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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 术的 迅猛 发展, 网 络已成 为人 们重要 的思
想舆论阵地, 成 为 政治 进攻 和 思想 文化 侵 蚀的 有 力手 段,

雅

( 二) 加强网络心理教育, 预防学员上网成瘾
网络不仅为学员 获取 信息 和学习 交流 提供了 良好 的平

从而对思想政治 工作 提出 了新的 挑战。这 个挑 战在军 队院

台, 也成为 学员 游 戏娱 乐的 新 途径。 网络 游 戏可 控 性 强、

校中更显突出, 如何开 展网络 时代 的思想 政治 教育也 成为

重复性强、见效快以 及无 风险 等特性 十分 符合大 学生 的心

学员队干部所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理需求, 极易吸 引学 员投入 大量 精力和 财力, 沉 溺于 虚拟

一、掌握情况, 充分认识当前网络对思
想政治工作的挑战和要求

时空之中, 以致 上网 成瘾。其 主要原 因仍 然在学 员自 身这
个主体上。当学员的课外生活贫 乏, 对现实 生活缺少热 情,
人际关系不佳, 心中充满失败感 时, 就很容 易被网络捕 获,

( 一)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速度惊人

把网络当作 / 充实生活0 、寻找自我、沟通交流 和发泄 忿闷

2007 年 1 月 23 日, 中 国互联 网络信 息中心 ( CN N IC)

的工具。因此, 学 员队 要以 人为本, 从学 员本 身抓 起, 丰

发布 5 第 19 次中国互联 网络 发展 状况 统计 报告6 。报 告显

富学员的课余活 动尤其 是适 当增 加户外 运动, 培 养学 员广

示, 截至 2006 年底, 我 国网 民人 数 达到 了 11 37 亿, 占中

泛的兴趣, 树立 对生 活乐观 向上 的态度, 帮助学 员加 强交

国人口 总 数的 1015% 。与 去年 同 期相 比, 增 加了 2600 万

流与沟通, 搞好 人际 关系, 并 用革命 军人 的意志 品质 武装

人, 增长率为 2314% 。自 1994 年中国全功能联入国际互联

自己, 把上网 精力主 要放 在学习 上, 做自 己的 主人, 拒绝

网, 在 10 多年的时间里, 每十人 中就有一人 是网民。10%

网瘾。

的网民普及率 是互 联网 发展 的高 速拐 点, 突 破 10% 之 后,

( 三) 加强网络保密教育, 防止学员网络泄密

中国互联网将迎来更快速的增长期。同 时, 本次报告 显示,

随着信息技术的 迅猛 发展 和我军 现代 化建设 步伐 的加

网民中文化程度为高中 ( 中专) 的比例最高, 达到 3111% ,

快, 网络在我军 各级 机关、部 队特别 是院 校迅速 发展 和普

其次就是本科 ( 251 8%) 。可见, 本科生 占网民总数 的很大

及, 极大地提 高 了我 军 指挥 控制 和 办公 自动 化 的时 效 性;

一部分, 抓好本科生特别是军校学员的网 络教育至关 重要,

但是, 网络交 互性强、 信息传 播速 度快、信 息量 大等 特点

势在必行。

也为军 事 秘 密 安全 工 作 提 出 了 严 峻的 挑 战。 就 此, 早 在

( 二) 网络意识形态多样化喜忧参半

1997 年, 中国人民解 放军保密 委员会 就颁布 了 5 涉密 计算

互联网把人 们 带入 了一 个 全新 的 信 息时 代。一 方 面,

机、会议涉密文件资 料和 复制 军事秘 密载 体保密 管理 暂行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视 界, 加大 了不 同民 族、不 同国 家和

规定6 ; 1998 年, 总参谋部又颁布了 5 中国人民解放军计算

不同地域政 治、经 济和 文化 等 各方 面信 息 的交 流 和渗 透,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 理暂行规定6 ; 2001 年, 四总部还颁

使全球变成一个 资源 共享 的地球 村, 大大 提高 了人类 认识

布了 5中国人 民 解 放 军 计 算 机信 息 系 统 安 全 保 密 规 定6 ;

