面临合同到期，当一名教师冒犯了家长或牧师时，大学管理者

为避免争议便会解雇教师。因此，大多数教师由于没有终身制保护而不敢

轻易冒险。但作为大学教授，应敢于讨论争议性话题、面对学生质疑和捍

卫自身立场。学生和教师能够自由地质疑真理，挑战权威者，并且能无所

恐惧的批评当权者。但如若没有终身制的庇护，大学很难实现学术自由，

学生也可能永远不会拥有一个能够自由辩论的学习环境。相反，如果他们

在大学能够有这样的体验，那将会使整个国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同时，

非终身制教师数量的下降也会导致教师流动性的增加，不利于学生得到推

荐。另外，兼职教师由于从事其他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只有少量时间去备

课或指导学生。再加上非终身制教师无法参与教工会议，也使他们失去了

分享和学习他人经验从而提升自己的机会。而终身制则会促使教授们共同

讨论课程设置和实行最有价值的教育，自然产生集体认同感，全心投入于

工作。 

最后，终身制在服务国家的同时，也同时在保护个人利益。学生的学

费本身也是一种投资，如果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物尽所用，就为孩子选择

一所实行教师终身制的大学。 

（翻译∕史苗 校对∕孙蕾）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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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 * 

缺乏学习动机的学生沉浸于兼职工作 

近日一项对 10,000 名获得政府资助的低收入大一学生所进行的研究

表明，财政支持是维持学生保留率的重要因素，而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

态度。此研究由学生资助效果评估项目组（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Aid, MESA）执行，旨在考察财政资助、兼职时间和学业成绩之间

的关系。 

此研究表明，虽然学生将学习时间花在付酬工作上影响了学业成绩，

但学生态度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另一重要因素。报告第一作者罗斯·芬尼

（Ross Finnie）称，低学习动机强度的学生对兼职工作的时间投入较多，

对学习投入较少，因此分数也较低。 

据报告作者罗斯·芬尼、史蒂芬·查尔兹（Stephen Childs）、安德鲁·威

斯摩（Andrew Wismer）称，不管动机如何，4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没

有政府资助，他们就可能会退学。50%的学生表示，如果可能他们会贷更

多款。另外，研究发现，每周花较多时间工作的学生学习时间就较短，而

获得较少政府资助的学生更可能花更多时间工作。但芬尼称，低分数不是

低政府资助和工作更长时间的直接结果。“低分数可能与政府资助毫不相

干，而关乎学生的态度。而此相关指向一个问题，需要制定政策来解决。”

他说，低分数很可能是缺少动力和低财政资助导致的长工作时间综合作用

的结果。 

（翻译∕金津 校对∕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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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中组模式”指导博士论文 

博士生未完成学位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个人因素、激励因素、疏离感、

家庭需求以及财政状况，虽然这其中一些因素并非大学所能控制，但大学

所能提供的支持，尤其是在博士学习的论文阶段，或许是提高完成率的方

式之一。本文介绍了对博士生研究指导的创新性方式即“集中组模式”

（Collaborative Cohort Model, CCM）的尝试。 

博士研究指导的传统模式“学徒‐导师模式”（Apprentice Master 

Model, AMM）成功指导了很多学生，但 50%的学生未能获得学位，虽然

已经完成了课程和考试，但未完成论文（Hunt Ogden, 1993）。澳大利亚学

者高兰（V. Gollan）早在 1987 年时就发现 16%的被调查博士毕业生曾经

历研究指导和指导关系的困难；而近期研究强调，虽然很多学生较满意研

究指导，但有些学生表明研究指导低于他们的预期（Johnston & Broda, 

1994; Sloan, 1993; Van der Heide, 1994）。博士完成率和指导实践的问题要

求开发出除传统研究指导 AMM 模式之外的其他方法。澳大利亚某所位

于大都市的大学在学校指导和咨询项目中实验了论文指导的 CCM 模式。

所有处于 ABD（All But Dissertation, 完成了课程但未完成论文）状态的

学生组建各自的小组，每组 7 人。一位教师担任小组的协调员和导师，

每学期与小组会面两次。 

在集体小组环境里，高年级学生有机会与刚刚达到 ABD 阶段的学生

分享论文经验。同一时间加入小组的学生配成一对，通过这样的“伙伴”

