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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军, 所以要从现在做起, 争当贯彻落实从严治军的模范。
( 一) 要熟练掌握条令条例、校纪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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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在法规、纪 律许可 的范 围下自 觉行 动, 才能 获得 真正
广泛 的自由, 也只有这样, 才能在法纪的约束下健康成长。

从严治军的前 提是知 法、懂法。 我军经 过多 年的 法制

( 三) 要防微杜渐, 自觉养成

建设, 已建 立了以 5 国防法6 为龙头, 以 条令条例为 主体,

军校学 员 ( 特别 是研 究生) 的 主要 任务是 学习 , 很多

与国家法律 制度相适 应, 基本 满足 国防和 军队 现代 化建设

时间跟导师在 教研室度过, 队干部在客观上 难免鞭长 莫及,

需要的军事 法规体系。 我们学 校也 积几十 年办 学治 校的成

只能依 靠自 觉养 成。怎 样 加强 自觉 养 成, 做 到 防微 杜 渐?

功经验, 制定颁发了 一系 列校 纪校规, 这 些都 是培 育高素

就是 要做到从平时做 起, 从点滴 做起, / 不因善 小而不 为,

质人才和出高水平成果的规范性文件, 我 们必须认真 学习、

不因 恶小而为之0 , 真正养成自觉遵 纪守法的良 好习惯, 做

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 并自觉落实在实际行动之中。

到领导在与 不在 一个样, 校园内 与校 园外一 个样, 单 独行

( 二) 要努力培养遵纪守法的思想意识

动与 集体行动一个样。

要自觉遵纪守法, 首先要树立牢 固的法纪观 念。因此,

正是因为有了从 严治军 这个 基本方 针, 我 军才能 始终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法律和纪律的权 威性、约束性、惩 戒性,

保 持严明的纪律, 得到 老百 姓的 拥戴。军 校学 员应当 认清

深刻理解自 觉遵 纪守 法对党 和国 家、对军 队、对个 人成长

自 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 增强 纪律 观念, 自 觉遵 守条令 条例

的重要 意义, 不断 增 强法 纪意 识, 树 立 牢固 的 法 纪观 念。

和各 种规 章 制 度, 持 之 以 恒, 做 贯 彻 落 实 从 严 治军 的 模

要正确认识 和处理好 法纪 与自由 的关 系问题 。只有 遵纪守

范。

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学员队正规化建设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 周 鹏

胡锦涛主席指出: / 要坚决贯彻 从严治军 方针, 把从严

正违纪现象 时, 必须 对负 有直接 责任 者进行 处罚, 决 不能

治军作为 一项 全局性、 基础性、 长期性 工作 紧抓 不放。从

/ 心慈手软0 , 姑息 迁就。要 褒奖 遵纪守 规的 学员, 让 他们

严治军是军队建设的铁律, 治军 不严, 祸患无穷。
0 军校学

得到应有的 鼓励, 让 其他 学员有 榜样 可学。要 树立时 效意

员队直接面 对军人学 员, 在军 队正 规化建 设中 起着 关键作

识, 及时处理。有 些 问 题一 旦 不 及 时处 理, 时过 境 迁 后,

用。加强学员队正 规化 建设是 军校 培养新 型军 事人 才的必

就会 失去相应的影响和效力。

由之路。

一、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学员队正规化
建设要从规章制度上入手
( 一) 建制定规, 治而有章

二、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学员队正规化
建设要从管理理念上着眼
( 一) 教养一致, 严而有信
在学员队管 理工 作中, 严 明的纪 律来 源于日 常的 教育

/ 令严方可 以肃 军威, 命重 始足 以整 纲纪0 , 在中 国历

养成 , 需要在 管理过 程中 逐步培 养。要通 过正 确的教 育方

史上, 兵家都把从严 治军 作为 要则, 同时 又都 主张 法制为

法, 引导学员 向正确 的方 向发展; 通过以 身作 则的表 率形

先, 有所谓 / 建军 必先建 制, 无 制不成 军0 之说。宋 朝的

象, 激励学员 提高 养成的 自觉 性。要做 到 / 言 必信, 行必

/ 岳家军0 、明代 的 / 戚 家军0 所向披 靡, 勇 往直 前, 其中

达0 , 增进队干部与学员之间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坚 持了 良好的 规章 制度。在 学员 队建设
中, 各项规章制度是 正规 化建 设的法 宝和 利器, 只 有建立
起完善的规章制度, 在学员管理上才能治而有章。

