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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博士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生产教授”即培养

学科接班人。 然而，随着博士教育规模扩张和教师职

位数量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流向学术界外部或

从事非学术职业［1-2］。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高校等学术

部门虽然是博士生的首选职业目的地 ［3］，但最终能够

进入高校的比例相对较低［4］，企业等非学术部门的就

业比例则不断增加［5］。
就业多元化背景下，博士生的目标、职业准备和

实际能够获得的职业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以学术训练

为核心的博士教育，使得博士毕业生对学术部门外部

的职业缺乏必要的准备［6］。 而大学提供的资源也主要

面向有志于学术职业的博士生 ［7-8］，由此也加剧了博

士毕业生就业准备不足。知识经济时代博士教育的价

值毋容置疑， 但鉴于博士毕业生就业模式的变化，博

士毕业生就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博士生就业偏好和就业结果，

但对就业过程及职业准备状况的分析相对不足。本研

究利用人文社科博士毕业生的国际调查数据，从以下

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通过博士入学动机、职业期

望与实际就业结果之间的对比及匹配状况，间接评估

博士毕业生就业准备状况；二是通过博士毕业生对职

业准备的主观评价，衡量博士毕业生职业准备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文献回顾

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博士毕业生面临

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难以获得稳定的学术职位［9］。 越

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不得不从事临时性的博士后职

位，以便等待学术职业机会［10］，或者干脆离开学术界。
换句话说， 博士生在从研究生院到就业市场的过程

中，不再一帆风顺，有时因缺乏相应的准备而充满焦

虑和压力。
在人文学科领域，那些毕业后从事非研究工作的

博士毕业生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职业准备 ［11］。 Rudd 等

人针对美国社会科学博士毕业生的调查也表明，相比

于对学术研究和学术职业的支持，他们认为学校和导

师对非学术职业的支持是不够的［12］。即使是理工科领

域，具有非学术职业目标的博士生从他们的导师和系

所获得的支持较低，更不用说从他们的导师或其他教

员那里寻求建议［8］。 这意味着具有非学术职业兴趣的

博士生在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障碍。此

外，即使选择留在学术部门，作为新教师的博士毕业

生，有一半的人认为研究生院没为他们的教学提供良

好准备［13］。换言之，传统的博士教育内容、目标与博士

生的现实需求之间不匹配。
这些问题引发了对博士教育的广泛讨论，并要求

对其内容、结构和过程进行调整，以便提供能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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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端人才。一些学者提

倡教育机构应该重视以往所忽视的就业能力，如通过

研讨会和相关课程为博士生提供通用或可迁移技能

的培养。 因为传统的博士教育内容过于狭窄，使得博

士毕业生所拥有的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尤其是产业

部门所需技能存在差距或不匹配［14］。 不过，博士毕业

生加强通用技能培养的理念引起很多争论，认为它与

促进知识进步的初始目标相矛盾［15-16］。 于是另外一些

学者提出了整合的思路和方案，即把帮助博士生做好

职业准备融入到原有的博士教育目标之中［17-18］。 他们

指出， 尽管职业技能的养成不是博士教育的主要目

标，但博士生职业能力的养成应该成为博士教育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博士生的技能发展与其所处的

社会文化背景是高度相关的。 因此，帮助博士生做好

能力训练和职业准备，除优化各种学术行为和活动之

外，还需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arrangements），包括各

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资源和规则。这种综合的

思路代表了对博士生教育目标的拓展，并对博士教育

和职业准备的观点产生了影响。
在调整完善博士教育目标和内容之外，一些研究

也指出需要为博士生提供应有的就业支持和服务。导

师、 校友和学校职业发展中心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
应该协调努力扩大博士生职业选择范围，向博士生介

绍包括非学术职业在内的更丰富的职业图景［2］。 以便

帮助博士生更好地了解他们未来的职业机会，并鼓励

他们在博士教育的早期阶段就开始进行职业规划和

职业准备。
二、入学动机、就业期望与实际就业

本研究数据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人文学科

研究生教育与学术替代性职业调查”。 调查范围覆盖

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东亚、北

美和欧洲地区的十几个国家， 包括人文 （如英语、历

史、艺术史）和社会科学（如教育、政治、社会学、经济

学、心理学）领域的博士与硕士毕业生。内容包含入学

动机、职业理想、目前的就业状况及对职业准备状况

的满意度评价等，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数据支持。
基于伦理和隐私考虑，性别、出生年份和国籍（种

