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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 education emphasizes on cultivating the transferable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the 

former assuming more weight.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practiced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s oriented to 

the cor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transferable ability through specialty studies. For this system to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s high 

education, the faculty and the students should reach consensus on the core concept first. Then, support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uch as the student screening system to lower the student-tutor ratio, streamlined class work, and the incentive-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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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导师制：以专业学习为载体培养可迁移能力 

王雅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北京，中国 

摘  要   高等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和专业知识能力，其中，可迁移能力的培养更为重要。欧美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

目标和具体做法均围绕“以专业学习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这一核心理念而设计，我国高校引入本科生导师制，首先应对

该制度的核心理念形成师生共识，其次，应建立有利于本科生导师制可持续发展的配套性制度，如对学生进行选拔以降低生师比、减

轻学生听讲授课的课业负担、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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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高校在经历连续十几年的扩招后，本科生培养从

先前的“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现在的“大众教育”，大学

生培养数量急剧增加，但培养质量却堪忧，培养方式整体

上急需从“粗放经营”走向“精耕细作”，“质量提升”与

“内涵建设”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势话语，这为本

科生导师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其次，从大学

生群体的求学过程来看，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学生思想越

来越活跃、个性越来越鲜明，对自身规划更加关注，但现

实是，院校教育的大众性和非个性化使很多潜质很好的学

生因疏于自我管理而缺失了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努力方

向，很多学生的大学生活写照是“大一放松、大二迷茫、

大三着急、大四后悔”，这种效率低下的学习生涯将影响学

生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甚至会影响一生的成

就。因此，大学生非常需要得到符合自身个性化特点的学

业规划及人生指导，本科生导师制的建立恰恰满足了这一

需求。那么，本科生导师究竟应该基于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理念对本科生加以指导？若要本科生导师制具有良好的指

导效果，其具体做法又是什么？为保证本科生导师制的顺

利实施和良好效果，配套性制度应有哪些？文章借鉴英美

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运行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

本科生导师制的功能及具体做法、本科生导师制的配套制

度等逐一进行分析和梳理。 

2．高等教育理念与大学生学业需求：可迁移能力的

重要性 

2008 年，牛津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联合牛津大

学各学院的院长教授们作了针对高等教育理念的研究，认

为高等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学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培养从

事任何职业所需要的可迁移能力，二是培养从事某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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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所需要的专门技能。第一种能力，即可迁移能力，是

指对世界、对知识、对自身的推理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意味着个体交往能力及敏锐的逻辑思维体系（综合、

分析和表达）的构建和发展。具体来说，即学生应“具有

高度发展的思考能力；具有履行社会职责所需的修养、表

达能力、性格、风度等特质；具有能够准确阅读并快速掌

握各类信息及其隐含的意义并且加以创造性利用的能力；

能够进行流畅清晰的口头表达及书面记录以便于新的信息

能以明白无误的形式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下去的能力；能

够审时度势并作出独立判断、能够在声势浩大的宣传中认

清事实并从半真半假的传闻或纯粹的谎言中独立辨明真相

的能力”等（大卫·帕尔菲曼，2008）。第二种能力，即本

科所学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学生

毕业时较为容易地进入特定行业，例如会计专业知识和技

能、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等。 

从我国大学本科生的学业需求来看，从大一怀着憧憬

和好奇的心情进入大学校园，到大二、大三由浅入深进行

专业课的学习，再到大四临近毕业时的找工作应聘，大学

经历为学生们思考这个世界、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推进自己

的思考提供了 4 年时光。无论是专业课程的学习、还是大

学人际关系的处理，无论是思考能力的最终发展、还是就

业时面对职场的情商智商准备，均要求在这几年时光里，

更好地对两种能力（可迁移能力与专业知识能力）进行培

养和训练，这说明本科生的学业需求与高等教育的本质理

念是一致的。 

目前，我国各大学各专业的传统讲授课注重培养学生

的第二种能力，但对第一种能力的培养，即对心智的提升、

思考能力（逻辑性、反思性、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深度推

进，仍然较为欠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在工作中

进一步的成功来说，本科所学的针对某一专业的技术性和

实用性技能（即第二种能力）的重要性将日渐下降，而类

似逻辑思维能力的建立、思想情感的交流、人际关系的处

理、创造性意识及宏观思维能力（即第一种能力）将会显

得更加重要。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

“当大学里的教学已经退化成单纯的讲授却占用了一个本

科生的全部时间时，当那些来接受大学教育的学子最终没

有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才智命运而是精神混沌或萎靡不振，

以致他们只希望有人能给他们提供一套现成的道德准则和

知识装备时，当学生对日常交往的礼仪都缺乏认识而只是

渴求一张谋生证书或一份资格证明能让他们盘剥这个世界

时，大学也将不复存在了”。高等教育应特别关注较为全面

的智慧的增长和提升，而不应仅进行大学各专业的技能教

育或职业培训，纯粹职业化的教育路径将会把教育的长期

价值排挤出去（洪堡 Humboldt，1810），因此，从教育本

质及长期来看，培养学生的第一种能力更为重要。第一种

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个别关注，要求教师对学

生的频繁引导、启发和指点。然而，在当下我国普遍生师

比过高、大批量生产的高校教育中，要求授课教师对课堂

上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关注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学生主动向

