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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research ability and creative ability decide the educating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Then, it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ree aspects: state, school and graduate student individual. Furthermore, the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esearch ability and creative abi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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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研究生的教育质量，进而以会计学研究生培养为例分析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从国家、学校和研究生个人三个层面研究影响我国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因素，
并进一步提出提升我国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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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讨论一直是社会高
度关注的话题。2014 年 3 月初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有关“现在研究
生和以前的中专、大专生没有什么区别”的言论更是激起社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广泛争议。早在 2005
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
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
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被称之为“钱学森之问”[1]。如何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
决定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根本要求。
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的重要学科，会计学研究生是我国硕士研究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会计学研究
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现状同样令人担忧。本文的研究生指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研究生科研能力是指研究生
在各科学领域进行旨在探究真理的普遍理智创造活动所需的能力。简言之，指研究生顺利完成科研活动
任务所需的能力[2]。根据相关的测试检验，研究生综合科研能力结构要素按重要程度由大到小排在前 5
项的能力以次为创新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资料收集与处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其中，
创新能力最为重要。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具有高水平科研创新能力的会计人才是市场经济必不可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处于会计人才培养顶层的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更是重中之重。理论界主要
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导师队伍的建设等方面研究该问题，对于针对会计学专业的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
研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研究会计学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制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因素分析
2.1. 国家层面
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社会可提供给研究生毕业生的职位数量下降。由于受国内外经济
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尤其是吸收大量就业的民营企业更是受
到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尚未完全完成，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的制造业仍占很大比
例，对于研究生需求量大的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数量还不占大多数。这对于原本就已经严峻的就业形
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局面对于具有高学历的研究生来说更为不利，对于会计学研究生的影响也是
不言而喻的。会计学研究生从入学时起就不得不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压力，必须时时刻刻考虑自己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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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而对于在就业市场上的作为会计学研究生的求职者来说，具有应用性和专业性很强
的证书要比具有科研创新能力更受就业市场的青睐。因为，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更加注重应聘者能为企
业带来直接的价值，企业家更在意现在可获取的实际利益。由于科研创新能力一方面无法通过直观的数
据指标来量化；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虽然从长远来看具有较高的科研创新能力的人才对于企业在
攻克难题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雇主在寻找合适的人才时更多的是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
题出发，而这对于一些具有专业性很强的证书如注册会计师证书的毕业生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这
就造成大多数的会计学研究生在入学后，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考取各种专业性证书上，用在科研
创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这直接导致了会计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积极性不高，科研创新能力不强的局
面。

2.2. 学校层面
学校无疑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提升人才科研创新能力的主要执行者。对于我
国来说，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强，学校教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中国的学生长期以来接受应试教育。在小学、中学和高中阶段本应是培养学术创新能力的重
要阶段，但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要面临巨大的考试压力，只能重复的进行应试考试科目的学习，而学校为
了提高升学率更是视学生的学习成绩为生命线，这就造成了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以考试分数为唯一评价标
准的教育教学评价模式，对于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投入太少，这严重的影响了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科
研创新能力[3]。许多在学术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大都是在自由宽松的具有创新性思维的氛围中成长
的，而这恰恰是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所缺少的。对于会计学研究生来说，科研创新能力绝非一日之功，
创新性思维的培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重大的会计理论的突破需要创新性思维。
其次，我国的大学教育由于专业划分较细，以就业为导向，会计学的课程体系偏重于会计技术的学
习，对于一些其他的基础课程如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等科目虽然开设，但重视度不高。由于专业知识结
构和能力结构的不合理搭配导致了培养出的人才过于专门化，学生的基础理论功底薄弱，这严重制约了
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会计学的研究往往需要借助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寻找创新的思路更是
离不开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近年经济管理类学科的研究趋势，纵观一些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得者来看，大都是由于在多学课的交叉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取得突出的贡献。这于
这些理论研究者来说，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再次，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存在很多制约学生科研能力提升的因素。第一，我国研究生的录取考试
还是应试教育的模式。我国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考试采取国家统一考试的方式，对于考取会计学研究生
来说要进行四门课程的考试，分别是政治、英语、数学、专业课。除少数的推免生外，大部分的学生要
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就要进行这四门功课的学习以备考。对于前三项来说，是基础性的课程，良好的道
德修养和政治素质，英语能力和数学基础是研究生必备的基本条件。但综合各大高校会计类学术型研究
生考试的专业课的考题来看，大多数考察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对于一个想要考取专业课高分的学生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反复的把指定教材的知识点熟练掌握，这又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怪圈。这些专业课试题中对
于科研创新能力的考察很少，这使得我国的会计学研究生在入学前的备考中很少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为
导向，这也造成了我国研究生科研能力有待于提高的现状。
第二，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实际上采取的是“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对于会计学研究生来说，
在入学考试阶段面临激烈的竞争，各大高校对于研究生的录取也是相当的严格。但是，当进入研究生学
习阶段后，学校对研究生的要求相对宽松，研究生只需要完成相应的课程和毕业论文以及其他的基本条
件就可以顺利毕业，而对于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要求很少，这就造成科研创新能力并非研究生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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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条件，很多研究生就没有科研创新的压力，因此对科研创新的精力投入便很少。
第三，我国高校缺少对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评价和激励机制。首先，科研创新能力的衡量方式
有很多，比如完成科研项目的数量、论文的公开发表的数量、所发表期刊的档次等。但是如何把这些指
标综合起来以反映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很多高校面临的难题。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能力评
价体系，对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激励机制也必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评价和激励机制低效运行的条
件下，研究生缺乏科研创新的激情和动力。