族）等人口学特征由被调查者自愿回答①。设计者可能

认为这些信息对于主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此部分数

据也没有向社会公布。这使得笔者无法确切知道样本

的国籍、性别等分布状况。虽然存在局限，但笔者依然

希望能够通过核心内容的分析，获得关于人文社科领

域博士毕业生就业类型及职业准备状况的重要信息，
为后续更为严谨的研究打下基础。 初始样本为 768
份，根据研究目的，排除硕士毕业生等样本，符合研究

需求的样本量为 462 份。 其中，大约有 83.5%博士学

位获得者毕业于知名的研究型大学。 2000 年以前毕

业 的 博 士 占 24.7% ，2000—2009 年 毕 业 的 博 士 占

49.1%，2010 年及之后毕业的占 26.2%。
（一）追求博士学位的动机与职业期望

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是复杂的，一般包括职业流

动、个体发展和随大流等。 已有研究通常将博士生入

学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相对于获得经济回

报而言， 内在动机主要在于对学术活动本身更感兴

趣。 既有研究发现入学动机是多元的或是混合的［19］，
但各个动机或因素的影响程度缺乏分析。

本研究数据针对“以下原因对您攻读博士学位有

多大程度影响”进行了调查，选项包括“没有影响”“影

响不大”“有一些影响”和“有重要影响”四个程度。 从

表 1 的数据结果可以发现，“个人发展”是大部分人选

择攻读博士学位最主要的原因， 其他影响较大的因

素，依次是“成为大学教授”“增加职业机会”“学术探

索”等。 其中，“成为大学教授”对 48.5%的人“有重要

影响”，对 23.1%的人“有 一 些 影 响”，两 者 之 和 达 到

71.6%。 由此可见，人文社科领域博士生入学动机主

要还是追求自我发展的内在动机，如个人发展、学术

探索，以及为从事学术研究做准备等。

调查追溯了博士生入学时期望从事的职业。按照

偏好排序，从表 2 可以发现，有 83.7%的人希望能够

找到终身教职岗位（tenure-track professor），其他期望

从事的职业依次有图书馆员或文化遗产专业人士、非

终身制的大学讲师或研究人员、 非营利机构人员、作

① 有关调查及数据详细介绍请参见 https://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34938。

表 1 博士生入学动机（%）

没有影响 影响不大 有一些影响 有重大影响

个人发展 3.7 5.0 27.1 64.2
成为教授 17.2 11.2 23.1 48.5

增加就业机会 16.0 14.9 28.3 40.9
学术探索 13.1 10.3 37.7 38.9

获得研究能力 11.6 15.7 39.3 33.4
工作需要 42.1 14.3 16.8 26.9

探索特定的项目 25.0 22.1 26.9 26.0
改变职业 58.8 13.2 11.0 17.1

获得教学技能 32.0 24.3 27.0 16.6
获得更高薪酬 30.0 25.9 27.6 16.5
追随某位导师 34.7 27.0 24.9 13.4

延迟就业 64.3 15.6 14.3 5.8
其他 51.4 1.4 8.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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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使是没有教授身份、兼职、固定期限合同或自由职业者（有效样本 109 个），他们的工作内容也有 54.1%涉及教学，76.2%涉

及科研。

家或记者、政府机关行政人员、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私

营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或创业。
由此可见，高校学术职业是人文社科博士首要的

职业偏好。这与其他研究发现博士生尤其是人文社科

博士生更倾向于学术职业的结论一致［11］［14］。 而且，在

期望从事终身教职岗位的样本中，大部分的想法或意

愿都是明确的。其中，“相当确定”想从事学术职业（终

身教职）的占 40.8%，“完全确定”的占 41.7%，两者之

和达到 82.5%。
（二）实际就业类型

尽管学术职业是博士生入学时的首选，但等到毕

业找工作的时候，真正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比例略

有下降，最终实际获得学术职位的比例更低。其中，有

63.2%的博士毕业后进入学术就业市场求职，相比期

望从事终身教职岗位的比例大约下降了 20 个百分

点。 而在进入学术就业市场求职的这 292 人中，仅有

52.4%获得了学术工作机会， 且有一半以上即 27.1%
是非常任轨，41.4%的人没有得到学术岗位机会。 这

意味着，尽管职业偏好可能预示着实际的职业，但并

非所有博士生都能够在他们最喜欢的部门找到工作。
这一结果与 Kyvik 和 Olsen 利用挪威 2002—2005 年

博士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发现有志成为教职员工的

人数大于实际在该部门找到工作的人数的结论是一

致的［11］。 于是，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期望与实际就业之

间存在冲突和张力，对学术职业具有强烈偏好的博士

生也可能进入产业部门或其他非学术职业。

从有效调查样本来看（见表 3），目前拥有终身教

职 （with tenure） 的比例为 55.8%， 常任轨 （tenure-
track） 全 职 工 作 身 份 的 比 例 为 7.3%， 两 者 之 和 为