教师请教或探讨问题，也难以长期跟进学生的学业发展和

心智发展。在此背景下，本科生导师制的教学模式为第一

种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 

3．本科生导师制的目标及具体做法：以专业学习为

载体培养可迁移能力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导师制是在 19 世纪初牛津大学

考试制度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此时导师的职业地位得以

确立，同时承担起了学院教师与大学研究者的双重角色。

1998 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在《重建本科生

教育: 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报告中建议，每个学

生都要有一名导师，导师与学生间一对一的关系对学生智

力发展会产生最有效的影响，个人的表现受到观察、纠正、

帮助和鼓励，这种形式应该在所有的研究型大学推展开来。 

3.1  本科生导师制的具体做法 

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英美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在

经历高峰低谷后一直保持着两个优良传统——致力于学生

心智的培养、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也是导师制的

目标精髓所在，即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普林斯顿大学

本科生院院长格尔格斯(Girgus)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

传授，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培养，过分实用的教育不可能产

生高层次的人才。自信心、责任心、组织能力和献身精神

这样的素质，只有在良好的大环境中长期潜移默化，才能

逐渐形成。这些从形式上看似乎与一流人才或创造性人才

培养无直接关系的因素，恰恰是一名学生成为一流人才或

创造性人才的基础。另一方面，导师制也致力于教会学生

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导师指导的重点是培养学生正确看

待事物、评价证据和综合分析的能力，提供一种质疑、探

究、摸索和细究的方法，它不是通过权威独断，而是通过

分析、比较、理论和批判的方式来开展。导师制的目标是

最终使学生在保持尊严、施展能力的同时，形成履行社会

职责所需的知识、修养、表达能力、性格、风度等品质，

使学生从导师的教诲中所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研究

事物和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的态度及影响其一生的思维

方式。 

具体做法上，英美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是采用导师辅

导课的形式来运行的。导师对学生在辅导课之前的准备和

在辅导课上的表现都有着清晰的要求。首先，在每次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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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每周或每月一次）开始之前，每个学生被要求提出并

解答一个问题，学生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若干个论点，同时

要对这些论点加以辩护（而不是进行循环论证），并将论证

的过程整理后用自己的语言口头陈述出来。在这个阶段，

学生进行准备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讲授课所学内容融会贯通

并使其内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去的过程，学生必须全力

以赴进行准备，仔细审查各种支持性论据，亲自对论据进

行权衡取舍并善于利用论据，并真正弄清自己在思考些什

么，这种具有迁移价值的能力是很宝贵的。然后，在辅导

课上，导师可以提问或质疑，去挑战现有的某些解释并考

验学生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帮助学生对自我的创见进行批

判性审查和重构，教会学生如何对自己的各种论题进行研

究和论证，而且还应使其掌握怎样将它们展现出来并对各

种问题作出十分全面且深思熟虑的回应，引导学生的整个

思维过程，帮助学生对所掌握的知识及所接触的东西从一

个更高的层次进行明察和审视。在这个过程中，某个论题

的细微之处、其成立的事实依据以及其深层含意等，都可

能得到深入细致的分析。同时，导师的质疑和其他学生成

员的讨论，促使学生在了解他人如何思考的同时学会自我

反思，了解自己的论证过程在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存在何

种缺陷，并意识到即使是最权威的专家也可能犯错误，某

些表面上夺人耳目的立论一旦遭遇压力就会轰然坍塌，这

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不盲从权威的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

这样的辅导课，是学生自己处理信息材料，并将自己的分

析、反思、判断进行汇总的过程，这种形式的学习是学生

的个人思维能力真正得到深度推进的过程。 

3.2  本科生导师制对可迁移能力的培养 

总而言之，较为理想的导师辅导课可以利用专业学习

稳步推进学生的若干可迁移能力：（1）风度和品性的培养。

在辅导课上，学生对自身性格特点和他人特点会增加了解，

在讨论的碰撞和摩擦中学会妥协和有策略的自我辩护，对

磨砺性格和培养品性有着非常大的好处；（2）研究能力的

培养。例如，在为辅导课准备过程中，可以学会自我询问：

“我正在阅读的材料真的有用吗？我所查阅的资料是否充

足到能使自己为论文中的问题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呢？”

