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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

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

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规划》坚持以打造精品教材为引领，力

求全面推进不同类型高校教材建设［1］。《办法》指出国

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部门、高校要科学规划

教材建设，重视教材质量，突出教材特色［2］。2020年
9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

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编

写遴选优秀教材，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将课程教材

质量作为学位点合格评估、学科发展水平、教师绩效

考核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3］。同年 10
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

工作，于次年 9月评选出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

399项，其中主要适用于研究生的有 48项，占全国优

秀教材（高等教育类）奖励总数的12.03%①［4］。研究生

教材建设工作已日益受到我国教育主管部门重视。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21年 8月至 2021年 9月面

向全国 1 706名研究生导师和 6 484名研究生开展了

研究生教材建设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在阅读过公

开出版的国内外研究生教材的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

群体中，七成以上认为国外研究生专业课教材质量

好，显著高于对国内研究生教材质量持正面评价的

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内研究生教材质量相

较于国外研究生教材质量尚有差距。鉴于此，本研

究以美国一流大学研究生专业课程为切入点，从研

究生教材建设层面探究美国高校如何把好研究生教

材学术质量关，以确保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一、美国研究生教材的分类

研究生教材即对研究生教学与科研起积极作用

的材料，具体指编、著、编著、翻译而成的已出版的图

书、讲义、PPT、视频以及其他辅助教学与科研的纸质

版材料或非纸质版材料。

美国高校使用的教材英译为 Textbook，Course
Materials，Instructional Materials或 Teaching Materials。
在每门课程开始时，学生可以通过任课教师提供的

教学大纲或学校课程管理系统查看课程相应的教材

信息。美国研究生教材包括图书、讲义、PPT、期刊论

文、杂志文章、报告、文件、官方网站资料、视频等，可

根据以下三种分类方式对其进一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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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的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奖励名单统计“主要适用范围为研究生”的教材项。在奖励名单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教材中既有主要适用范围为研究生的教材又有主要适用范围为本科生的教材，对此，在统计时

分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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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来源分类

依据教材的来源，可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名

人名家专著；第二类是由著名出版公司同名师专家

联系出版或者专门征集出版的教材，如霍顿·米夫

林、朗曼等出版社；第三类是著名高校或学术团体和

机构为确立科研课题而出版的教材，如麻省理工学

院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的教材；第四类教

材是教师自编的教材［5］135-136，如康奈尔大学电子计算

机工程学院研究生课程《ECE5310光子学量子光学》

（ECE5310 Quantum Optics for Photonics）①所选用的教

材为教师自编的讲义，由其自编的15个章节构成［6］。

（二）根据功能分类

依据该分类方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教

材，通常为正式出版物，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第

二类是辅助教材，既可以是正式出版物，又可以是期

刊论文、报告、官方网站文章等资料。该类教材不具

有统一性，但是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5］123，如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环境工程系研究生课

程《1.77水质控制》（1.77 Water Quality Control）选用

《内陆和沿海水域的混合》一书作为辅助教材［7］；而该

系研究生课程《1.212J智能交通系统导论》（1.212J
An 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除

图书外还以期刊论文、报告以及官方网站文章作为

补充性材料，如期刊论文《动态路径诱导系统模型》、

交通工程师协会刊物电子版文章《智能交通系统对

环境影响的讨论》等［8］。

（三）根据属性分类

依据教材的属性，可分为：必备教材（Required
Textbook）、推荐教材（Recommended Textbook）以及不

作规定的教材（Unspecified Textbook）或选择性教材

（Optional Textbook）三类。必备教材与推荐教材一般

为专著和期刊论文，不作规定的教材或选择性教材

较为多元化，既有专著和期刊论文，又有官方网站文

章和教师提供的电子版阅读材料。通常一门课程并

不完全涵盖这三类属性的教材，有时甚至不依据属

性将其分类，如麻省理工学院文学系研究生课程

《21L.430流行叙事：策划》（21L.430 Popular Narrative：
Masterminds）选用的教材仅分为必备教材和推荐教

材，并无不作规定的教材或选择性教材；而城市研究

与规划系研究生课程《11.S955对新冠肺炎的可持续

性 回 应》（11. S955 The Sustainability Response to
COVID-19）仅将每节课时与其对应的教材列出，并

没有依据属性划分教材［8］。

二、美国研究生教材的编写及选用

（一）教材编写及选用的参与者

美国教育行政机构的职权范围、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的特点以及高等教育借以存在的认识论基础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生教材编写及选用的参与者的