2.3. 个人层面
第一，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许多取得卓越成绩的学者都经
历过艰苦的长期的磨练过程，只有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才能换来那百分之一的灵感。现在的研究生大
多是 80 后、90 后，他们在父辈的宠爱和呵护下长大，加上当期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对于要付
出艰苦努力的科研创新工作望而却步，缺乏挑战困难、突破自我的勇气和魄力。
第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要经过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而依靠科研创新能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实现
自身价值更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在没有取得成就之前保持甘于平淡的心态。在
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少部分的研究生能够拒绝外界的诱惑，愿意为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付出较
多的努力。
第三，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以丰厚的知识理论体系为前提的。当前的研究生更多的喜欢快餐式的
知识，而对于理论性强的经典著作不感兴趣。对于经济管理类的研究学者，必然要熟读一些经典著作，
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于会计类研究生而言，除了要通
读这些基础性的理论经典外还需要研究像瓦茨的《实证会计理论》等这类会计学经典著作。然而，现在
很少有研究生对其进行精心的研读。这样，理论基础不扎实也严重制约了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进一
步提高[4]。

3. 提升我国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思路与建议
1) 国家应继续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继续采取“保
就业，稳增长”的方针，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就业科研岗位。同时，国家应规范就业市场，采取积极的
措施鼓励用人单位录用具有较高科研能力的研究生。加大对高校的科研经费的财政投入，完善高校评价
机制，把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纳入高校评价体系，对于在科研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高校给予相应
的奖励，完善科研创新激励机制。
2) 对于学校来说，重要的是加大对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考试
科目的考核内容上，加大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考试力度，选拔具有科研创新精神和潜质的学生接受研
究生教育，从源头上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完善相应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制定一些硬性的评价指
标，改变过去研究生培养中的“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大基础课程在整
个课程体系中的比重。美国就十分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学习，强化基础训练。麻省理工学院和加
利福尼亚大学等著名院校，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都充分体现出强调基础理论学习的特点，硕士研究生第
一年的学习一般不开专业课。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的硕士课程设置中基础学科已达到 50%，专业
学科占 20%到 30%。同时，完善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激励机制，鼓励研究生科研创新。
3) 对于研究生个人来说，要认识到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升个人的科研创新
能力上，努力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培养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研究精神和勇于超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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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时，有意识的多读经典学术著作，丰富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注重多学科
知识的学习。对于会计学研究生来说，要通读一些经济类、法律类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这对于提升
科研创新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4. 结语
提升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不仅关系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更关系到国家的科研实力和综合国力的
提升，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国家、高校和研究生个人都应该高度重视研究生科研能
力的提升。目前，国家取消研究生公费制度，采取新的研究生奖助政策，这有利于激励研究生珍惜机会、
潜心学习和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直接促进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相应的配套制度还需继
续完善。提升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需要国家、学校及个人有计划、有步骤
的采取实际行动，锲而不舍，逐渐形成促进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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