63.1%。 其他的非教授身份、兼职教师、固定期限合同

或自由职业者的比例达 27.5%。 这说明，即使在毕业

一段时间后，依然有很大部分的博士无法从事自己所

期望的工作，甚至是没有工作（6.1%）。 正因为如此，
部分正在就业的博士毕业生正在找工作，使得正在寻

找工作的比例占到 25.5%（含失业）。 说明部分博士毕

业生对目前的工作不是太满意或是合同快到期，如

69.2%的非常任轨、41.4%的自由职业者正在找工作。

同时，调查询问了当前工作是否涉及任何形式的

教学、科研，从表 4 就业样本的结果来看（n=387），人

文社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大多从事与教学或科研相关

的工作。 其中，52.7%的博士毕业生的工作与教学相

关，68.7%的人其工作内容与科研相关。 仅有教学而

没有科研的比例为 15.0%，仅有科研没有教学的比例

为 31.0%， 而 工 作 内 容 同 时 涉 及 教 学 和 科 研 的 占

37.7%①。 此外，有 64.6%的人在当前职位以外兼职从

事教学或科研（论文发表）等相关工作。 不过，依然有

16.3%就业样本（63 人），其工作内容既没有教学也没

有科研。 不管怎样，就业样本中有 31.3%博士不再从

事科研工作 （121 人）， 再加上目前没有工作的样本

（25 人）， 共计超过 1/3 的博士样本没有从事学术工

作。 这一结果与 Passaretta 等人对意大利博士毕业生

就业类型的分析一致［20］。 他们针对意大利 2008 届博

士毕业生毕业 5 年后即 2014 年的就业状况的分析表

明，仅有 66%的博士毕业生工作内容涉及科学研究，
其中在学术部门（大学）和非学术部门从事研究工作

的比例分别为 29%和 37%，其他 1/3 的人则从事与研

究无关的工作或是没有工作。 由此说明，不管是从身

份还是其工作内容来看，人文社科博士生无法完全实

表 2 期望从事的职业

注：本题为多选，有效样本为 417 个，另外 45 个样本为
缺失值，没有做任何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教授（常任轨） 349 83.7

图书馆员或文化遗产专业人士 52 12.5
非终身制的大学讲师或研究人员 49 11.8

非营利机构专业人员 49 11.8
作家/记者 44 10.6

政府机关职员 34 8.2
大学行政管理人员 27 6.5

私营企业员工 26 6.2
自由职业/创业 26 6.2

中学教师 15 3.6
学术顾问 13 3.1

技术开发人员 8 1.9
小学教师 2 0.5
军队职员 0 0.0

其他 41 9.8

表 3 博士毕业生目前的就业状况

频数 百分比/%
终身制全职教授 230 55.8
常任轨全职教授 30 7.3

自由职业 29 7.0
失业 25 6.1

固定期限合同就业 20 4.9
兼职就业 17 4.1

全职而非常任轨教授 13 3.2
其他 48 11.7
总计 4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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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博士教育对职业的重要性及职业准备情况（%）