机制互相鼓励。另外，教师对其进行学术文本修改和批判性反馈的培训之

后，小组内的这对学生审阅一对学生的计划书和另一对学生的论文初稿并

提供反馈。集中组模式中的协调教师主要职责是：（a）组织会面；（b）制

定正式的会面日程；（c）每学年发布两到三份小组简报；（d）建立小组内

沟通交流机制（包括邮箱、电子邮箱、视讯交流）；（e）培训学生修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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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反馈技能；（f）建立小组，并为学生确定配对和审阅关系。但 CCM 

模式并不替代 ABD 学生本身的指定导师与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 

CCM 模式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1. 减少学生的孤独感； 

2. 学生更有可能完成论文； 

3. 通过阅读其他学生的研究了解其他专业知识，扩宽知识范围； 

4. 通过熟悉广泛研究领域获得知识的同时掌握研究设计和研究方

法； 

5. 学生获得写作、修订、建设性批判技能； 

6. 减轻论文指导教师的工作负担； 

7. 提高了学生论文计划书和论文的质量。 

劣势： 

1. 担任小组协调老师的工作任务加重； 

2. 隐含小组协调老师和学生指导老师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给予学生

的意见相冲突时。 

对参与 CCM 模式的所有学生进行调查的研究结果发现学生满意或

非常满意 CCM 的尝试。所有学生都给予 CCM 正面反馈，没有负面反馈。 

（翻译∕金津 校对∕戴如月） 

来源：Burnett, P. C. (1999). The supervis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using a 

collaborative cohort model.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9(1). 

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结构逐渐向美国化发展 

在过去20 多年中，欧洲学生的流动性快速增加，研究也变得更为国

际化。在这个国际化的过程中，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结构发生了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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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同时欧洲国际化迅速增长的原因又是什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在2009 年进行了一项名为《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美国化》的

研究，勘察了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在国际化进程中逐步转为美国化的现象

和原因。 

该研究的理论视角认为选择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学习或研究，

取决于成本和效益，决定于市场的大小、沟通成本、国与国之间的知识转

移以及金融法规。该文比较了十个欧洲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不同研究

领域中的研究发展情况，并且着重在经济研究领域以荷兰为例子详细阐

明。最后把研究用语的变化作为因子，分析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结构变

化。 

通过研究，该文得到结论认为：在1960 年代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一

段时期内，欧洲的研究和高等教育逐步转换成了美国标准，而导致这一趋

势的原因可能是交流成本的减少。研究用语逐渐从国家性语言，如拉丁文、

德文和法文转变成统一的英文。率先发生这个变化的地区是小语种的小国

家，如荷兰。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变化也存在差异，科学和医学在用语上

首先转变为英语，其次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而法学和艺术目前仅仅有一

个转型的迹象。研究认为，规模收益（returns to scale）和研究成果的转

让性（transferability of research results）在决定采用国际化标准时是非常

重要的影响因素。 

（翻译∕王玉 校对∕戴如月） 

来源：Borghans, L., & Cörvers, F.(2009).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澳大利亚：专业博士发展须聚焦产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学者近日发布了一项题为《博士项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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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训练——我们能从专业博士学位中学到什么》的报告，称澳洲的博士

