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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尚需完善

赵岑 王正位 江静琳 隗玮

研究内容

本课题采取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
和会议研讨法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
本课题将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分为三

类，分别是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和机会激
励。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探讨这三
类激励分别对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
传授三大育人目标的促进作用。

（1） 激励机制的三要素
我们选择激励理论中的 ERG 模型作

为理论基础。ERG 理论是由行为科学家
克莱顿·奥尔德弗提出的，奥尔德弗认为，
人们共存在三种核心需要，即生存（Exis-
tence）的需要、相互关系（Relatedness）
的需要和成长发展（Growth）的需要。本
文研究教育制度中奖学金对育人目标的激
励作用，我们将奖学金的激励机制分为精
神激励、物质激励和机会激励三大类，以这
三种激励为自变量，研究其对三大育人目
标的促进作用。

所谓机会激励，即对于获得奖学金的
学生来说，奖学金的正面影响不仅仅局限
于在校阶段，也在以后求职、寻找发展机
会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潜
在的未来发展机会方面的激励作用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使着学生们为了获得奖学金而
努力，进而也促使着他们按照人才培养要
求去发展。

（2） 三类激励目标
清华大学将奖学金设立的目的表述

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全面成才，并充
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和创造才能，实现学校
培养 21 世纪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
化、创造性骨干人才的目标。

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提出，清华大
学的人才培养要符合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本文将“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作为
研究的因变量。价值塑造的实质就是意识
形态的培养。清华大学要培养的学生，是
有抱负、有思想、有远见、有担当的时代
英才。能力培养就是指学生的综合能力，
包括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等。
知识传授即充足的理论知识。

（3） 研究模型
本课题研究奖学金制度中的精神激

励、物质激励和机会激励三个方面分别在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大育人
目标的促进作用。并结合现实情况，应用
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对奖学金的机
制设计提出更加合理的建议。其中三大激
励是自变量，三大育人目标是因变量。

调节变量包括奖学金的评定标准和
奖学金获得者的榜样作用。奖学金的评
定标准在奖学金激励机制中起到很重要
的衔接作用。一方面，奖学金评定标准
与人才培养要求的契合度是影响奖学金
激励机制能否有效作用的重要环节。另
一方面，学生对奖学金评定标准的认可
度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奖学金获
得者的榜样作用在奖学金的激励机制中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年龄、性格、院系
等因素。通过将学生的各种个人特征引入
到分析框架中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可以分
析出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和机会激励三种
激励方式对于不同学生的影响程度是否会
有不同，从而可以为以后的奖学金制度设
计提供更加具体的经验。

2.数据和方法
（1） 调研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得到原

始数据，问卷只针对清华大学的硕士、博
士研究生，并通过研究生党建体系发放，
覆盖了清华大学绝大部分院系。

按照前文思路，我们的问卷分为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信息的收
集，包括受访者的姓名、性别、院系、性
格等。第二部分为主要部分，研究奖学金
机制对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
这三种育人目标的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和
机会激励作用。针对每一种激励作用和每
一种激励目标，课题组均设计了两个问
题，这样主要部分一共有 18 个问题。另
外，针对已经获得了奖学金的学生和没有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课题组设计了两份问
卷，来观察奖学金获得前后的激励作用。

在整个问卷中，课题组设计了 2 道测
谎题目。除基本信息统计之外，每个问题
为一个陈述句，设计了5个选项，根据受
访者对陈述句的认同程度不同，依次为非

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
意、非常同意5个选项。在数据处理时分
别对应数字-2、-1、0、1、2。随后通
过 t 检验的方法对各项主要变量、调节变
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

本次调查共通过问卷星回收了248份
问卷，通过对两道测谎题目的严格筛选，
共得到有效问卷 196 份，有效率为 79%。
对两道测谎题目筛选过程的严格程度支撑
我们相信筛选所得的196份问卷为有效问
卷。

