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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导师培训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提高导师指导能力、优化导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从制度设

计来看,英国顶尖大学以程序化和强制性的培训组织形式,开展了旨在帮助导师明晰职责、树立正确指导观

以及传授指导技巧的导师培训;美国顶尖大学以无确定程序且非强制的培训组织形式,开展了以问题解决为

导向的导师培训。两国顶尖大学的导师培训制度设计均有利于导师加快其角色扮演的进程,区别在于英国

顶尖大学的导师培训有利于加强导师与学校价值观的一致性,形成组织秩序,但在促进导师的个性化发展和

角色创新方面似存在不足。而美国顶尖大学的导师培训有利于导师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及角色承担方法,

产生新的角色倾向,但不利于提早规避新任导师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揭示两国顶尖大学导师培

训制度的特点、差异以及各自的优劣,对于完善我国高校的研究生导师培训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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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导师培训是研究生培养单位针对研究生

导师群体所开展的一系列旨在提高其指导能力的活

动,它对于优化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地讲,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具
有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制度肇始于西方,而我国

长期以来由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有限性,在包括导

师培训在内的导师队伍的整体筹划方面,并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这为我国快速跻身研究生教育大国,并
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转变,埋下了隐患。然而,在
2020年7月29日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

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后,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等有关部委接连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相继颁布

了《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

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

干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强调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就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

提出了包括“加强导师岗位培训”在内的若干意

见。[1-2]这意味着,尽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导

师培训制度,已在国家层面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

程。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通过调研发

现,英美顶尖大学在研究生导师培训方面已有一套

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为此,本研究选取了英、美各

五所顶尖大学,其中包括英国罗素盟校成员中的剑

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西北部和中

东部地区的老牌名校曼彻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
以及美国常春藤盟校中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通过收集、整
理、分析这些大学散布在其学校、有关学院以及教学

发展中心①官网的有限的相关文献,拟大致勾勒出

其导师培训制度的全貌及主要特征,在揭示英美顶



尖大学是如何设计导师培训的有关制度的基础上,
分析其优劣,进而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做参