( 二) 法理结合, 科学管理
在学员队 的管 理 上, 既 要 从 严 要求, 也 要讲 究 科 学。
一是要搞好 协调 管理, 注 重把管 与被 管协调 统一 起来, 管

( 二) 健全规章, 行而有效

而有方, 管而 有度。二 是要 重视整 体发 展, 注重 学员 队整

建设全面协 调 发展 的学 员 队, 加 强 学员 队 的 正规 化,

体的进步, 对 后进 的学员 重点 关注, 积 极帮助 , 使其 发挥

要在 / 行0 字上下功 夫。要在 实际 工作 中让 规章 制度 行之

出最 大的能量。

有效, 形成 力量。例 如, 作为 学员队 建设 依据 的 5 军 队基

( 三) 关注细节, 防微杜渐

层纲要6 中 的规 范要求, 是指导 全军 基层建 设的, 具 有广

/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0, 在学员队的建设中当引以为戒。

泛性。学员队既要严 格遵 照执 行, 又要认 真结 合学 员队实

我们要在平时管理中用审视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在细节变化中

际, 健全出 与学员队相适应的制 度, 避免出现 / 真空0, 使

提前发现和解决问题。强调从我做起, 从点滴做起, 使学员外

操作更为直接和具体。

树形象、内强素质。从细节上要求, 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控制

( 三) 令行禁止, 赏罚分明
规章制度具 有天 然的 约束力, 但 缺乏 严明 公正管 理者
的规定 只能 束 之高 阁, 并 不能 起 到应 有 的作 用。 兵法 云:
/ 若法令不 明, 赏 罚 不 信, 金 之 不 止, 鼓 之 不进, 虽 有百
万, 何益于用。
0 队干部对于学员的管 理也应建 立在令行禁
止、赏罚分 明的前 提之 下。要坚 持按法 规程 序办 事, 在纠

和掌握好工作的节奏, 在纷繁的事务中游刃有余。

三、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学员队正规化
建设要在引导教育上落脚
( 一) 加强教育, 强化观念
首先, 要强化 政治 纪律观 念。教育 学员 充分 认识 严守

赵亮等: 认真把握人才培养规律
政治纪律的 重要性, 自 觉做到 衷心 拥护党 对军 队的 绝对领

不断提高管理育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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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 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效果。

导, 坚决贯彻党的基 本理 论、路 线、纲 领。其 次, 要 强化

( 三) 拓宽渠道, 推动创新

军事纪律观 念。培养 学员 树立 严明的 军纪 观念, 强 化学员

在引导教育 上应 当改变 单一 的课堂 模式, 拓 宽教 育途

的战斗精 神。再次, 要 强化 组织 纪律观 念。要使 学员 认识

径, 把严肃的 内容与 灵活 多样的 教育 形式结 合起 来, 尽可

到军队是个 特殊 的武 装集团, 有严格 的组 织要求, 必须认

能把教育搞 得生 动活泼 和富 有吸引 力、感染 力。一是 围绕

真遵守。要通过教 育学 员增强 打赢 高技术 战争 的责 任感和

问题, 举办辩 论会、知 识竞 赛和实 话实 说等, 通 过喜 闻乐

紧迫感, 从根本上提高严守纪律的自觉性。

见的教育形 式, 使学 员对 于法规 法纪 更深入 直观 了解, 调

( 二) 结合实际, 重点引导

动他们遵 章守纪 的积 极性。二 是疏 通学员 队、家庭 、社会

从严管理与引导教育要结合实际, 统筹协调。只有把依法

三结合的渠 道, 随时 掌握 学员的 思想 动态, 及 时解决 各种

从严管理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渗透到学员日常工作和生

问题。三是运 用电 化教学 手段, 开 展直 观教育 。四是 营造

活中去, 才能增强管理教育的有效 性, 使之具有强 大的生命

良好 的 军 校文 化 环境, 利用 网 络、墙 报、黑 板 报、幻 灯、

力。学员队在引导教育中要摸清规 律, 在结合实际 中把握时

橱窗等宣传 手段, 活 跃学 习教育 的气 氛, 让学 员在耳 濡目

机, 掌握学员的思想变化规律,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

染、潜移默化 中接受法纪法规教育, 不断增强纪律观念。

认真把握人才培养规律 不断提高管理育人水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 赵

随着军队信息化 建设的不断 深入, 怎样培养 出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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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熟悉各类 工作 的规定、 方法, 管 理业 务过 硬。要 充分