构成。从美国宪法规定的内容和联邦政府、州政府

的职权范围来看，教育是各州所保留的权力，联邦政

府的权力并未扩展到任何机构的课程、管理、人员以

及图书馆资源［9］。在学校教材建设方面，美国国会于

1979 年 通 过 的《教 育 部 组 织 法》（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ct）指出禁止教育部干涉学校

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的编写和选用［10］56，而州政府却

在其法规中说明教材建设工作的相关事项，如美国

佛罗里达州在《1997年佛罗里达州法规》（The 1997
Florida Statutes）的第 233章《课程学习和辅助教学工

具》中提及州教材委员会成员负责推荐中小学教

材［11］。在地方政府层面，公立学校主要由学区管理，

学区范围内的学校要根据州教材委员会的规定选用

教材，如美国田纳西州州立教材质量委员会，一方面

仅授权并要求采用委员会列出的教材清单中的教材

供其学区的公立学校使用，另一方面允许向委员会

成员提交申请以采用非州内教材批准清单中列出的

教材，但所涉及的教材适用范围均为中小学阶段的

学生［12］。在行业组织层面，美国教材规格咨询委员

会（Advisory Commission on Textbook Specifications）、

美国教材委员会（American Textbook Council）、国家

教材管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Textbook
Administrators）等组织分别侧重于中小学教材的研究

与测试、分析与评估、制定审查标准等工作。

由上述分析可知，美国教育行政机构和行业组

织不同程度地对美国中小学教材的建设工作施加影

响，对涵盖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层次的教材

建设工作的影响并不明显，正如以认识论为基础的

高等教育哲学所体现的学术自治，由于教师最清楚

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也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

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13］。

在美国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中，教务长（Provost）或

称学术主管（Chief Academic Officer）一级是负责高校

内部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层级，通常审查和批准有

关教学的政策［10］143，但是具体到教材的编写及选用则

以教师为主体。麻省理工学院将教师“参与课程开

① 美国高校开设的课程均有其相应的课程代号，课程代号和课程名称为该门课程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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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准备教学大纲、实验手册、教材和其他主要为教

学价值而编写的材料”“从研究和学习中做出学术贡

献，包括书籍、文章和报告的出版”等学术活动纳入

教师权利和责任条例中［14］。从前文亦可知，出版社

组织教师编写教材也是美国研究生教材编写的一种

途径。就教材选用而言，教师同样是其行为主体。

这是因为美国高校课程教学大纲由授课教师设计而

成，教材作为设计教学大纲所要考虑的内容之一，这

就决定了由授课教师自主确定教材。此外，美国已

有近 60%的高校设有高校教学中心①［10］228，可为初任

教师提供教学大纲设计、教材选用等培训。因此可

以说，高校资深教师是美国研究生教材编写和选用

的主体，教材出版社、高校教学中心和项目计划分别

辅助高校初任教师编写和选用教材。

（二）教材的编写：高校资深教师自主编写或由

教材出版社组织编写

编写教材作为美国高校教师的一项学术活动，

通常在一些教学经验丰富或学术成果卓著的资深教

师群体中更为普遍，如前文所述康奈尔大学研究生

课程《ECE5310光子学量子光学》以授课教师自编讲

义为教材，法尔汉·拉纳作为授课教师曾两次获得康

奈尔大学迈尔克·田卓越教学奖（Cornell’s Michael
A. Tien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15］；再者，麻省

理工学院约瑟夫·苏斯曼教授在研究生课程《1.212J
智能交通系统导论》中以其自编教材《智能交通系统

展望》为教材，该教材是约瑟夫·苏斯曼教授继出版

研究生经典教材《运输系统导论》之后的又一教材，5
年间能够两次编写出版教材与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