考。关于英美大学有关导师培训的具体课程及其有

关细节性的内容,受其已公开资料的限制,本文尚无

法做详细的分析,特此说明。

一、结构化:英国导师培训制度的突出特征

(一)组织形式:程序化与强制性

英国五所顶尖大学根据研究生导师的职业发展

(岗前、在职)阶段,不约而同地将培训划分为“岗前

入门培训”和“在职进阶培训”两大阶段。参与培训

的研究生导师须遵循着“先岗前,后在职”的参与顺

序,且通常只有通过岗前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的导

师方有资格进入在职培训阶段,如,伦敦大学学院和

帝国理工学院在岗前培训阶段就要求研究生导师必

须完成入门级别的课程后,并在官网上下载结业证

书,才有资格进入接下来的培训环节。[3-4]这一明确

规定,使得整个培训过程彰显了程序化的特点。除

此之外,与有关学者指出我国高校“缺乏针对性的导

师培训”[5]不同的是,英国的五所大学会直接、间接

地强制岗前和在职导师必须参加对应的培训。首

先,在岗前入门培训阶段,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

学院、剑桥大学这三所大学言明导师必须参加入门

的培训课程,而诺丁汉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虽名义

上未要求导师必须参加,但未参加培训且获得相应

证书者,则不被允许上岗工作。[6-7]其次,一般来说,
在在职进阶培训阶段,英国大学会通过规定导师每

年的最低参与次数,[8]以此来确保在职导师的参与

情况,因此,对于在职的研究生导师而言,该阶段的

培训同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二)培训内容:职责→理念→技巧

在兼具程序化和强制性的培训组织形式下,五
所大学开设了一系列主题培训课程,旨在帮助导师

明晰职责、树立正确指导观、传授指导技巧,从而综

合地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
1.明晰导师职责

“明晰导师职责”是研究生导师步入职业生涯后

的第一课,为上好这一课,英国的五所大学均为处于

岗前培训阶段的导师安排有相关入门级课程。以伦

敦大学学院为例,该校将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职责明

确为: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职业准备

的建议、提升智力和成就感的学习体验以及按时获

得相应学位等方面的支持。[9]为了使导师能顺利履

行以上职责,该校对导师的培训亦从指导的责任、指
导的成功要素等方面入手。[9]其余几所大学的做法

也不外乎如此,都选择在此培训阶段,组织一系列的

入门课程,率先帮助研究生导师明晰职责,从而规范

导师的指导行为。作为培训内容的重要补充,五所

顶尖大学还为全体导师提供了专门的《导师手册》
(以下简称《手册》),《手册》中也对导生双方的职责

范围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以上内容不仅强调了导师

应该为学生提供科研、职业准备等方面的支持,还描

绘了导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哪些/哪方面指导的职责

边界,为导生双方更佳的指导、学习体验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以上课程主要采用线上自主学习的方式,
且学习时长较短,通常在数小时内即可完成。通过

培训后取得的证书,作为此阶段培训合格的标志,同
时也是下一阶段(在职进阶)培训的必备要件。
2.树立正确指导观

通过岗前培训的导师方有资格进入在职培训阶

段,在此阶段五所大学不约而同地将旨在加强导师

之间交流的研讨会和工作坊作为全体在职导师的主

要培训形式。从这些研讨会和工作坊项目的功能指

向,可将其划分为两大主题,帮助导师“树立正确指

导观”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将导师的指导能力比作

为高楼大厦,那么指导观就是决定其建筑高度的地

基,在这一点上,两所顶尖大学似乎取得了共识,如
表1所示,帝国理工学院开展了“博士生导师指导工

作坊”,组织博士生导师共同探讨博士生导师和博士

生各自的期望是什么等关键问题;[10]剑桥大学也同

样组织导师们就什么是指导、为什么要有导师、指导

的类型、什么才是好导师等关键问题进行研讨。[11]

参加培训的导师就这些基本的指导理念问题进行研

讨,有助于导师们在思想碰撞中重新审视、思考指导

的真谛何在,有利于其塑造乃至重塑正确的指导观,
为日后的学生指导实践奠定理念基础。
3.传授指导技巧

以“传授指导技巧”为主题的研讨会则是在职培

训的另一组成部分。指导技巧是导师在长时间指导

学生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珍贵的间接经验,对于缺乏

指导经验的导师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补剂”。如表

1所示,伦敦大学学院、诺丁汉大学以及曼彻斯特大

学均开设有旨在促进导师之间交流经验、沟通技巧

的研讨会。以诺丁汉大学为例,该校为全体研究生

导师提供的系列研讨会有“如何选择研究生”“指导

博士生的技巧:建立关系并实践”“导生互动:如何避

免出现问题?”“如何支持学生与他人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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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除此之外,五所顶尖大学所制定的《手册》中
也会针对指导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可操

作化的解决建议,如“如何组织第一次组会”“如何组

织电话会议”“如何为学生设定目标”等。由此可见,
“传授指导技巧”的主题研讨会以及《手册》中所提供

的指导技巧几乎涵盖了指导的全过程,从“如何选择

研究生”到“如何与学生建立关系”,从“如何避免出现

问题”到“如何支持学生与外他人合作研究”均给出了

实用的建议,这有助于导师逐步地成长和成熟。

表1 英国顶尖大学“在职进阶培训”项目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帝国理工学院 “博士生导师指导工作坊” “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各自的期望是什么”等。
剑桥大学 “指导”主题工作坊 “什么是指导”“为什么要有导师”“指导的类型”“什么才是好导师”等。

伦敦大学学院 “加强指导实践”研讨会 “如何规划博士生的研究进展”“如何倾听学生”等。
诺丁汉大学 “指导”系列研讨会 “如何选择研究生”“指导博士生的技巧:建立关系并实践”等。

曼彻斯特大学 “良好指导的基础”研讨会 “如何倾听学生”“如何解决与学生的冲突”等。

  注:以上内容根据文献整理,资料来源于五所案例大学教学中心的官方网站。

  综上所述,英国五所顶尖大学都建立了结构化

的导师培训制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培训

过程具有程序化的特点;二是培训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三是培训内容主要围绕职责、理念和具体技巧而

