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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大学生 是未 来部 队建设 的骨 干力量, 其思想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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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质生活问 卷调 查中, 671 8% 的学员 认为 精神 生活 比物

素质直接关系着 军队 的前 途和祖 国的 命运。为 了了解 当前

质生活重要, 对于精神生活 的追求, 64% 的 学员选择享 乐、

军校高年级学员的思想 状况, 把 握其 思想 动 态, 增强 思想

自娱、上网。反映 了相 当一部 分学 员出现 自我 封闭、 关门

政治工作的适应性、有 效性 和针 对性 , 笔者 采取 问卷 调查

自娱、迷恋上 网的倾 向。其次, 仍有少 数人 存在 金钱 拜物

的方式, 以大三学员为 代表对 该群 体的思 想状 况进行 了一

主义思 想。在 / 你对 个人 幸福的 理解0 问题调 查中, 回答

次较为深入的调 查。发出 调查 问卷 400 份, 回收 有效 问卷

拥有 / 财富0 、 / 权利0 和 / 宽 敞舒 适住宅0 的占 调查 人数

388 份,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了当前学员思 想变化的特点, 探

的 321 6% ; 在对商品社 会中金 钱的看 法调查 中, 选择 认为

索了新时期条件下学员思想教育管理的有效措施。

/ 有钱能使鬼推磨0 的占 131 24% ; 选择 认为 / 金 钱并 非万

一、当前军校大三学员的思想状况分析
( 一) 思 想稳定 , 信仰坚 定, 但部 分人 缺乏思 辨能 力,

能, 但办事没钱不行0 的占 451 30% 。
( 三) 普遍渴望求知成才, 但部分学 员学习态度 和方法
存在问题

存在功利性
调查数据显 示, 大三 学员 的政治 价值 取向 表现得 成熟

大 多数学员学习 目的基 本明 确, 渴望 求知 成才。 如自
习课 58% 的学员常常用 来学习和学 科竞赛 的准备, 53% 的

与稳定。69% 的学员对 / 三个代表0 , 科学发 展观等 重要思

学员认为 自己 学 习目 标明 确, 441 8% 认为 学 习动 力 充 足。

想的基本内容比 较了 解, 89% 的 学员对 共产 主义 理想、马

761 5%的学 员 认 为 要 好 好学 , 才 能 为 以 后 的工 作 打 好 基

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信念比较坚定, 对党的现行 方针、

础。

路线、政策 能够正 确理 解, 自觉 执行。同 时善于 深入 思考

但是在学 习态 度问 题上, 还 有少数 人有 / 混0 学 历的

一些政治方面的 问题, 关心国 家大 事不再 停留 于肤浅 的知

思想。251 7% 的 不知 道什 么原 因不 想学, 贪玩; 111 2% 认

识。例如关 心国内 外政 治形势, 关心军 队建 设, 尤其 是两

为能拿到学 位就行, 学习主 动性 与自觉 性不 高; 还有 个别

会政治工作报告中关于军队的问题。

关系户, 认为学好学坏没关系, 反 正毕业后 有好位置等 着,

但由于经验的欠缺, 部分学员仍然缺 乏思考辨别 能力。

导致学习动力不足。

对现实社会中一 些与 马克 思主义、 社会主 义和 共产主 义理

另外, 随着公 共基础 课的 减少, 专业 技术 课增 多, 专

想相悖离 的言 行, 缺乏 科学、正 确的分 析与 认知, 有 相当

业学习方面 的问题 也凸 现出来。 调查显 示, 23% 的学 员对

一部分人曾经传、看过 一些 过于 偏激 的政 治 言论, 甚 至个

专业不感兴 趣导致 学习 学不进, 上课听 不进, 考 试不 及格

别同志还 / 灌水0 跟帖。

的现象; 3319% 学员因 为学 习重 点变化 没有 及时 调整 好学

其次, 政治取 向上 存在 实用性 和功 利性。例 如即 将面

习方法, 导致学习效率不高, 失去学习信 心。

临分配, 便对入党问题 较为 关心, 但实 际上 并不 明白 自己
为什么要入党。调查表 明, 有 161 7% 的 学生党 员承认 加入

( 四) 普遍能适应环境的改变, 但部 分学员养成 不良的
作风

共产党的动机是 / 为了个人的发展需要0, 有 401 1% 的学生

军校技术类 学员 大一、大 二注重 军人 素质 养成, 大三

党员入党动机是 / 既为自己, 也为人民0 。这说 明, 超过半

开始注重创新意 识培养, 管 理氛围 更宽松。调 查表明 72%

数的学员把政治看作是 自己成 长的 客观条 件和 实现个 人利

的学员能较快适 应环境 的改 变, 全身 心地 投入到 新的 管理

益的一种手段, 少数人 不想 过多 地承 担应 尽 的政 治、社会

模式中。3413% 的学 员喜 欢宽松 一点, 学 术 氛围 浓厚 的环

责任, 功利倾向较明显。

境, 认为更有利于培 养学 业方 面的专 业技 术能力 和创 新能

( 二) 道德价值观主体呈健康向 上趋势, 但部 分学员价
值观念出现不好苗头
两年多的 军 校学 习生 活 经历 让学 员 开始 对 人生 目 标,

力。
但环境的改变, 管 理方式 的变 化, 使部分 学员 淡化 了作
为一名军人应当具备的 纪律观念与服从意识, 不自觉 地感染

人生价值有了初步的考 虑, 价值 观正 处于 形 成阶 段。调查

了自 由散漫 习气, 开始出 现逾假 不归, 考试舞 弊、酗酒滋 事、

表明大三学员主 体道 德价 值观积 极健 康, 对社 会上的 丑陋

打架斗殴 等严重违纪现象的 苗头。调查中, 131 6% 感觉自己

现象及惟利是 图的 极端个 人主 义基 本持否 定态 度。74% 的

变懒散了; 181 7% 的认为自 我约束 力降低 了; 因此 171 1% 的

学生认为军人 的人 生价值 在于 奉献, 76% 的学 生在个 人利

学生自习课很少时间用 作学习, 41 7% 学生 从不学习。

益与集体利 益发 生矛盾 时选 择以 集体利 益为 主, 6019% 对
个人幸福的理解为体现个人价值。
但部分学员价值观也出现一些不好 的发展苗头。 首先,
存在贪图安逸的 享乐 主义 思想。例 如在如 何看 待精神 生活

( 五) 心理状况处于转型期, 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大
学员在学校经过两年的磨砺 , 心理状况 正处于转型 期,
普遍存在以下特征:
1、心理压力较大。在回答 / 你在学 习期间在哪 些方面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96

2007 年第 2 期 ( 总第 144 期)

