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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China's postgraduates' internationalization education has a small 

audience and does not go deep into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graduat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the purpos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epening through all aspects of graduate training, a 

graduate-oriented global education model for all graduates is proposed. It also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ll-staff orien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education of all postgraduates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and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training mechanism, and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curriculum for all postgraduates, as 

well as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team for all teach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essment system for al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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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针对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受众少、不深入的问题，从全体研究生和教师的角度出

发，以国际化教育深入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各环节为目的，提出了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

育模式。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自主国际合作交流培养机制、面向全体学生建设国际化课程、

面向全体教师建设国际化教学科研团队、建立全员国际化的教育测评体系四项措施，面向全

员探索国际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途径。 

1．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要求[1-3]，研究生教育国际

化已然成为有效提升研究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各大高校

纷纷走上了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路径[4]，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仅仅

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即招收少量国外留学生来校学习、邀请少量国外教授专家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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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选派少量研究生出国培养。目前每所高校每年选派的学生数占全体学生总数的比例不

足1%，研究生在国内参与的国际交流活动不足4次/年。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模式费

用高、受众少，只能是“贵族式”的教育，不利于培养自身国际化的师资队伍，难以实现“培

养大批具备国际化意识、国际化知识、国际化创新科研能力人才”的目标[5]。在“双一流”

建设的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大规模、常态化、成建制、交互式、多层次”已成

为必然趋势。因此研究国际化的研究生教育方式，促进研究生国际化培养面向全体学生和教

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2．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内涵 

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是指在全部学生群体和全部教师全体中实施研究生国际化

教育，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不是小众教育模式，它不是仅

仅通过选派几个研究生出国培养或选派几名教师出国访学就能实现的，而是要让全体学生和

全体老师都参与到国际化教育当中来。第二，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不是一种偶尔教

育模式，它不是通过偶尔几次国际交流就能实现的，它要求国际化教育贯穿于研究生教育全

过程中、体现在研究生教育的每个环节中[6]。 

3．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模式研究 

针对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受众少的问题，从培养机制、课程设计、教师团队建设和教

育测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构建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模式。 

3.1  构建多元化的研究生自主国际合作交流培养机制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国外很多学者的最新研究细节和成果以各种形式公布于网上，

为研究生紧跟国际研究前沿、与国际专家交流提供了多种渠道。教育的关键在于“授人以渔”，

因此国际化的国际交流培养不能只停留在为学生提供国际合作交流的机会上，更重要的是培

养学生自主发现相关研究的国际团队和学者能力、建立与国际学者的交流的能力[7]。只有具备

自主国际合作交流意识的学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人才。可以通过如下举措构建多元化

的研究生自主国际合作交流培养机制 

（1）将国际交流培养贯穿于课程教学和科研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国际交流意识和能力 

增设科研检索课程或讲座系统的向学生介绍寻找研究相关领域的国际科研团队和学者的

途径、跟踪国外相关研究的方式、与国际学者取得联系的方法。增设国际交流语言与礼仪课

程或讲座培养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素养；在科研过程导师和团队不断向学生渗透国际化

意识，引导学生在科研检索和文献阅读过程中自主挖掘国际合作交流的方式和方法，要求学

生用英文撰写、发表论文，用英语进行研讨，鼓励学生通过邮件等方式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学

者进行讨论[8]。 

（2）举办国际化的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训练机会 

采用国际化的方式定期举办国内学术论坛或讲座，邀请国外学者或留学生参与，为学生

创造国际化的研讨环境，锻炼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 

举办全英文研究生学术成果墙报展，邀请全院师生参观、交流、点评以及打分。要求研

究生用英文制作墙报、英文讲解，与参观者之间的讨论也用英文进行，锻炼研究生的英文学

术表达与交流能力，也为学生走向国际学术交流舞台提供练习机会。 

（3）开展多元化的国际合作交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实践 

一方面，通过组团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著名大学联合培养、短期助研学术交流等

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更深入的国际交流实践机会。另一方面，为了支撑学生的自主国

际交流能力培养，制定方案对学生自主挖掘的国际交流途径进行审查，对于审查结果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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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挖掘国际交流途径，由学校或导师出资进行实施。学生自主挖掘国际交流途径不但有益

于学生国际意识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是扩展学校和导师国际视野的机遇。 

3.2  建设全员国际化的课程 

课程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因此建立全员国际化的课程是普及国

际化研究生教学的基础。首先建立全员国际化的的课程需要整合和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和学时、

融合国际科研成果。调研国外研究生课程建设情况，分析国外课程与培养目标实际达成度之

间的关系，在课程建设中引入和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紧跟学科的国际发展情况，结合我国

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面向全体学生设计与国际接轨的先进课程。 

其次，推行国际化的教学方式也是建设国际化的课程的重要内容。国外的课程教育以学

生为主体，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学方法通常灵活多样，包括启发式、探究式、讨论

式[9]。我国课程教学模式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问题，需要不断的吸

取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式，是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更倾向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自我理解能力，

培养他们通过阅读文献总结学科发展热点及掌握学。 

再次，国外的课程教育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些年慕课、微课、移动终端课程等利用

现代科技的教学手段层出不穷，这些先进的手段不但为教学提供了更便捷的工具，而且能够

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国际化课程需要融入国际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使我国

研究生课程不但在课程设置和内容上站在国际学术研究前端，而且在学习手段上也站在国际

科技发展的前端。 

此外，国际化的课程不应仅仅停留在效仿国际先进课程设置、跟踪国际教学方式、手段

上，更需要结合我国前端科研成果开创世界领先的国际化课程，甚至让国外研究生教育效仿

我国的先进课程。在国际化课程建设方面我们要逐步走出一条由效仿国际、走向国际到最终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道路。在开创国际先进课程方面，清华大学与学堂在线联合推出的雨课

堂就是很好的例子。雨课堂以我国移动应用服务技术研究成果为基础，是一项国际领先的教

学辅助软件，目前正在国内广泛使用，同时正在向国际推广。 

3.3  建设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团队 

科研团队是我国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模式，有利于学

科交叉和优势互补，有利于承担重大项目和出大成果[10]。建设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团队有利于

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并加速其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研究生培养创造更为优越的环境。 

建设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团队首先要激励教学科研团队的每位教师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

平。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出国进修访学机会，并要求教师回国后启动双语教学的建设和校级精

品课的建设。另一方面将教师的国际化水平列入教师考核机制中，促使每位教师都积极的参

与到国际化建设中。 

其次，建设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团队要面向世界知名大学招聘人才。在引进人才时，对于

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优先录取，这样能极大地改善教师的学缘结构，增强学校的知名度和

国际化程度。通过采用双语教学进行授课，反过来也会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校交流，有利于

提升本专业国际化办学的氛围。 

3.4  全员国际化的研究生创新教育测评体系 

教育测评是对教育的评价和经验教训总结,是形成反馈提升教育效果、促进教育目标达成

的重要环节[11]。研究生创新教育要在全员国际化路径上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突出全员国际

化目标的教育测评体系。全员国际化目标的教育测评体系可在常规的测评体系的基础上，增

加衡量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国际化知识和国际化创新科研能力的指标。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价

理论，采用层析分析法构建全员国际化的研究生创新教育测评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的方

式确定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最终给出全员国际化的研究生创新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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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国际化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取决于国际化的普

及率和渗透程度。高质量的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应惠及每名学生和每位老师，应渗透于研究生

教育的每个环节。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存在小众收益和偶尔国际化的问题，

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针对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本

文以加深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为目的，提出了面向全员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模式，并从

培养机制、教师团队建设、课程设计和教育测评体系四各方面给出了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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