展开。此外,在英国顶尖大学研究生导师培训的制

度运行中,还蕴含着多机构协同参与的理念:教学发

展中心承担了培训全校导师的重要任务,各学院则

对本学院处于培训中的导师负有监察的责任,并有

权根据培训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其导师资格[13],而这

种多机构协同参与的制度设计理念无疑为其结构化

的导师培训制度提供了保障条件。

二、自助式:美国导师培训制度的突出特征

(一)组织形式:无确定程序且非强制

与英国不同,美国大学在校级层面很少出台与

研究生导师直接相关的文本,[14]也缺乏专门针对研

究生导师的系统培训。笔者对美国五所顶尖大学教

学发展中心所公布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地整合、梳理,
发现在其提供的众多服务项目之中,“定制的咨询服

务”一项大概可视作是其研究生导师的培训项目,而
由各校研究生院所提供的“指导策略包”②作为为数

不多的与研究生导师密切相关的官方文本,亦可视

作是其导师培训的重要内容。从有限的文献来看,
这两项培训内容之间似并无明确的先后顺序,因此

“指导策略包”和“定制的咨询服务”可看作是其为有

需求的导师提供的一揽子菜单式的服务项目,具有

无确定程序的特点。此外,由于美国大学导师培训

的主要负责机构(即教学发展中心)的定位是提供支

持与帮助的公共服务机构,因此,这使得包括研究生

导师在内的全体教师可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培训,也
就彰显了其培训过程的非强制性特点。

(二)培训内容: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1.自主解决常规性问题:指导策略包

“指导策略包”(以下简称“策略包”)作为美国顶

尖大学为数不多的直接与研究生导师相关的文本,
是供导师自行查阅、学习的重要材料。与英国顶尖

大学的《导师手册》有所差别,其中对导师职责的说

明不作为主要内容,即便有所提及也是浅尝辄止,绝
大部分内容是为提高导师指导水平而提供的建议。
如康奈尔大学出台了《指导关系》《成功的导师》等策

略包,对指导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以及一些成功的

做法(优秀导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如何识别优秀的

研究生、如何招收研究生等)进行了介绍和说明。[15]

布朗大学也提供了《高效的指导做法》的策略包,针
对如何与学生交流、如何有差别地指导学生、如何为

学生设定目标和期望等方面,[16]为导师提供了详

细、可操作化的建议。具体来说,策略包的内容与英

国顶尖大学《导师手册》中提供的相关建议内容差别

不大,都基本囊括了导师指导学生的全过程。因此,
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导师若在指导学生中遇到常

规性问题,可以通过自主查阅策略包解决。
2.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定制的咨询服务

“咨询”在各大教学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
官网首页都占据着醒目的位置,同时作为中心提供

的主要服务之一,旨在为全校范围内的教师群体提

供个性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无论其在何时、何地遭遇

到指导过程中的危机事件,都可自主地联系教学发

展中心预约咨询,中心则会及时安排专门人士协助

解决危机问题。笔者通过筛选五所大学所发布的相

关信息,整理出了作为研究生导师可选择的咨询项

目:集体咨询和个体咨询。首先,五所大学都提供了

针对实验室和科研团队的集体咨询项目。以普林斯

顿大学为例,当实验室或科研团队中出现问题,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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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联系中心预约集体咨询项目,预约之后,中心会派

遣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出现问题的实验室或科研团队

进行介入,通过观察、与学生进行沟通,最终提供给

导师解决问题的建议、策略。[17]其次,五所大学也提

供了针对个体的咨询项目,该咨询项目往往也是采

用基于问题的咨询模式。一般来说,美国大学个体

咨询的过程为咨询者先描绘希望解决的问题,之后

与工 作 人 员 进 行 互 动 分 析,最 终 形 成 改 进 性 建

议。[18]以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这两所大

学都明确表示可为教职人员提供与中心的“专家们”
一对一会面的机会,协助他们解决已经出现的问

题。[19-20]除此之外,作为美国首个建立教学发展中

心的高校———密歇根大学更是开展了“优化导生关

系”“如何管理科研团队”“科研团队中的沟通技巧”
等主题的双向研讨会和咨询项目,[21]组织导师与中

心的工作人员就指导问题进行密切的探讨。
因此,美国顶尖大学在培训研究生导师时,以策

略包和可供定制的咨询机制作为依托,通过“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使导师在挑战和危机中得