注：表中数字为有效样本计算得到的百分比。

教学工作
（n=52）

科研工作
（n=114）

教学科研工
作（n=135）

非教学科研
工作（n=62）

总计
（n=363）

对职业
的重要

性

毫不重要 5.8 3.5 1.5 11.3 4.4
有些重要 21.2 8.8 6.7 9.7 9.9

重要 46.2 44.7 26.7 43.6 38.0
非常重要 26.9 43.0 65.2 35.5 47.7

职业准备
是否充分

是 67.3 77.2 82.0 71.4 76.5
否 32.7 22.8 18.1 28.6 23.5

表 6 是否某些方面准备不足（%）

注：缺失样本 104 个，表中数字为有效样本计算得到的百分比。

教学工作
（n=52）

科研工作
（n=112）

教学科研工
作（n=132）

非教学科研
工作（n=62）

总计
（n=358）

是 57.7 60.7 62.1 51.6 59.2
否 42.3 39.3 37.9 48.4 40.8

涉及教学
涉及科研

总计
是 否

是 37.7 15.0 52.7
否 31.0 16.3 47.3

总计 68.7 31.3 100.0

表 4 工作类型（%）

表 7 对以下职业准备来源的评价（%）

注：表中数字为有效样本计算得到的百分比。

没有相
关服务

没有
采用

毫无
帮助

不太有
帮助

有
帮助

很有
帮助

社会网络 4.2 9.5 5.3 14.5 31.0 35.5
导师 3.0 2.2 18.9 28.7 24.9 22.4
同学 0.3 1.9 10.1 25.1 41.4 21.2

非学术职业人员 20.5 17.2 4.4 9.3 28.1 20.5
其他教师 2.7 2.4 12.0 28.0 35.3 19.6

往届毕业生 9.0 10.1 8.4 20.4 33.5 18.5
第三方服务（高校） 18.0 26.5 11.3 13.8 18.3 12.1
外部的职业沙龙 30.3 22.4 11.2 19.4 11.5 5.2

职业咨询机构 10.7 36.2 25.5 15.9 9.6 2.2
本部门职业沙龙 34.8 9.5 14.1 22.8 16.8 1.9

第三方服务（社会） 26.2 49.1 14.4 6.0 2.6 1.7
校友服务 19.1 40.4 26.0 9.8 3.5 1.1

招聘会 28.4 37.6 24.6 8.3 0.3 0.8
其他 14.3 40.5 2.4 4.7 16.7 21.5

现自己的学术职业抱负。
三、博士毕业生职业准备及满意度评价

（一）博士教育的重要性及其职业准备程度

尽管博士学位对职业成就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博士阶段的学习和培训显然也是不足的。 从

表 5 的结果看，一方面，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大部

分认为获得博士学位对取得职业成功是“重要”或“非

常重要”，尤其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样本，比例高达

91.9%。 事实上，博士阶段专业知识和科学方法的训

练，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前提基础。另一方面，尽管

如此，博士阶段的训练并不能使得博士学位获得者能

够完全胜任工作。当人文社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开始进

入岗位的时候，总体有 23.5%的人认为博士教育并不

能使得各方面的职业准备都非常充分。尤其是对于非

学术职业，如教学、与教学科研都无关的工作，分别有

32.7%和 28.6%的人认为博士项目培训对于工作要求

或职业准备是不完备的。 这些结果表明，即使接受最

高程度的学校教育并拥有最高学位， 进入就业市场

后，至少在工作中的某些方面依然感到准备不足。

表 6 的结果显示，有 59.2%的人认为对工作的某

些方面或某些工作任务感到毫无准备。 事实上，不仅

是人文社科专业，即使是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的自然

科学领域（STEM）的博士生，他们面对就业多元化和

职业生活的复杂性，也是缺乏充分的准备［21］。 原因就

像上文指出的那样，博士生本身的动机、偏好，以及学

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院系的资源等都是以学术研究

为中心的。 博士生不仅对非学术职业缺乏准备，对教

职工作当中的教学、学生管理也可能准备不足［13］。 从

以往的研究来看，这些准备不足，既有能力与岗位需

求不足或不匹配的问题，也有价值观念、心理准备不

充分的问题。

从博士教育期间所经历的职业准备情况来看（见

表 7），在博士生可得的职业咨询方面，比较有帮助的

来源是自己的社会网络、导师、同学、非学术职业人

员、其他教师、往届毕业生等。不可得或没有采用的来

源，包括本部门内外的职业辅导沙龙、职业服务机构

或校友服务等。 这些结果表明，博士生尤其是定位于

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由于无法从他们的导师或所在

的部门获得支持，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并寻求其他方

面的资源，如同学或其他非学术职业人士的建议和支

持，以便帮助他们更顺畅地进入非学术就业市场。

（二）非学术或替代性职业准备及满意度评价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大学 1/3 的人文社科博士学

