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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研究生学习若干问题的思考
孙绵涛

*

要： 当前我国研究生的学习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学习与研究的关
系，二是究竟要学习什么。 前者主要强调研究生要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研
摘

究，这是由研究生的性质、研究生参与研究的状况以及我国研究生跨专业学
习比较普遍的现实所决定的。至于研究生应该学什么，首先要学知识，这种
观点是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忽视知识的倾向、知识在人的素质结构中的重
要作用以及知识的本质所提出来的。关于研究生知识学习的内容，从知识的
对象来看，既要学现实世界的知识，也要学彼岸世界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
要学习彼岸世界的知识； 从知识来源上看，既要学直接知识，也要学间接知
识，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更强调间接知识的学习； 从知识层次来看，既要学现
象学的知识，也要学元学的知识，还要学方法学的知识。其次要学方法，包
括学习方法、研究方法、教学方法和领导方法。最后要学人格力量。研究生
要学习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教师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所表现的人格力
量，还要学习一般社会科学意义上讲的教师在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中所具有
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 学术人格以及一般的行为风范上所产生的人格力
量。
关键词： 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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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培养研究生以来 ， 本人多年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的经历 ， 使得自身对很多问题有一些切身感受 ， 对当前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有些深
入的思考和看法 。 无论是新入学的还是已经在读的研究生 ， 都应该明确两个问题 ，
一是研究生阶段如何处理好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 二是研究生的学习究竟学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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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的关系问题

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的关系应是以学习促进研究，以研究带动学习，特别强调研
究生要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从研究生的性质来看，研究生即研究的学生，研究生仍是学生而不是专门
从事研究的研究员或研究人员。 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学生， 学习是其基础和主要任
务。要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研究， 不能刚入学就做研究而忽视学习。 做研究需要学
习，包括研究前的学习和研究中的学习，这两种学习对研究生做研究都很重要，但前
一种学习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比较注重研究中的学习而不太重视研究前的学习，这对
研究生做好研究是不利的。
其次，从当前研究生参与研究的状况分析来看，现在很多研究生刚入学就为老师
做事，研究生将老师称为 “老板”， “老板 ” 让学生为其打工， 结果在研究中出现粗
制滥造的情况。我认为，刚入学的研究生应在第一年系统地学习研究生阶段最基本的
课程，或者在研究方法课开设后再跟随老师做研究，这样做效果会更好，特别是鉴于
我国当前本科生阶段做研究学习训练不足的状况，更应注重研究生做研究前的学习训
练。我所带的研究生，一般第一年很少要求他们做研究，而是要求他们利用这一年的
时间，集中精力系统掌握本学科专业的主要课程体系，然后再跟着我一起做研究。在
此基础上，老师指导研究生做研究变得得心应手，学生做研究也顺理成章，研究的效
果往往比较好。
最后 ， 从当前我国研究生跨专业学习较为普遍的现实来看 ， 跨专业读研的学生
通常缺乏本专业的知识 ，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学生做专业研究 ， 学生力不能及 ， 其研
究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 因此 ， 这些研究生必须先学习 ， 包括专业课程甚至是本科
课程的学习 ， 补足功课是十分必要的 。 硕士阶段强调学生在学习的基础上做研究 ，
博士阶段则因人而异 ， 有的博士生在硕士阶段的知识功底和研究基础都比较好 ， 研
究能力也比较强 ， 可以多做一点研究 ， 但一般来说 ， 博士研究生也需要在学习的基
础上做研究 。 虽然博士生不同于硕士生 ， 但博士生有其需要学习的知识 ， 而这种学
习比硕士生的要求更高 ， 如对知识的掌握要求更加精深 ， 对研究方法的掌握要更加
全面和熟练等 。
总的来说，研究生阶段首先是学习，以学习为基础来参与研究。在研究中锻炼自
己、成就自己。研究生刚入学便参与研究而忽略学习， 这是有悖于研究生的性质的。
研究生阶段以学习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做研究，那么具体应该学习些什么？ 这就涉及
研究生应该学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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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生应该学什么的问题

（ 一） 学知识
1. 为什么要学知识
第一，针对当前忽视知识的倾向而提出。当前不仅在研究生的教育中，而且在本
科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教育中， 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忽视知识的倾向。 教师的教
学、学生的学习往往强调培养能力，强调培养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但对创造能力和
创造精神从何而来无人追究。 早在 2001 年， 在浙江师范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学术报告
会上，我曾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当时报告的题目是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另类
反思———我国基础教育的另类范式”，针对当时强调发展学生能力而忽视知识基础在
学生能力发展和学生成长中的基础地位的现象， 疾呼教育改革不能忽视知识这一问
题。我国教育改革不重视知识基础的问题至今还未根本转变。在研究生的教学中，有
