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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大媒体频频爆出学位论文抄
袭事件，与此同时，众多高校密集发布学
位论文抽检不合格与导师资格动态调整

“挂钩”的政策文件。更有甚者，学生学位
论文不合格将取消导师资格，中山大学此
次发布的新规，就是一个典型。

在笔者看来，学位论文问题之所以广
受关注，恐怕只因之前一段时期曾被过于

“冷落”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导
师曾一度游离于指导责任之外。以常理来
论，学位论文是凝结着导师与研究生双方
的心血、汗水的“结晶”，也是导师指导水
平、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最直接体现，甚至
是供后来人学习赏鉴的“作品”。然而，抄
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事件频发，严
重背离了学位论文的本义，也势必将导师
制推到风口浪尖上。

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学位论文的合格
与否，多是关起门来的“自家事”。但自从
2014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印发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之
后，学位论文“不合格”有了同行专家评议
的“公论”。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影响到学位
授权点合格评估，关系到研究生教育资源配
置，事关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
论文抽检不合格，固然有研究生本人的问

题，但导师亦难辞其咎。于是乎，导师们显示出
了对学位论文的极大关切与兴趣。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这一共
识一直贯穿于国内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各类
法律法规体系中。笔者认为，若学位论文不合
格，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导师没有落实好“研
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这一规定型角色，尚
未参透“第一责任人”中之“责”在何处。

从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践来看，研究生选
拔、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论文盲
审、正式答辩，整套体系环环相扣，导师有足
够多的时机监管研究生科学而规范地撰写学位
论文。倘若导师在这些环节上多花些心思，下
足点功夫，一篇篇优秀的学位论文自然瓜熟蒂
落。于导师个人的学术水平和指导能力而言，
各高校遴选导师环节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条件
设定不断勇攀新高，上岗培训内容扎实丰富，
甚至打破导师“铁饭碗”实施动态上岗，势必
使导师群体以强大的心理动力指导好研究生完
成学位论文。就导师的责任使命而论，导师应
忠实于导师之“资格”，通过耳提面命，以

“手工生产”的方式教会研究生为人、为学的
基本准则，指导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上下求
索”，努力维护良好的学术生态和科研秩序。

当然，考虑到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的长周
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在如何直面学位论文
不合格与对导师的处置问题上，宜结合好高校
自身办学特色、资源条件、培养制度等现实因
素，采取多元化、柔性化、学术导向的研究生
教育管理方式。但其不变的核心是，对待学位
论文要严格要求，这决不是为难导师们，而是
为了帮助导师们时刻铭记培养学生的学术素
养，让尊重科学、崇尚真理、学术创新蔚然成
风。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教师）

导师不应游离于指导责任之外
张立迁

近日，中山大学出台了《中山大学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试行)》。新规明确，凡任职期间未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
质量（如学位论文抽查不合格），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违反学校教师行为规范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者，应报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审议。对
情节严重者，将取消其导师任职资格，3年内不再接受其导师任职资格申请。新制度出台后，“导师不导”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改善，动态
管理是否能真正激发导师积极性和责任担当？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业内人士的观点。

聚
焦

在当今的大学校园，研究生和导
师互动的匮乏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
作为知识精英的导师，往往承担着多
个社会角色，不可避免会出现角色紧
张和角色冲突。“导师很忙”既有导师
工作任务繁多等客观因素，也和导师
的教育观念、价值排序等主观因素密
不可分。

那种“一劳永逸”的导师选聘制
度，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导师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
对于研究生来说，遇见一个认真负责、
关爱学生的导师是人生的幸运，遇见一
个敷衍塞责、“放养”学生的导师是人
生的不幸。在一个改革和创新的时代，
实行导师队伍的动态管理既有助于提升
高等教育质量，也回应了研究生的利益
诉求。

法国哲学家福柯有句名言，“一个
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学位论
文是研究生的作品，为何要和导师勾连
在一起？在理想的图景里，研究生和导
师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导师不仅是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的评委，也是研
究生论文写作的教练；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品质，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导师角色扮

演的一面镜子。
当下许多高校都会组织研究生评选“我

心目中的好导师”，好导师们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践行了“爱的教育”。教书育人
离不开责任担当，研究生不仅在学习、科研
上需要导师的信仰驱动和价值领航，在生活
上、心理上也需要导师的关心和帮助。让导
师在岗位上更好地履行职责、让导师切实地
负起责任来，既需要他们的“自我救赎”，
也离不开制度建设的伸展。

实施导师动态管理，打破导师的“铁饭
碗”，有助于激发导师的教育活力；给导师
戴上“紧箍咒”，有助于倒逼他们回归教书
育人的“本位”。说到底，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离不开良性的师生互动。多一些“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让研究生走出

