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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院

四万字的调研报告袁助力培
养方案改革

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专版

改袁就改彻底浴

修订的主旨袁纷纷给予配合袁一次一次地将修
订工作向纵深推进遥
学院还将 继续借鉴和吸 收民 国时 期的
野国学研究院研修课程体系冶和国外中国学博
士生培养中的课程设置经验袁 继续分步骤地
推进我们培养方案的修订袁 力求更加接近博
士生培养中宽口径尧厚基础尧重能力的目标遥

围绕学科人才培养规律 借鉴一流大学经验

法学院派出学院党委书记尧 分管副院
长和研究生秘书等人组成调研小组袁 先后
赴北京尧湖北尧湖南和上海等地袁到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尧中国人民大学尧武汉大
学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尧湖南大学尧武汉大学等高校法学院调研袁了解全国一流
高校法学院设置培养方案现状袁搜集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袁为学院培养方
案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遥 同时袁学院积极发动通过国家公派尧校际交流等项目
正在各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研究生袁搜集和翻译国外著名法学院的培养方
案袁了解这些法学院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教训遥
在此基础上袁法学院组织人员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梳理尧比较和综合袁撰
写了近四万字的各校法学硕博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研报告袁为本院培养方案
修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遥

经济学院院

野原则只有一条袁那就是人才培养的需要浴 冶

早在学校正式启动研究生课改之前袁经济学院就率先开始研究生课程改
革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学院首先在各个系尧所尧中心成立课程改革专业小组袁以
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袁人员构成充分体现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
融合以及经济学院内部跨系尧所尧中心的融合遥 课程改革涉及到课程的增减与
教学内容的调整袁难免会涉及到课程背后的一些利益关系与人事纠纷遥 院长
洪永淼多次强调袁课程讨论的原则只有一条袁那就是人才培养的需要遥
改革之前袁各系尧所尧中心各自独立开设课程袁学院层面没有统一协调袁往
往出现几个单位同时开设同一门课尧教学资源浪费袁部分课程出现野一人课程冶
等现象遥 课改之后袁经济学院的专业课门数从 2013-2014 学年实际开设的 161
门专业课减至 81 门专业课袁完全实现硕博贯通尧两院资源共享袁以及理论经济
学尧应用经济学与统计学渊授予经济学学位部分冤三个一级学科贯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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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初本科生培养方案改革时袁生命科学学院就开始酝酿研究生培养
方案改革遥 2014 年 1 月 21 日袁学院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议袁专题研讨推进研
究生培养与管理机制改革议题袁确定课程和培养方案调整基本框架遥
经过修订袁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从 38 门精简至 14 门遥 课程师资优化配置袁
每门课程都是由优秀中年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授课遥 全院只开设 2 门研究生
专业必修课和 12 门专业选修课遥 其中袁重点建设 Journal Club渊研究生读书报
告会冤及学术论坛袁即必修课野生命科学研究前沿冶遥 规定我院博士研究生在
读博期间须修读两年野生命科学研究前沿冶课程并做两次 Journal Club 学术报
告后方可获得相应学分袁且必须在博士毕业前至少做一次研究工作进展报告遥
硕士研究生不做 Journal Club 学术报告袁 但须修读该课程一学年并通过考核
后方可获得相应学分遥
另一方面袁学院细化其他培养环节袁加强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遥 学院在
此次方案中提出院硕士生在校期间至少听 80 场学术报告袁博士生至少听 120
场学术报告袁让学生充分了解各个专业的最新与最全的学术信息遥

人文学院院

不断锤炼袁打造一流培养方案
人文学院是一个包含了九个一级学科的大学院袁修订培养方案前袁各系独
自为政袁多是在二级学科基础上制定培养方案袁不同的导师分别制定自己的培
养方案的情况都有所存在遥 要对这么复杂的情况进行改革袁难度确实很大遥
此前学院的培养方案设课零碎袁同质性非常严重袁譬如中文系在中国古代
文学学科下设置先秦文学史尧两汉文学史尧隋唐文学史等同质类的课程袁这种
纯粹知识灌输性的课程与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严重背道而驰遥 博士生培养中真
正需要的有关方法论课程却严重缺乏遥经过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的讨论袁学院竭
力将过去存在的弊端纠正过来遥在不断地沟通与交流中袁各系明确了本次方案

