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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研究生导师沙龙顺利举行 

6月 14日，第四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在逸夫楼圆桌会议室举行，会议邀请复

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曹高举老师作专题报告，各院系近 30位研究生

导师参加了此次沙龙。 

本期沙龙是在前期导师需求调研问卷和导师服务中心收到建议基础上确定

的主题，特地邀请具有多年心理咨询和心理培

训经历的曹高举老师为研究生导师作《导师与

学生的交流沟通技巧与策略》的专题报告。曹

老师认为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最大的问

题是隔代，涉及代沟与代际冲突问题，即指不

同辈份的人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和生活经

历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兴趣

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容易引起分歧和冲突。管理学认为这是新生代员工的管理

和自我管理问题，主要体现出三方面的不同：工作的意义不同、接受沟通的方式

不同和自我认知的定位不同。针对这些不同，管理学理论在应对组织和员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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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面经历了控制——激励——赋能的变化过程。通过组织与个人的管理学分析，

曹老师对导师与学生的沟通策略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反求诸己，通过学生的表现，

导师需要进行自我反省；第二放弃完美，由于认知层面的不同，导师应允许学生

犯错误和有自己的想法；第三保持心理疆界，师生相处需要各自保守边界，而非

无规则地打破边界。最后，曹老师从心理学角度强调，师生沟通需要先处理关系、

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整个专题报告中，曹老师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从国外的弗朗西斯、威廉·怀

特、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Bowen到中国古代的孟子、诸葛亮、曹操、曾国

藩，再到今天北大的陈春花教授，一系列古今中外经典的名言以及多个形象生动

的案例深深吸引了在座导师。最后，与会导师与曹老师就导师与学生的沟通技巧

与策略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互动与交流，现场气氛热烈，反响极佳。 

 

 

 

 

 

 

 

 

 

 

 

 

 

 

 

 

 

 

 



导师与学生的交流沟通技巧与策略 

                                   曹高举 

我们先做一个情境测试。题目是：唐僧带领团队去西天取经，目前正在遭遇

磨难，其中猪八戒的消极怠工令他伤透脑筋。如果你是唐僧，面对猪八戒这样的

员工，你该怎么办？ 

A、先晾着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再收拾他； 

B、找猪八戒谈心，鼓励他去降伏妖怪； 

C、一边和猪八戒谈心，一边对他进行指导，培养他降妖的能力； 

D、因人设岗，发挥他的特长，将猪八戒从降妖部调到妖精谈判部。 

这个题目是美国领导力中心的中国式案例。按照美国领导力中心他们选择C。

一个人若消极怠工有两种原因：一是能力出了问题，需要提升；二是意愿出了问

题，需要激励、考核和辅导。也即是说一个员工要出业绩有两个维度，一是能力

即会干，二是意愿即愿意干，只有二者具备，才能做出业绩。培养研究生亦是如

此。就复旦的研究生来说，能考上复旦的研究生一般能力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

意愿，作为导师如何激励学生去做课题，其实有很多困难。弗朗西斯（C. Francis）

曾言：“你可以买到一个人的时间，你可以雇一个人到固定的工作岗位，你可以

买到按时或按日计算的技术操作，但你买不到热情，你买不到创造性，你买不到

全身心的投入，你不得不设法争取这些。”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意愿的激发其实

比能力更为关键。如何激发意愿？这两年管理学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首先，我认为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最大的问题是隔代，牵涉到代沟与代

际冲突问题，即指不同辈份的人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不同，他们

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

在差异，并且容易引起分歧和冲突。曹老师以他自己和女儿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近两年管理学中一直强调新生代员工的管理和自我管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

