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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自 2006年我 国开始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来, 截至 2009年底所有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全部实行了研

究生收费制度。大部分改革高校都采取发 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资助优秀研究生, 奖助学 金一般可 以冲抵全部
或者部分学费。 X 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 2008年成为了改革试 点高校, 其奖 学金改 革具体 实施方案 引起了 在校师
生的强烈关注。本研究探讨了改大学培养 机制改革实施的成效和影响, 以期为下 一步的改革 实践提供 有益的经验
总结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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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在规模上已经进入了世界研究生教育的大国之列。在原有
的培养机制下, 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着的研究生潜能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导师主导作用不够显著、激励与约束
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逐渐彰显。面对的新形势, 我国自 2006年起开始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在近日公布
的 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2020年 ) ( 公开征求意见稿 ) 6中, / 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
制改革 0也被列为了国家未来十年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可见国家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决心和重视。
但其中实行研究生培养经费改革等问题惹起了较大争议。本文拟通过对 X 大学 2008 级部分硕士研究生的
¹
问卷和访谈调查 , 结合该校奖学金改革具体实施方案, 分析研究生奖学金改革的实施现状, 说明这一新制
度的实际效果, 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议和参考。

1 X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改革的推进与现状
根据教育部的工作安排, X 大学从 2008年开始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以第三批试点的身份开始了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破冰之旅。 2007年 6月, X 大学启动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制定的相关工作,
成立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审议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及相关政策性文件, 统一部署, 全
面推进学校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作。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领导小组于 2007年 6至 12月先后召开了三
次会议, 决定加大经费投入, 大力支持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以改革促进研究生教育与科研的结合, 构建充满
活力的研究生教育运行机制。确定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若干原则性问题, 包括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
方案、研究生奖学金的适用对象、
分类、
比例, 导师配套经费投入的原则和额度,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文件汇
编的构成等。
为了稳妥推进该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确保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和改革的实
效性, 2008年 1月研究生院组织召开三场座谈会, 分别面向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
文科类研究生导师、
理工
医类研究生导师, 针对学校拟于 2008年实行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座谈会主要围绕
X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研究生导师配套经费投入和研究生奖学金等问题广泛的征求意见。
座谈会发言积极踊跃, 气氛热烈, 各位老师从关心该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角度出发, 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
方案、
具体措施、
实际操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目标, 以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完善导师负责制和
收稿日期: 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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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本研究建立在对 X 大学部分师生的问卷和访谈调查基础上。问卷调查对象为该校 2008级硕士生, 样本容量为 580, 约占全校 2008 级硕士生
的 30% , 涵盖了 12个文科学院和 11 个理工科学院, 回收有效问卷 535 份。访谈调查对象为 X 大学 6个学 院的 6 名奖学金评 比工作负责人、6
名研究生导师和 18 名 2008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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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制为切入点, 进一步理顺研究生培养单位、
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 明确责任和权利, 健全研究生培养
的过程管理机制, 优化研究生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奖励激励机制。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以上工作成果, 并参照第一、
二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学校的成功
做法, 2008年 4月, X大学颁布了 5X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方案 6, 文件规定全体学生应按自筹生进
行收费。根据以往学校公费生和自费生人数和比例, 结合国家财政拨款情况, 学校拟定的自筹生学费的标准
是博士生 1. 3万元 /人, 硕士生 1. 1 万元 /人 。从 2008年起全日制研究生可申请奖学金、
助学金, 实行奖学
金、
助学金抵学费制度。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原则上按三年评定, 提前攻博学生在获得博士生资格当年起参评
博士生奖学金, 硕博连读学生前两年参评硕士生奖学金。等级和标准如下:
特等奖学金: 三年全程 5. 1万元 ( 其中学费 3. 3万元, 生活费 1. 8万元 ) ;
一等奖学金: 每年 1. 7万元 ( 其中学费 1. 1万元, 生活费 0. 6万元 ) ;
二等奖学金: 每年 1. 5万元 ( 其中学费 1. 1万元, 生活费 0. 4万元 ) ;
三等奖学金: 每年 0. 4万元 ( 生活费 )。
除特等奖外, 研究生奖学金等级将一年一评, 第一年根据其入学成绩决定, 第二年起则根据其在校成绩
决定。
随后, 5X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管理暂行办法 6出台, 规定了具体的奖学金评定程序等事宜。新录取
的学生由各学院、
研究院、教学部依据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复试成绩、受教育经历和参与科研经历等进行评
定。二年级以上的研究生按照德育和智育表现进行综合评定, 采用百分制的计算方法。德育表现评定内容
包括学生的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和集体观念等方面。获得各类表彰、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和有其他突出表现
的, 应给予适当加分。智育表现评定内容包括课业成绩和科研成绩, 两者的比例可根据各学院、研究院、
教学
部实际情况自行调整。
改革后将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 本着 / 学校多出一些, 教师多筹一些, 学生多得一些 0的思想, 减少学生
负担。通过奖学金、
助学金、
各种创新与扶持基金等途径以及实行动态评定和导师参与评定等机制, 提高对
研究生的奖助覆盖面, 完善培养机制。