高水平的人 才, 为国防 和军 队建设 提供 人才 保证和 智力 支

掌握学员 的基本 情况, 有 针对 性地 开展工 作。其次 , 队干

持, 成为军队院校面临的首要问 题。军队院校学员队干部 同

部应当具备较强 的领 导能力 和组 织协 调能力。 组织一 项活

教员一样, 也担负着人才培养的 重任, 这就要求队干部加 强

动时, 应当有 计划, 按 部就 班地 实行。另 外, 队 干部 要熟

学习, 认真把握人才培养规律, 不断提高管理育人水平。

悉平 时有业务往来的机关各部门和教研室人 员的工作 性质,

一、学员队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培养高素质 新型 军事 人才, 对学 员的 素质 提出了 很高
的要求, 作为培养者的队干部应当具备相应的素质和能力。

善于组织 协调。第 三, 队干 部应当 有过 硬的军 事素 质。队
干部是学员入校 后的 第一任 老师, 是他们 对军 队的第 一印
象, 队干部军人气 质和军 事素 质的 好坏对 学员 的军人 养成
影响 很大。

( 一) 理想坚定, 功底扎实的政治素质

( 四) 能说会写, 多才多艺的人文素质

首先, 队干部自身 的理 想信 念要 十分 坚定, 爱党、信

队干部经常要在 学员 面前讲 话, 怎样 讲话 、讲精 彩的

党、跟党走, 这 是保证 人民 军队 听党指 挥, 保持 政治 本色

话, 是队干部 应该 注意的。 同时, 队 干部应 当善 于归 纳总

最基本的 要求。其 次, 队干 部要 提高自 己的 理论 水平。要

结, 将管理经 验形成文字材料, 不断提高自 己的管理 水平,

抓住点 滴时 间, 认 真 学习 党的 基 本理 论, 学 习 党 的路 线、

也为他人提 供丰 富的管 理经 验。此外, 队 干部 应当有 一定

方针、政策, 深入 了 解 国内 外 政 治 局势 及 其 变 化。第 三,

文体方面 的 才能, 会 在 文体 方 面对 学员 进 行一 定的 指 导,

队干部应具 有高度的 政治 敏感性, 在国内 外政 治局 势发生

这样 有助于和学员打成一片, 也有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变化时, 应当及时掌 握有 关信 息, 并把中 央的 政策 向学员

( 五) 健康强壮, 乐观向上的身心素质

传达, 应及时发现学 员中 存在 的不良 思想 倾向, 及 时加以

学员队工作是比较辛苦的, / 两眼 一睁, 忙到熄灯0 这

纠正。第四, 队 干部应 当善 做思 想工作, 经常深 入学 员当

句话形象地反映 了队 干部工 作的 繁忙, 因 此没 有充沛 的精

中了解情 况, 当学 员发 生思想 问题 时, 不应 一味 责备, 应

力、强健的体 魄, 是难 以胜 任队 干部 工作 的。此外, 队干

当查找原因, 对症下药。

部需要经常做学 员的 思想工 作, 这 就要求 队干 部具备 健康

( 二) 正直上进, 为人师表的思想素质

向上的心 理素质 , 用正确 的人 生观、价 值观引 导学 员, 还

首先, 队干部 应当 好学 上进, 不 断学习 来增 强自 己的

要有一定的 人格 魅力和 亲和 力, 学会 控制自 己的 情绪, 不

理论水平、业务素 质和 管理能 力。其次, 队干部 应具 备高
度的事业心、责任感, 把学员 队管 理育人 工作 当成 事业来
做, 热爱本职工作, 克尽职守。第三, 队干 部要诚实 正直,
廉洁自律, 公道正派。对学员做到 / 一 碗水端平0 , 管理过
程中对事 不对 人, 坚持 原则, 不 根据个 人喜 好办 事, 不论
关系亲疏都一视同仁。第四, 队干部应带 头遵守条令 条例、
规章制度, 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感情 用事, 不 凭意志经验办事。

二、学员队干部如何树立威信
队干部形象 的好 坏直接 影响 管理效 果, 因此 队干 部平
时要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树立自身的形象权威。
首先, 要具有 较高 的素质 。包括 优良 的政 治素 质、思
想素质、业务 素质、人 文素 质和身 心素 质等, 在 学员 面前

( 三) 善于管理, 全面过硬的业务素质

起到 模 范 作用, 体现 出 水平。 其次 , 要 言必 信、行 必 果。

首先, 队干部 应当 明确 自己的 职责, 掌 握学 员培 养流

平时不要随 便向 学员表 态, 一旦 表态 就一定 要办 到。要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