学术成就紧密相关［16］。

美国高校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教材由知名大学出

版社出版。通常教师在出版教材前需要向出版社提

交教材编写计划书，出版社根据教师提供的教材编

写计划书决定是否组织其编写教材。以普林斯顿大

学出版社为例：首先教师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准

备教材编写计划书②，并选择一位合适的编辑向其提

交教材编写计划书；若编写计划得到编辑的认可，编

辑将会协同教师与跨部门团队进一步讨论教材编写

事宜；若该团队认为教材适合出版，教材编写计划书

则会接受同行评审，与此同时，拥有专业知识的读者

群体也会评估该教材的价值；若同行评审通过后，该

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还需得到由校内 6名教师组成

的编辑委员会的批准，编辑委员会将依据教材书稿、

同行评审以及编写教材的教师对修改建议的反馈等

进行评定；若编辑委员会批准，教师修改完成同行评

审提出的建议，着手准备教材出版所需要的其他材

料，并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教师完成教材书稿后提交

最终的书稿［17］。

（三）教材的选用：高校资深教师自主选用，高校

教学中心和项目计划辅助初任教师选用

除自编教材外，高校资深教师还可以依据课程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灵活选

用适合于特定学生群体的教材。在麻省理工学院电

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开设的 138门研究生课程中，

共有 184位教师参与授课，其中教授任职的比例高达

86.4%③，他们通常自主决定教材。对于一些初任教

师而言，虽然授课经验不足、选用教材机会少，但是

可以申请加入学校教学中心或项目计划，向其他教

师学习如何选用教材等。

如麻省理工学院教学中心为教师制定教学大纲

提供了详尽的步骤，并附有《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检

测表》以辅助教师检查教学大纲所考虑的因素是否

全面。例如，包括阅读材料在内的教材在多大程度

上反映了授课主题？教材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

的看法？再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于 2007年推出的

《加强教学的卓越性计划》（Strengthen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cellence，SLATE）和斯坦福大学教学

中心每年启动的课程设计计划，前者鼓励教师不断

更新教材，帮助教师发现、采用和改编案例、数字信

息内容等交互式课程材料，同时鼓励与学院的教师

团队合作开发原创性教材［18］；后者旨在为教师设计

或完善课程提供协作式、沉浸式的环境以最大程度

地提高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效果［19］。教师通过参与该

① 本研究将麻省理工学院教学实验室（Teaching and Learning Lab）、斯坦福大学教学中心（Centr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密

歇根大学教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等促进教师发展和教学的组织统称为高校教学中心。
② 教材编写计划书通常包括教材的题目、简要描述、完整描述、章节大纲、作者信息、读者群体、与类似教材的比较、附加信息及

材料等。
③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程平台（MIT Open Course Ware）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开设的138门研究生课程所对应的184位

授课教师的学术职务统计而来（访问时间：2022年 5月 21日—2022年 5月 28日），有学术职务不详情况则通过检索麻省理工

学院官方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其学术职务，最终排除学术职务为研究教授和研究人员系列、讲师系列、产业教授系列以及

无法获取学术职务信息等情况的25位教师，由学术职务为“教授”的159位教师占授课教师总人数的比例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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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将教学研究成果应用到课程教学大纲或精选教

