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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硕士新生在入学 之初, 面临 着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和学习方 式的转变, 在转变过 程中出现了 一系列难以 克
服的问题。本文在对硕士新生进行分类的前提下, 找出存在于硕士生转变阶段的特殊问题和普遍问题, 并在此基
础上指出硕士生如何进行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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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新生面临着从大学生到研究生的转变, 在

但有人可能在这个阶段就停止了发展。 霍普森认

转变过程中难免会遭遇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 产

为, 无论转变性质如何, 都存在共同的因素, 都存在

生较强的挫折感。 面对挫折, 有些硕士生可以发挥

着一个普遍模式, 即: 霍普森转变模式 (图 1)。

自我能动性, 使转变顺利完成。但也有一些硕士生,
由于不能进行准确地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 在遇到
问题时, 陷入迷茫和无助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影
响到以后的发展。 所以, 研究硕士新生转变阶段如
何进行自我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一、转变的概念与模式
我们 把转变 定义 为个人 生活 过程 的不连 续
性

[ 1 ] ( P. 19)

。 “在生活流逝的过程中, (人 )要经历许多

变化。 相见、 离别、成长、衰老、成功、 失败—— 每一

图 1 霍普森转变模式

变化都既有得也有失。 过去的环境要摒弃, 新的环
境要迎接…… 人们需要放弃一种生活模式, 去接受
另一种生活模式。” [ 1] ( P.

19)

霍普森认为, 若想了解转变, 主要一点应是, 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无论是有意的, 还是突然降临
的, 或是对进入一个以加强或削弱稳定为特点的生
活阶段的不断增长的意识, 都会引起一个能够预测
的反应和感情周期。 这一周期有七个阶段: 不知所
措; 尽力缩小; 压抑; 接受现实; 测验; 寻找意义; 内
化。 这七个阶段大体上代表了一个剧变、缓慢认可
现实、测 验自我、 理解自我, 把 变化纳入行为的周
期。 当遭遇剧变时人们首先表现的是一种不知所

作为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硕士新生, 面临的
转变主要包括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和学习方式的转
变, 同样遵循霍普森这一转变模式, 都会经历转变
周期的七个阶段, 由不知所措到理解变化随后再内
化为自己的行为周期。但是作为大学中较为特殊的
群体, 硕士新生的人员也比较复杂, 有的是直接被
保送读研的, 有的是经过刻苦努力直接考上的, 有
的甚至是经过无数次考研的失败, 也有一些工作多
年而考上来的, 等等。经过调查, 不同背景的硕士新
生在转变阶段出现的问题以及渡过压抑期的时间
也各不相同。
二、不同类型硕士生在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措, 无力做规划, 无力理解事物。随后便进入第二阶

1. 保送的硕士新生

段, 否认变化的存在, 尽力缩小。但是变化并不因为

被保送 读研的硕士新生, 他们占 硕士新生的

缩小而变得不存在, 这时候, 人就会表现出压抑, 感
到无能为力, 无法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个阶段
恰恰就是转变成功与否的关键时期, 即有挫折感的
时期。当人经历压抑挫折, 完全接受现实时, 人们就
会认识并接近那种从剧变或危难中走出来的潜力。

2% 左右, 可以说是各高校大学生中的佼佼者, 一般
在本科阶段的知识基础都较好。这部分学生发自内
心的自信和期望值都很高。 但是, 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方式不同于大学阶段。 他们面临着由“ 识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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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型” 的学习方式向“ 研究型” 学习方式的

三、硕士转变阶段的自我管理

转变。因此, 在研究生阶段的开始“ 找不着感觉”是

霍普森认为, “在任何转变事件面前, 人们随着

难免的。 其次, 保送生所面对的同学似乎丝毫也不

各模式阶段的跨越都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 掌握压

比自己弱, 其中还不乏优秀者, 这就使这部分保送

力, 控制紧张引起的压力, 以便解决转变引起的外

生产生失落感, 继而形成压抑心理。

部问题。 第二, 认知性对应方法: 转变需要调整, 任

2. 无工作经历直接考上来的硕士新生
第二类是经过刻苦自学, 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财

何调整都需要对新旧行为模式的恰当程度做出判
断。 这两种方法的成功与否决定着转变的完成速

力后终于考上研究生的新生。这部分是硕士新生的

度。” [ 1] ( P.

