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信息
SUPERVISING CHINESE POSTGRADUATE STUDENTS
指导中国研究生

[澳大利亚的大学可以被形容为] 社会空间，这里有迥异的文化相遇和碰撞。还

经常有非常不对称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交织在里面。
(Pratt in Sharma, 2006, p.209)

熟悉文本型的论文
•

•

给学生大量的文献综述，方法论章节，案例分析等等的范例。这将对写作的文风非常
有帮助。从我们的研究以及与中国学生共事的经历中都可以看出背诵能对学习新的文
体产生积极的影响。
让他们在范例中辨识所遇到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常用句式。并在个人词汇表中一一纪录。

写作
•

•
•
•

你或许有必要给他们一个应该避免（或者不要过度使用）的单词或短句列表。比方说
一些常常在中文写作中出现的词语：高度地、闪亮的、金子一样的、培养等等。有关
这一点，简要信息《英语语言运用中的常见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运用带注解的参考书目。这不但有助于记笔记，总结和做摘要，还有助于文献综述。
将带注解的参考书目转换成一个简短的文献综述。
然后让学生将文献综述发展成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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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生审辩式思考以及构建/拆解论证
你将要帮助学生：
•
•
•

发展自我意识
辨识信念和先决条件
考虑其它观点或意见

策略一
让他们回答以下所列问题会有所帮助，尤其是在勾画论文题目的时候：
•
•
•
•
•

对于（概念，事件和问题）你现在的认识或理解是什么？
这一认识或理解的基础是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去支持这一认识或理解？
还有其它的假设/考虑吗？
如何就以上任何一点去探索/调查/检验？

策略二
帮助学生领会不同层次的思维也很重要。比方说，运用 Bloom 的分类法会很有帮助：
分析
将素材或概念分离成组件以利于对
其组成结构的理解。区分事实和推
论。

分析，拆分，比较，对比，分解，分
辨，区分。

合成
使用各种元素来构建一个结构或模
式。将部件拼凑成一个整体，并以
创建一个全新含义或结构为重点。

归类，组合，编纂，解释，生成，重
组。

评估
对想法或材料的价值加以判断。

鉴别，结论，评论，评价，解释，解
读，证实。

在此之后，有必要对低层次的思维予以关注以便学生能够理解‘描述’和‘总结’在这一
分类法中的地位。这样一来他们就明白其平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属性了。我们的范例可
能会有所帮助：
•
•
•

组织和写一篇论文
申辩式思维和辩论
申辩式思维和合成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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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
经常提到‘表面之下的含义’。中国人常说‘言外之意’（话语之外有什么深意）。对教
学空间的物理布局以及其对教学的影响进行讨论以便引出对于‘深层含义’的讨论。

策略四
引导学生去辨识和反思他们的学习策略（比如，背诵）。让他们去评判其学习策略在新环
境下的有效性。介绍新的学习策略（比如，有效地做笔记，参见《在大学课堂上做笔记的
技巧》）。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的学习策略与其学习文化有关，而他们需要一些不
同的学习策略以适应澳大利亚的学习环境。

定性研究
•
•
•

中国学生需要定性研究方面的正规学习，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不熟悉这方面。
然后他们还需要预先学习，确保他们有收集和分析定性数据的能力。这一点对于打算
在中国收集数据的学生尤其重要。
你需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数据编码。 Saldaña (2009) 第一章‘代码和编码简介’是
一个很实用的介绍。然后和他们一起对试用数据进行编码。Saldaña 的三列式模型和
他的‘编码时需考虑的问题’很有帮助 (pp.17-18)。
原始数据

预代码

越接近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越
想它快点结束。我愿放下别的一
切去完成它，但是还有很多文献
要读，有更多采访要做。我不停
地加班加点，熬夜，就是希望完
成这一研究，然后成为一个羽翼
丰满的媒体学者。

完成研究

最终代码

论文要求
完成焦虑症

工作过度
梦想学术生涯

(摘自 Saldaña, 2009, p.17)

编码时需考虑的问题
•
•
•
•
•

人们在做什么？他们想要取得什么？
他们到底是怎样做的？ 他们运用何种专门手段和/或策略？
参与者是如何评论、归纳和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
他们做出何种假设？
我认为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从这些记录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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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要将其包含在内？
(摘自 Saldaña, 2009,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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