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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ss-disciplinary postgraduates are a special group with a large proportion for MPAcc. Compared with 

students of accounting background, their accoun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are far 

from satisfactory. The use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by cross-disciplinary MPAcc postgraduate freshmen for 

self-learning and self-improve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Based on HeXie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pragmatically explores the abov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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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跨专业研究生是MPAcc研究生中数量占比不容小觑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入学时的会计专业知识与技能

同会计学专业背景学生相比差距较大，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通过自主学习查漏

补缺与自我提升，是解决其培养困境的一个有效路径。本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实践探索，提出了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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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培养的现实困境 

1.1. 跨专业MPAcc研究生生源数量提升明显 

近年来，报考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也称专业会计

硕 士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 简 称

MPAcc）的学生数量大幅提升，由于MPAcc研究生全

国初试时只考“英语”和“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不考会

计学的相关内容、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不受限制等原

因，因此最终录取时跨专业生源占有很大比例（本研

究所界定的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主要指本科所

学专业不是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与会计相关专业

的MPAcc研究生一年级学生）。 

比如，以江苏J高校为例，在MPAcc项目J高校首

年正式招生时，跨专业生源就达到50%，研究生收费

改革的2014年这一比例也接近50%，其他年份的比例

一般为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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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培养存在诸多
困难 

对于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来说，一般情况下他

们只是在复试前突击自学了一些会计学初级的专业内

容，虽然他们同会计学专业背景学生一样都参加了

“会计专业综合”之类的复试考试，但是其在会计知

识储备与技能积累的系统性、深入性等方面均存在较

大差距。 

尽管各培养单位也采取了诸如要求跨专业MPAcc研

究生新生补修本科会计学课程、导师推荐经典书目让

新生进行自学等措施试图夯实其专业基础，但由于培

养单位一般并不针对跨专业MPAcc研究生设置特殊的培

养模式、研究生一年级自身课程时间与旁听校本部本

科课程时间冲突、需补修的本科课程可能不在研究生

所在校区、研究生个别课程因新生所选修人数太少无

法开设、看书自学对新生本身能力要求更高等多种原

因，跨专业MPAcc研究生的专业知识结构、能力、视野

以及培养效果与质量均存在较多的问题，解决跨专业

MPAcc研究生新生培养的现实困境就成为一项重要而急

迫的课题。 

2. 突破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培养瓶颈的

和谐管理路径思考 

2.1. 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利用网络学习
空间自主学习的可行性 

当前，推进教育创新与变革的探索如火如荼，基

于网络的教育教学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

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提出“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创新网络教学

模式，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

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1]的要求。

《教育部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

见》（教技〔2018〕16号）指出，要引导学生“根据

自身学习需要，通过空间（注：即网络学习空间）选

择网络课程、在线测试、智力资源服务等进行自主学

习，强化应用空间解决问题的意识”[2]。 

由于网络学习空间融资源、服务与数据为一体
[3]，突破了大学校园的时空藩篱，方便与促进研究生

进行弹性自主学习与高质量学习，激发了研究生的学

习积极性，有利于其专业知识消化吸收，更有利于培

养其勤学不辍及勇于探索研究的精神。因此，跨专业

MPAcc研究生作为信息素养较强的学习主体，利用网

络学习空间进行自主学习，不失为解决跨专业MPAcc

研究生新生培养瓶颈的有效路径。 

2.2.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研究MPAcc研究生培
养问题的优越性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

发展，面对高等教育环境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模糊

性、复杂性和快变性，用传统管理理论的线性思维处

理方式解决高等教育管理问题越来越显得“黔驴技

穷”，而中国学者席酉民教授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充

分展现了灵活性的特征，该理论提出 [4]：要结合环境

变化、未来趋势与组织情境等确立“愿景和使命”，

对于特定情境中的问题，应在遵从“愿景和使命”的

基础上根据当下的情境辨识“和谐主题”，并根据

“和谐主题”来构建适当的“和则”与“谐则”体系

以及“耦合”方式，并在发展中根据环境和运行情况

不断进行动态调整。 

在应用实践层面，席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和谐管

理理论研究成果更多地应用于企业当中，对学校等其

他组织问题也有涉及，例如文献[5]研究了博士生导师

对其博士生进行激励的相关问题，这对本研究基于和

谐管理理论开展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利用网络学

习空间自主学习的应用分析给予了重要启示。 

3. 和谐管理视角下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

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自主学习的实践与建议 

3.1. 愿景和使命 

“愿景和使命”是组织发展的定位和长远目标，

一般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战略意义
[4, 6-7]