些老师不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学习， 前面所提学生入学便做研究， 只是其中的表现之
一，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 这些忽视知识的倾向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负面影
响。
著名的 “钱学森之问 ” 问到泱泱大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 有人认
为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正解 ， 但在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上忽视知识在创新人才培养
中的作用 。 回答钱老之问 ， 需要回归教学 、 回归课堂 、 回归知识 。 世界上的诺贝尔
奖获得者无一不是在认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探索知识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 杨
振宁 、 李政道等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 。 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对物理学知识 ， 特别是对
经典力学知识的深透理解 ， 是不能突破经典力学的 ； 没有精通数学知识和物理学知
识 ， 相对论的公式同样无法建立 。 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是 “知识就是力量 ”， 有了知
识便有了力量 ， 我们要有知识崇拜 。 现在不崇拜知识 ， 反而崇拜一种脱离知识的能
力和精神 ， 未免舍本逐末 。 没有知识基础的能力和精神 ， 是失去了源泉的能力和精
神 。 因此 ， 教师要重视知识教学 ， 研究生要重视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 扎实学好每门
课程的知识 ， 掌握老师指定的参考书的知识 ，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真正具有创造
力和创造精神 。
第二，针对知识在人的素质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而提出。现在很强调人的素质全面
发展，而在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中，最为重要且处于基础地位的便是对知识的掌握和运
用。从整体上看，人的素质分为四个部分，即身心素质、知识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
质和综合活动素质。 身心素质指的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 生理素质包括体质、 体
能，体质包括人的身高、 体重、 骨骼和肌肉等， 体能包括人的投、 跑、 跳和攀登等；
心理素质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方面的素质 。 心理过程方面的素质主要是指知、
情、意三方面的素质，知就是认知过程， 具体包括感觉、 知觉、 记忆、 思维和想象；
情和意分别指情感和意志品质。 个性心理方面的素质主要是指兴趣、 态度、 情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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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文化素质指知识文化方面所具备的素质。思想品德素质主要指思想观念、政治立
场和品行。在一个人的素质结构中，身心素质、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是一个
人的基础素质，综合活动素质则是一个人基础素质的最集中体现。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报告体现了我的身心素质。 比如我的睡眠不好， 每天凌晨
3、4 点休息。今天参加典礼，7 点钟起床，基本上没睡却还是能够同大家讲且讲得也
比较清楚。我讲课从来没有讲稿，30 多年的大学任教生涯，20 多门课的教授包括用
英文授课，基本没写过一个字的讲稿，全部脱稿讲授，这些便是我自身心理素质和身
体素质在我讲课活动中的体现。我讲课也讲授知识， 我的知识文化素质从我的报告、
从我讲课的过程中也能展现出来。我讲课的活动也同样体现着我的思想品德素质，我
热爱学生、热爱教育。见到学生，便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一辈子离不开学生。无论
工作多么繁忙，也绝不耽误学生的正常授课，比如我这学期的课安排在周一，多少次
在周日深夜赶回学校，周一准点迈入课堂上课，从不更改上课时间。其实工作忙碌辛
苦，即便要调整时间也在情理之中，对自身要求也没有降低过，依旧克服各种困难坚
持给学生上课，从不调课、从不迟到，这是一种思想品德素质，是热爱教育、热爱学
生的思想品德素质。那么，人的素质究竟是什么？ 素质并不是空的，它是个人在活动
中的身心素质、知识文化素质及思想品德素质的一种综合体现。研究生要提高自身的
素质，需要提高身心素质、 知识文化素质、 思想品德素质， 积极投入到每项活动中
去，如学习活动、研究活动、社会服务活动和管理活动等，在活动中锻炼自己，让自
己的各项素质得到提升。
在这些素质结构中，知识文化素质在所有的素质结构中处于最基础的位置。身心
素质中遗传因素占的比重较大，但可以通过后天锻炼得到改善。思想品德素质中有意
志的作用，意志是人心理过程的一个方面。按照康德的先验人格理论，意志中也有先
验的成分。“在世界之中，甚至在世界之外， 除了善的意志之外， 根本不可能设想任
［1］

何能够被认为是无条件而善的东西。” 康德认为善的意志是世界上唯一的无条件的
善，善的意志能够做出行动是因为存在者自身固有的理性原则。这说明思想品德素质
中也有先天的成分存在。知识文化素质却是后天的，可以使人知道怎样有效提升自己
其他方面的素质，怎样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它是四个素质的核心，对一个人其他
方面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这四方面的素质，知识文化素质
作为核心，其他三方面的素质需要围绕它来发展，最终使自身素质得到充分积累、展
示和发展。
第三，由知识的本质所决定。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通过对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分
析来说明学知识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分析学习知识的重要性。知
识文化很重要，但它只是素质的一个部分， 那么如何才能使自身得到很好的全面发
展？ 这便是由第三个原因即知识的本质所决定的， 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挖掘知识的本
质，知识为什么有力量？ 知识为什么重要？ 这实际上是知识的本质问题， 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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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的问题。对于 “知识是什么”，一种理解是把知识当作纯符号， 比如很多人
将一个人的名字看作一种简单符号。之所以有人会对传统的研究生教学提出改变单纯
的知识传授，是因为存在把知识当作一个纯粹的符号， 单纯使学生记符号、 运用符
号，满堂灌的教学这样的问题。学生死背知识，死用知识，即便这种方法会使学生得
到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基本也是无用的。这种传统知识观所导致的知识教学观，在过