到发展,快速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具体地说,当导

师面临常规性问题时,可利用“指导策略包”自主解

决,而当“指导策略包”无法满足解决问题的需要时,
导师则可求助于“定制的咨询服务”,获得个性化的

解决方案,在此过程当中,每位导师的培训内容可能

都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在教学发展中心和研究生院的协同

发力下,美国五所顶尖大学开展了“自助式”的研究

生导师培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培训的过

程没有明确的程序;二是培训具有非强制的特点;三
是培训的内容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可以见得,这种

“自助式”的导师培训制度无论从组织形式、培训内

容还是整个制度的运行理念上都与英国顶尖大学的

“结构化”导师培训制度有着较大差异。

三、英美顶尖大学导师培训制度差异分析

(一)导师资格授予标准存在差异:“必须培训”
vs“不作要求”

一般来说,英国大学的教师要想取得指导研究

生的资格,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拥有相应学科领域的

科研实力、合理的工作量、参与导师培训、无利益冲

突等,这也是英国大学授予导师资格时,主要审查的

内容。[22]“拥有相应学科领域的科研实力”通过审查

导师的科研水平,确保其拥有一定的指导实力;“合
理的工作量”使导师有时间指导学生;“参与导师培

训”确保上岗的导师有一定的指导水平、技巧;“无利

益冲突”促进导生关系健康化发展。从这四点要求,
不难看出英国大学对“导师资格授予”的严格把控,
其中“参与培训”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英

国大学“结构化”导师培训制度的建立、发展。
据有关研究指出,美国大学在授予研究生导师

指导资格时,主要是审查其课题、科研经费状况,[23]

“参与导师培训”并不作为审查的标准之一。通过资

格审查的初任导师,只能在导师组中作为联合导师

从旁协助主要负责导师,观察其指导行为,积累指导

学生的经验。而“曾协助主要导师共同指导一名学

生直至毕业”的经历,也是其日后申请担任主要负责

导师的必备要件。[24]因此,美国顶尖大学未将“参与

培训”列为导师资格授予的基本标准,或许是其未建

立如英国般“结构化”导师培训的原因之一。
(二)培训制度确立的动因存在差异:外部力量

的问责vs内部需求的拉动

英国政府以及第三方的教育保障机构等外部力

量,是英国建立结构化研究生导师培训的推力之一。
1996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发布的《哈里斯

报告》就主张高校有义务为导师提供培训。[25]2011
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颁布的《英国高等教育

质量准则》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高校应明文规定研

究生指导的安排、导师和研究生的责任,高校在任命

导师时,应综合考虑其指导能力等。[26]这些政策文

本均强调了高校应注重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能力,并
有义务为导师提供培训。因此,外部力量对于高校

研究生导师制度的问责[22],是英国建立“结构化”的
研究生导师培训的原因之一。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高校教师的培训、进修

不是靠政府行政命令,也不是靠高校硬性规定,而主

要是教师在学校为其提供较好条件基础上的自主自

愿行为。”[27]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高校教师并没

有被强制要求参加培训的先例。自美国第一所教学

发展中心———密歇根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建立以来,
就秉持着服务全校教师的理念,[27]而研究生导师培

训作为教师培训的一部分,同样具备以上特征。因

此,美国大学全体教师自发的培训意愿以及大学始

终秉承的“自由、自治”的治校理念,是其形成“自助

式”的研究生导师培训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从角色理论看导师培训

制度的英美特色与优劣

(一)英国顶尖大学导师培训制度的特色与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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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顶尖大学在培训研究生导师时,历经岗

