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士
培养方案改革的思考

国家发展研究院摇 行桂英摇 蒋少翔*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中心)于 1994 年成立,1996 年开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 2008
年北京大学在经济中心基础上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经济中心作为院设机构而继续

存在。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探索,国家发展研究院至今形成了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具自身特

色的博士培养体系,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经济学学者,有的已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初露锋芒。
这一培养体系既是中心各位老师多年来辛勤工作、建言献策、无私奉献的结果,也与中心的各

届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和有益的建议是分不开的,是师生们齐心协力、教学相长的

结果。
在欣慰于成绩的同时,中心的博士培养工作也存在大量需要我们全体师生继续努力改善

的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经济学教育也取

得了飞速的进步,国内外教学科研机构对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苛刻,越来越国际化。 尤其在国

家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成立以来,国发院的博士

培养也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

创新。
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发院的博士培养体系中一些旧有的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而海外

著名高校的培养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参考。 北京大学在新时期“创办世界一流大

学冶的目标要求我们国发院必须将博士培养工作进一步推进,办出自己的特色,培养出更多综

合性的国家发展高级人才。
有鉴于此,2012 年,为使国发院的博士培养更具国际化、规范化和本土化,以期培养出国

内顶尖、国际一流的博士生,我们以国发院现有的博士培养模式为研究对象,选取了欧美、香
港、台湾等十几所名校为主要比较样本,具体到经济学博士培养的方方面面,重点比较了各院

校博士培养计划、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过程、资格考试和学年论文等方面,同时对各样本

中有突出特色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方式方法作了归纳,比较发现国发院现有博士培养体系的优

势与不足之处,制定了新的博士培养方案。

1.博士培养计划比较

综观国内外高校,虽然根据自身院校的特色对博士培养计划目标的要求略有不同,但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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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的学术与科研能力的训练作为培养体系的核心,均对经济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

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通过各院校对培养计划的概述便可发现,国内外院校的博士培养计划都包括了严格的理

论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训练,国外高校尤其注重。 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每周的师生研讨会

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大家提出新的想法和自由讨论提供了便利,并为学生提供了接触一个领

域最新观点和研究的机会。 专题讨论会(workshop)提供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计量经济

学、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国际经济学、经济理论、产业组织与战略发展以及环境经济学方面

的研讨。 学生还参加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并提出自己的研究。 学术讨论会内容涉及微观

理论、应用微观、宏观、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和计量经济学。
麻省理工学院在其博士培养计划中,有对学生参与原创性研究的正式规定。 在第二学年

中,为了完成计量经济学的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准备一篇研究报告。 此外,在前两年,某些课程

会要求学期论文,同时学生可以选择完成一门辅修课程的指导研究,鼓励学生参与感兴趣的研

习会。 通过一般的测验之后,学生会参与到研讨会的周会和他们所研究领域的午餐会。 他们

要在四月五号准备好第三学年的论文。 在第四至第五年,他们需要在全体教员的监督下完成

自己的学术论文。
威斯康星大学注重训练学生在以下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

经济学,同时鼓励学生将他们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 并通过将课程作业、考
试、研讨、独立研究以及最终的博士学位论文结合起来的方式,来实现培养经济学家的目标。

2.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比较

在专业设置上,美国高校普遍是不分专业的,而是有多个研究方向可供选择,有的学校要

求博士生选择两个主要研究方向(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大陆高

校和欧亚、港台地区的院校则有专业的细分,并且不同专业间的培养计划略有差异,差异主要

体现在专业必修课上。
课程设置多与专业设计密切相关,大陆地区的院校基本包括公共必修、基础理论、专业选

修和其他选修等四个部分,不同高校对学分的要求略有不同,但对专业课程的训练都缺少系统

化和规范化,且相对美国和欧洲的院校,专业课程(或选修课程)涵盖的领域和方向不多,授课

形式多为传统的灌输型。 学生选课也并非完全基于兴趣,课堂上互动多的课程反而并不一定

受欢迎,对学术兴趣的培养不够。 这里有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有学生自身的问题。

3.培养过程比较

培养过程一般都包括基础课训练、资格考试筛选、专业课程训练、导师或导师组确认、学年

论文或论文发表、博士论文研究详细计划、专题讨论会、讨论组、学术研讨会等学术科研训练、
博士论文写作与答辩等几个方面。 大陆地区的院校尤其强调了国际化即海外交流访问计划。

比较可见,基础课程训练是基础,专业训练为必须,学位论文则贯穿始终。 美国高校尤其

注重文献阅读和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专题讨论会、讨论组、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极大地丰富了

学生学术兴趣和研究视野,并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多作为必修课的形式加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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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考试设置比较

在资格考试的设置方面,北美高校均设有资格考试,考试科目有的只包括宏观和微观(如
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有的除了“三高冶还包括专业考试(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等),且多为口试,有的强调数理基础(如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

学院),有的则强调了博士论文计划的口头表述测试(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基

本上均有两次机会,且大都在三个月内完成。 欧洲高校虽然没有资格考设置,但也有一定的障

碍设定,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期末考试和英语口试(TSE)的淘汰标准,仍是取得博士学位的

必要途径。
哈佛大学的资格考试为笔试,第二学年后还会进行专业领域的口试。 同样,耶鲁大学资格

考试要求严格,设置灵活:数学、经济学基础扎实者可提前修读高级理论课程;专业资格考试允

许替换一个专业门类;口头资格考试必须在完成一学期系研讨会和论文计划的前提下进行。
现在国发院的博士资格考试只包括“三高冶基本课程,补考在次年或第三学期中;引进专业领

域的口试,既能训练学生讲述的能力,同时又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消化有一定的了解。
相比之下,港台和大陆地区的高校基本都仿照美国的博士培养设置资格考试,但科目也基