化学化工学院历时三个月最终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遥主要针对旧
方案存在的问题袁比如院学分要求较多尧课程门数偏多等问题袁通过明确改革目标尧调
整课程尧学分设置以及细化培养环节等袁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遥
本次修订袁学院以培养标准国际化为原则袁特别关注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
生培养过程的管理袁多次召开培养方案修改会议讨论可行性遥为加强博士生过
程培养质量监控袁学院在吸收国内外大学优秀经验的基础上袁设置了特色的专
业综合素养训练环节袁包括开题报告尧中期考核尧累计考核和专题综述报告袁共
计 5 学分袁约占博士总学分渊12 学分冤的一半袁力图通过创新培养环节的管理袁
全方面提升我院研究生的科研和学术水平遥同时袁为防止该过程培养环节流于
形式化袁学院也采取了相应的监控措施袁将实施统一考核标准袁统一公布学生
学分选修进程袁试点末位淘汰等制度袁提高学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遥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

未雨绸缪袁提前按一级学科设置培养方案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通过结合自身学科特点袁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培
养方案遥 学院尽量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设置课程袁强调课程的基础性袁同时兼顾
各二级学科方向的特点袁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相结合遥学院的城市规划学
科是二级学科袁暂没有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袁但是培养方案的修订方面袁坚持
比对国内知名大学城乡规划学的培养方案袁 且在课程设置上也兼顾了城乡规
划学的各方向遥
经修订袁 学院削减了不必要的专业课程袁 压缩必修课程袁 压缩总量达到
50%遥 同时袁扩大选修课比例袁鼓励教师发挥专业所长袁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开设
选修课程遥 学院各学科的选修课互相打通袁资源共享袁同时鼓励学生至少选修
一门外学科或外学院的课程遥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时间轴

化

2013年

68袁按一级学科尧硕博贯通原则进行修
订后袁我校 2014 级学术型培养方案减少至
68 个袁 其中一级学科方案从 21 个增加到
51 个袁硕博贯通方案从 0 增加到 48 个

硕士总学分减少

修订后硕士总学分从 31-35 学分减少为 22-26 学分袁公共课程学分压缩近一半遥 硕士总学分的降低袁有利于课程门数的减少袁从
而有利于学生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在科研上遥

4000余门

1900 余门

课程总门数压缩超过一半

修订前袁因学科研究方向较多尧未以一级学科为基础构建科学的课程体
系尧硕博课程未贯通尧因师设课等原因袁2012 级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共
列入 4000 余门课程遥 修订后袁因硕博贯通培养尧按一级学科制定方案尧根据

44%

25%

学生知识结构梳理课程体系等改革思路袁 新修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列入
的课程减少为 1900 余门袁比 2012 级方案压缩了 52%遥

课程结构趋于合理袁选修课比重降低

修订前袁必修课程平均占比约为 44%袁各学科培养方案
中必修课的占比主要集中在 31-80%遥修订后袁2014 级培养方
案中必修课程共 488 门袁 占比为 25%袁 必修课程占比在 3180%的学科专业减少袁30%以下的专业大大增加遥 各学科课程
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遥
姻必修课占比在 30%以下的学科数
姻必修课占比在 31-80%的学科数
姻必修课占比超过 80%的学科数

6%

86%

创新培养环节管理袁加快研
究生培养国际化

全院课程继续瘦身袁细化培养环节

学科和研究方向尧硕博分开设置袁我校共
有学术型硕士和博士培养方案 361 个

22-26

化学化工学院院

生命科学学院院

361袁 修订前由于培养方案按照二级
31-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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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贯通课程占比增加