和改造世 界的 效率; 另 一方面, 网络在 包含 大量 好的、有

5 保密守则6 上对网络的安全使用也作 了明确规定 。学员队

用的信息的同时, 也成 为各种 错误 思潮和 腐朽 思想传 播交

要组织学员 经常性 学习 相关法 律、条令 及条 例, 增强 学员

流的手段, 潜移默化地 影响思 想信 念还不 够坚 定的本 科学

政治敏感性, 并定期开展自检工 作, 消灭 泄密隐患。

员; 也有人 产生了 网络 依赖症, 对现实 生活 失去 兴趣, 却
问题。在这种喜忧参半 的现 状下, 如何 保持 学员 思想 上的

三、形成合力, 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阵地

纯洁和政治上的坚定为 每一个 思想 政治教 育工 作者提 出了

走进网 络时代, 思想政 治教 育要与 时俱 进, 不断 改革

把喜怒哀乐建立 在网 络世 界的虚 无中, 产 生了 严重的 心理

新的挑战。

创新, 要利用 好网络, 搭建新 时期 思想政 治教 育平 台, 扩

二、加强教育, 增强学员的辨别能力和
批判能力

大思想政治 教育的 覆盖 面和影 响力。首 先, 要大 力发 展校

( 一)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消除网络道德失范现象

的思想政治 教育 作用。其 次, 要努 力创建 专题 性网 站, 增

园网建设, 形 成本学 校的 网络特 色, 突出 特色 文化, 将校
园网建设纳入建 设和谐 校园 的行 动计划 中, 发挥 校园 文化

网络道德是 人类 一般 道德在 网络 领域的 具体 表现, 我

强与学员的 沟通与 互动。例 如, 我校 的心 理咨询 专题 网站

们要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网络 观, 科学运用 网络,

/ 心之桥0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员与教员间 沟通探讨的 网上交

主动剔除反动、迷信、淫秽和 庸俗 等错 误思 潮和 腐朽 思想

流平台, 学员 有任 何心理 上的 困惑, 随 时都可 以与 / 知心

文化的影响, 培养道德 自觉 性。网 络道 德建 设还 应以 倡导

姐姐0 倾诉, 并得到 及时 的答疑 、释惑。 再次, 利用 网络

诚实守信为重点内容, 引导 学员 诚实 上网 , 做到 网上 网下

的匿名性, 提供 学 员与 管理 者 直接 交 流的 空 间。一 方 面,

表里如一。同时, 要 教会学员识别防范一 切网上不良 行为,

使管理者 能够 知 道学 员的 心 里话, 了解 学员 真 实的 想 法;

提高对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和对不良信息的批判能力。

另一方面, 扩大 交 流范 围, 提 供思 想 政治 教 育的 新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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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最 后, 调动学 员自 身积 极性, 让 学员为 网络 当家

注的东 西 通 过 网 络 与 大 家 共 享 ( 比 如 作 论 坛 的 / 版 主0

作主, 办学 员自己 的网 站, 把自 己喜欢 的、倡导 的或 者关

等) , 发挥学员内部同化作用。

对创新思维主要特征的几点思考
国防科技大学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石乔
培养学 生的 创 造性 思维, 是教 育教 学 的重 点 和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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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基础上按 科学的 方法 凝炼、推 演出来 的思 维才 可能

作者结合自己长 期的 科学 研究和 人才 培养经 验, 在前 人研

是创新思维, 才经得起实践的检 验, 实现预期 的创新目 标,

究的基础上, 对创新思维的主要特征谈以下几点认识:

臆想、空想、胡思乱想等都不是创新思维 。

一是思维的批 判性。所 谓思维 的批 判性, 就 是要 敢于

四是思维的 知识 性。创新 不可能 凭空 而来, 创 新思 维

质疑、敢于 提出不 同看 法, 做到 不唯 师、不唯 书、不 唯学

来源于知识的长 期积淀 和不 断凝炼 升华。知 识性 是创 新思

术权威, 敢 于向已知和未知领域提出挑 战。只有通过 批判,

维的基础, 是 创新思 维的 源泉, 是 创新思 维批 判性、聚 焦

才能发现 问题 和不足, 才有可 能催 生创新。 一味 盲从, 不

性、科学性的基础。只有在积累了 足够科学知 识的基础 上,

可能实现创新, 最多只 能是 模仿 和复 制。但 创新 思维 的批

才可能发现问题并找到 解决问题的思路, 实现 创新的目 标。

判性要建立在科学基础 之上, 而 不是 盲目 怀 疑一 切、否定

知识是一个积累 的过程, 发现问 题需 要已积 累的 知识 作为

一切、打倒 一切。要做 到在 科学 基础之 上的 批判, 必 须有

基础, 解决问 题更要 围绕 问题积 累知 识。因此, 聚 焦问 题

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渊博 的知 识体 系。因此 , 知识 的积 累是

检索大量的相关 文献并 批判 性地学 习研 究非常 必要。 一方

实现思维的批判性的前提。

面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知识和 经验, 另一 方面开阔思 路,

二是思维的 聚焦 性。所谓 思维的 聚焦 性是 指针对 要解

提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途径。

决的问题或目标进行长期、持久、深入地思 考。众所 周知,

五是思维的 开阔性。 思维的 开阔 性是指 思维 视野 的开

光通过聚焦可以 实现 能量 的倍增, 滴水穿 石也 是同样 的道

阔性, 只有站 得高, 才 能看 得远、看 得广, 近视 眼是 不可

理。朝思暮想, 持之 以恒, 终会 有 所收 获, 有 所创 新。反

能发现新大陆的。思 维的 聚焦 性和思 维的 开阔性 不是 矛盾

之, 朝秦暮楚, 东一 榔头, 西一 斧 子, 则 将一 无所 获, 更

的, 而是相辅相 成的 辩证关 系。思维 的聚 焦性是 指将 思维

谈不上有所创新。根据 作者 长期 的人 才培 养 经验, 思 维的

聚焦在要解决的 问题上, 而思 维的开 阔性 是指将 思维 开阔

聚焦性在大量文 献阅 读中 最容易 出现 问题。文 献中展 现的

在解决问题 的方法 和途 径上。创 新是多 途径 的, 没有 一成

各种思路和方法 常常 牵引 读者偏 离自 己要解 决的 问题, 最

不变的规律可遁。创新是一种探 索, 许多途 径可能行不 通。

终导致思维的杂乱无章。因 此, 思 维的 聚焦 性和 思维 的批

钻牛角尖、吊死在一 颗树 上等 思维方 式往 往使创 新半 途夭

判性密不可分, 思维的 批判 性是 思维 聚焦 性 的基 础。大量

折, 无功而返。

文献阅读和知识 积累 是创 新思维 的前 提, 但只 有批判 性地
吸纳文献中的精髓, 才有可能形成创新思维。

六是思维的 敏锐性。 创新思 维的 敏锐性 是指 能不 能发
现问题、能不能 准确 把握住 问题 的本质 和关 键, 即对 所存

三是思维的 科学 性。思维 的科学 性是 指创 新思维 的正

在的问题看 不看得 见、看不 看得 准。对问 题视而 不见 就等

确程度。科 学的创新思维, 能指导实践并 实现创新的 目标,

于对创新视而不见, 创新也就无 从谈起。遇 到问题绕道 走,

在创新的实践中能少走 弯路。不 够科 学的 创 新思 维, 在实

就等于放弃了创新的机会。有问题 的地方必 然有创新机 会,

践过程 中肯 定 要走 弯路, 甚至 不 可行。 周瑜 一 步生 三 计,

大问题大创 新, 小问 题小 创新。难 度越大、 遗留 时间 越长

诸葛亮三 步生 一计, 周 瑜虽计 谋多, 但 成效 低, 诸葛 亮计

的问题, 出现大创新的可能性就 越大。

谋的成效则 高得 多, 说 明诸 葛 亮思 维的 科 学性 要 高得 多。
熟知的三国故事, 生动说明了创新思维科 学性的重要 程度。
思维是否科学, 与掌握 的知 识密 切相 关, 只 有在 深厚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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