前入门培训、在职进阶培训两大阶段。“岗前入门培

训”所安排的就是一系列围绕研究生导师职责的文

本学习。在此过程当中,研究生导师通过对导师职

责的官方文本的学习,直接了解并领悟到“社会、学
校对于自身角色的期待和要求,明确学习扮演角色

的意义、效能、情境、清晰度等”[28],从而加快自身对

于导师身份的“角色领悟”。在“在职进阶培训”中,
英国顶尖大学则安排了帮助导师树立正确的指导

观、传授指导技巧的研讨会和工作坊,导师在特定主

题的研讨会和工作坊中,对于指导理念的研讨,能使

导师快速学习到“角色的情感、态度以及行为要

求”[28],从而树立正确的指导观;而对于指导技巧的

研讨,能使导师收获更多的指导策略,从而在今后的

指导实践中游刃有余。因此,“在职进阶培训”促进

了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学习和角色实践,从而加快了

导师角色扮演的进程。

图1 英美顶尖大学研究生导师培训制度分析示意图

笔者认为,英国顶尖大学在导师培训制度的设

计上至少有两点高明之处:第一,其在“岗前入门阶

段”安排了帮助导师明晰自身职责的培训课程,为导

师的角色领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已有研究认

为,“角色领悟的程度越深,角色扮演的效果就越

好”[28],因此,在岗前阶段对研究生导师进行规范

的、系统的“角色领悟”培训,对于导师角色的扮演至

关重要。第二,英国顶尖大学关于导师培训的强制

性做法,有利于在早期消除新任导师的不确定性和

焦虑感,在增强新任导师的个人价值观与学校价值

观的一致性的同时,亦有助于加强导师对学校的组

织认同,进而形成一定的组织秩序。不足之处则在

于英国顶尖大学结构化的研究生导师培训亦可能使

导师“形成固定的角色倾向,使其被动接受工作任务

或角色的要求”[29],且由于其缺乏针对导师的个性

化培训及指导问题的解决途径,故对导师的个性化

需求亦可能有所忽视。
(二)美国顶尖大学导师培训制度的特色与优劣

研究生导师的个体特殊性决定了其面临的指导

问题也有所不同,美国顶尖大学特有的定制的咨询

服务就可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帮助到

每一位面临“挑战”或“危机”的导师。因此,美国顶

尖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在“角色实践”中,利用策略

包和可供定制的咨询机制,通过“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方式,在过程中“不断领悟到社会、学校对于

自身角色的期待,掌握角色的义务、权利、态度、情感

和行为要求,提高角色认知水平,缩短与理想角色的

差距”[28],自主地实现角色领悟、角色学习,改善自

身的角色实践。
美国顶尖大学的上述做法可谓是一把“双刃

剑”。其优点在于:第一,导师可根据自身的指导实

践,按需参与,效率较高。第二,有利于导师“改变以

往的工作方式及角色承担方法,产生新的角色倾向,
容易实现个人价值,促进个性化发展,实现个体创

新”[30]。不足之处在于培训成本较高,亦可能“容易

导致新成员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增加”[30],
且由于其缺乏针对导师职责的培训以及相应的考

核,故可能导致校方无法了解导师对其职责是否熟

知,亦有可能导致一些导师在没有充分准备之时便

遭遇指导危机,或无法提前规避掉一些原本可以避

免的指导危机。

五、本研究的不足、贡献与建议

需要坦诚指出的是,囿于英美大学有关资料的

公开性和详细性程度不高的限制,加之笔者尚缺乏

赴外开展实地调研的机会,故对于英美顶尖大学在

目前的导师培训制度框架下,具体是如何通过相应

的环节和课程内容的细节实现其培训意图的,即其

培训制度设计的真实效果到底如何,目前尚缺乏研

究。但如图1所示,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英美

顶尖大学研究生导师培训制度设计的框架入手,抽
象出了英美两国顶尖大学的导师培训在制度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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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特点———结构化与自助式,并对造成这一差