去和现在的研究生培养中广泛存在。 现在提倡改革研究生教育， 反对死板的传授知
识、灌输知识，传统的教育把知识看成一种死的符号，没有体现知识的本质。符号只
是知识的一种表征、一种形式，知识则是人智慧的结晶、思想的体现、情感的融通和
人格力量的外化。
首先，知识是智慧的结晶。无论是一个知识体系、一个知识点还是表达知识的符
号，没有人的智慧，知识是不能产生、 发展和运用的。 任何知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这毋庸置疑。其次，知识是思想的体现。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
知识，人的知识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那个创造知识、 使用知识的人的思想体现。 再
次，知识是情感的融通。知识离不开人的情感，在人丰富情感的相互融通中，知识的
理解、传授和运用才得以深刻并得到升华。最后，知识是人的人格力量的外化。爱因
斯坦创造相对论，是爱因斯坦人格力量的一种体现； 马克思撰写 《资本论 》， 发现历
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也是人格力量的一种体现。一个人如果没有投入自己全
面的智慧、思想、情感和人格力量，是不能创造知识并将知识加以运用的。不能简单
将知识看作一个符号，而应透过这个符号领会知识背后所渗透的智慧、思想、情感和
人格力量。研究生教学要强调知识，要培养研究生的能力，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造人
格，教师讲知识而不是讲符号本身，要讲知识的智慧、知识的思想、知识所渗透的情
感和人格力量。
基于这种对知识本质的认识，我认为研究生教学要强调知识。只有通过知识的教
学，才可能达到能力的发展、精神的陶冶和人格的提升，否则教学便是空的。之所以
说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教学是空喊创造能力、空喊创造精神和创造人格，是因为存在一
些研究生的教学脱离知识的现象。研究生教学不能脱离知识，一个人学术生涯、职业
生涯的发展，都是知识经验的积累和运用，而知识经验就是智慧、思想、情感和人格
力量的体现。高明的教师和平庸的教师，优秀的导师和一般的导师对研究生教育的区
别不在教师讲不讲知识， 每个教师都会讲知识，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知识， 如何讲知
识； 研究生的区别不在学不学知识， 而是怎么学知识， 学到的是死知识还是活知识，
学到的是符号还是智慧、思想、情感和人格力量。
以上同大家交流的观点指明了研究生要以学习为主， 要学知识， 并分析了其原
因。我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基于现实的思考，即对忽视知识的现实的思考，二是基
于人的素质结构的发展，三是知识本质所具有的力量。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无论
是新入学的研究生还是已经正式开始研究生学习的学生， 都能敬畏知识， 尊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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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知识。这样 “钱学森之问 ” 才能够得到解答， 否则 “钱学森之问 ” 永远没有答
案。中国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浮躁，创造能力、创造精神在哪儿生根？ 似乎并没有让其
生根发芽的地方。中华民族如何继续兴旺？ 作为搞了一辈子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我很
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讲教育工作者就要教知识，研究生就要学知识。
2. 学什么知识
对学什么知识，根据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
第一，从知识的对象来看，研究生既要学现实世界的知识，也要学彼岸世界的知
识。针对当前我国研究生彼岸世界知识比较缺乏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彼岸世界
的知识。现实世界是人所能感知的世界，即人化自然的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所产
生的现实世界的知识都要学，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现实世界的知识需要学习，如管理专
业的学生需要在管理这个现实世界知识体系中学习。彼岸世界是不存在于现实中的那
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是有的。宗教知识是构成彼岸世界的知识，但现在的知识体系绝
大多数都是现实世界的知识， 很少有彼岸世界的知识。 西方的知识体系相对比较完
整，既有现实世界的知识体系，也有彼岸世界的知识体系。西方宗教很发达，精神世
界比较充实，因为西方有这两个世界的知识。中国人的精神之所以比较空虚，是因为
没有彼岸世界的知识。文化大革命时期崇拜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热。文革时
期人的精神世界很充实， 有雷锋等模范人物， 现在却缺少一种敬畏和向往， 人很现
实，心灵比较空虚。
西方从小学开始就教授宗教知识，中学、大学、研究生更是如此。遗憾的是，我
国尚未开设这样的课程，尽管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程度远远不够。研究生自身要补
充学习这方面的课程。我虽今年已过六旬，但现在仍在学宗教的东西，因为从小都没
有学习过这样的知识，需要自己找书来阅读， 看后觉得自身的精神世界充实了许多。
在自家的书房里，有很大的一片书籍，与此不太协调的是，一本圣经和耶稣的雕像摆
在这片书的一角。有人问我： “孙老师你搞理性思考， 相信科学的人， 怎么会在书房
里摆这些呢？” 我说当我遇到很难弄清楚的事情时， 我便在雕像旁的椅子上躺一躺、
想一想，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灵感，先前不明白的东西似乎又有了一种新的解释。我想
这大概是牛顿、爱因斯坦等一些伟大科学家，需要借助上帝来解决他们在研究中所遇
到的理论难题的原因，可见，彼岸世界的知识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也能发挥一定作用。
所以我建议研究生，即使学校没有开这类课程，也要学一学彼岸世界的知识，自己找
些这方面的书阅读。如果学校有这样的报告机会，则建议大家去听一听。
第二，从来源上看，既要学直接知识，也要学间接知识，但更重要的是间接知识
的学习。直接知识是能够直接感受得到的知识，即通过自身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间
接知识来源于书本的知识、他人的知识。研究生主要学习的是间接知识，这涉及如何
看待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关系的问题，有人认为学术型研究生以学习间接
知识为主，而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学习直接知识为主，即主要结合自身工作的经验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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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我认为不论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还是学术型研究生，都要以学习间接知识为主，因