主体, 大约占 96% 。 这部分硕士生又可大致分为两

包括七大板块: 了解自己, 了解新环境, 了解能给予

种情况, 一种是经过一次考研便顺利过关者, 这部

帮助的人, 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 照顾自

分同学大都是各高校实力派或者是没有保送名额

己, 让过去的事情过去, 制定目标和行动计划。这份

的大学里的尖子生。另一类是经历一次甚至是数次

问卷也可以用来协助硕士新生在转变阶段进行自

考研失败后, 才终于考上研究生的同学。 对于一次

我管理。

过关者来说, 他们压抑心理产生的原因较为普通。

28)

在此基础上他拟定了一份问卷, 该问卷

1. 了解自己

他们既会有保送同学学习方面相同的失落感以及

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角色、 新的地位, 硕士新生

选择导师时的无力感, 也可能产生因为是“ 考研”而

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给自己正确定位。 无论是

不是“保研”的“屈辱心理”。

保送的新生, 还是经过刻苦努力考上来的, 都应当

对于经历数次考研失败而考上来的同学来说,

知道人各有其长, 各有其短。 对于年龄比较小的硕

如愿以偿后的那一份欣喜是短暂的, 继之而来的是

士新生, 智力正处于发展最高峰, 学习能力比较强,

挫折。 他们可能在入学后的学习中发现, 由于长期

但在为人处世等很多方面都值得提高。而对于有工

进行考研方面的复习, 他们的知识结构已显得过分

作经历年龄比较大的, 虽然已经过了智力发展的最

单一, 并且形成了固定的“识记型”学习模式, 这在

高峰, 但是在生活经验和为人处世方面却有很多值

无形中加重了向“ 研究型”学习方式的转变的困难,

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所以每个硕士新生首先要了解

让他们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

自己的优势和缺点, 了解自己在新的学习环境中要

这部分同学都存在着因长期考研而导致的或多或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如何才能达到, 为了达到目标,

少 的经 济 问题, 这 也加 剧 了他 们 入学 后 的心 理

自己是否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压力。
3. 有工作经历的硕士新生
这一类硕士新生有过较长的工作经历、年龄较

2. 了解新环境
硕士新生面临的新环境主要包括生活环境、学
习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的改变。 面对新的生活环境,

大, 也是研究生群体中的“少数派”。 他们考研主要

人们的适应性就会激发, 这对于已经成年的新生来

是如下原因: 出于更新知识结构的需要、 想改变生

说并不难。对于他们来说面临的主要是学习方式和

活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环境, 或者是想更换目

人际关系 的改变。 大学的学 习方式主要是 “识记

前的工作职位, 谋求事业上的更好发展等。 这一类

型”和“理解型”, 但是研究生阶段学习方式却是“研

研究生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家。 因此, 在这种情况

究型”,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自主性。所以硕士新生

下, 他们在校脱产读研, 就会遭遇一系列问题使他

要了解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和原来学习方式的差异,

们身心受挫。首先, 他们年龄比一般的研究生要大,

尽快接纳新的学习方式。

虽然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 但是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较高阶段, 它最显著