（2） 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 196 份，

其中男生有效受访者占比为 40%，女生
有效受访者占比为 60%，总体性别比例
较为均衡，样本具体分组占比情况如表
1 所示。因为奖学金在不同的学制以及
学位类型和专业之间也有所区别，有必
要对样本从以上几个维度进行全面了
解。学位类型上，65.64%的有效受访者
为学术型学位，而专业型学位有效受访
者占了 34.36%。从学制类型上看，受访
者中硕士生占比为 49.74%，直博生占比
为 30.77%，普博生占比为 14.37%，这
也基本与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制构成比
例相一致。同时从学科分类上看，有效
受访者中理科占比为 13.85%，工科占比
为 37.95%，文科占比为 5.64%，而商科
占比则为 42.05%。有效受访者中近一半
的人 （45.13%） 认为自己性格为一般，
内向以及外向学生的占比均不高，同时在
受访者中 42.56%的学生曾经获得过奖学
金。

主要研究结果

1.奖学金激励作用对三大人才培养目
标的影响

在有效受访者中，不同激励方式对各
人才培养目标的得分情况如表1所示。

首先从人才培养目标上来说，总体而
言，（1） 奖学金对知识传授的激励效果
最为显著，总和为 12.19，效果最弱的是
价值塑造。无论何种激励方式，能产生最
佳激励效果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是知识传
授，即知识传授的目标最容易通过奖学金
的方式来达到预期效果。（2） 机会激励
对能力培养的引导效果最佳，这也是合乎
我们预期的，能力越强的学生往往也愿意
拥抱各种机会、迎接挑战。价值塑造作为
最难以奖学金的方式引导的人才培养目
标，机会的激励在次维度上有着最佳的效
果。

综上所述，通过初步分析可以发现，
在三类人才培养目标中，知识传授最容易
以奖学金的方式来引导，而在三类激励方
式中，机会激励对各类人才培养目标的引
导效果最佳。

表 1是针对全体受访对象的调查统计
结果。进一步，表 2 和表 3 分别针对获得
过奖学金和没获得过奖学金两个次维度的
调查统计结果做了总结。

对比表 1，可发现获得过奖学金的学
生与全部学生的调查结果区别并不大。首
先在各个人才培养目标上，获得过奖学金
的学生中也普遍认为奖学金的激励对知识
传授引导作用最大，而对价值塑造的作用
较小。与表1的全样本结果不同，对于获
得过奖学金的学生群体来说，精神激励对
人才培养各个目标的作用在三种激励方式
中均有着最好的效果。

与上文结论一致，暂未获得奖学金的
学生也认为奖学金的激励对知识传授的引
导效果最为明显，且不论哪种激励方式都
对知识传授效果最为突出。同时与全样本
的结论一致，机会激励对人才培养的各个
目标均体现出了最佳的引导效果。

因此，综上可以发现奖学金的激励对
知识传授的效果最为明显，对于获得过奖
学金的学生来说，精神激励对各个人才培
养目标效果最佳，而对暂未获得过奖学金
的学生来说，机会激励则显得效果更佳。

2.引入控制变量的影响
上文对人才培养各个目标的实现难易

程度以及各激励措施的效果做了总结。但
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激励仍需要对影响各激
励方式激励效果的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
下文通过 t 检验的方法分别检验了描述统
计中各因素对奖学金激励效果的影响。

我们统计了引入是否获得过奖学金、
年级、性别、学科、专业等控制变量后的
得分情况。分析得知，无论哪种激励措
施，对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的激励效果都
要弱于未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即奖学金

的激励效果体现出了一种边际递减的趋
势。其中在精神激励和机会激励两种方式
上，这种效果的差别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即在这两种激励方式上，对获得
过奖学金的学生的激励效果要显著地弱于
未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同时，从总和的
角度看，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对获得过奖学
金的学生也显著地弱于未获得过奖学金的
学生。

同时，学科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到精神
激励方式的激励效果。首先，无论何种激
励方式，对理工科学生的激励效果都要弱
于对社科类学生的激励效果，即社科类的
学生更容易受到奖学金激励作用的引导。
而且学科因素对精神激励的引导作用在两
者之间的差异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说明学科因素会显著影响到精神激励
的效果。