教育现在面临压力，须更聚焦产业。报告对澳大利亚各大学提供的专业博

士学位项目是否改善了博士教育质量进行了讨论，并对这样的研究项目对

加强大学和产业界的合作究竟作用如何展开评估。需要考察的方面如下：

一份关于博士研究促进知识和创新增长的文献综述、多种方法探测其实践

的范围和与专业博士项目之间的关系、依据产业聚焦的成果优化博士教育

的战略发展和政策建议。 

专业博士学位是二十多年前首次出现的新兴学位，它的性质和定位对

许多人来说仍不清晰，这些人中不乏许多从事科研训练的大学管理人员、

政府以及产业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提供越来越多

的专业博士学位，专业博士项目也有了一些创新，但是聚焦于产业的博士

教育仍处于发展初期。这些专业博士项目具有明显优势，令人印象深刻，

其学位很可能为博士生提供更具创新性和产业聚焦的培训，尤其是那些具

有创新性的定性研究方面的培训。对于与产业或职业深度相关的博士项目

而言，实现这一点十分必要。 

（翻译∕尉思懿 校对∕孙蕾）    来源：昆士兰理工大学网页， 2010 年 5 月 27 日 

* 统计与调查 * 

加拿大：大学注重科研，教学退居次席 

加拿大大学当前对科研及争取科研经费的关注，可能已削弱其原本对

教学的重视。据安大略省政府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仅 61%的教授“认为对其所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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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来说，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并且“70%的受访教授认为在提高

声望、同行评价及获取经费方面，科研会比教学获得更多回报”。在涉及

教学问题时，该报告称“尽管报告表明教学支持被认为在职业生涯早期尤

为关键，但很多教授在其职业生涯之初却很少能获得正式支持。大多数教

授声称，他们通常是在研究生阶段通过实习的方式学会如何进行教学的，

并且还会通过实习和同行咨询方式进一步学习如何进行中学后教学

（postsecondary teaching）。”这就意味着每个高等教育学生迟早都会遇到

那些缺乏基本教学技能的教授，与教授课程材料相比他们会更乐于向学生

描述其科研项目。安大略省大学教职员联盟协会（Ontario Con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Faculty Associations）行政总监亨利·曼德尔鲍姆（Henry 

Mandelbaum）将该 问题归咎于政府对科研的过度重视。他声称：“基于

联邦和省级政府的政策，许多资金被用于资助科研。因此教学在我们的很

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退居次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大学并未真正

重视优秀的教学。尽管的确存在少量授予教授的教学荣誉（ teaching 

awards），但终身教授都了解在涉及晋升问题时，研究出版物通常远比教

学技能更有价值。另一个问题是科研资金往往会不成比例地流向“硬”科

学：四分之三的联邦科技资金流向了“自然科学与工学”而其余四分之一

则流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但与其相比的问题是文科学生通常要比

其他学科的学生数量更多。 

（翻译/茅艳雯 校对/戴如月）  来源：加拿大《麦克林》杂志，2010 年 11 月 14 日 

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授予海外学生博士学位数首次降低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统计显示，

美国大学在理工科领域授予海外留学生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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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这是近 5 年多来第一次下降。尽管如此，NSF 在年度报告中同时

指出，美国的大学博士学位的总体却是增长，2009 年数量比 2008 年全面

增长了 1.6%，理工科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更是增长了 1.9%。NSF 分析者

说，获得临时签证的理工科博士生人数 2009 年下降至 12,217 人，而上

一年为 12,686 人，这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如全球恶劣的经济环境导致

了学生推迟毕业。其它原因包括国外高质量大学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美国

签证发行的限制。这一数量的下降也反映了国外学生入学的减少。国外学

生入学在美国具有一定争议性，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上。无论是如今的奥巴

马政府还是此前的布什政府都曾尝试鼓励大学录取海外留学生，并称留学

生将对美国未来的技术和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国会却没有通过这

样的计划，这也反映出选民担心外国人会竞争国内稀少的工作机会。 

NSF 数据还显示几个工科博士学位数量的减少。如电气工程下降了

10%（1,694 人），化学工程下降了 7%（808 人）。美国的大学在 2009 年

共授予 7,634 个工科博士学位，比前年下降 3%。此外，2009 年美国理工

科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很大部分是由于女性比例增长了 5%（13,593 

人）。数据还显示来自其他种族和少数族裔群体的美国人获得博士学位的

速度比白人学生更快。 

（翻译∕王玉 校对∕戴如月）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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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推荐 * 