有压力0 的 问题时, 选择 学业方 面的占 16% , 选择毕 业分

在教育过程 中的 主动 性, 变被动 为主 动, 把灌 输式、管 理

配去向方面的占 4112% , 考研压力 的 3412% ; 可见 目前大

式的教育转变成引导式 、交流式 、启发 式、帮助 式的教 育,

三学员主要在毕业分配和考研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

比如参加交 流座 谈会, 请 知名专 家、英模 讲课, 组 织主 题

2、感情丰富强 烈。大三 学生 的学习 和生 活相 对宽 松,

演讲, 辩论赛 等。突出 受教育 者自 我教育 的作 用。促使 学

生理期也到达一定阶段, 精 力十 分旺 盛。在 情感 上表 现出

员将教育内容内 化为自 身的 品德修 养, 激发 学员 正确 的自

丰富性、自主性和波动 性的 特点。 虽然 军校 禁止 本科 学员

主性、独立性、能 动性 和创造 性。如某 学员 队一直 开设 学

谈恋爱, 但 调查显示, 4115% 正 在谈, 另 外有 24% 认 为恋

员小教员 活动, 让学 员 谈谈 自己 对 一些 重大 问 题的 看 法,

爱对心理产生极大影响, 会 造成 学习 精力 不 集中, 学 习时

达到律人自律的效果。

间不够用, 43% 认为失 恋对 心理 的影响 更大, 会 导致 心情

( 三) 注重心理健康教育, 解决实际问题

抑郁, 恐惧, 甚至失去生活的勇气, 产生更大的危害。

面对面谈心的工 作方 式是开 展心 理健康 教育 不可 或缺

3、对挫折缺乏心理准备。在调查 大三学员对 今后到部

的。帮助学生解决实 际问 题的过 程从 本质上 讲也 是思 想政

队工作有什 么看 法时, 618% 表 示害 怕, 33% 认为 不适 应。

治教育的过程。思想 政治 工作者 应根 据目前 大三 学员 表现

原因 21% 认为基层部 队条件差, 太辛苦; 12% 认为部 队太

出来的思 想问 题, 帮 助 学员 树立 正 确的 人生 观 和价 值 观,

枯燥, 以 后 不 能 施 展 自 己 抱 负; 因 此 在 考 研 动 机 里 有

对自己的道路做 出正确 的定 位。应注 重学 员面对 困难 挫折

151 9% 认为考上 研究 生后 就可 以晚 一点 分配, 281 4% 为了

的心理素质与道 德观念 的培 养; 建立 定期 思想形 势分 析制

逃避部队的艰苦, 认为 可以 分到 好一 点的 地 方。部分 学员

度, 重视重点 人、个别 人的思 想动 态, 设立 思想 骨干 责任

在面临诸如学习成绩下 降、班干 选举 落榜 、人际 关系 不和

制, 开展转化 工作, 帮 助学生 解决 来自学 习、家 庭等 方面

睦、受奖未 果、入党愿 望落 空、入围 阅兵 队列落 选等 挫折

的压力以及在压 力作用 下自 我认 识的偏 差等 问题。开 展以

时, 往往难 以接受。因 此在 看待 问题的 时候, 容 易走 向片

心理咨询为主渠 道的心 理健 康教 育活动。 一方面 教育 者要

面化、极端 化, 且多 看其消极的一面, 从而陷 入悲观 沮丧,

掌握相关的 心理学 知识, 根 据学 员个性, 了解其 各方 面的

情绪低落的抑郁状态。

信息, 找到问 题症结 所在, 帮 助解 决情感 上的 困惑、 前途

二、加强思想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 一) 加强政治教育, 防患未然, 确保 学员政 治上 / 不
变质0

迷惑等疑难 问题; 另 一方面, 要为学 员提 供锻炼 实践 的平
台, 在组织活动 和认 识社会 的过 程中正 确认 识自 我, 合理
定位, 使自我心 理期 望值更 接近 于部队 军人 的期 望值, 减
少自我认识的偏差带来 的影响。