（3）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例如，学会提出“关键问题有

哪些？答案何在？”（4）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例如，学会

忽略权威，学会质疑“这些作者都认为自己知道了问题的

答案，但事实果真如此吗？”（5）写作能力的培养；（6）

表达能力的培养。例如，口头讨论时学会为自己的思考站

得住脚而进行辩护的技巧；（7）总体学习能力的培养。学

生将习惯于较有深度的思考，并能在其他学习过程中更加

专心，例如在讲授课中保持警醒等等；（8）创新思维的培

养。导师辅导课上的讨论具有开放性，过程是开放的，结

论也是开放的，学生有机会选择讨论的方向或焦点，从而

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4．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管理：制度移植的配套

性研究 

“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高校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清华大学曾针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效果连续调查

了四届学生，调查结果显示，高年级学生中近一半的学生

认为导师制的效果一般，而低年级学生则有近一半人认为

“和没有差不多”，导师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国内其他高

校的实施情况也大致如此。本科生导师制在国内高校偏离

了牛津大学导师制的精神核心，形式主义的特征使它对于

提升学生的批判思维素养没有多少助益。为什么在欧美著

名大学能有效实施的制度却在中国达不到同样有效的结

果？我国高校应如何做才能使本科生导师制的核心精神落

到实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属于制度移植的绩效问题。我国

高校从欧美大学移植本科生导师制度的时候，缺乏对制度

移植的配套性和适应性研究，较少考虑到该制度的实施成

本及支撑条件，这是本科生导师制出现低效的重要原因。

因此，研究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高校的实施，不能仅仅移

植“为本科生配备导师”这一表面做法，更关键的是应该

着重研究该制度的核心做法以及实施该制度的支撑条件。

本科生导师制的核心本质和具体做法在上文已有介绍，下

面从生师比、学生课业负担、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四个方

面对实施该制度的支撑条件逐一分析。 

4.1  控制“本科生导师制”的生师比 

牛津大学传统导师制中，一个导师同时面对一个或者

少数几个本科生，每周花一小时左右时间与学生切磋，提

升学生批判思维的意识和能力。但在我国，教育部要求各

高校平均生师比为 16：1，更常见的是一个导师同时面对

几十个本科学生。当生师比过大时，不可能开展一对一或

一对少数学生的苏格拉底式教学，导师辅导教学只能流于

形式，这与导师本人的素养、态度并无关联。 

针对我国高校学生多教师少的状况，硬性强制改变总

体生师比显然是不可行的，可以考虑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解

决此问题：一，以学院为单位，在全学院按照一定标准（例

如学业成绩、兴趣）选拔一定比例有志于科研或高强度学

习训练的本科生，为他们每人配备一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学业导师，进行重点培养；二，以类似

实验班的班级为单位，按照不高于 5:1 的生师比为实验班

学生配备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学业导师。

这种采用选拔方式择优为本科生提供导师的方式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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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本科生导师制的生师比，同时为导师辅导课提供了较

高质量的生源，为那些有培养潜力又能适应较重学习压力

的优秀学生提供更多更深入的思维能力训练。 

4.2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国内高校本科生的学习课程总量普遍过多，四年中课

程往往达到 50 门以上，而且，为了给临近毕业的学生提供

考研、求职和撰写毕业论文的方便，国内高校四年繁重的

几十门本科课程学分通常在三年左右修完，这样，本科学

生前三年往往疲于上课，不仅白天有课，甚至晚上也有课，

大二大三的学生经常达到一天 8 节满课。西方高校本科生

的课程较少，大学四年一共只修 30 门左右的课程，每学期

只修 4 门左右的课。西方本科生往往是“自学多、上课少”，

每天往往只是半天有课，这就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各门课老

师布置的大量阅读任务，撰写读书笔记，提前研究即将要

讨论的主题并准备发言与陈述。国内学生从小并不习惯自

己主动学习去寻找问题、解答问题，加上大学期间要上大

量的课，没有时间为导师辅导课的讨论做充分准备，学生

形式主义地参与、应付本科导师辅导课就成为一种很自然

的情况。因此，本科生导师制的内在要求需要大力减轻学

生的讲授课负担，大幅增加主动学习的自由时间，我国高

校虽然也在逐渐降低本科生四年总学分，但讲授课的课业

仍然较为繁重。 

4.3  形成师生共识 

一个制度顺利实施的思想基础非常重要，本科生导师

制作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只有在广泛被了解与认识的

基础上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英美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