同样，年级因素也是影响奖学金激励
效果的重要因素。奖学金对低年级学生的
引导效果要好于高年级。同时年级因素也
是影响精神激励的重要因素。

而诸如性别、性格、学位类型等因素
对奖学金的激励效果影响并不明显。综上
所述，是否获得过奖学金是影响各激励方
式激励效果的重要因素，对获得过奖学金
的学生的激励效果要弱于暂未获得的学
生；其次年级和学科因素也会显著地影响
到精神激励的效果，随着年级的增加精神
激励的效果越来越弱，而理工科学生也显
得更加“务实”，对其的精神激励效果也
要弱于对社科类学生的引导效果。

3.引入调节变量的影响
在目前奖学金评定体制下，一般院校

为强调公平要素都会设置一个相对明晰的
评定标准，且在奖学金评选结束后也会对
获奖学生进行公示，那么评定标准和之前
获奖者的榜样作用又是否会对奖学金的激
励效果产生影响呢？

首先，对于奖学金的评定标准，我们
可以发现无论何种奖学金，对了解评定标
准的学生的激励效果都要显著弱于不了解
评定标准的学生。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
不该制定一个透明的评定标准。恰好相
反，这说明评定标准本身对人才培养的各
个目标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所以弱化了奖
学金本身的引导激励作用。因此，高校确
实应该制定一个公开透明的奖学金评定标
准。进一步分析便很容易发现，各激励方
式对相信评定标准本身有引导作用的学生
的激励效果要显著优于觉得评定标准没有
引导作用的学生。

其次，对于获奖者事迹这个维度，
可以发现各种激励方式对了解获奖者事
迹的学生和相信获奖者的事迹有引导作
用的学生的激励效果都要显著地优于不
了解获奖者事迹和认为获奖者的榜样作
用无引导效果的学生。这说明目前各高
校制定透明的奖学金评定标准以及对获
奖学生的公示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应
该引导学生向获奖同学学习，从根本上
相信这些榜样同学的引导作用会显著改
善奖学金的激励效果。

结论和建议

本文将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分为三类，分
别是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机会激励，探讨
这三类激励分别对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
识传授“三位一体”育人目标的促进作用。

从人才培养目标上来说，奖学金对知
识传授的激励效果最为显著，对价值塑造
的激励效果相对较差。无论何种激励方
式，能产生最佳激励效果的人才培养目标
都是知识传授，即知识传授的目标最容易
通过奖学金的方式来达到预期效果。在对
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和暂未获得过奖学金
的学生这两类子人群的检验中也得到了相
同的结论。

从激励方式来看，由总体样本显示，
奖学金的机会激励对各类人才培养目标的
引导效果最佳。而对于获得过奖学金的子
人群，精神激励对人才培养各个目标的作
用在三种激励方式中有着更好的效果；对
于暂未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而言，机会激励
对人才培养的各个目标效果更好。

因此，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奖学金的激励
制度，并通过奖学金种类、评定方式的多样
化来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强化在能力培养
和价值塑造方面的激励效果，并要努力扩大
奖学金评定的影响范围，从物质、精神、机会
三个层次给予学生更大的激励作用。

本文还检验了在引入是否获得过奖学
金、年级、性别、学科、专业等控制变量
后对结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哪种激
励措施，对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的激励效果
都要弱于未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即奖学
金的激励效果体现出了一种边际递减的趋
势；就学科而言，奖学金对理工科学生的
激励效果要显著弱于对社科类学生的激励
效果，即社科类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奖学金
激励作用的引导；从年级来看，奖学金对
低年级学生的引导效果要好于高年级；而
诸如性别、性格、学位类型等因素对奖学
金的激励效果影响并不明显。

此外，评定标准和之前获奖者的榜样
作用也会对奖学金的激励效果产生影响。
各种激励方式对相信评定标准本身有引导
作用的学生的激励效果要显著优于觉得评
定标准没有引导作用的学生；各种激励方
式对了解获奖者事迹的学生和相信获奖者
的事迹有引导作用的学生的激励效果都要
显著地优于不了解获奖者事迹和认为获奖
者的榜样作用无引导效果的学生。这说明
目前各高校制定透明的奖学金评定标准以
及对获奖学生进行公示是很有必要的，同
时也应该引导学生向获奖同学学习，从根
本上相信这些榜样同学的引导作用会显著
改善奖学金的激励效果。