面：（1）工作的意义不同：以前的员工把工作当作头等大事，低的是养家糊口的

经济来源，高的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即一切为了工作。而如今的员工则

认为工作只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生活选择的一种，舞台，跳板，消磨时间，

今天想工作就工作，不想工作马上辞职不干。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只是选择的

一种。（2）接受沟通的方式不同：以前的员工更侧重于执行，生长的环境是：在



家听家长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而现在的员工更会争辩，

员工认为有理有利的才去做，员工认为没道理没利益的很可能不做，或表面做但

实际打折扣。（3）自我认知的定位不同：以前的员工将自我放在后面一点，很多

时候为了遵守什么或者为了服从什么而将自我放在后面，让自我为一个群体的价

值和准则服务，最后在群体的价值实现过程中获得自我的价值。而现在的员工更

多的将自我放在首位，以自我的价值或标准来衡量一个事情是否值得去做，一个

规则是否值得去遵守，并且会将自我的价值标准加给其他人，通过社会规则等外

力的约束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顺便促进群体价值的实现。  

隔代管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那么针对上述变化，现代的管理学该如何

应变呢？曹老师认为管理学在应对组织和员工的关系方面经历了控制——激励

——赋能的变化过程。最初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管理学中主要采用控制的方

法，即让所有人执行上层制定的计划，但是环境变化太快，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

后来采用激励措施，想让员工看在公司给的钱和条件的份上，拿出良心好好干，

但这还是不彻底。近几年开始采用赋能的对策，公司存在的价值是让员工变得强

大。员工个人的创新，本质上是为了让自己成长得更快，顺便为公司创造价值。

员工不把自己当成组织的一部分，而把公司当成未来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即像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所言：“成员不再依赖于组织，而是依赖于自

己的知识与能力。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层级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甚至是平等的网络关系。” 

鉴于公司与员工管理关系，对导师与学生的沟通策略，我提议三方面：第一

是反求诸己。中国有俗语“高人带出低徒弟”，并非通常认为的“名师出高徒”，

实际上是“严师出高徒”。还以诸葛亮为例进行生动分析。“勤妈教出懒闺女。”

这是严格的反相关。这其实告诉我们，别人的行为其实是我们行为的一种反馈。

心理学就要求我们要反求诸己。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改变

别人难上难，改变自己最简单。所以沟通中特别强调自我反省。第二是放弃完美。

完美是好事，但有时容易让人焦虑。诸葛亮如何用人呢？诸葛亮的“七观”：一

曰问之以是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四曰告

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

事而观其信。诸葛亮因为追求完美，未提拔一个下属，也仅仅活了 54岁病逝于



五丈原。而曹操用人则完全不同于诸葛亮，从如下三次招兵启示可见一斑，《求

贤令》：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

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举士令》：士有偏短，

庸可废乎！ 《求逸才令》：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

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

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故曹操上将有千元，而诸葛亮则

蜀中无大将。而诸葛亮的竞争对手司马懿则活了 73岁，晚于很多竞争对手。由

此，应该可以看到追求完美未必好。一个人应该注意两个点：一是健康管理，二

是家庭管理。诸葛亮孩子未教育好，曹操把孩子教育的很好，文有曹植，武有曹

彰，管理有曹丕，数学有曹冲。诸葛亮太追求完美了，而人却无完美的。 曾国

藩曾言：“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天下无现成之人才，

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

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简言之，一

言人没有完美的，二言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优点与缺点是一个“套餐”，成熟是

一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缺事物的接纳。所以导师与学生的相处，其

实有一句美·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的话很棒，“世界上最困难的事

情就是把一件你很拿手的工作交给别人，再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事情搞砸，而你却

还能心平气和地不发一言。作为一个领导，有时你就得有这样的雅量，或者说有

这样的‘成本’预算。”孩子与我们认知层次不一样，如果你用自己的标准去要

求，本身是不公平的，他们有自己的认知层次，所以这个过程中要放弃完美。前

一段看到一个词很好，叫“灰度认知”，近两年管理学允许适度的混乱，导师在

与学生沟通时允许学生犯错误和有自己的想法，否则控制是无效的。第三是心理

疆界。有时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结果反而不那么好。盖乌斯·尤利乌斯·恺

撒说：“任何一个导致恶劣的糟糕的结果的法令，它的初衷可能都是好的。”没有

拒绝的结果，可能是这个人不断侵犯你的边界。这就要强调边界，要守住边界。

而在师生关系中，我们很多学生是没有边界的，以储爱槽与爱箱理论进行分析（如

下图）。 



 

 

 

 

 

 

 

 

 

 

 

Bowen（家庭治疗的专家）曾说“个人过去在原生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模式，

将持续影响其未来的重要人际关系。”即是一个孩子跟另一个人的关系，是一种

投射，孩子与父亲，孩子与母亲，对导师的要求其实是他童年未满足的愿望，若

导师没有边界，突破这个边界问题就很难处理了。世界上只有三件事：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这三件事已经清晰划分了我们的界限：自己的事，只能自