“放养”状态，得到更多精细化、个性化的
教育和引导。

导师动态管理尽管初衷良善，在执行过
程中也要避免“一刀切”。不论是不同学科
的差异性，还是人才培养的规律性，抑或生
源质量的复杂多变性，都要求导师动态管理
要保留一定的缓冲地带和回旋空间，坚持宽
严相济、张弛有度的原则。只有弥合导师和
研究生“碎片间的缝隙”，寻找不同利益群
体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动态管理才能对
导师形成长期的、普遍的、强烈的行为感召
力与约束力。

通过互动，让师生关系联结得更加紧
密，本质上是一种双赢。导师动态管理既是
一种“紧箍咒”，也是一种催化剂，有助于
让导师和研究生消除距离感和隔阂感，让导
师用脚踏实地的付出“实现价值，发挥作
用，赢得尊重”。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动态管理倒逼导师回归本位
杨朝清

在课堂上替“雇主”喊一
次“到”就可以轻松赚到几十
元钱！高校如今悄然兴起“替
课族”。相较于到学校外面发传
单、做促销，有大学生如今把

“生意”做到了课堂上。成都
《天府早报》记者发现，不少成
都高校有网上“替课群”，替课
可谓明码标价：跑操 15- 20
元，代课 25-30 元 （答到10-
15元），体育代考50元，其他
的大考100元以上⋯⋯

/ 一家之言 /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 《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2016-
2020 年）》。《规划》 明确，每个中小学足
球特色学校均要建有 1 块以上足球场地。根
据 《规划》 明确的建设任务，2016 至 2020
年将修缮改造校园足球场地4万块。

国家出台各种文件鼓励、支持校园足球
发展，是令人欣喜的好事，毕竟好的硬件
设施不仅使活动空间有了保证，也极大提
高了孩子们运动时的安全系数。但也要看
到，校园足球真正落地生根，乃至成为一
种人人喜欢的运动，硬件投入只是其中一
个环节，包括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和社团
活动等也要及时跟上，并注重培育一种足
球文化。在笔者看来，能否因时、因地、
因人形成师生认可的足球文化，是检验校园
足球成色的重要标志。

所谓足球文化，首先表现为师生对足
球运动的接纳和认可，其次是将足球作为
一个抓手或平台以开展丰富的教育教学活
动，将足球项目中技术与力量的完美结
合、团队配合与意志比拼、个人努力与集
体荣誉等融入其中，使之自然而然地内化
为师生的人格品质，成为每个学生、老师乃
至一所学校的精神特质。

相对而言，我国的许多中小学离真正的
足球文化还有一段距离。例如，在一些中小
学乃至足球特色校，足球只是少数学生在参
与——女生靠边站，身体素质差的孩子靠边
站，技术不好的靠边站。场上踢得很热闹，
场下却鲜有观众。其实，校园足球的深意在
于唤起师生对体育活动的重视，不在比谁踢
球的技术好，不是少数人表现自我的舞台，
更不是宣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而是考验
谁能让一个团队各展其长，最大限度地发挥
合力，激发孩子们对运动的热爱，增进对体
育本身的理解，在野蛮其体魄的同时，文明
其精神。

笔者曾参加过一所学校内部的足球联赛
活动。整整一周，小运动员们在场内踢得热
火朝天，场外学生家长、拉拉队也是层层围
观，无比热闹。每个班级几乎做到了全员参
与，有的班级还有女生上阵。班主任也投入
大量心力，和家长一起加油助威。学校除了
评出足球比赛的金靴奖、最有价值球员、最
佳门将等，还设置了最佳海报、最美拉拉
队、最佳摄影、最佳足球写作等富有创意的
奖项，并长期开展跟足球有关的阅读、写
作、演讲等主题活动。这种以球赛带动家校
合作，将足球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做法，让
孩子们都有参与式的体验，更热爱足球，更
有集体荣誉感。

但凡校园足球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学校，
无不在营造足球文化乃至校园文化上动了心
思，背后是对校园足球更科学、更有远见的
认识。其实，转变对足球或体育的认识并非
一朝一夕，历来是学校管理者难啃的硬骨
头。这是因为，家长往往认为学习成绩比足
球更重要。很多家长对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参
与足球运动持反对态度，或认为是浪费时
间，是“野孩子”玩的游戏，或担心孩子在
运动中受伤。另一方面，中小学对校园足球
的开展缺乏系统、长远规划，尚停留在一项
运动而非文化方面的认识层次。

将足球视为一项运动还是一种文化，最
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具持久性，能与师生的
生活紧密结合，也能看到足球对于师生深刻
的改变。换句话说，建足球场地固然重要，
如何培育足球文化更重要。而从一项运动上
升到文化层次，学校管理者要爱上体育，引
导家长积极参与，还要善于借力打力，将足
球文化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做到校内与校
外相结合，学校与家庭相结合，个人与集体
相结合。