（作者赵岑系清华大学研工部部长、五
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正位
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工组组长、
助理教授；江静琳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研工组副组长、博士生；隗玮系清华大
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建助理、博士生）

奖学金是研究生资助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获奖
学生和广大学生群体有着重
要的激励作用。奖学金对研
究生的激励方式，不仅仅在
于提供物质激励，更在于价
值引领、树立典型、激励同
辈的精神激励，乃至为研究
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会，
推动育人目标实现，从而为
党和国家输送优秀人才。

然而笔者发现，较少有
研究探讨奖学金发放完毕之
后，奖学金是否真正对获奖
研究生起到了激励作用、是
否 达 到 了 奖 学 金 的 设 置 初
衷，也不清楚奖学金的评选
过程是否发挥了育人作用。
要发挥奖学金的育人作用，
首先要搞清楚奖学金的激励
机制，即获得奖学金究竟是
怎 样 激 励 研 究 生 不 断 进 步
的，以及这些激励机制是推
动了育人目标中的哪些方面
的实现。

为此，本研究通过问卷
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考
察 了 奖 学 金 制 度 的 精 神 激
励、物质激励和机会激励三
种激励机制对研究生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
大育人目标的引导效果。发
现奖学金制度对育人目标中
的“知识传授”的激励效果
最为显著，而机会激励机制
对 各 类 育 人 目 标 的 效 果 最
佳。同时，明晰的奖学金评
定标准以及获奖同学的榜样
作用对激励效果有显著的提
升作用。

进一步的个案访谈也发
现，研究生们比较关注获得
某项奖学金能够带来的未来
成长机会。比如有的研究生
提到“获得某些奖学金，有
机会结识优秀同辈，这种互

相之间认识交流的机会能够
激励自己继续追求进步”，有
的研究生提到“有些专项奖
学金，比如用于支持企业调
查研究的奖学金，能够更好
地帮助研究生增加对社会现
实的了解，对未来择业就业
大有裨益”，还有的研究生则
提到“对于许多有志于未来
从 事 学 术 工 作 的 研 究 生 来
说，他们获得奖学金，就能有
更多资源支撑他们开展出国
交流访问 、实验室交换等活
动，这能够提升他们学术方面
的国际胜任力，从而提高学术
竞争力。这甚至能够对个人
学 术 生 涯 产 生 长 期 深 远 影
响”。这些提法都提到获得奖
学金给研究生带来的未来成
长发展的机会。这种激励机
制不同于传统的物质激励和
精神激励。对于这种激励机
制的理解，能够帮助教育工作
者更好地理解奖学金是怎样
激励研究生群体的，从而通
过 对 奖 学 金 体 系 的 科 学 设
置，助力研究生成长成才。

综上，为了进一步发挥
奖学金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的育人作用，现有的奖学金
体系需要更多地考虑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是否将资源更
多地倾斜到为研究生提供发
展机会的项目中，比如国际
交流、社会实践、科学研究
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提
高 奖 学 金 评 定 标 准 的 明 确
性、透明性。明晰的奖学金
评定标准有利于增强奖学金
的公信力，增强奖学金在研
究生群体中的激励效果。三
是要加强对获奖者的宣传力
度，这有助于使得广大研究
生群体受到鼓舞和激励，从
而有助于推动育人目标在更
广大的研究生群体中实现。

奖学金如何实现
“奖学”初衷？

赵岑 王正位 江静琳 隗玮

调查者说
为促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国家自

2012年起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基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数据，本
文对精神激励、物质激励以及机会激励三种激励方式对研究生价
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大育人目标的引导效果进行了研
究，发现机会激励对各育人目标的效果最佳。同时，在引入性
别、性格、年级等控制变量后，研究发现奖学金的激励效果呈现
出边际递减的效应，明晰的奖学金评定标准以及获奖同学的榜样
作用对激励效果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表2 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问卷样本平均得分

表1 全体受访学生问卷样本平均得分

表3 没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问卷样本平均得分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澈

一项针对清华大学研究生的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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