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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源结构

打牢研究生招生基础

李九天
( 国防科技大学

[摘

Vol1 30, No1 2
Jun12007

Jo urnal o f Hig he r Educa tio n Rese arch

要]

张钟利

X

孙俊锋

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本文深入分析了军队院校研究生 招生中生 源结构 的特点, 提出改善 生源结 构是提 高研究 生招

生质量的关键, 并以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 学院研究 生招生 为例, 对 新形势下 如何改 善生源 结构进 行了
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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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院校研究生生源结构特点

研究生生源单一化程度较高。
以我院为例, 博士研究生招生中, 本校 ( 主要

军队研究生教育在招生上以军人为主, 本世纪

为本 院) 应届硕 士毕业 生的比 例高 达 90% 以上,

开始以来, 虽然加大了地方生的招生力度, 但总体

而在 2005 年军队院校不再从地方高校招收博士研

上军人生源仍是主流。纵观近几年的研究生招生,
军队院校研究生生源呈现出以下特点:

究生后, 仅有的少量地方生源也不存在了, 博士研
究生招生对本校应届硕士生的依赖程度更高。硕士

1、单一化程度高

研究生情况也并不理想。1998 年 以来, 硕士研 究

地方高校研究生招生在生源选择上自由度高,
而军队院校生源相对单一。首先是军队人才培养直

生招生中本校应届本科生的比例接 近 50% , 地 方
生源不足三分之一, 且 2005 年以后, 由于军队院

接服务于部队, 军队院校本科毕业生应先满足部队

校不再培养非军人学员, 地方生比例进一步减小。

需要, 直接攻读研究生的比例偏小。因此军队院校

其它军校应届生八年来总共招生仅 20 人, 反映出

内部生源相对短缺, 同时这种短缺又造成各军队院
校对自身本科毕业生管控很严, 一般都要求先满足

军队院校内部毕业生交流极其有限。硕士研究生培
养中军队在职干部占一定比例, 这部分学员多数是

本校 ( 院) 研究生招生需要, 不鼓励甚至限制报考

通过单独考试的方式入学的, 而 2005 年以后, 全

外校, 所以军队院校内部生源流动性很差。而在招

军取消单独考试, 这部分学员数量锐减。不过随着

收地方高校的毕业生上, 由于军队院校的特殊性,
加上招生宣传限制较多, 地方生源一直不是主流。

保留资格学员比例的增大,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职
干部减少部分, 只是保留资格学员多数是本校应届

本世纪开始以来, 为与地方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的

生, 加剧了研究生生源对本校应届生的依赖程度。

形势相适应, 改善生源结构, 军队院校加大了地方
推免生接收力度, 但相对于地方高校仍有很多不利

2、地方生源质量欠理想
作为军队院校 研究生生 源结构的 重要调节 因

因素。地方高校为确 保自身研究生 招生质量 及数

素, 地方生源虽然 比例一 直不是 很高, 但意义 重

量, 推荐免试的 比例很高, 近年来 可达 35% , 清

大, 各院校也都很重视地方生源的补充。近年来各

华、北大、中科 大等高校 更是高达 70% 以上。同
时为保证生源的多样性,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必须有

军队院校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提高地方推免生接收
比例等就是基于该观点的可行措施。然而, 相对于

相当一部分推免生外推到别的高校, 各高校一般进

本校应届生, 地方生源质量却一直欠理想。

行对等交流, 保证了自身推免生招生的数量。而军
队院校毕业生地方高校接收不了, 就形成军队院校

以我院为例, 本院应届推免生在其所在专业的
排名 ( 按百分比来看) 远好 于地方推免生 ( 见 图

只进不出的现象, 所以一般地方高校对将推免生外

1) 。至于统考生, 首先地方统考生中来自重点高校

推到军队院校不积极。上述诸多因素造成军队院校

的学生寥寥可数, 其次是录取人数逐年下降, 每年

X [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2007- 03- 29
李九天 ( 1975- ) , 男, 河南正阳人, 硕士, 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务参谋。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66

的平均考分更是低于我院应届生录取分数达 30 分

图 1 推免生在其专业平均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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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 ( 见图 2) 。

图 2 推 免生在其专业平均排名

考虑到军队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的限制, 硕

其他军队院校的学员, 由于这部分学员总人数少,

士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也是衡量各生源
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以我院为例, 由图 3 可

所以这一比例无统计学意义和参考价值) 。即使是
地方推免生, 继续攻读我院博士学位的比例也远低

以看出, 地方生在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我院博

于本校的推免生 ( 见图 4) 。

士学位的比例远低于本校应届生 ( 其他应届指来自

图 3 不同生源取得硕士学 位后

图 4 各年 份推免生取得硕士学位后

继续攻读我 院博士学位的比例图

继续攻读我院博士学位的比例图

我院近年来获得的各级优秀学位论文作者的来
源情况也印证地方生招生质量欠佳的事实。近六年

响, 首先是单一化程度高, 从系统学的角度讲, 系
统比较脆弱。整个研究生培养系统对本校应届本科

我院共获得湖 南省及军队优秀 学位论文 37 篇 次,

生依赖性过强, 一旦军队研究生政策改变或是本科

共涉及到 34 名作者, 这 34 名作者中本科在我院读

教育有波动, 直接冲击整个研究生培养。事实上,

的占 7016% , 来自地方高校的仅 2615% 。
造成地方生招生质量不高, 尤其是低于本校应

近年来军队院校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攻读研究生的
比例在逐年下降, 这对本校应届生占据研究生招生