毕竟是研究生群体中的“ 少数派” , 可能会和很多

的特征是更加专业化。所以学生的交际不再像大学

作为主流的硕士新生产生代沟, 这使他们产生一种

阶段那般丰富, 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专

远离人群的孤寂感。其次, 作为年龄较大者, 从智力

业化要求学生和自己本专业的同学以及老师交往

发展的一般规律上看, 其中不少人已经越过智力发

增多。 特别是研究生的导师负责制培养模式, 更加

展的高峰期。 因此, 学业上的紧张感时常压迫着他

缩小了研究生的交往范围。所以学生的活动范围除

们, 再加上与学弟、学妹们在一起同堂竞技时, 时常

了导师周围 (实验室, 研究室 )就是宿舍, 交往比较

会因为专业基础知识的不够理想而自卑。 再次, 有

单一, 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心境更趋于平

些经历过家庭生活的学生对私人空间的要求更加

和, 对自我空间的要求比较强烈。 所以硕士生的交

强烈。 然而现实的校情一般都很难满足他们的要

往主要是导师, 导师所带的研究生和舍友。 所以硕

求。 在和比自己小很多的同学同住一间宿舍中, 生

士新生也要尽快适应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 与导师

活习惯和行为上的种种差异都会不断加强他们的

以及和同门以及舍友搞好关系, 这样在很大层面上

烦躁与焦虑。

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焦虑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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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能给予帮助的人

学每周有体育课, 不能按规定每周不时地锻炼一下

“ 有许多事情证明, 向人们, 包括朋友、同事甚

身体, 再加上研究生要在研究中学习, 呆在实验室

至 陌 生 人, 倾 诉 自 己 的 问 题 会 有 效 地 减 缓 紧

或图书馆的时间越来越多, 所以会需要消耗更多的

张。” [ 1] ( P. 34) 对于硕士新生来说, 在新的环境中, 有很

脑力和体力。 所以研究生应当主动锻炼身体, 呼吸

多人是可以给予帮助的, 学院管理人员、同学、高年

新鲜空气, 并保持健康的饮食, 使自己的身体保持

级的师兄、师姐, 以及任课教师和指导老师。就像前

良好的状态。

面论述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样, 硕士新生的交往更

6. 让过去的事情过去

多的是自己的导师、同门和舍友。 所以当问题来临

“ 对于那些不愉快的过往, 该过去的就让它过

时, 硕士新生应该知道导师是能给自己帮助的最主

去”。但是有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 硕士新

要的引路人, 如果还没有选择导师, 那么舍友以及

生要学会自己解脱自己, 学习心理知识, 必要时可

师兄师姐就是最能给自己帮助的人。遇到不懂或迷

以积极寻求心理帮助。

惑的就多和他们交流, 这些人 将可以给你最大的

7. 制定目标和行动计划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 硕士毕业生

帮助。
4. 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

必须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过去是当今的一个重要部分。 过去是成功与

专门知识,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失败的历史, 也是学习的过程。 因此人们可以继续

工作的能力。 所以, 作为硕士新生首要的目标就是

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学习专业知识, 形成科学的科研能力, 并在毕业的

[ 1] ( P. 35)

作为硕士生, 已经经

历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 在适应的过程中, 有许

时候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动计划,

多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 回忆曾经走过的路, 哪些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自己的行动

是相似的, 哪些是不同的, 相似的该如何解决, 不同

计划。 合理的计划是诱发人的动机、激发人的积极

的又该如何面对。 这些都可以缩短转变的感情周

性、产生自觉行为的动力。 研究生既是学习生活的

期, 从而使硕士生尽快地适应研究生生活。

继续, 也是研究历程中的新的起点。目标明确, 学习

5. 关照自己

和研究才会有动力和方向, 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生生

关照自己要做 到两点, 一 是内心, 二是 身体。
“ 人们自己造成的许多问题以及自我帮助, 都来自
同一根源, 内心的自我谈话。” [ 1] ( P.

35)

这些“内心的自

我谈话”对人的生存和成长极为重要, 它能使人适
应新环境、进行学习和感觉, 并不假思索地对各种

活紧张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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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做出正确的反应。 同时, 研究生阶段不再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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