位获得者最终无法从事学术工作，需要在学术部门之

外寻找就业机会并做好相关的职业准备，但从表 8 可

以发现，54.0%的博士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从

事非学术性或替代性学术职业 （alternative academic
career）的建议或培训。即使是那些最终从事教学以及

与教学科研都无关的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也同样有超

过一半的人， 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职业培训或咨询服

务。 而从接受过相关建议或培训的来源来看，主要是

本单位外部或本单位从事非学术性工作的员工，其他

学生（如以往的毕业生或同学）、 导师和资深教授，以

及外校教师。
其 中， 在 传 统 的 博 士 生 支 持 机 制 方 面， 仅 有

12.8%的博士生获得导师的职业建议，而向其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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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是否以及从何处接受非学术性职业的咨询指导服务（%）

注：此题为多选，每一列的数字之和不等于 100%。

教学工作
（n=53）

科研工作
（n=114）

教学科研工
作（n=132）

非教学科研
工作（n=73）

总计
（n=374）

没有此类服务 60.4 50.0 54.5 56.2 54.0
外单位非学术员工 15.1 27.2 12.9 20.5 19.0
本单位非学术员工 11.3 13.2 22.0 16.4 16.6

往届毕业生 7.5 20.2 12.1 8.2 13.1
导师 7.5 17.5 13.6 8.2 12.8

本单位资深教授 7.5 15.8 14.4 8.2 12.6
博士生同学 5.7 15.8 12.9 8.2 11.8

外校教师 7.5 11.4 9.8 5.5 9.1
其他 15.1 7.9 6.8 8.2 8.6

父母/家庭成员 7.5 9.6 7.6 8.2 8.3
本单位初级教师 7.5 9.6 3.8 5.5 6.4

职业咨询机构 3.8 7.0 5.3 5.5 5.6
本单位临时教员 0.0 4.4 3.8 4.1 3.5

外部顾问 1.9 1.8 1.5 1.4 1.6

表 9 非学术性职业准备满意度评价

频数 百分比（%）
很不满意 154 42.2
不太满意 71 19.4

一般 92 25.2
满意 32 8.8

很满意 16 4.4
总计 365 100.0

寻求职业建议的人数则略少。 这与 Clair 等人针对生

物医学专业博士生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8］。 他们发现

职业导向为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难以从他们的导师

和其他教员那里获得建议和支持。可能的原因是导师

倾向于鼓励自己的学生走学术路线，不仅因为这是导

师自己喜欢的，而且也是他们最了解的职业，自然难

以提供非学术职业的咨询意见。虽然一些博士生寻求

同学、往届校友和家庭的支持，但很少有人利用职业

咨询机构获得有关非学术职业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

是，约 36%的博士生曾与非学术职业人士（包括本单

位和外单位）咨询讨论过职业问题。 虽然还不确定这

些资源的效果如何，但它确实表明，一些博士生在导

师和其他教师之外， 积极寻求与其职业相关的资源。
尚不清楚的是，博士生寻求这些替代资源的动机是由

职业兴趣、缺乏正规资源还是其他因素驱动的。不过，
可以预见， 由于博士生常年处于相对封闭的大学环

境，甚至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大部分不了解学术界外

部的工作环境且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这需要引起教

育部门和教育机构的关注。
正因为难以获得有效的咨询服务，博士毕业生对

于所接受的非学术性或替代性学术职业的咨询服务，
满意度评价相对较低。 （见表 9）其中，很不满意、不太

满意的占比分别为 42.2%和 19.5%，而满意或很满意

的比例仅分别为 8.8%和 4.4%。 由此可见，虽然学术

界（即学术研究）仍然是博士生的首选职业目的地，但

部分可能很难找到能够确保终身稳定的学术性工作。
学术界之外的其他职业不再是“另类”，而是越来越成

为常态。 意识到这一点，非学术性职业也应被视为同

等重要和值得考虑的机会，应该加强这些方面的职业

咨询和指导服务。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发现与结论

本研究利用人文社科博士毕业生国际调查数

据， 重点探究博士生培养期间和求职过程中的职

业准备情况，以期为完善博士培养机制提供参考，
并使博士教育发展能够与国家创新发展体系对人

才的需求相匹配。
研究发现，学术职业依然是博士生的首选，但实

际能够获得学术工作尤其是终身教职的比例远低于

职业理想。“个体发展”等内在因素是攻读博士学位的

主要动机，83.7%的人期望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即成

为大学教授。 然而，毕业后最终进入学术市场进行求

职的博士仅有 63.2%，相比期望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

大约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 而在进入学术就业市场求

职的博士毕业生中， 仅有 52.4%获得了学术工作机

会，且有一半以上即 27.1%是非常任轨。 从调查时的

工作任务和内容来看，接近 1/3 的博士毕业生不再从

事与科研相关的工作。 这意味着，即使在毕业一段时

间之后，依然有很大部分的博士无法从事自己所期望

的工作，而不得不选择其他替代性工作。
就职业准备而言，尽管大部分认为博士学位对职

业成功“重要”或“非常重要”，但博士阶段的训练和职

业准备是不足的。 总体来说，有 59.2%的人认为对工

作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工作任务感到毫无准备。在职业

咨询指导方面， 比较有效或有价值的是社会网络、博

士生同学、其他教师、往届毕业生、非学术职业人员、
导师等。 尽管大学 1/3 的人文社科博士学位获得者需