音7 月

电话和实地调研袁了解 15 所"985"高校培养方案设置
与改革现状,完成相关调研报告

音10 月

向学院调研学分学制设置情况与改革建议袁 完成相
关调研报告

音11 月

启动培养方案课程信息采集工作

音11 月

问卷调查袁收集 1225 名博士生和 361 位博士生导师
对学制学分设置以及培养方案改革的建议与意见

音11 月

与四年制博士生座谈袁了解对四年学制的切身体会

音12 月

完成叶跨院分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培养方案比较分
析报告曳

2014年
音1 月

学校讨论通过叶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
四年的建议曳

音2 月

完成 叶厦门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及教学现状分析曳报
告

音2 月

启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音2 月

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袁布置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音4 月

与百余名海归教师深入座谈袁交流境外高校在课程设
置尧教学管理以及培养环节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音5 月

收集尧分析 249 名海归教师的调查问卷袁撰写叶境外高
校研究生课程与培养情况的调查研究----基于对海
归教师的调查问卷曳

音6 月

分学院组织十场次专题汇报会袁进行新旧方案比较袁
汇报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情况

音7 月

召开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总结会议

音7 月

报送培养方案定稿袁系统录入课程库与培养方案

修订前袁共有 238 门硕博贯通课程袁占培养方案课程总门数的 6%遥 修订后全校硕博贯通课程共计 1666 门袁占培养方案课程总门数的 86%遥

19%
68%
课程学科层次构成趋于合理

修订前后各学科课程分层次设置情况
培

修订前我校仅有 25 个博士专业和 42 个硕士专业设置了三个
层次渊一级学科尧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冤的课程袁约占专业总数的
19%曰 共有 46 个博士专业和 36 个硕士专业仅设置一个层次的课
程袁分别占博士专业总数的 33%和硕士专业总数的 16%遥 未开设一
级学科课程的学科专业比重分别为博士 41%尧硕士 24%遥
修订后袁 我校共有 48 个学科专业设置了三个层次的课程袁占
方案总数的 68%袁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遥 仅设置一个层次的课程
学科专业数为 0袁全部学科专业均有设置一级学科课程遥

53%

83%

100%

课程共享度大幅提升

重视方法论课程的设置

修订前共有 53 个博士人文社科专业和 108 个硕士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方法类课程袁占人文社科专业总数的 80%遥 修订后袁全部人文
社科专业均有开设方法论课程袁即开设方法论课程的人文社科专业比重达 100%遥

知识生于勤劳,昏庸出于懒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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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指导性文件遥 它既是研究生培
养目标和质量要求的具体体现袁又是指导研究生科学制订个人培
养计划袁进行研究生规范化管理的重要依据遥
培养方案一般包括学科专业简介尧培养目标尧学制及最长学
习年限尧学分要求尧课程设置尧其他培养环节尧科研能力要求及毕
业论文要求等内容遥 其中院
培养目标是指学科对所培养人才应具备的知识尧 能力和素
质等提出的要求曰
学制是指研究生完成学业的基本年限曰
最长学习年限是指研究生可在校学习的最长年限曰
学分要求是指研究生毕业应修够的最低学分要求曰
课程设置是指学科设置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必须修读或建
议修读的课程曰
其他培养环节是指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必须完成的社会实
践尧学术讲座尧文献综述与科研报告尧开题报告尧中期考核尧预答
辩尧论文答辩等环节曰
科研能力要求是指研究生毕业需要达到的能证明其科研能
力与水平的具体要求袁如发表论文尧专著尧发明专利等科研成果的
级别尧水平及数量等要求遥

修订前由学院统一开设的博士课程共 523 门袁硕士课程共 1208 门袁占课程总门数 43%遥 53%的学科专业设置了学院课程或由学院统一开课遥
修订后由学院统一开设的课程共 871 门袁占课程总门数的 46%遥 83%的学科设置了全院共享课程或由学院统一开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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