全球人才竞争引发关注 

日前，威尔达夫斯基（Ben Wildavsky）出版了一部题为《全球智力竞

争：大学如何重塑世界》的著作。他在著作中阐述到“美国的大学正积极

拓展国际业务，其中纽约大学尤为突出；还有一些外国政府也正斥巨资建

设本国的大学，且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海外学者和学生；对于营利性企业，

如 Laureate 和华盛顿邮报公司旗下的 Kaplan 公司，正建设全球范围内的

远程校园。在这部书中，威尔达夫斯基从几个维度论述高等教育自身的发

展变化，但这种讨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高等教育本身。这本书对影响未来

美国的移民改革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从更实际的层面来说，这本书将（或

应该）对美国当前和未来的大学生有重大影响。 

美国：《21 世纪创业型大学》一书广受好评 

在《21 世纪创业型大学》（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书中，作者索普（Holden Thorp）、戈尔茨坦

（Buck Goldstein）认为，21 世纪的创业型大学是创新的发动机，是社会

变革的重要力量。大学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知识和充足的经费来应对

全球问题的挑战，如气候变化、极端贫困、儿童疾病和全球范围内纯净水

短缺等问题。同时，他们结合自身经历，倡导在国家公立精英型大学中，

通过成功创业人士的讲授，培养学生的创业头脑。很多媒体、政界人士和

学者都对该书做了评论。 

《商业教育》（BizEd）评论道：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研究

型大学的创新性思维方式才能解决，而索普和戈尔茨坦则在前沿为创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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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罗利新闻与观察》（Raleigh News & Observer）

则称赞索普和戈尔茨坦是富有远见的。 

纽约市市长迈克尔（Michael R. Bloomberg）指出，“索普和戈尔茨

坦能够切中要害，提出高等教育的创新改革是增强国家竞争力和推动未来

经济发展的有利措施。这本书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们则认为，创业型大学不仅推动美国梦的实

现，同时，也使国家最具竞争优势。然而，大学经费的持续攀高，对传统

收入来源提出了挑战。尽管面临许多困难，大学仍必须改造自己，本书描

述了大学该如何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寻求发展。 

还有学者认为，索普和戈尔茨坦传递的信息是紧迫和及时的。大学必

须从根本上转变以确保美国在21 世纪全球竞争中的领导地位。这本书是

将大学与世界连接的重要纽带。 

（翻译∕史苗 校对∕孙蕾） 

来源：Book Detail. (2010, October). Retrieved from http://uncpress.unc.edu/ 

browse/ book_detail?title_id=1792 

教给学生创造力而非死记硬背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在其新著《21 世纪大学的招生》中，叙述了其担任塔夫茨大

学（Tufts University）艺术与科学院院长时期的体验。他认为，如今的大

学在招生、教学和评估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者对智力的理解还停留

在古代。一些学校和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认识到：常规的录取程序及其所

依赖的标准化测试选拔的是一种以认知和记忆为基础的智力。 

斯滕伯格指出，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成功引导学生发挥创造力。他

提出了十二种在课堂上激发创造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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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问题。通过让学生确定或者重新定义他们自己的问题、课题、

演示和主题征文等，鼓励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给学生自由度

有助于培养他们良好的判断力，这都是创造力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问题与分析假设。帮助学生通过将提问题作为日常交流的一部分来发

展这个天赋。让学生学会问什么问题和如何问问题比让他们钻研答案更重

要。 

教学生推销他们的创意。学生需要学习如何说服其他人认同他们思想

的价值。所以，推销是创造性思维的实践部分。 

鼓励想法的产生。建设性的和批判思维的环境有利于培养新想法。当

建议或想法似乎存在很多问题时，不要一味批评，而应该提供新的建议。

最可取的做法是至少保留一些原先想法，即便其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价值。 

认识到知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不能超越现有的知识状态。另

一方面，那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又常常视野狭窄，思维狭隘，难于沟通。

向学生学习，和教他们一样，同样可以为我们打开创意的渠道。 

让学生挑战障碍。当学生们感到失望时，可以描述他们的朋友和社会

知名人士在进行创新时面临的困难；否则，学生们可能认为只有自己身处

困境。 

鼓励理智的冒险。鼓励学生参加一些课程和活动，包括和成年人对话，

并教会他们如何评估风险。 

其它措施还包括：培养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和自我效能，帮助学生发

现他们喜欢做的事，教导学生接受回报的延迟性，以及提供一个能培养学

生创造力的环境。 

（翻译∕李毅 校对∕张蕾）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 2010 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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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