要在学术部门之外寻找就业机会并做好相关的职业

准备，但 54.0%的博士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从

事非学术性或替代性学术职业的建议或培训。博士生

尤其是定位于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必须更多地依靠

自己并寻求其他方面的资源，如同学或其他非学术职

业人士的建议和支持，以便更顺畅地进入非学术就业

市场。 正因为难以获得有效的咨询服务，博士毕业生

对于所接受的非学术性或替代性学术职业的咨询服

务，满意度评价相对较低。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结果来自于一个国际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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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项目，这有助于了解博士毕业生就业与职业准备状

况的普遍性，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博士毕业生

就业市场和高等教育规模存在差异， 而限于样本数

量， 无法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不过，基于中国文化情景下的研究也发现，博士毕业

生到高校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越来越低。而且随着博

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和高校专任教师队伍渐趋稳定，以

及政府、企事业单位需求的扩大，中国博士毕业生的

职业道路将变得更加多样化。 因此，本研究对于确保

继续进行严谨和创造性的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并

期待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共同重视和关注博士生就业

与培养问题，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做出新

的贡献。
（二）政策建议

当前就业市场条件下，学术岗位数量跟不上博士

生规模增长速度。博士生不能再被视为学术职业的预

备或早期阶段，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必须寻求其他

替代性职业。 事实上，博士人才可以为不同类型的雇

主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博士毕业生需要接受这样的现

实，职业机会不再限于教学科研工作，也不应该将没

有获得教职视为“失业”或“失败”。 但本研究表明，博

士毕业生对学术界外部的职业不太了解或没有做好

充分准备。虽然博士生自身应为其就业和职业选择负

责，但教育机构有责任为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

支持。
一方面，优化拓展博士教育的目标和功能，持续

深化博士生培养机制和模式改革， 着力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高端人才。 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对知识创造和创新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产业部门对博士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在供需结

构转型背景下，博士毕业生仅仅拥有高深专业知识是

远远不够的，更需要能够在不同职业和环境中转移和

应用这些技能和知识。在改变目前单一的学术型博士

培养模式，大力发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同时，必须

以统筹提高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为目标，调整完善学

术型博士教育。 事实上，学术研究能力和通用性的职

业能力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

的。 学术职业既需要创新能力，也需要包括教学在内

的广义的沟通表达、团队合作等可迁移技能。 即使是

学术界外部的职业，鉴于科学研究已经渗透到各行各

业，博士毕业生也需要具备相应的科研创新能力。 因

此，技能的培养应成为博士教育的组成部分。 这就要

求研究生院或培养单位，采用更结构化的模式对博士

生进行研究训练，并传授可迁移技能，以便更好地为

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企业及政府公共部门就业做好

准备。
另一方面，强化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关联性，融合博士生学术训练与职业准备。如前所述，
根据目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大学里的大部分资源旨

在为学术职业提供训练和准备。考虑到实际进入学术

就业市场并获得学术职业的博士毕业生与预期存在

较大差距，导致大量学生缺乏相关的支持和准备。 尤

其是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博士毕业生来说，
他们相比理工科的博士生与产业部门的联系更少，从

学术界转入非学术性劳动力市场的跨度和难度更大。
事实上，无论什么类型的就业，教育机构都有明确的

责任和义务为所有学生的职业需求提供帮助。 因此，
在开设专业课程的同时，需要为博士生提供职业生涯

规划等课程，帮助博士生客观了解就业市场并建立更

切实际的就业预期，鼓励他们在博士生早期阶段就开

始着手进行职业规划。这可能是支持博士生做好学术

和非学术就业准备的有效方法。同时，加强与企业、招

聘机构的合作，让博士生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
（卿石松，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

所副教授，上海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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