2 奖学金制度改革初衷与实效的契合
经过两年的试点, X 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顺利推行了研究生全面收费和奖学金评比
制度。该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主要是激励与资助, 在实际执行中也基本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1) 激励研究生发挥潜力。新制度对学生的激励是显而易见的。过去, 研究生的录取是 / 一考定三年 0,
对于己经入学的学生来说, 学习努力或者不努力结果都不会改变, 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而 / 抵
免学费奖学金 0则是一年一评, 这样就给了研究生一些压力和动力。对于己经获得奖学金的同学, 他们还要
继续努力争取一直能够获得奖学金; 对于未获奖的同学, 只要他们抱着努力学习仍然有机会获得奖学金的期
望, 也就一定会努力学习。所以, 从理论上来讲, 能够营造出一种竞争的氛围, 对于冲击、
消解过去学生较为
[ 1]
懒散的学习状态, 激发教育活力、
提高教育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笔者对 X 大学院系老师进行访谈中,
他们也认为 / 抵免学费奖学金 0的实施促进了学生竞争, 提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对 X 大学 2008级硕士
生的调查同样显示, 在同学们眼中本次奖学金改革实际收效最大的两个方面是 / 促进学生具有竞争意识 0 和
/ 促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0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 52% 和 27. 5% 。可见, 学生们对于奖学金的激励功能较
为认同。
( 2) 动态评审更显公平。和以往 / 一考定三年 0的公、自费制度相比, 研究生教育实行全面收费以后, 研
究生奖助学金实行了动态管理, 根据学业情况每年评定, 消除了终身制的弊端, 更显公平。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教育频道的联合调查中表明, 多数受访青年对研究生全面收费这一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
革给予了肯定, 高达 82. 7% 的学子认为 / 抵免学费奖学金 0的实施要比根据一次入学成绩确定 / 公费、
自费 0
更公平。在本次访谈中, 也有部分同学表示, 自己刚入学时是三等奖学金, 通过自己一年的努力, 获得了二
等, 甚至一等, 自然是满心欢喜。

3 现行奖学金制度的弊端
虽然 X 大学改革基本体现了奖学金的激励功能, 完成了动态评审, 但改革过程中学生的心态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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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改革涉及面广, 影响深远, 关系到每位研究生的切身利益, 一经颁布就引起了全校师生, 乃至社会各界
的强烈关注, 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在 2008学年各学院制定并实施研究生奖学金评比细则的过程
中, 部分学院老师、
同学不满之声甚嚣尘上, 分量厚重的奖学金让本已嘈杂的大学校园更喧嚣。
( 1) 造成了功利倾向。 X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学费为 1. 1万 /年, 和全国同类大学相比较为昂贵。这对绝
大多数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的学费带给学生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于是, 可以抵免高额学费的奖学金成
了同学们角逐的目标。这无疑加强了研究生学习的外部动机, 但也导致了大学校园的功利之风盛行, 学生不
择手段争夺奖学金, 徇私舞弊、学术腐败等现象日益严重。
[ 2]