己做，不要依附他人；别人的事，只可以尊重和接受，不要强加干涉，也不应该

干涉；老天的事，就好好配合。在师生沟通过程中，边界很难维护，尤其遇到那

些没有边界的学生，就要不断强化边界。其实在关系当中有很多技巧，比如钩子、

梯子、女性思维、男性思维、迎合等，但这些技巧都建立在心态的基础上，沟通

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对方能够感受到你是否真诚。所以我们在心理咨询中特别

强调关系就是最好的治疗和沟通关，心理学强调，先处理关系，先处理心情，再

处理事情。 

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理解，可能有失偏颇，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探讨。 

 

互动环节： 

1.导师提问： 

导师一：我有个学生明年毕业，他喜欢做实验，但不喜欢写文章，并且一遇

到问题，就往别人身上推，跟他交流也很困难，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好？ 

导师二：我带着一个思政学生，我给他打电话，他总是有各种理由不接或不



联系，请问如何跟这样的学生沟通？ 

导师二：我当博导十年了，现在有个接近 7年未毕业的学生，所以来听这个

报告。这个学生总是说有很高的理想，要当科学家，要发大文章，不发表小文章

是因为看不上小文章。马上要到 8 年，但他说要换导师再读 8 年。我不怀疑自

己的能力，带过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但不知道怎么劝这类学生。 

曹老师： 

一个是观点，一个是事实。观点没有对错。观点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是

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学生不同，采用的方式也不同。沟通是艺术，不是科学，

艺术没有对错。刚才导师其实说的是一个边界的问题，边界维护很难，管理有时

就是博弈。有时控制是没用的，如何将控制变成一个联盟？有很多策略，学生的

性格特点不同、职业定位不同、认知不同，其选择模式可能也不一样，但一个人

做出选择，就必须接受选择的代价，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才能成长。其实我们很多学生，包括博士生很多心理是个小孩。一个人的成长包

括自然成长和心理成长两部分。 

另外，有问题的一些学生最好在面试时候就屏蔽掉。有些学生在面试时会有

一些行为表现，最好在招生时候就注意把关，用人最重要的是要筛选。 

2.导师提问： 

我们马上举行夏令营，有无简单易行的面试办法？有无系统的心理学题目？ 

曹老师： 

一般测试要配一个行为观察，言行举止会投射一些东西。面试会投射一个人

的某些东西。如果需要，可以外包为复试过程出一套专业测试。心理学讲的专业

测试，商业开发中已经用的很到位，事业单位用的比较少。 

3.导师提问： 

能否筛选出有忧郁症、精神病、亢奋证等倾向的学生？ 

曹老师： 

抑郁一般表现为“三低”：情绪低落，思维迟钝、生活无意义，即观点负面、

悲观；躁狂一般表现为“三高”，其情绪比较高、好判断；自恋过分就是躁狂。 

4.导师提问： 

假如本科生厌学或退学等如何处理？还有一些来自边疆的学生程度略差，虽

然非常努力，但他就是怎么也考不过，该如何帮到他？是否可以增开一些心理课

程，或者心理测试让他自检？如何引导功利心非常强的学生能够正确的看待事

物？ 

曹老师： 

其实很多院系老师都有这样的困惑。我们在思维训练中，行为互为因果，思



考是线性的，A导致 B，B导致 A，这是二维的思维模式；但还有时间，就变成了

三维。一个事情当前静止看可能是好的，但再加入时间，可能是另外的结果。一

个人的决定，有收益就有代价，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学生分析，学生自己来决定，

我们没办法为学生做主，不必要给他们答案，这些是学生的事儿，很多时候切记

边界问题。我帮你分析到了，怎么做与我无关。 

5.导师提问： 

边界问题，对我启发很大。通常学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是很大的

问题。家长介入是否属于边界问题？通常最后会请家长介入，在您看来，家长介

入是否合适？ 

曹老师： 

家长介入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师生是学业的问题。若学生没成长，导师没办

法帮他成长。沟通是艺术，边界过于硬的话，学生可能承受不了；若过柔，学生

可能侵犯边界，艺术没有好坏，但有度。有些家长介入是好的，有些反而糟糕，

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说明: 互动环节只收录主要问题) 