。 

以J高校为例，其MPAcc项目的愿景是“成为工科

院校中一流的MPAcc会计教育中心”，培养“具有管理

洞察、国际视野、信息整合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

型高级会计人才”。这说明，对会计学专业背景的

MPAcc研究生与非会计学专业背景的跨专业MPAcc研究

生来说，最终的培养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培育职

业素养，造就业界精英”。 

3.2. 和谐主题 

“和谐主题”是指组织在一定时期内最为迫切需

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亦即工作重心或中心工作议题
[6-

8]
。 

对于如何培养新时代跨专业MPAcc研究生，通过对

J高校研究生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院长、MPAcc教育

中心主任、会计学专业负责人、财务管理专业负责人

等的访谈，确定本研究的“和谐主题”是：应对新时

代和信息社会对MPAcc研究生培养的迫切需求，MPAcc

研究生导师要指导跨专业新生充分利用网络学习空间

强化自主学习，根据自身情况查漏补缺与自我提升，

构建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并熟练运用专业知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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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跨专业MPAcc研究生的培养

质量。 

3.3. 和则 

“和则”是实现环境诱导下行为主体自主演化的

基本原则，是对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进行协调与控制

的管理机制[6-8]。 

3.3.1. MPAcc研究生导师方面 

研究生导师总是青睐专业基础扎实的学生，但导

师一般并不戴上“有色眼镜”看待跨专业研究生，跨

专业研究生也有其独特优势，比如可能在思维上更开

阔更活跃、对新专业更感兴趣、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更擅长交叉研究、综合能

力更出色、成长为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几率更高等。 

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MPAcc研究生导

师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高尚的师德师风、精湛的

业务素质，要通过多种手段深入了解跨专业MPAcc研

究生新生的相关情况，能够按照因材施教、直击要

害、刚柔相济、突出个性的培养理念，帮助其树立信

心，积极指导其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精心选课并引导

其在网络学习空间上学有所得，也为科研创新打下基

础。 

3.3.2. 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方面 

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自

己，正视专业差距，克服畏难情绪，在学习专业知识

时延续考研时的拼劲挑战自我，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

自身专业知识的短板与不足，争取在一年级借助网络

学习空间以最短的时间独立实现课程学习目标，对与

研究方向细分领域相关的内容要重点关注、学深学

透，也为其长远的生涯发展负责。 

事实上，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在自主学习时

所展现的“能动”品质，正是和谐管理理论“和则”

所一直倡导的，即要从调动人的能动性出发进而使其

自主地而不是用控制的方式应对其所面临的难题。 

3.4. 谐则 

“谐则”是指导理性设计的基本原则，制度、流

程和架构建设等是可以“规划设计”的“谐则”问题
[6-8]。 

J高校在MPAcc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中要求，非会

计类专业背景的MPAcc学生，在入学后需补修财务会

计学1、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课程。面对新时

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日趋明显的现实，J高

校要大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J高校及

其经济管理学院应资助教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质量

优良的会计类线上一流课程，并对一流课程负责人在

岗位津贴、职级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方面予以倾

斜；要鼓励MPAcc研究生导师充分利用优质在线资

源，对接国内知名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改进教学方

法，推进教学改革。研究生院和经济管理学院可在修

订甚至重构MPAcc研究生培养方案时，增添与完善跨

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自主学习的

内容，并在新增导师岗前培训、年度导师资格遴选工

作中对导师也提出相应要求。 

3.5. 和谐耦合 

“和谐耦合”是在特定的“和谐主题”下“和

则”与“谐则”在依赖、调节和转化等互动中不间断

地螺旋式推进的过程[6-9]。 

基于和谐管理思想[6-9]，就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

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自主学习中“和则”与“谐则”

的相互转化而言，示例如下： 

3.5.1. “谐则”转“和则”示例 

随着J高校MPAcc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或重构以

及新增导师岗前培训制度、年度导师资格遴选制度等

的进一步完善，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加强学习的优越

性、如何利用网络学习空间的核心思想与内容等会逐

渐被MPAcc研究生导师、跨专业MPAcc研究生了解并

认同，导师的工作积极性、研究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得以提升，进而变为其习惯，这样，相关制度中

的硬性规定转变为了软要素，即“谐则”转变为“和

则” 

3.5.2. “和则”转“谐则”示例 

事实上，师生能动性、积极性的发挥，也可以发

现和弥补网络学习空间相关制度的不足与漏洞，J高校

及其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会进一步对相关制度进

行优化，即对“和则”的深化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又转

化为新的“谐则”，相关制度得以持续的完善与进

步。 

4．结束语 

跨专业研究生是MPAcc研究生中需要重视的一个

特殊群体，培养单位和导师可以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的

思路、工具与技术，对跨专业MPAcc研究生培养进行

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地引导跨专业MPAcc研究生新生

利用网络学习空间，通过自主学习对其专业知识补短

板、强弱项，进而将其培养成为高层次、高素质、应

用型高级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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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和谐管理理论从企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

扩展到高校研究生教育等管理领域，研究跨专业

MPAcc研究生新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自主学习的管理

问题，丰富了和谐管理的案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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