材的开发中，使课程设计符合包容性与公平性原则。

此外，斯坦福大学教师可以按照中心提供模板等资

源编写教学大纲，教师还可以与中心的专门顾问进

行一对一交流，了解教学大纲制定、教材选用等信

息，以优化课程设计。

三、美国研究生教材编写及选用质量的保障

因素

研究生教材是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的载体，是

教师向研究生传递课程知识的媒介。教师、研究生、

课程三要素之间通过研究生课程教学活动的相互作

用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本研究由此试析美国研究生

教材编写及选用质量的保障因素。鉴于美国高校选

用的已出版教材是受版权保护的学术作品，本研究

亦从知识产权保护和教材出版审查视角加以分析。

（一）教师聘任：教师教授课程为其专攻领域，确

保教材选用的合理性

如前文对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

系教授研究生课程的 184位教师的学术职务统计，教

授的比例高达八成以上，由此可追溯到美国高校教

师的聘任制度来审视研究生教材质量。美国高校招

聘教师不仅对教师素质进行综合考察，而且在教学

方面对其提出明确的要求。通常规定应聘者在其专

业领域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和一定的教学经验，教

学内容必须围绕其具有一定建树的研究领域来开

展［5］265。就美国高校传统意义上的终身教职聘任制

度而言，被高校聘用的初任教师可以通过职称评定

聘为讲师，而后根据个人情况可依次晋升为助理教

授、副教授和教授。教师一旦晋升为副教授，也就意

味着正式获得了终身教职，要求其能够保持自身的

教学效率；在课程计划、指导学生等方面应具有成熟

的领导和表现力等［20］217。就最高学衔的教授而言，其

至少经过 5年的时间，在教学、科研或专利方面取得

新突破，并通过校院级终身制委员会及学系终身教

授们的严格评审才能够晋升为终身教授［21］，进而享

有包括教学在内的多个方面的发言权。由此可以说

明美国高校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以其自身知识水

平能够确保教材选用的合理性。

（二）课程开发：课程审批程序严密，确保教材选

用的科学性

教材是教师传授课程知识的基本依据。美国高

校开设的课程早在开发阶段就已初步确定了授课过

程中所需要的专著讲义、期刊论文等教材，而后作为

新课程提案的材料之一经由系、院、校的行政管理者

和课程委员会审批。具体而言，有意向开设新课程

的教师首先要准备课程提案表和支持性材料，其中

支持性材料包括了课程教材信息；其次教师根据其

所在高校的课程审批程序接受课程审查。如在宾夕

法尼亚大学，有意向开设新课程的教师需要将准备

好的课程提案同时提交给其他高校相关学科领域的

教师和校内其他院系的相关人员评审，若双方审议

都通过，教师才可以将课程提案交给系课程委员会

进行审议，如果审议能够顺利通过，还需要依次接受

系主任、学院课程委员会、院长、大学课程协调员、课

程事务委员会的审议。其中，其他高校相关学科领

域的教师和系课程委员会等评审主体重点审查新课

程的内容［20］105，教材则作为体现课程内容的重要材料

在审查新课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受审查。通

常一门课程的提案从开始准备到顺利通过审批并进

入高校的课程目录中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20］99，因此

可以间接地确保研究生教材选用的科学性。

（三）教学评价：教材作为多项考核评价的内容，

激发教师精心选用教材的动力

教学评价是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驱动力。美国

高校为了保障课程教学质量将“教材”这一考核内容

纳入了学生评教、教师自评、同行评价等多项教学评

价考核中。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常使用的学生评

教工具有“学生教学效果评价”（Student Rating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SRTE）和“学生教育质量评估”

（Student’s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Quality，SEEQ），

在“学生教学效果评价”中通常将“对课程材料的组

织情况进行评价”作为测评题之一；在“学生教育质

量评估”中将“任课教师精心准备课程学习材料并详

细讲解”“要求的阅读材料/教材有价值”等作为评估

题目［20］171-175。再如佛罗里达大学教师自评表中在课

程内容方面的测评题之一为“你如何保证你的课程

内容，包括你准备的教学理论材料如何与目前的专

业实践相适应”。同行评价则在课程内容方面首要

考虑的是教师在教学中所使用的课程大纲、阅读书

目、课本、学习指南等材料的质量，评价的要点是“这

些材料是当前最新的吗”“他们能代表该领域的最好

成果吗”等［20］238-239，可见“教材”这一指标作为多项教

学评价考核的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教

师发现其自身在教材选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

教师的职称晋升、年度业绩评审等考核环节均参考

教学评价的结果，这在发挥教学评价管理功能的同

时能够引起教师对教材选用的重视，激发其精心选

用教材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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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规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教材出版

审查制度共促优质教材的编写出版

由于美国深受英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其在建国

不久后多次通过立法保护作品版权，以尊重知识创

新。早在 1789年颁布的《美国宪法》中就规定了国会

享有保障作者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时

间内的专有权利［22］。具体到美国研究生教材的版权

问题，一些知名大学出版社均对包括教材在内的出

版物的版权保护范围、版权所有人及其享有版权年

限等问题予以了不同程度的说明。就教材作为一项

极受版权保护而被重视的作品来看，一方面能够吸

引更多的作者参与编写工作，另一方面能够激励作

者为其编写的作品负责，进而为优质教材的产生提

供可能性。可以说，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为优质教

材的最终出版提供了质量保障。不置可否，这与欧

美学术著作出版崇尚“学术至上”的理念息息相关，

但是在推行过程中也离不开出版社协会这一外力作

用的推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等 150多家出版社在大学出版

社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ses，AUP）
“学术卓越、培育知识”使命的倡导下追求编辑质量

和同行评审的高标准［23］，每本教材的书稿至少由两

位同行匿名评审，对于一些修改幅度较大的书稿还

需再次由其中的一位评审专家或除两位评审专家之

外的其他同行评审该教材，最终由同行评审专家和

出版社教师或管理委员会共同决定是否出版。

四、思考与启示

综观上述研究，美国高校研究生课程的开发有

严密的审批程序，学院和系建立了学院课程委员会、

系课程委员会，教师的课程提案经系课程委员会审

议通过后，需要依次接受系主任、学院课程委员会、

院长、大学课程协调员、课程事务委员会的审议，同

时，美国高校教师在研究生专业课教材编写和选用

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此外，教师聘任、教学评

价、知识产权制度和教材出版制度等为美国研究生

教材的学术质量提供了条件保障，由此结合我国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当前高校研究生教材建设实际，