 

 

 

 

 

 

 

 

 

 

 

 

 

 

 

 



厦大教授：研究生须多读书，敢于质疑权威 

本文转自《历史教学》 作者：郑学檬 

 

2006年，我指导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一位博士研究生通过论文

答辩，从此，我结束了长达 20年的历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在指导硕士、

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中（包括在境外大学参与研究生教学、指导），多少有点

体会，应《历史教学》主编之约，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1．“法无定法” 

不管哪个学科，关于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程序、要求，

学校、教育部都有文件下达，方针政策比较具体，毋庸赘言。我这里说的“法无

定法”是就研究生教学而言，在论文选题、开题、引导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

意思是从实际出发。 

“法无定法”这句话，引自云南筇竹寺山门的对联，全联曰：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世外人”指佛门子弟，“非法”指不是公认的修行法门，“非法法也”意

思是：不是公认的修行法门，却是真正的法门，这就是“法无定法”。 

我记得那位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博士研究生，选题是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文

化传统问题。由于他的本科、硕士阶段读的是澳大利亚大学的经济管理与计算机

学系，懂得西方经济管理理念，又因他是华人，热爱中国文化，他选择做这个历

史课题，未尝不可。但他毕竟缺少明清史、近代史训练，阅读相关史料只能“一

知半解”，不得其门。这样做出的论文，初审便未通过。后来我改变指导方法，

以他的外文优势，做《评“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

结果他读了 80多篇相关论著，写出自已的体会，虽然论文结构和逻辑还不理想，

但言之有理，通过答辩。另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曾做过近代海关丁恩的研究，

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国早期盐务现代化：民国初期盐务改革研究》，由于他

成功诠释了这场改革的“两难”困境，被评为省、校优秀博士论文。还有一位在

职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博士论文以运河为主题，结合文学记述，

展示其经济意义，论文颇有特色。我支持他们的选题，因为选题能发挥其所长。     

“法无定法”在这里体现了研究生培养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法无定法”的另一个意义是展现分析方法的独特视角。有一位研究唐至明

清潮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博士生，做论文之前多次去汕头等地调查，阅读潮州名儒

饶宗颐等人著作，史料收集可谓合格，但对人口与美食问题的看法，囿于“阶级



属性”分析而难于展开。潮州人口增长与客家移民关系密切，饮食又与闽南移民

和客家移民融合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移民与饮食一旦形成潮流，就不能再

盯住“阶级属性”，要着重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化，进行经济学分析，

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最后，她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论文写作，顺利通过答辩，并

出版了论文。 

           

     前排中为郑学檬教授 

 

论文指导的难点是启发研究生展开第二层次分析，即所谓“研究”。提出问

题，多属第一层次分析。我是做经济史研究的，比如商业，如果把商业类型、市

镇分布、交换规模一一列出，那只是做了第一层次分析；如果从交换规模变化去

讨论价值规律反映，从商业类型、市镇分布去进一步讨论各个行业、地区互为市

场和产业链的加长等问题，就进入第二层次分析。当然还可继续深入作第三层次

分析。 

我注意到，直到现在，一些论著仍停留在第一层次分析上，没有上升到第二

层次，比如在经济学、哲学、文学意义上分析，颇有功夫浅薄之嫌。举个例子说，

“茶禅一味”，几乎是许多人挂在嘴角的话，那么，“禅”是何过程？人多不详。

《法苑珠林》卷 2 引《如婆沙论》（中）说禅有初禅、二至四禅、五至九禅。凡

人只能修到四禅，要 18天时间。圣人从四禅起，修到九禅就是涅槃。所以“茶

禅一味”是否指凡人都可做到的四禅？“一味”指四禅所到的“无想天”，是一

种忘却尘世的境界、感觉？需要探讨。欲知何以为“禅”，唐代钱起有“尘心析

尽兴难尽”句，恰好是“茶禅一味”的最好注脚。 



所以，如果你在写博士论文，“茶禅一味”的解释就不能简单意会了事，必

须从佛学角度作第二层次上的分析，才能“尽兴”。怎样从第一层次分析转入第

二层次分析，就看具体问题如何了，这时往往出现“非法法也”的情况，你的分

析必然也是“法无定法”了。 

2．“横经荷笈，虚往实来” 