为这两种研究生虽然类型不同、培养的对象不同，但培养的过程和标准是相同的。如
果说学术型研究生是培养学术领域的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分法有
道理，那么在怎样使学术人才和专业人才产生的问题上， 二者的产生理路是相同的，
不存在太大区别。培养学术型研究生，要培养其理论思考能力和善做研究的能力，实
践专业人才的培养也需要理论思考和做研究。将专业学位研究生定位为不强调理论思
考，只强调解决实践问题的说法，是对专业研究生的一种曲解。
哈佛大学培养的博士叫作 Ed. D，是教育专业博士，但其教育专业博士的培养水平
并不亚于英国的 Ph. D，即学术博士。本人在哈佛大学待过近两年的时间，听过学校所
有教育专业博士的课，参加过学校的博士开题和博士论文答辩； 在沿用英国式培养模
式的香港大学学习了三年，亲身感受过英国培养博士的方式； 在广岛大学学习了三年，
经历了东西结合的教育，在兼有中西教育之长的台湾的中正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
学学习了近四个月，对几种教育制度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模式，
都有较长时间的经历，对所谓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有无区别的问题，不
是从书本上得到的看法而是亲身经历感受得来。对学术研究生和专业研究生，国内的
很多人都只从名称上区分，想当然地就认为它们是不同的。我曾与我的导师，著名教
育家、教育学家 Colin Evers 教授讨论过什么是 Ed. D，什么是 Ph. D。有过多年的教育博
士和学术博士培养经历的他说，教育博士和学术博士这两个名字不同，这种不同只是
招收的对象有一定区别，二者培养的途径和水准是相同的。专业学位的学生也要有很
高的理论水准，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专业学位的学生来说，需
要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才能更好地回答实践中的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所
以对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要注意研究意识和理论思维的培养，提高其理论修养。
我对现在一些大学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做法不太理解，比如搞实践导师，这对
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培养是必要的，配备实践导师有助于专业学位研究生了解实际、研
究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但这些实践导师成为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有
可能降低专业学位的质量。当然也存在具有相当专业学术水准的实践导师，但一般的
实践导师缺乏系统的专业研究和专业的学术训练，要求其对专业学位把关掌舵是不合
适的。有些大学的院系为了建立一些关系，请一些知名的校长做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并
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合适。将这些校长请来
做实践导师、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便足够， 完全可以达到既建立和搞好关系，
也有利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的。我原来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在我做教育系系
主任和教育学院院长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所聘来的有实践经验的知
名校长和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全部作为副导师。这些导师在培养专业学位研究
生时不起主导作用，只起辅导作用，在专业学位论文答辩时参加答辩，但一般不做答
辩委员会主席，把关掌舵的是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有学术影响的资深教授，这样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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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发挥了他们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大学及其学位不失其神圣和尊严。由学术大
家把关，学位的质量才会真正有保证，研究生在理论思维水平和实践上才有真正的提
高。如果学习三年仍停留在实践问题这个层面， 理论思维和理论水平没有得到提高，
这是误人子弟。所以，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学间接知识，将直接经验的东西拔高到一个
理论高度来观照现实，现实中存在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中有哪些理论问题？ 用什么理
论去解决？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实际问题。现在哈佛大学的 Ed. D 并不亚于英国大学
的 Ph. D，道理就在于此。 哈佛大学 Ed. D 虽然是教育学的专业博士， 但培养的途径
和要求同英国大学 Ph. D 是相同的。专业学位强调理论、强调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的
学生要写出学术博士水平的学位论文才可以通过。硕士也要写出符合硕士水准的学位
论文才可以毕业。现在中国有的大学的专业学位论文不像学位论文，却像一个经验总
结或报告，这样的论文在实践导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的答辩会上却通过了，这种现象
不能继续，因为这不仅降低了学位的质量，而且有损于一个大学的形象和身份。
现在有的大学过分强调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区别。据我所知，国际
上的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 国内的知名大学，如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上
并没有特别强调二者的区别，只是在原来学术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在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和指导队伍的建设上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如在招生
对象上招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一些研究实践问题的内容，在指导队
伍上安排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导师等。我认为，有些大学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上的一
些过度的做法，不仅不会给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带来额外的好处，而且有可能降低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格”，使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自觉地降到了低于学术型研究生一等的