审思我国研究生教材质量的提升路径。

（一）建立和完善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特色的研究

生教材编写、管理、使用的制度

加强教材建设，提高教材质量，是党和国家从事

业发展需求和未来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所构筑的基

础工程和战略工程［24］。教材的思想水平、编写水平、

学术水平等，实际上代表着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

虽然我国已系统部署推进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工作，

但是就教材作为思想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育人育

才的基本依托而言，亟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

体系和叙事体系［25］，亟待建立和完善体现中国高等

教育特色的研究生教材编写、管理、选用的制度。教

材建设事关国家利益，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依

据，承载和凝聚着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知识、思

想、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24］。因此，研究生教材建

设首要的和根本的是要严把政治关，要严格依据《办

法》的规定，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

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

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

创新成果［2］。

（二）高校统筹本校研究生教材建设工作，把好

研究生教材政治关和学术关

高校是落实国家教材建设相关政策的主体，在

教材的规划、编写、审核、选用等方面享有自主权。

各高校要履行本校研究生教材建设管理职责，成立

研究生教材工作领导机构，健全校内研究生教材管

理制度，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优势，制定研究生

教材建设规划。在教材编写方面，高校要引导教材

编写工作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遵守

学科专业或课程教学标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充分

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相关学科教学和

科研最新进展，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

养提出的新要求，全面准确阐述学科专业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学术体系，服务于研究生

课程教学体系。在教材审核方面，高校负责审核本

校组织编写的研究生教材，把好政治关和学术关。

在教材选用方面，高校研究生教材工作相关领导机

构负责本校教材选用工作，制定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明确各类教材选用标准和程序［2］。

（三）提升教师教学素养，充分发挥教师选用研

究生教材自主权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教师有

权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据课题组面

向研究生导师的调查数据推知，我国高校研究生导

师具有较大的研究生教材选用自主权，但是高校并

未提供优良的支持性条件使其充分发挥教材选用自

主权。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将自身的教学能力不足

视为当前主要面临的教学困境［26］，尽管如此，高校教

学中心未能通过多样化的教学项目充分满足教师的

教学需求［27］，导致教师即使享有教材选用自主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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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具备良好的教学素养而无法充分发挥其选用自

主权。因此，我国高校应重视教师教学素养与能力

的培养，通过高校教学中心和多样化的教学项目定

期围绕学情分析、学科领域经典理论及前沿追踪等

专题培训教师如何选用优质教材，以提升教师选用

教材素养，充分发挥教师选用教材自主权。

（四）将教师参与研究生教材建设工作纳入教师

考核评价体系

教师教学评价具有监督、激励、管理等作用。课

题组调查数据显示，不到一半的研究生导师表示其

所在院校在教师绩效考核（48.4%）和职称晋升

（43.7%）时认可研究生教材建设工作，有三成左右的

研究生导师对这两种情况表示不曾了解，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我国一些高校对研究生教材建设工作的

重视度不够高。究其原因，与当前高校教师考核评

价对教师科研成绩的过分关注有密切的关系。因

此，要扭转当前研究生教材建设工作重视度不够高

的局面，就要调整教学在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中比重

失衡的状态，进一步将教师是否参与研究生教材编

写、是否精心选用研究生教材等工作纳入教学评价、

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考核评价体系。

（五）重视制度规范引导作用，严把研究生教材

编审用质量

制度具有一定的规范性，通过制约和协调组织

之间及其内部的各种关系实现组织的功能。虽然当

前我国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

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28］，但是高校师生对研究生教

材作为一项知识产品而被保护的重要性认识还有所

不足，要提高研究生教材质量，就要在当前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背景下以《著作权法》《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等为引导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打击

教材复制行为，从而激发教师创新编写研究生教材

的活力。在教材出版审查方面，作为我国高校教材

出版主力军的大学出版社存在因经济利益对教材审

校投入不足甚至迁就作者的问题［29］，因此要严格规

范研究生教材编写的审定程序，细化审核标准［30］。

在课程开发方面，由于我国高校课程建设多为授课

教师的事务，预开设研究生课程在缺乏研究论证的

情况下仅依据教师职务、头衔、院系工作量等需要的

情况时有发生［31］，进而造成课程开发的随意性，因此

我国高校要完善研究生课程审批制度，通过严密的

课程开发程序来确保研究生教材选用的科学性。

（周文辉，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执行主编，

北京 100081；梁晓露，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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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ation, Selec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of American
Postgraduat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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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graduate textbooks are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teachers to teach and students to learn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course teaching, and their quality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Senior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body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for postgradu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xtbook publishers, colle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ers and project plans assist first-time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of textbooks.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and selecting postgraduate textbooks, four factors, including teacher appointmen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ensure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American
postgraduate textbooks.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postgraduate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
China, a system for the compilation, management and use of postgraduate textbook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ordin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graduate textbooks and ensure that postgraduate textbooks are
politically and academically related; improve teachers’teaching quali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eachers’autonomy in
selecting postgraduate textbooks; implement the work of incorporating teachers’participation in postgraduate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to the teacher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guiding role of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extbook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textbook selection; textbook
qua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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