“横经荷笈，虚往实来”，是《续高僧传·释洪偃传》里的一句话。我带的

研究生里，也有不爱读书的，嫌烦。他们不知道，做学问是一场“苦旅”，读书

就是其中一“苦”。我记得做韩国磐教授助手时，他要求研究生读原著，有个研

究生问我怎么读？（意思是书太多，从何读起。）我说从头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

字。我当时就这样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但读后，书的内容会渐渐

忘记，如再读时，会突然感到曾是相识，颇觉“岁月弥久别有情”（方干《赠萧

山彭少府》）。 

我说以上几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主要指必要的参考书）并不是要你记住多

少知识，而是一种做研究前的必不可少的酝酿过程。我以为，做学问时读史料犹

如作画时提笔“晕染”。古代画家张僧繇运用晕染法，用色彩渐次浓淡来表现物

体的透视；我们则通过研读史料，悟出其中奥妙，发现问题，并找到相应答案，

而后写出有见解的文字。目前通过网络查找资料比较方便，致使年轻学人先设计

文章框架，然后检索相关资料，“组装”成文，极尽“多快好省”之能事，估计

“枪手”营生，唯此一技。我不反对利用网络资源，我自己也乐于应用。但前提

是必须读相关的书，书读多了，才有“史识”、明“史德”、长“史才”，言不

孤发，独步同侪也。所以，我记得，20世纪 80年代初，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傅

衣凌教授命我当研究生班主任，照管傅衣凌、韩国磐二位先生的研究生（李伯重、

刘敏、杨际平、谢重光、陈铿、魏洪沼、陈明光、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等），

其中傅先生特别交代，要看住他们有没有去图书馆读书。这件事令我永世难忘。

傅师关于研究生要去图书馆读书的嘱咐，尤其在当今信息化加速、纸质文献门庭

处冷时代，更弥足珍贵。现在想来，这就是学术传统，即所谓文脉也。 

研究生只有养成读书习惯，多读各类书籍，就可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

方法，好比古人，挑着满箱的书箱，“虚往实来”，成就可期。 

3．“行有殊，法则一” 

研究生的生源各有不同。以厦门大学文科情况而言，有一小部分研究生来自

大专毕业生。他们或为了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或为了寻找更合意的工作岗位，

在获得本科毕业资格（如自学考试本科、函授本科等）或同等学力后，即可报考



硕士研究生，同样获得硕士毕业资格后即可报考博士研究生。据我的经验，他们

因为本科阶段缺乏最重要的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的基础训练，在攻读博士学位阶

段，是很辛苦的。即使是正规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生，多数也有同样问题。 

所以，这类学生入学后不宜直接进入论文写作的预热阶段，应有一个过渡阶

段，进行至少一年的文献阅读训练，懂点学术史，前者如通读《资治通鉴》、“二

十四史”的几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后者可在导师指导下通读

一些本专业方向的代表作，然后写出读书笔记。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历史是

讲哪些人和事的，怎样讲的，本专业方向的代表作是哪几本，有什么特色。经过

这一阶段训练，他才能切身初知历史和历史写作。缺了这一阶段，老师的学位课

讲得再好，仍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研究生文献阅读训练这一关，我有时也没有把严，想起来会自责。因为布置

任务后，学位课开出了，加上行政事务多，失于督促，有的研究生读了部分著作，

有的则蒙混过去了。当然也有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一般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

是三年，延期可至七年，但延期期间不给资助经费。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限一般

四年。第一、二年有三四门学位课、选修课和政治理论课，研究生文献阅读的时

间有限，他们完成“文献阅读训练”计划也有困难。也就是说我们的培养计划和

生源缺陷，不能互补，而是两短。我们知道“行有殊，法则一”的道理，培养对

象不同，做法应不同，但质量要求是统一的。可是实际情况呢？导师无法延长攻

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即无法支付资助经费，无法承担学生就业竞争压力。这

样的两难问题有待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解决了。 

4．举一反三，“入微独步” 