（作者系本报记者）

比场地更重要的是
培育足球文化

张贵勇

/ 漫话 /

陶小莫陶小莫 绘绘

打破“铁饭碗”能解“导师不导”？

只有寻找不同利益群体的
最大“价值公约数”，动态管
理才能对导师形成长期的、普
遍的、强烈的行为感召力与约
束力。

若学位论文不合格，真正核
心的问题是：导师没有落实好“研
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这一规
定型角色，尚未参透“第一责任
人”中之“责”在何处。

有媒体报道，为了配合完成书本
上的相关课程，杭州近 2 万名小学生
被要求养蚕体验生活，可家长们却为
寻找桑叶伤透了脑筋。学生做养蚕作
业的小区桑叶被摘光，有些家长不得
不采取偷摘或是网上购买的方法，更
有甚者不辞劳苦驱车几十里到城外寻
找“蚕宝宝”的珍贵口粮。有些家长
还因此在网上呼吁：城市绿化为什么
不能用桑树？

让孩子们养蚕本是好事，对孩子
来说，的确不失为难得的课外教育方
式。可如此优点多多而又有着一定历史
传统的教育方式缘何令家长头疼？很多
人将其归咎于桑叶来源的严重不足。桑
叶真的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吗？

实际上，单从寻找桑叶来源来
说，养蚕这一本应属于学生独立完

成的体验式作业已经扩大成一个家
庭的共同任务，所有和养蚕有关的
负 担 都 已 分 解 到 每 个 家 庭 成 员 身
上，这实际已经稀释了这一实践活
动的真正意义。失去了全程参与，
任何实践活动对于孩子来说，其意
义都会减少。培育孩子对养育生命
的认识能力和道德责任，绝非仅仅
是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蚕宝宝”
由小变大，而应该是加大其对细节
的关注，尤其要注重培养其在出现
问题后的解决能力。

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要求家长参与
完成的所谓“亲子作业”，这些“亲
子作业”的普遍缺陷在于，强行让此
前并未参与孩子学校教育过程的家
长，突兀地加入到某些个别环节中，
家长与孩子之间也并非合作关系，而

是“各负其责”，毫无交叉。令人担
忧的是，家长的资源还往往在成果实
现中占据较为关键的位置，本来应该
是辅助角色的家长反而成了这些“亲
子作业”的实际完成者，如此说来，
这样的作业有何意义？

我们应该看到，集中养蚕暴露的
是当下素质教育方式中的同质化问
题。小学时代正是培养孩子个性的关
键时期，教育者应该根据其不同性格
和爱好帮助他们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实
践方式。如今，他们的书本知识学习
趋同，本应方式多样、形式活泼的课
外实践又如此集中统一，甚至未来得
到的结果也几乎类似，这样的结果岂
不是与我们开展这些课外实践活动的
初衷完全背离了吗？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小学生养蚕不能“只看不养”
三九木

课堂上的“生意”

来论来论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
校长招聘公告校长招聘公告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是一所自幼儿
园至高中的十五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学校位于美丽的“中
国十大名村”——东阳市花园村，占地341亩，总投资7亿
元，由花园集团全额投资、高标准兴建,浙江师范大学专家
团队全方位指导管理。采用“小班化、寄宿制、双语教
学”的办学形式，目标办成国际化、现代化、特色化的省
内外名校。学校幼儿园、小学将于 2017 年 9 月开学，现面
向全国公开招聘校长，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要求
总校校长 （兼中学部校长） 与小学部校长各 1 名，具

体要求如下：
1. 具备丰富办学管理经验和宽广国际视野；2. 要求本

科及以上学历；男性 50 岁以下、女性 45 岁以下(截至 2017
年 7 月 30 日)；具有中学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3. 曾获
得区、市及以上名校长或其他相当荣誉；4. 曾主持省级及
以上教科研课题，并获得省级及以上教科研成果奖项；5.
特级教师和业绩特别突出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二、相关待遇
1. 总校校长 （兼中学部校长） 年薪不低于 80 万元、小

学部校长年薪不低于 50 万元，年终根据业绩实施奖励；2.
提供事业编制待遇；3. 提供 100 平方米以上花园集团套房
居住，工作满 10 年，产权归个人所有；4. 如有需要，校长
配偶由花园集团安排工作，适龄子女落实就学。

三、招聘步骤与程序
1. 公开报名；2. 资格审查；3. 统一面试；4. 体检考察；

5.决定录用。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
1. 报名截止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2. 有意者在浙江

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网站 （http://jky.zjnu.edu.cn/hzbx/）
下载电子表格，填好后发送到 hzbx@zjnu.cn。3. 咨询电
话：0579-82288057 18329025687 （李老师）

浙江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管理办公室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

2016年5月18日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