地位。实际上，专业学位研究生并不低于学术型研究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要高于
学术型研究生，因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在基本要求上，与学术型研究生是相同的，
在学习和研究内容以及指导力量上则要高于学术型研究生。不仅如此，专业学位研究
生写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位论文所花费的气力，要比学术型研究生写一篇纯学术学
位论文大得多。也要注意，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将直接经验的知识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
在间接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上多下功夫，否则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无异于一个针对解
决某一实际问题的培训班，不具备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水准。言而总之，学术硕士和专
业硕士在培养的渠道和标准上要要求一致，两者的用途虽然不同，前者要发展学科，
后者要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但在培养思维能力、提升理论水平上，二者殊途同归。
第三，从学科知识的层次来看，研究生既要学现象学知识，也要学元学知识，更
要学方法学知识。现象学是研究某一现象所得出的学问，元学是对现象学进行研究所
得出的学问，方法学是对现象学和元学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学问。比如
对物理现象进行研究得出的学问是现象学研究； 对现有的物理学进行研究所写出的著
作、论文就是元学； 对现有的现象学和元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怎么做研究就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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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比如，管理学是对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的现象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现象学。对现有
的现象学，如行政管理学和教育管理学进行研究，挖掘到深层次的元学层次，再对现
有的行政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研究，了解其做研究的方法、在
方法论上 的 特 点 及 应 该 怎 样 做 研 究 等， 这 些 都 是 研 究 生 应 当 学 习 的。 在 英 语 里，
Method 表 示 方 法， Methodology 表 示 方 法 论。 Ｒesearch Method 指 的 是 研 究 方 法，
Ｒesearch Methodology 指的是研究方法论。 针对研究生阶段学生的学习， 教师一般都
会讲授现象学知识，但研究生不应满足于此，还应深入思考现象学背后的知识，这样
才能拓展知识，取得进步。在自身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历中，通过讲课，我首先将学
生带到现象学层次，然后带到元学层次，最后到方法学层次。这种教学方式所培养的
硕士生其实是准博士层次，培养的博士生其实应是博士后的层次。教师将学生带入知
识的殿堂，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引导层次，即从现象学到元学再到方法学的引导。
研究生应当以学习为主，要学现实世界的知识，更要学彼岸世界的知识； 要学直
接知识，更要学间接知识； 要学现象学的知识，更要学元学和方法学的知识。当然再
从学科门类来讲，既要学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学社会科学知识。从专业角度来讲，既
要学基础知识，也要学专业知识，还要学专业方向知识。
（ 二） 学方法
研究生除了要学知识外，还要学方法。方法对于研究生的学习十分重要，透过知
识形成人的能力，升华人的人格，都离不开方法。学什么方法，一是学习方法，二是
研究方法，三是教学方法，四是领导方法。
第一，学学习方法。学习方法是学习的基础，研究生要透过知识的学习来掌握怎
么学知识。我个人有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 通常也会将该方法渗透于知识教学过程
中，从而使学生受益。结合自身的经历体会，本人对学习方法的总体要求是，上课时
一定要将老师在课上讲授的知识当堂吸收掌握，绝不留在课下。课下时间主要用来看
书，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做自己的研究。当
堂掌握老师所教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首次强烈印象记忆法。 第一次要理解、 记住知
识，绝不放在课后，不是在考试之前死记硬背。比如老师讲一个概念或公理，第一遍
讲授可能很新鲜，当老师解释的时候，就要开始努力理解。当老师解释第二遍时，要
力图将知识记住。课间休息时，利用 1 ～ 2 分钟将课堂上的关键知识点记住。 第一印
象对知识的学习十分重要，对知识点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第一印象。其二是框架学习
法。小学生、初中生是通过一个一个知识点的学习来构建自己的知识大厦，研究生已
经有知识大厦的基础和人生社会经验的感悟，现在需要构建框架，然后用经验知识来
充实框架。听课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老师讲了几个问题， 每个问题讲了几个小问题，
这几个问题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是递进逻辑还是对应逻辑。每个问题之中的小问题
间又有什么逻辑关系，这样形成框架、建立起知识体系。大脑就是一个个知识体系的
集合，知识体系多了，新的知识体系又会出现。 很多人问我如何做到上课不用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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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报告不用讲稿、大会发言也不用讲稿的秘诀，其实这就是秘诀———框架教学法、框
架学习法、框架记忆法、框架思考法。就像今天这个报告，我在接到迎辉院长的邀请
之后，便想讲些什么、举什么例子，这就是框架思考，然后再把过去学的东西加入框
架中，这很受用。很多大家讲课的时候可以信手拈来，因为他头脑中的框架较多，知
识体系丰富。框架像钢筋水泥，能够带出很多具体详细的内容。
另外分享一个具体的英语学习方法———五五循环学习法。 我个人在 29 岁时开始
从 A、B、C 学英语，学习时间较晚， 但现在可以用外语讲课、 写书， 每年还用英语
发表一篇文章，能做到这些，这个学习方法起很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学习英语单词
时，建议读第一遍的时候不要出声，而是看清单词的结构。比如说 mother， 第一遍不
出声，记住每个字母 m － o － t － h － e － r。第二遍读出声音，第三遍一边读出声音，一
边回忆单词的结构。第四遍的时候书空，将单词在前额像个屏幕一样展现出来，闭眼
写。杜甫在一首诗里写到 “愁坐正书空 ”， 将 “愁 ” 字改成 “静 ” 字， 便是 “静坐
正书空” 了。第五遍将英语单词的书写、 结构、 声音、 影像结合起来， 五遍之后必