我曾接触到一些研究生，他们比较强调“专业”，读文学的自以为与历史无

关，读历史的自以为与哲学无关，读哲学的以为与经济学无关等等，知识面褊狭，

状况堪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具体说就是偏难知理。 

有一次，我让一位博士生读欧洲艺术史，她把我给她的书拿走，几个月无回音。

我问她，她说：“呀，我以为是您送我的！”我解释说：“让你读的。艺术和历

史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你读历史，不仅要看相关的史籍，

还要看点艺术史，了解绘画、石刻、雕塑等艺术品所表现的历史。”其实这是很

多人熟悉的道理。著名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有很多插图属于名画。 



                        

所以，要鼓励多读相关学科著作，甚至跨学科的著作。很多历史资料，只有

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解决。如我给研究生讲《汉唐经济史专述论》课程时，

分析“均田制”时指出：50年代以来，出于阶级分析要求，认定土地制度的核

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从法学角度，研究土地法令（田令）则比较忽视。所谓

“均田”的“均”，是指实施田令的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指导思想。要从

田令的条文去了解汉唐土地法的土地产权特点等问题。就是说，要对田令作法学、

经济学的解释，而不是只作意识形态的解释，这样才能切入问题的本质。因此，

如果没有法学、经济学的知识，就很难说清土地问题。 

最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与外交战略的展开，关于丝绸之路历史的

研究热度上升。据个人管见，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既是跨学科研究，又是跨国

度、地区研究。因此涉及各国文字文献、碑刻、游记、考古遗存等文字的、物质

的资料。若只从单一文字文献或地域去研究，就易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更重要

的是，在陆、海丝绸之路研究中，形而下的物资交换，会带来形而上的遐想，即

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形”也。“意”就是表达文明的意蕴。西方经陆、海丝

路，而“触景生情”，于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英国和欧洲精英们审美视野中

产生了挥之不去的“东方想象”，开始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交流。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从某种角度看，其实就是“举一反三”的能力。“举

一反三”能力的养成是科学研究训练任务之一，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重要的功

课。大约在十年前，我应邀在南昌陆军学院研究生班作过一次报告，其中讲到历

史研究的思维科学化问题，归纳为：①长时段时空观和短时段时空观；②辐射式

思维；③逻辑思维；④联想式思维；⑤个性化思维；⑥逆向思维等六个方面。以

上几点概括可能有牵强之处，尚祈同行指正，但意在说明科学研究训练重在思维

科学化，这一点大概没有问题。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思维科学化的通俗表达。

思维科学化即为创新过程，“文章自古通造化”（郑板桥诗句），古人所说“造

化”，应该就是思维科学化的意思，这样自必独步入微见创新。 



5．倾耳听殊音，举目望崔嵬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除少数研究生外，多数硕、博士的第二

外国语训练不足，第三外国语训练更少。我参加过欧洲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博

士生在会上必须用三种语言回答。如果做印度古代史论文，答辩加梵文、印地文

等语种。答辩会场殊音绕梁。其次，论文的注释，国外比国内讲究，不但要求详

尽、辩误，而且涉及多种语言，必须原文出注。我看过的国内研究生论文中，此

两点相差尽远。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原因很多。其一是中学外语语种单一，

如荷兰的古典中学，高中生必修三门外语，其中一门是拉丁文。我们至多一门。

其二，研究生教育一般不要求学习多种语言。其三，对论文引用国外著作没有具

体要求，也许导师自己也少看国外著作，或外语水准差强人意，不怎么重视。其

四，汉语的特殊性，难于在外语学习中举一反三（学日文或有此可能）。因为外

语水平限制，论文的视野不能开阔，远望不及崔嵬，难于悟诸未悟者。 

为了使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到可应用水准，建议研究生外语考试设置质检

考试制度，由教育部研究生司直管，分类确定合格线。其次，对指导教师的外语

水平，分类提出必要的要求。这个建议估计阻力很大，可否难料。 

6．析疑解惑，抗辩求真 

我接触过的历史学科研究生硕、博士论文，其弱点之一是缺乏批判精神。论

文的字里行间往往充斥百般自谦之辞。导师亦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导学生

去触动名家旧说。谁都知道，不破陈说，难有新见。既然破旧如此之难，论文创

新只有迂回侧击一途，正面交锋无从谈起。这样，疑难析，惑难解，真相难求。

所以，要从导师做起，端正学风，引导研究生，敢于用批判精神激励自己，去析

疑解惑，抗辩求真。 

当然，要做到研究中坚持批判精神，确实很难的。首先，本身要有深厚的学

术积累，否则批判文字会简单化，或以误正误。其次，在相当长时期里，因为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学术批判”阴影未散，学术界无法处理好尊师（学术前

