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云: 在基层建设中落实科学管理
用, 在以后的学习中, 会更勤奋, 想方设法朝前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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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的殊荣, 在获得这些荣誉后得 到鼓励, 得到促进。

对于取得好 成 绩的 学员, 不能 单 停 留在 口 头表 扬 上,

对于进步幅 度比较 大的 学员也 要进 行表彰 和奖 励, 虽

还应该在评先评优、入 党立 功受 奖等 方面 重 点考 虑, 实行

然他们不是名列前 茅, 但与 他 ( 她 ) 过去 的成 绩相 比却 进

精神和物质奖励 相结 合, 让他 们切 实感受 到自 己取得 好成

步明显, 所以也应予以表彰, 给予鼓励。

在基层建设中落实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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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队是军 队院 校学 员管理 的基 本单元, 管理是 否科

是学员队 建设 的 根本 目的 。研究 生 学员 在攻 读 学位 期 间,

学, 直接影响到学员军 政素 质和 业务 能力 的 培养, 影 响学

学习和科研任务 繁重。我 们在抓 学员 队建设 时紧 紧围 绕促

校正规化 建设 的成败。 因此, 以 科学发 展观 为指 导, 在基

进学员的全面发 展做工 作, 对 学员的 管理 教育坚 持从 实际

层建设中落实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出发, 充分考虑 每位 学员的 需求 和特点, 有针对 性地 为学

结合多年来 学员 队工 作经验, 笔 者认 为应 该从以 下几
点出发, 实现学员队的科学管理。

一、要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

员的成长成才提 供服务。 并充 分调动 他们 的主动 性和 创造
性, 让他们在宽 松的 环境中 学习 和生活。 如利用 校院 创新
资助平台, 组织有兴 趣和 特长 的学员 参加 各类科 技竞 赛和
创新资助活动。组织 在科 技论 文撰写 和各 类科技 竞赛 中取

/ 院校 教育, 育 人为本; 德智军 体, 德育为先0 , 这句

得突出成 绩的 学 员, 在 全队 有计 划 地进 行面 对 面的 交 流,

话精辟地概括了 学员 队人 才培养 任务 的总目 标。在新 时期

邀请校内外知名 专家教 授举 行学 术讲座 等活 动, 开拓 学员

新的历史条件下, 军队 受到越 来越 多的来 自各 个方面 的冲

的视野。

击, 既有物 质的利 诱, 也有 精神 的侵 蚀。因此, 科学 管理

为了培养既 有扎实 专业 基础知 识, 又有 人文 特长 的高

首先要提高政治 思想 工作 的有效 性, 以坚 定广 大学员 的理

素质人才, 学员 队在 学院机 关和 大队党 委的 指导 下, 成立

想信念, 凝炼广大学员 立志 报效 祖国 、献身 国防 和军 队现

了 / 党员之家0 , 订 购了 40 余份报 刊、杂 志, 为 学员 成长

代化建设的思想, 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成才营造浓厚的 人文环 境和 气氛。学 员队 还着重 加强 学员

面对新的形势 和任务, 政治思 想工 作决 不能 放松, 管

综合素质的培养, 比如表 达能力、组织能 力、管理能力 等,

理教育方式也应 进行 积极 的改变。 应充分 认识 政治思 想教

争取使每个 学 员 都 做 到 / 站 起 来 能 讲 ( 能 在众 人 面 前 演

育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 坚决摒 弃以 往政治 教育 的生硬 和脱

讲) 、蹲下去能做 ( 下 到部 队可 以 很快 地融 入工 作) 、 坐下

离实际; 要注重政治教 育的 平实 性和 人性 化, 从 日常 生活

来能写 ( 能够写出理论 文 章和 材料) 0, 努 力 把推 进学 员队

的点点滴滴 去感 化 人, 从日 常 生活 的方 方 面面 去 教育 人。

管理工作同促进学员全 面发展统一起来。

只有平时教育到 位了, 关键时 刻才 能凸现 出广 大学员 响应
号召、服从命令、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任务的战斗力。

二、要从严治队, 坚持正规化建设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要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正规化 建设。

四、要以人为本, 求真务实
贯彻落 实科学 发展 观, 实现 科学管 理, 在学 员队 就是
要树立求真 务实 的作 风, 坚持干 实事、求 实效, 将以 人为
本落到实处。如 学员 队为了 提高 办公效 率, 让学 员腾 出更

在学员队的管理工作中, 一 方面 要坚 持从 严 治队, 要 求全

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 学习 和科 研中, 针 对学员 在上 报各

队学员作风紧 张, 军容 严整, 举 止端 庄, 文明 礼貌, 认真

种材料时填各种 表格耗 时较 多的 问题, 设 计编制 了学 员电

贯彻条令条例, 坚决执 行上 级命 令指 示, 自 觉遵 守校 纪校

子档案, 对每名 学员都 列出 了 74 个查 询和筛 选字 段目 录,

规和各项规章制度; 另 一方 面也 要强 调管 理 的人 性化, 实

建立了各类表格及数据 统计报表等 10 多个电子模 板, 极大

现灵活管理。坚 持 把爱 护学 员 与培 养战 斗 精神 统 一起 来,

地提高了 学员 队 的办 公效 率, 大 大 节省 了学 员 们的 时 间,

把关心学员个人 发展 与从 严治军 统一 起来, 把 尊重学 员权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 的管理作风。

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 挥统 一起 来。因此 , 在严 格坚 持正

实现学员 队 全面 的科 学 管 理, 是 一项 需 要与 时 俱 进、

规化建设同时, 我们放 手让 学员 实现 自主 管 理, 着重 加强

不断创新的工作。学 员队 应当 进一步 认真 贯彻落 实科 学发

骨干队伍的培养, 对各 级骨 干有 针对 性地 进 行教 育, 引导

展观, 大力弘 扬求真 务实 的工作 作风, 持 续以 人为 本, 科

他们增强责任心, 发挥 模范 带头 作用 , 同时 对骨 干充 分信

学管理, 实现学 员的 全面发 展, 确保 以人 才培养 为中 心的

任, 大胆使用, 充分发挥其对正规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三、要促进学员的全面发展
学员队工作 的中 心是 人才培 养, 实现 学员 的全面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