定在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 “记 ” 到 “忆 ” 是有过程的， 这其中包括了知识的
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表明： 遗忘进程是不均衡的，在识记的
最初遗忘得较快，经过一定时间间隔后，遗忘逐渐缓慢下来，即遗忘的进程是先快后
［2］
慢。 记忆最初遗忘快，但以后逐渐缓慢， 到了相当的时间， 几乎不再遗忘。 单词记
忆第一遍记不住，第三遍的印象很容易忘记，只有在第五遍的时候才能在神经节上形
成深刻的记忆。学习要勤于复习，记忆的理解效果越好，遗忘也越慢。大学非英语专
业一般只开设四个学期，即两年的外语，我在大学只学习了两年公共英语，使用这个
方法，托福考了 540 分。这是就我个人举的一个例子，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方法， 研
究生要从老师那里学到有利于掌握知识的方法。
第二，学研究方法。研究生要透过教师的教学学会去做研究。有的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会特意告诉你具体做法，有些老师则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使学生揣摩和领悟
而获得方法。比如老师在讲一个问题时， 他为什么选择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讲授方式？
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需要学生去悟。悟清楚了，方法便学到了，悟不清楚便
学不到。不管是会做研究还是不会做研究的学生，都修教育科研方法课程以学习研究
方法，但有些学生并没有修这类课同样会做研究，这靠的是学生个人的悟性，学生从
教师那儿悟到了研究方法。研究生阶段的教师讲授知识与教授本科生不同，要讲自身
所研究的领域和问题，这些研究领域和问题也值得学生思考，学生要悟出教师做研究
的方法。我个人的教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理论抽象思维很强 ， 在我讲授的 《教
育管理学》 课程中，临近尾声要求学生通过 “六个基本 ” 对本门课程所学知识进行
讨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理论， 三是基本框架， 四是基本逻辑， 五是基本问
题，六是基本感受。首先要求学生梳理基本概念，明确讲授的基本理论，所授六讲的
基本框架，每一讲梳理至三级标题，六讲间的逻辑、每一讲的逻辑。然后列出基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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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已懂的问题、疑惑的问题、 不同意老师的问题。 最后是基本感受， 所感所想均
可。学生们完成这些后，我对学生们的学习态度和悟性是相当认可的，特别是在基本
问题上，他们能感受到老师讲了哪些问题，是怎么讲的。我听后便知道这些学生悟了
老师的研究方法。比如我在讲体制论、 机制论时， 先从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
决定》 把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来讲起； 接着讲我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进行改革的 ；
再进行文献检索； 然后去访谈那些大学者，看他们如何理解，访谈那些咨询专家和决
策者，比如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发现其中存在的共同点和不同
点，抽象概括出共同点所说明的，确认它们是不是体制的基本要素，然后发现它们之
间的逻辑，进而建立一个理论框架， 最后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 学生听我这样讲课，
今后也会这样做，遇到问题首先会找出相关文献，找到涉猎这些问题的参与者，对死
资料、活资料进行分析， 找出共同的问题和不同的问题， 然后分析共同部分中的逻
辑。所以，学生从老师讲课中学习研究方法十分重要。
第三，学习老师的教学方法。这并不仅仅针对教育专业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
也应学习老师的教学方法，这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有助于学生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
的学习。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学生要从不同的教学方法中揣摩老师的教学
方法。学生们总结我的教学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框架教学法。我上课没有讲稿，他
们说孙老师上课就是一杯茶、 一块手表， 现在是一杯茶和一部手机， 手机用来看时
间。学生随意提问，甚至古诗，老师都可以流利背出来， 这都是头脑长期积累所得，
对学生也有很深的影响。有的学生也学我上课不带讲稿，有的学了一年、两年，可以
坚持讲一门课，有的学半学期便难以继续，后来我告诉他们要长期积累。我是恢复高
考后考上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恢复教育学系，缺乏师资， 所以
将我们一批高龄高分的学生在毕业后补充到教师队伍。1980 年我开始留校教书，最初
教教育学时，我在指导老师的要求下写了 50 万字的备课材料。上课之前，自己再写一
个讲授提纲和做一个板书设计。然后我便对着穿衣镜手舞足蹈地讲，用录音来感受讲
得如何。那时给自己定下了上课不带讲稿的规矩，第一年坚持了下来，效果很好。后
来遭到学校的反对，要求青年教师讲课一定要带讲稿。我与学校领导协商后，才实现
了上课不一定带讲稿的做法，从那以后，我上每门课都没有讲稿，这也形成了自身的
教学风格。老师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学生也要揣摩、要学习老师的教学风格。到
现在我仍记得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教 《教育经济学》 的杨葆焜老师，他的风格是背着
手来回踱步； 讲 《教育史》 的任钟印老师，他可以两小时站着一动不动； 教 《普通心
理学》 的王启康老师爱拿着一把扇子，一边摇扇一边讲课； 还有教 《教育哲学》 的王
道俊老师，他基本上不看学生，但学生的行为举动他都知晓，因为他的眼睛是微闭着
的。我现在已年过六旬，但对他们仍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所以学生要善于总结老师
的风格，去揣摩、理解。只有理解老师，才能跟随老师学习，体会才会深刻。
第四，学领导方法。教学是一种组织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管理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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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透过教师的组织教学从管理中悟出管理或领导之道。领导理论有很多，如领导特
质理论、领导风格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能力理论、领导激励理论、领导结构理
论、领导状态理论、领导交往理论、领导变革理论和领导艺术理论等。在这里，我想
说说领导的状态理论。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某种状态之中，管理之道在于如何展现人的
状态，了解管理中的状态是最深层的管理之道。教师有状态、学生也有状态。比如心