本都为“三高冶的考试,对专业课的考试要求者甚少,这也是国内高校对专业培训不够系统化、
规范化的普遍现象的侧面反应;且对博士论文的计划没有口头测试的要求,只有一定的期限规

定,具体实施情况多由导师和学生自己掌握。

5.导师情况与就业去向概述

综观国内外高校,经济学院系都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教授,以全职教师、兼职教师和

客座与访问教师为主要构成。 国内兄弟院校,近年来也注重引入大量有海外经历的专家学者。
就业方面,博士毕业生大部分去了学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也有进入跨国集团、

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等部门的。 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同样要求应当将学术科研放在第

一位。
国内高校的导师情况变化为我们的博士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国发院的博士生大

都会选择国内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如何提高博士生的国际竞争力是我们今后应当重点考虑的

地方。

6.其他特色概述

在比较研究中发现,部分高校尤其是北美地区的高校都有自己的培养特色,有的与国发院

的培养模式类似,有的值得国发院借鉴和思考。 如: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学生每周的课外工作时

间限定在某个范围(20 小时)之内,以确保其有足够时间学习,但前提是经济无忧的。 这对于

以学术为导向的国发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些学生除了助教助研、学生助理等学校或学院

提供的工作机会外,还去银行企业实习,有的甚至同时兼职不止一份实习工作,大大占用了时

间,使得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 限定每周的课外工作时间无疑是一个操作性强的举措,事实

上,现在的博士生补助已经提高,加上优厚的学年奖学金,衣食无忧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不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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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实习方面做出限制,利于学生安下心来做研究、有时间做研究。
南加州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可研究的领域众多,除了传统的经济学方向,经济系还与药学

院共同培养药物经济学(pharmaceutical economics)方向的博士。 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进行融

合,从而使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得到了延伸和推广发展,这与国发院跨学科培养理念相似,为
国发院的博士培养的方向提供了思路。

另外,普林斯顿大学有分阶段的课程考试和学年论文,对专业素质培养和论文写作能力的

提高有很大的帮助;麻省理工学院平均每周都有四五个不同方向的学术研讨会;宾州大学的研

究中心等都为同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机会;斯坦福大学对学生助教岗位的要求丰富了学

生的教学经历,对毕业后的求职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学生从毕业前一年春季开

始准备求职论文及展示,九月份正式开始申请,至次年三月截至,为学生就业提供了便利。 类

似地,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完善的就业服务。

7.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的博士培养方案

总体来讲,国发院现有的博士生培养体系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三高冶+数理+中国经济专

题的教学很扎实、全面,使得学生们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并不缺乏分析问题的基本工具。 导师

与学生的交流也做了最低限定,并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助教和助研岗位,很多形式都与国外没

有太大差异。 但通过比较,依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促使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出了新

的培养方案(如下表)。
国发院直博生项目一般需要 5 年(硕转博 2+3 年),包括经济学基础课程学习和学科综合

考试(即博士生资格考);专业领域课程学习和资格考试,以两门专业课成绩代替,90 分以上为

通过;第二学年论文写作;确定导师组;第三学年论文写作;出国交流;至少修满 46 学分,至少

参加 2 个专题研讨会系列;学位论文写作与答辩等。

附表: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的博士培养方案

学年 课程 /考试 阶段要求 论文要求 备注

1

必修:政治、第一外国语;高级微

观经济学 I、II;高级宏观经济学

I、II;高级计量经济学 I、II;数理

经济学

第二学期末:博士生

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未通过

者有一次补考机

会

2

专业领域(两个):选修专业课程

(至少两门,成绩逸90)。
确定学年论文指导教师,参加论

文指导老师组织的研究生研讨

会:每学期参加专业领域 work鄄
shop,在论文指导老师指导下进

行第二年学年论文研究。

专业领域资格考试

完成第二学年论文写

作,在春季期末答辩。
答辩有至少 3 位老师

参加。

论文要接近在《经济

学季 刊 》 发 表 的 要

求。

未通过答辩者奖

学金减半,再次答

辩通过后恢复,最
晚答辩时间为第

三年秋季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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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年 课程 /考试 阶段要求 论文要求 备注

3

专业领域(两个):继续专业课程

学习。
出国交流:可选。 出国前必须完

成第二学年论文。
每学期参加同领域研究生研讨会

(workshop)。
确定学年论文指导教师,参加论

文指导老师组织的研究生研讨

会:在论文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

第三年学年论文研究。 出国同学

由国内导师和国外导师共同指

导。

继续完成专业领域资

格考试。
用英文完成第三学年

论文写作,在春季期

末答辩。 答辩有至少

3 位老师参加。 出国

交流的同学回国后尽

早报告,不晚于回国

后 2 星期。

论文要接近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 发

表的要求。

未通过者奖学金

减半,再次答辩通

过后恢复。 最晚

答辩时间为第四

年秋季期末。

4

开始博士论文

确定博士论文导师委员会(至少

3 位老师组成,一位委员会主席)
每学期参加博士导师老师组织的

研究生研讨会(workshop)。

秋季学期内完成开题

报告。

开题报告须包括一篇

已经完成的论文和经

过论证可行的第二、
三篇论文的大纲。

未通过者奖学金

减半,再次答辩通

过后恢复,最晚开

题报告通过时间

为第四年结束之

前。

5+
完成所有课程要求(英语、政治

课除外至少 46 学分)。
完成学位论文写作、
评审及答辩

毕业论文由三篇相对

独立但是有关联的论

文组成组成。 要求每

篇都能够在国际期刊

上发表。

申请论文答辩前,
最好有 2 篇研究

论文在国外或国

内核心期刊发表

( 不 做 硬 性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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