异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两国在“导师资格授

予标准”及“培训制度确立的动因”方面的差别是造

成两国顶尖大学在导师培训制度设计上存在明显差

异的重要原因。引入角色理论的视角,则为我们初

步分析和比较两国顶尖大学的制度设计优劣提供了

理论前提。
在近年来我国高校因导生关系紧张、冲突频发

而导致的恶性事件不断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加强导

师培训的制度设计来快速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似乎

已迫在眉睫。结合上文对英美顶尖大学有关制度的

初步考察,现对优化我国导师培训制度提出以下三

点建议。第一,构建导师阶段性发展体系,丰富导师

培训内容。我国高校在开展研究生导师培训时可借

鉴英国顶尖大学,有针对性地对岗前导师和在职导

师进行差异化培训。在岗前阶段注重对导师职责的

培训、考核,加深导师的“角色领悟”;在在职阶段注

重对导师指导观念、指导技巧的培训,注意开发符合

我国国情的培训课程,鼓励导师积极参与到课程中

来,促进导师的“角色学习”与“角色实践”,推进导师

培训的常态化建设。第二,转变机构职能,健全咨询

机制。美国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大多坚持以服务为

中心的工作理念,其组织定位以服务职能为主,而当

今在我国高校内,“虽也设有教学发展中心,但其组

织定位尚不明确,大多兼具管理、服务和学术等多方

面的职能”[31]。因此,我国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心可

考虑通过招聘专门的培训师,提高中心的专业性,为
导师提供专门的咨询服务,促进其个性化发展,并为

在导生互动间出现矛盾、危机的导师和学生提供支

持。第三,提高导师遴选标准,推进培训、遴选一体

化建设。目前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在遴选研究生

导师时全面考察其师德师风、学术水平、科研成果、
教学经历、指导效果等各个方面,[32]这无疑是一大

进步,但指导效果的界定及指导能力的评价仍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英国顶尖大学般将“参与培

训”列为导师遴选的标准之一,构建“先培训、后遴

选”的一体化机制,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大学研究生导

师的指导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其指导效果。

注释:

① 教学发展中心:作为英美大学中常设的校级机构,往往由

学校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直接负责,主要任务是为全

校范围内的所有教职人员提供培训、专业发展、咨询等服

务,各校对该机构的命名也不尽相同,除教学发展中心

外,还有教师发展中心、学习与教学研究中心、教学中心、
教学促进中心、卓越教学中心等,虽然名称各异,但职能

相差无几,故本文将以上机构统称为教学发展中心。

② 指导策略包:是美国大学专为教师制定的旨在为其提供

指导建议、策略的官方文本,但各大学对该文本的命名方

式不一,如“指导工具包”“教学和指导策略”“高效的指导

做法”等,故本文将其统称为“指导策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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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TopUniversitiesintheUKandtheUSDesignTrainingforPostgraduateSupervisors?
AninstitutionalstudybasedontopuniversitieswithinRussellandIvyLeague

SHENChao,YANGZhaohao
(SchoolofEducation& ResearchCenterofEducationSciences,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4)

Abstract:Nowadays,thepostgraduatesupervisortrainingis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abilityofsupervisorsand
optimizetheconstructionofsupervisorteamsattheworldfirst-classuniversities.From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aldesign,

thetopuniversitiesintheUKcarryouttrainingsinaprogrammedandmandatoryorganizationformataimingathelping
supervisorsclarifytheirresponsibilities,establishingacorrectconceptofguidance,andimpartingguidanceskills,whilethose
intheUSAcarryoutproblem-solvingorientedsupervisortrainingsinanon-mandatoryorganizationformatwithoutapre-set
program.Generallyspeaking,thedesignsofthesupervisortrainingsystemsatthetopuniversitiesinthetwocountriesare
conducivetoacceleratingrole-playingprocessofsupervisors.Yetspecificallyspeaking,thoseinthe UKaregoodfor
strengtheningtheconsistencyofvaluesbetweensupervisorsandschoolssoastoformanorganizationalorder,butitseemsthe
designsareinsufficientinpromotingpersonalizeddevelopmentandsupervisors'roleinnovation,andthoseintheUSAare
beneficialtoimprovingtheprevious working methodsandrole-playing methodsofsupervisors,resultinginnewrole
tendencies,buthowever,itisnotconducivetoavoidinginadvancetheuncertaintyandanxietyofnewsupervisorsintheir
careerdevelopment.Theauthorsbelievethattorevealthecharacteristics,differences,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
supervisortrainingsystemsattopuniversitiesinthetwocountriesisofgreatthought-provokingsignificancefortheuniversities
inChinatoimprovingtheirpostgraduatesupervisortrainingsystem.
Keywords:postgraduatesupervisor;supervisortraining;topuniversitiesintheUKandtheUS

·79·申 超,等:英美顶尖大学如何设计导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