理学中有本我、自我和超我几个状态，本我是与生俱来的，自我由本我发展而来，超
我是理想自我，三者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交互作用的。一旦发展了超我，自我就变
得艰难。它要不断地与本我的欲望、超我的道德命令以及现实的限制打交道。为了满
足所有的要求，自我不得不立刻寻找一种既能被社会接受又现实可行的方式来释放所
［3］
有的紧张。 人的任何活动无非是三个状态中某一个状态或者某一些状态的结合。 今
天这个讲座，看似是一个教学活动， 实际上也是一个管理活动。 它是一个组织活动，
是人与人沟通所形成的氛围和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管理，这种管理是上述那些状态
的一些组合。我现在既有本我状态，也有自我状态，还有超我状态。也因为如此，我
才能表达自如。你们处在什么状态，是本我状态、自我状态还是超我状态？ 你们与我
的状态是否协调？ 我怎样使你们的状态与我一致以达到一种场？ 懂了这些，今后若到
了一个领导岗位，当你主持会议或不主持会议， 都会有一个场、 一种态、 一种展现、
一种调节和融合。本我和本我、 自我和自我、 超我和超我之间如何调控是很有讲究
的，有人说这实际上就是教学艺术，我认为这实际就是管理艺术或领导艺术，所以学
生要懂得如何从老师那里学习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
（ 三） 学人格力量
学人格力量是指学习老师的人格力量。一般心理学上的人格力量是人的心理过程
和个性心理特征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英语中的人格一般用 Personality 来表示。 教师
的人格力量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正向作用，学生应在听课中学习老师所具有的
人格力量。
首先，从心理过程来说， 要学老师的知、 情、 意。 在知的方面学老师如何感知、
记忆、思维和想象。片面强调思维是错误的， 因为思维只是人认知过程中的一个阶
段。我不太同意只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倒主张把人的整个认知过程，从感知开始到
记忆、到思维、到想象的整个过程，作为学生的一个心理活动链来培养，这样培养出
健全的心理认知活动，才能有很好的人格力量。现在总在提要培养思维能力，但培养
不了，因为感知没有到位，记忆不够准确，思维谈何深刻， 想象谈何丰富。 《普通心
理学》 上讲到心理的认知过程， 在探讨思维时， 绝不是就思维讲思维， 讲思维过程
的心理特征时，一定是与前面的感知、记忆和后面的想象联系起来，否则谈思维便谈
不清楚。我很不赞同只提思维， 我们要培养学生一种心理的认知活动链， 感知要敏
感、具体、精确。比如感知一朵花，要感知它的颜色、花瓣瓣数和味道，达到这样的
程度才行。解说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宋世雄， 在回答如何把体育节目解说精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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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感知很重要，当看到运动员们踢球的时候， 要用最准确的语言将他们的姿势、
作用点表达出来。记忆一定要牢、要深刻，思维要清晰、深刻而有张力，黑格尔的思
维就具有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可以说他是现在所有思想家里思维张力最大的一位，他
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从绝对精神开始，到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的运动，囊括了几乎所有
的哲学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黑格尔的思维张力无人能出其右。想象要丰富，要有
联想，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创造力的产生。老师的感知、记忆、思维和想象如何，学生
要揣摩、要学习。除老师认知过程的人格力量外，还要学习老师的情感和意志。情感
要丰富，意志要坚强。如果人的情感很单调，那这个人在世上便活得不够有味。人活
在世上需要有各种情感，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老师在讲课过程中一定要渗透着一
种感情，这种感情是对学生、对教育或是对某一真理进行追求的情感。学生还要有坚
强的意志，这是人格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的一生并不会一帆风顺，总要受
到这样那样的挫折。遇到挫折并不可怕，要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应对。如果说前面的
认知过程是理性方面的心理特征，那么情感和意志则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特征，因此
学生除了学老师理性方面的人格力量外，还要学老师非理性方面的人格力量。
除了学习老师这些心理过程中所具有的人格力量之外，学生还要学习老师的个性
心理特征，如情绪、兴趣爱好、态度、气质和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人格力量。教师的
情绪和态度要饱满， 气质要优雅， 兴趣要广泛， 能力要卓越。 这里重点谈兴趣和能
力，教师的兴趣一定要广泛，如果你的兴趣很单调乏味，是不足以谈人格力量的，建
议大家要学老师的兴趣。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唱歌、武术。小的时
候嗓子比较好，初中音乐老师为培养我，特意写文教我如何吊嗓子、发五音，怎样从
丹田运气到胸腔、到喉腔、到口腔、到鼻腔、到脑后，一直到高二我每天都坚持在长
江边上吊嗓子。后来老师推荐我报考湖北省歌舞剧团， 唱了两首歌， 一首 《赞歌 》、
一首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抽到一个表演 《考试前丢钢笔》 的题目，还朗诵了 《东
方红》 里的一首诗， 最后考上了。 但后来因为多种缘由， 自己最终没有将唱歌作为
事业，但也似事业，因为它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很多专业人士听我唱歌，都比较认
可我的专业素养。在百名教授合唱团里，他们都说我唱歌唱得很专业，我想这依靠的
便是年轻时的一些功底。所以，每个老师的兴趣要广泛才能感染学生，培养学生多方
面的兴趣，老师的人格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我喜欢唱歌，因为上小学时的
音乐老师会唱歌，高中时候有几个老师歌唱得也很好， 老师的兴趣影响了我。 所以，
老师的兴趣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学生也应当学习老师所具备的人格力量。此外，学
生还要学能力。学生应透过老师的教学，学一学能力是什么。能力这个范畴在心理学
上是指活动的本领，但这是很宽泛的定义。我也长期研究能力这个范畴，我认为能力
实际上包括这几个层次： 一是心理能力，二是动作能力，三是活动能力。其中心理能
力是反映人心理活动水平的能力，反映人的心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等处
于何种水平，即感觉是否准确，记忆是否牢固，思维是否深刻，想象是否丰富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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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是反映人的运用能力，比如行走的能力、跑步的能力、写字的能力、讲话的语