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各军队院校自身应届本科生

近 50% 的生源不能不说是很 严峻的考验。以我 院

由于直接攻读的比例有限, 导致内部竞争很激烈,
反映在日常学习和考研上则是刻苦程度远超过地方

为例, 即使 不考虑本院应届 本科生直 接攻读的 比
例, 单就应届本科 生的数 量而言 就不容 乐观。自

高校的学生。地方高校学生选择较多, 尤其是知名

2007 年起, 生源之一 的本院应届非军人学员已 取

重点高校, 一般出国、读本校研究生多为首选, 选

消, 自 2008 年起, 本科专业减少一个, 这对 研究

择到军队院校读研究生的本来就少, 质量一般也不
高, 所以平均水平远逊于军队院校自身毕业生。

生招生的冲击可想而知。
其次是地方生招生质量不高对改善研究生招生

二、现行模式下生源结构的不足
现阶段军队 院校的生 源结构存 在很多不 利影

质量不利。在军队院校研究生招生生源结构单一化
程度较高的情况下, 地方生源承担着改善生源结构
和质量的重要作用, 而地方生源质量不高,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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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养质量。而军队院校外部高水平人才引入较困难,
新增干部以博士生毕业留校为主, 可以说硕士研究

3、加大国防生招生力度
国防生是新世纪以来军队为提高干部质量而采

生招生中招收地方高校毕业生是为数不多的外部人

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即从地方高校选拔参军意向明

才引入途径, 而纵观近几年情况, 地方生数量有限

确、有培养前途的学生进行资助, 毕业后参军到部

且质量不高, 易造成学术思想 / 世袭0 及学术上的
近亲繁殖, 影响军队院校长远发展。

队工作。军队院校加大国防生招生力度的优点在于
国防生的参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这在近年来军队

三、军队院校改善生源结构的对策

研究生招生中参军名额显著减少的情况下, 无疑可

军队院校现有的招生情况总体上看单一化程度

以减轻因扩大地方生招生带来的压力。在 2006 年
以前, 国防生招生只能以定向培养的形式进行, 不

高、地方生招生力度及质量不够, 所以改善生源结

利于部分优秀的国防生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 而

构应以地方生招生为切入点, 下大力气在硕士研究

2006 年起, 政策调整, 国防生可 以录取为计划 内

生招生阶段做好地方生招生工作。
1、继续加大招生宣传, 提高地方生接收力度,

非定向, 这样国防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限制也取
消了。招收国防生 的另一 优点是, 相对 于非国 防

重点在质量上下功夫

生, 国防生对部队已经有了深入了解, 参军意念坚

地方高校本科毕业生数量众多, 尤其是近年来
国家教育部为防止人才外流, 大幅提高了本科推免

定, 更能适应军校 生活。以 我院为例, 2001 年 至
2005 年招收的地方高校学生 中, 每年都有个别 学

硕士研究生的比例, 这为军队院校扩大地方生招生

生录取后不来校报到, 或是报到后要求退学, 不但

数量及提高招生质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军队院校

造成宝贵的参军及录取指标浪费, 同时对其他学员

应增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从这几年的招生宣传
情况看, 许多地方高校学生对军队院校不了解, 甚

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而国防生则不同, 近年来我
院录取的国防生入学后无一退学。因此加大国防生

至许多人不知道军队院校还可以培养研究生。因此

招生力度, 对改善军队院校研究生生源结构的促进

军队院校研究生招生宣传应在宣传面及深度上下功
夫, 让更多地方高校学生深入了解军队院校。当然

作用明显。
4、加强军队院校内部合作及与一线部队的合作

军人工资待遇偏低也是影响一部分地方高校学生参

军队院校内部学员流动性差不利于改善生源结

军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 2006 年军队工资调整则为

构, 军队院校应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参照地方院校

扩大地方生招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毕竟与地
方高校研究生开始大面积收取学费相比, 攻读学位

推免生对等交流的作法, 逐步建立各优势学科间的
学员交流。同时军队院校应着眼服务部队基层建设

期间就享受部队干部待遇还是有很强吸引力的。同

的宗旨, 加强与一线部队合作的力度, 培养部队急

时军队院校应根据本校学科特点与相应的地方高校
建立稳 定的合作关系, 这样可以扩 大宣传面 和力

需的应用型人才。近年来我校通过工程硕士培养的
方式为各兵种、各大军区培养了一批指挥型工程硕

度, 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生质量及招生稳定性。

士, 这种培养方式更贴近部队需求, 今后可逐步引

2、深入研究地方生培养规律

入到全日制学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地方生培养 与军人学 员培养规 律有着显 著不
同。详细考察地方生在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

另外加强与军内单位、地方高校甚至国外高校
的合作, 以联合培养的方式进行研究生培养也是一

士学位的比例偏小的原因, 除了能力上的差异外,

种很好的模 式, 对 扩大研 究生视 野、加 强学术 交

思想因 素也占很大部分。硕士研究 生培养年 限较

流、改善研究生知识结构、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短, 地方生普遍存在对军校生活不适应的情况。地
方生已成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加

提高起着良好促进作用, 只是这已超出改善研究生
生源结构的话题。

强对地方生培养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尤其是应加强
思想政 治工作的力度, 使地方生尽 快适应军 校生
活, 完成老百姓到军人的角色转换, 打牢为国防事
业献身的思想基础, 树立长期在部队工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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