雅斯贝尔斯说: / 对于知识的渴望本质上要先于所有功利的考虑 0 。但在现行奖学金制度下, 对金钱
的追求超过了其他一切。访谈中了解到很多同学为了加分而被迫参加兴趣之外的活动, 听很多无聊的报告,
这让他们疲惫不堪。调查中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认为奖学金评比使自己 / 原来对学术的理想破灭了 0。这
个现象, 恐怕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当学生学习一门课程、
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参加一项活动, 不是为了学
习知识而学, 不是为了提高科研能力而发表, 也不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 而只是为了使考评分数增加拿到
奖学金而做, 这难道不是舍本求末吗? 难道不是背离了该政策的良好初衷吗?
( 2) 提高科研质量的初衷尚未实现。如上文所说, 奖学金评比制度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其具体指标
不同, 对同学们学习情况的影响差异很大。例如, 部分学院的评比细则规定论文发表载体需为核心刊物方可
加分, 但硕士研究生发表核心刊物论文具有相当难度, 所以在这些学院考试成绩便成为了奖学金评比的决定
性因素,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应试趋势, 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利。
( 3) 对学生情感的伤害甚于激励。高额的奖学金给学生们带来了高强度的压力。调查中有 37. 6% 的学
生认为奖学金制度对自身产生一定压力, 促进了认真读书学习和参加科研及社会活动, 大家心目中奖学金制
度最应该起到的鼓励专心致志学习作用在这得到了体现; 但是, 另一方面, 34. 4% 的学生认为现行奖学金对
自身压力太大了, 影响了正常的学习、
生活, 这部分人所占比例与前者差不多相当。由此可见, 现行奖学金制
度在促进一部分人认真学习的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造成负担, 并且这个比重是不小的, 是不容忽视的。
部分竞争激烈的学院, 奖学金的评比过程可谓白热化。学生间的关系紧张、敏感, 甚至还会出现个别背
后的小动作。现在奖学金已经评完了, 同学间的关系又恢复平静。原本应和谐友好的同学关系在激烈的竞
争意识中被淹没了! 这一现象还反映在认为奖学金制度哪些方面效果最差时, 最多人将 / 促进同学之间合
作互助 0作为第一选择对象。
此外, 动态奖学金可能使那些一开始获得高额奖学金而后来降级的学生产生失落感, 也会刺激到一次次
想翻身不成的同学。一位连续获得三等奖学金的同学表示: / 一二等都是他们本校的保送的拿啊, 我们要是
拿了, 他们吃惯了肉, 突然没肉吃了怎么办? 这些人的压力比我们大 0。理由有些冠冕, 许是出于对失败的
回避。这一波血雨腥风过后, 对王者的激励作用更大, 还是对为数众多的三等奖学金获得者的伤害更大呢?
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此, 还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 培养他们健康的心态, 切忌急功近利。
正是由于以上奖学金评比制度弊端的存在, 在问及如何看待现行奖学金制度时, 有 47. 5% 的人认为现
行奖学金制度不合理, 负面影响很大; 44. 3% 的人认为比较合理, 但待完善的; 只有 2. 1% 的人认为很合理,
比较公平。由此, 奖学金评比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4 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改革的对策与出路
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十全十美的, 新的奖学金制度同样也是利弊交织。作为一种竞争机制, 奖学金评比
具有激励作用, 也实现了动态评审, 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科研急功近利、
破坏同学友谊、增加心理压力等负
面影响。因此, 奖学金评比制度改革需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进而趋利避害。
( 1) 奖学金等级之间差额合理化。 X大学硕士研究生一二等奖学金之间差额为 2000元 /年 , 而二三等
奖学金差额就高达 1. 1万元 /年 , 相比之下, 一二等奖学金之间的差距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同学们都已获得二
等以上奖学金为目标。二、
三等奖学金之间的差额过大, 这是调查中普遍反应的问题, 也是完善奖学金评比
制度最迫切需要改进的, 否则便达不到良好的激励效果。所以, 不同等级之间的差额既要合理化、
等差化, 还
要保持一定的明显性。
( 2) 改数量导向为质量导向。调查发现, 各学院的奖学金评比细则中, 部分论文加分以核心期刊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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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学院相对较不会导致粗制滥造, 引起的争议相对较小, 可以保证科研质量。无论是奖教还是奖学, 都
不应过分强调数量指标, 这样会误导人们片面追求规模效应, 忽视质量。所以在进一步完善奖学金评比细则
的时候, 要注重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相结合。
( 3) 扩大奖学金覆盖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奖学金是研究生完成学业和选拔优秀学生的重要保证。
研究生全面收费之后, 奖学金受奖面必须扩大。目前各高校研究生奖学金的获奖面往往只有 30~ 40% , 这
远不能适应全面收费后的需要。全面收费后, 研究生奖学金至少要涵盖全体研究生的 60~ 70% 以上, 才有
可能适应需要, 使更多的研究生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科研与学习。
总之, 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奖学金改革, 不是为了阻滞改革, 而是为了辅助其更加顺畅的推行下去。
实行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是由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国际接轨、
提高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必然趋势决定的。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 因为某些困难就否定初衷。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 应在保证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尽力克服、
协调出现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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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advan tages and d isadvan tages of the current system of post-graduate scholarsh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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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Since the reform o f the post-g raduate tra in ing system in Ch ina in 2006, a ll un iversities d irectly under the M inistry o f Education establishes tu ition- charg ing sy stem fo r po st-g raduate educa tion up to the end of 2009. M ost un iversities prov ide financial a id for exce llent post-g raduates w ith scho larship and assistantship, wh ich can o ffset all or part of tu ition. X U n ive rs ity is a national key un ive rs ity
tha t jo ined p ilot pro jec t in 2008. Its conc rete im plem entation o f the scho larship reform attracts much attention. T his study d iscusses the
re form s' effectiveness and im pact, hoping to prov ide use fu l lessons and recomm endations for further reform prac 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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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并在此基础上将实际的教学效果与教学预设做对比研究, 分析讨论并得出建设性的对策分析。将大学
英语课程实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预设作对比进行的研究还很少见, 这也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关注之处。
笔者准备对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抽样, 调查目前大学英语课程的实施现状, 通过数学分析的方法来分析
不同高校大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实施的主体适应性, 并据此获取大学英语课程实施的实际教学效果, 同时与
教学预设进行对比分析, 由此得出大学英语课程实施现状的成因或导致大学英语课程实施中出现问题的因
素, 并提出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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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Fo r the actua lities and problem s o f the curr iculum practice upon co llege Eng lish, through reading a large num ber of docum ents and the basis o f prev ious research, th is article sorts out to m ake summa ry for it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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