由于高年级 学员 的思 想上最 活跃, 对 于一 切危险 的苗

( 四) 大胆创新, 探索符合时代特点的教育方法

头,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 须保 持高 度敏 感与 自 觉, 要进 一步

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 结合 新的形 势与 任务, 着 眼时 代特

加大马克思主义 基本 理论 灌输力 度, 进一 步加 大理想 信念

点, 开展行之有 效的 方法。如 根据大 多数 学员喜 欢上 网的

教育力度, 把学员 的奉 献意识、 大局意 识、献身 国防 意识

特点, 利用校园 网制 作一些 积极 健康的 网站, 引 导大 学生

作为检验学员队思想教育效果的根本。围 绕学员的世 界观、

浏览, 如我校的军 向阳、兵之 道、ESM 论坛和 跨线桥 论坛

人生观、价 值观、奉献 观开 展一 系列的 教育, 结 合平 时的

等, 利用网络 的交互 性、快捷 性和 隐蔽性 等特 点, 开 设学

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进行教育。

员与思想政治教 育者的 面对 面聊 天室, 让 他们把 平时 不敢

( 二) 突出主导与主动的统一, 激发学员能动性

说、不愿说的 讲 出来, 如 心 之桥。 还可 以加 入 学生 的 QQ

目前大多数的思想 教育都 限于 对学员 进行 单一的 灌输

群, 和他们做 朋友, 了 解他们 的思 想动态。 这既 可以 使思

式教育和集 中统 一 的管 理。使 学员 形成 被 动的 接 受教 育,

想教育工作者了 解学员 的真 实思 想, 又可 以对他 们及 时教

教育内容只停留在表面, 没有深化下去, 因此达不到 效果。

育引导。同 时可 以 改善 环境, 营造 健 康向 上 的校 园 文 化,

应重视学员的内在需求, 尊 重学 员的 个人 差 异, 突出 学员

把校园文化活动与思想 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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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博士研 究生 是生 活在军 校里 的特殊 群体, 随 着时

为此, 我们设 计了一 套专 门针对 军校 博士 生爱 情、婚

代的发展和变化, 他们 婚恋过 程中 产生的 各种 问题日 益突

姻各方面 的调 查问 卷, 对 89 名 在校 博 士生 进行 了 问卷 调

显, 如不及 时得到 解决, 可 能导 致各种 心理 问题, 产 生各

查, 其中女 博士 生 10 人, 占 11% 。年 龄 25 岁以 上 的 78

种异常行为。不但会给其本人带来悲剧、 给社会带来 损失,

人, 占 751 3% 。 独生 子 20 人, 占 2411% , 已 婚 的 25 人,

而且会浪费 国家 和 军队 教育 资 源、影响 军 校的 社 会声 誉。

占 28% 。为了弥补问 卷调查 定性不 足的缺陷, 我们还 以座

因此, 深入 调查研 究军 校博士 研究 生爱情、 婚姻 问题, 对

谈会与个别 交谈的 方式 进行调 查。在对 调查 问卷、座 谈情

于加强军校博士 生的 管理 教育和 人才 培养工 作, 具有 深远

况进行认真统计 分析的 基础 上, 对军 校博 士生这 个高 层次

的现实意义。

人才群体的 婚恋观 有了 一个初 步的、大 概的 了解。被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