辈）和学术批判的关系，没有足够勇气挑战成说。我曾有过深刻体会，一篇石敬

瑭评价文章，引起二位大师的讨伐，心有余悸，怎能要求研究生义旗高举呢？希

望我们的学术界日渐宽容，“百家争鸣”成为常态，有利于青年一代发扬批判精

神。 

当然，提倡对研究生进行批判精神训练，不等于要求研究生能发现这样大而

难的问题，任意推翻旧说，而是训练他们去质疑、辨别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

学习研究过程中如何攻坚克难，举一反三，旁敲侧击，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7．质量控制，尚须努力 

关于文科研究生质量问题，坊间亦有议论，时有所闻。其实，质量与上述生

源、培养计划、培养方法、学风校风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有关，不可简单设框划

线。总的印象是前紧后松，面宽基弱，创新不足，批判罕见，扩张过度，量重于

质。 

前紧后松，指的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质量要求比较严。据本人回忆，

李伯重、杨际平等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时，请王仲荦、杨志玖、黄永年等先

生审阅和答辩，其论文质量把关是比较严的。而以后，很难这么严格了。我记得

20世纪 90年代，我们审阅博士论文时，专家提出几十个问题也不奇怪，曾见过

有专家对一篇博士论文提出 100多个问题。后来不但问题少了，而且好话反而多

起来，说明答辩有时流于形式，或答辩委员仅限于附近学校的同行。参加答辩的

专家碍于同行的面子，难于直陈问题。当然也有例外的，我指导的两个博士生论

文初审就被同门专家否决，发回重做，一年后才通过。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国文科硕士、博士论文通过率是否太高？虽然这一通

过率不可硬性规定，只能由导师和专家决定，但缺少监督机制则是事实，需要考

虑完善和切实执行必要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面宽基弱，指的是，因学术交流增加，学术信息量增多，学生知识面拓宽，

但限于三年培养期限，上面提到的文献阅读和外语训练弱化，至少中国古代史、

专门史学科部分研究生如此。创新不足，这从历年博、硕论文目录可见一斑。我

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知道一点外国经济史学者的情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

人物布罗代尔，他的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7

年），被公认为一代名著。我没有奢望，有朝一日我们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也

能有此成就，但我希望我们博士生论文选题应有特色，可能成为理论创新、论证

创新、探索未知领域的佳作。 

                    



批判罕见，指目前博硕论文，批判精神不足，这可能和当前学风有关，一时

急不得。但是，要知道，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学术生命力。应该鼓励博硕新进

们有勇气去清除陈旧的学术成果，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 

扩张过度，量重于质。前几年听说有教育大家主张裁减部分博士导师、撤减部分

博士、硕士点。最近披露教育部决定裁减一批博士、硕士点，去博士、硕士“产

能”，预示着我国研究生培养由扩张期转入调整期，减产提质，这是好现象，有

所期待也。 

根据个人的感受，提高文科研究生质量，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导师、

研究生共同努力。作为曾经的导师，我认为，指导研究生要在注重基础训练的前

提下因材施教，着力开发研究生的特长，鼓励其创新性、批判性思维。所以，对

于一个导师来说不必也不应该“子孙满堂”。多了必会走放羊式培养的路子。20

世纪 90年代某些专业导师，竟然带着二三十位博士生，简直不可思议！在指导

研究生数量上，导师应该自律，以免顾此失彼，误人子弟。 

以上回忆文字，只是个人管见。目前研究生教育已大有进步，所以有的意见

已成无的放矢，仅仅是从业的记忆而已。 

 

 

 

 

 

 

 

 

 

 

 

 

 

 

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Fudan Supervisor Service Center，简称 FSSC），于 2016

年 11月成立，主要职能：提供政策咨询、组织导师培训与导师沙龙活动、发布导师相关信

息、协调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开具博导证明等事务性服务。  

Email：gs_supervisor@fudan.edu.cn  

联系电话：021-65642077 

联系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8号楼研究生院 225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