实施过程看，导师制教学的所有优势都不是在无意识中自

动生成的，师生双方都要做到各尽所能。因此，只有学校

各利益相关方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教育理念达成思想共识，

才能具有“共同信念”和“共同行动逻辑”，才能使本科生

导师制获得切实的文化支持。  

首先，提高教师群体对本科生导师制的认识和理解。

应使教师认识到，导师辅导的价值不在于仅仅传授专业知

识（传统讲授课会达成这个目的），而应是在专业辅导过程

中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也就是要挑战学生对专业问题

的理解并将其推至深广，激发讨论并帮助学生不断深化对

概念的理解并提高分析的技巧，从表层理解逐步过渡到对

更深层次知识的掌握。通过导师的要求，学生应能培养自

己对这个学科的认识，形成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依

赖各种材料以图轻松省事。研究表明，在大学学习的具体

过程中，深层学习法1比浅层学习法2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然而，学生自己并不会自发地采用深层学习法，教师施加

的学习要求对引导学生采用何种学习方法至关重要。此外，

教师也应认识到，导师辅导课很少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

差不多总是耗人心神的，好的辅导课需要导师有真正的专

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其次，加强学生群体对导师辅导课的正确理解。应使

学生认识到，大学学习的最重要目标是要构建自己的逻辑

思维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有丰富的观点和知识、有不断

更新的意义框架、有不断发展的解释现实的方法，但所有

这些都不会相互矛盾，都是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这样

才能形成学生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见解，而不是人云亦

云。导师辅导课不是传授类似讲授课的知识，它的设计恰

恰是帮助学生把学到的“碎片化知识”进行理性梳理并建

构起系统化的秩序，督促学生发展和构建一个属于学生自

己的逻辑思维体系。学生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就不会知道应该提出哪些合适的问题，也就不知

道要讨论哪些内容，这会产生不容忽视的无形损失，例如，

因学生不够投入而致使导师缺乏辅导动力，因学生准备不

足而致使导师只能搞一言堂，几乎没有时间讨论更有意思

的内容，学生也就无从长进。因此，为使自己在导师辅导

课上得到更大的长进，学生一定要在辅导课前认真准备，

带着自己想要澄清的论点或想讨论的问题来参加导师的辅

导。 

4.4  建立激励机制 

在国内，过大的生师比、过多过散的本科课程设置、

定期的教学质量评估、以及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

导致教师的生存、工作环境压力加大，教师们往往负荷过

重。尤其是科研压力的增大，迫使教师们在授课之余，还

要努力在高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设法申请课题获取研究

经费、出版著作等。本科生导师的辅导工作，本身既不属

于学校要考核的科研教学任务，也没有丰厚的劳动报酬，

教师作为导师对本科生的辅导形成事实上的敷衍也就很好

理解了，这种敷衍与导师本身的素养往往并不相关。一个

可能的激励方案是，学校把对本科生的指导时间定量化，

并把辅导本科生的任务作为导师正式的教学工作量，在年

终考核或职称评定的工作量认定中承认 “本科生导师辅导

课时”类似工作量，同时在资金上加大投入，让导师们的

付出获得相对丰厚的回报，引导教师们重视本科生辅导课。

                                                        
1 深层学习法：把文本当作包含意义结构的东西，他们会探寻文

本的潜在意蕴、隐含的启示以及文本对他们自身的意义。 
2 浅层学习法：为了回答问题，把文本看成是应该记忆下来的个别

分散条目的信息组合。这种方法注重碎片化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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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科生在导师指导下有科研成果的产出（如质量高的

论文等），则对导师进行额外奖励。事实上，在牛津大学，

由于导师花费大量时间在本科辅导课上需要很多额外的费

用，其教学体制在投入资金和师生时间上代价非常高昂。 

4.5  施加约束机制 

客观而言，靠高校行政部门对本科导师的考核从理论

上讲是具有难度的，目前高校行政部门考查的是学生完成

学业的情况，但难以考查学生思维达到的复杂程度以及他

们观点的深度及发展进度，因此很难对本科生导师的辅导

工作进行考核。要保证导师辅导课的质量，除了依靠导师

本人的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外，应赋予学生一定权利，如

果学生感到导师未能负责任地进行指导，比如未能中肯地

评价自己的表现或者对自己的学习进展不了解不关心，应

有权利向管理部门进行反馈或申请更换导师。 

5.  致谢 

作者获得 2011 年度北京市人才强教深化计划

（PHR201108338）项目以及 2013 年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

学改革重点项目的资助，此文为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He qi-zong, and Cai lian-yu,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Formalism or Common View”,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33, No. 1, pp 76-80,85, Jan., 2012. 

[2] David Palfreyman, The Oxford Tutorial ‘Thanks, You Taught Me 

How to Thin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Lu xian-xiang,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nd ed.,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Ma yan-xiu, Empirical Research for The Tsinghua Tutorial 

system.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pp 84-86, 2006 (3). 

 

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