言表达能力等。活动能力是反映人活动水平的一种能力，心理能力和动作能力在某项
活动中的展现便产生了活动能力。活动能力是人的心理能力和动作能力综合运用人的
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在某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本领。 学生体会能力的时
候，要体会老师的心理能力、动作能力。比如可以通过观察这个老师的感知能力、记
忆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反思自己的能力，再向老师学习这些方面的能力。然
后观察老师的动作能力，老师讲课时的肢体语言如手势、在讲台上的动作等方面，都
要仔细观察。还要体会老师的活动能力，即体会老师是如何在自身的心理能力和动作
能力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展现、提高自己的教学等活动的本
领的。反思自己如果做教学、做管理活动会怎么做，怎样体现自己的能力。所以，老
师在个性心理特征方面的人格力量， 也是学生最需要学习的一个方面。 能力学到了，
就有了从事活动的本领。
其次，学习一般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师在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中所具有的政治人
格、道德人格、学术人格，以及一般的行为风范上所产生的人格力量。一般社会科学
意义上的人格力量是指教师在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中所产生的人格影响力，这种影响
力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学术人格及一般的行为风范对学生的影响
力上。世界上没有超政治的教育，道德是一个完整人格的重要方面。教师要在政治观
念、政治立场、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上给学生以影响，学生也要注意学习教师的政治
人格和道德人格。教师的言谈举止、发型和衣着服饰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教师学术人格的影响力对学生也很大，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体现教师学
术人格的两个重要方面。教师要在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用自身的人格力量影响
学生，学生在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学习教师的学术人格力量。之前我所讲的对教
学的认真，可以看作是教学中的学术人格。 我在科学研究中提倡 “与真理为友， 以
原创立命” 的学术研究准则， 我经常说 “思想是我的生活， 学科是我的归宿， 研究
室是我的家” 的人生感悟， 这些都对学生学术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自身为学术
献身的认真而执着的精神，以及一些特有的学术研究风格、学术研究的理路，在我一
些已经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学生和一些正在学习的学生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一
些影子。例如，每天我的研究室灯熄得最晚， 对学生的发奋学习也有一定的激励作
用，我对理论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比较擅长理论和逻辑思维等，这些对真正想提高自
身理论修养的研究生，都有比较大的吸引力。有人说我以学术人格的魅力影响和培养
了一批追求学术的 “学术疯子”，虽是笑谈，但说明教师的学术人格对学生的影响力
是巨大的，学生较容易受教师学术人格力量的影响。所以，教师应注意自身学术人格
对学生的影响，学生也应该注意学习教师的学术人格而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学术人
格。从学知识开始，以知识的学习为基础，渗透方法和人格力量的学习，最后形成自
身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这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学习者。 ［本文是作者应邀在 “沈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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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 2010 级公共管理硕士 （ MPA） 开学典礼暨学术报告会 ” 上所做的学术报告，
由孙绵涛教授的助手刘丹根据录音整理，作者对整理稿进行了修改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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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flection on the Lear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Current China
Sun Miantao
Abstract： T he lear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current C hina should focus on tw o
iss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learning and research，and the issue of w hat to learn． T he
former stresses that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undertake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As
regards to the latter，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most importantly study know ledge． From the
angle of know ledge objects，they should study know ledge from both the real and the ideal
w orld． From the angle of know ledge source，they should study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know ledge． From the angle of know ledge levels，they should study phenomenological
know ledge，know ledge itself and methodological know ledge． Finally，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also study their personality strength．
Keywords： Learning and research of graduate students，T he learning of know ledge，
T he learning of methodology，Studying the strength of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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