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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学员应努力培养造就 / 七种素质0、/ 八种能力0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 谢智勇

具备什么样素质和 能力的 学员 毕业分 配到 部队 后更能

避将直接 影 响你 今后 的 成长 进步 。科大 学 员分 配到 部 队,

适应部队的 生活, 在 部队能 有更 好的发 展? 笔 者通过 2006

第一任职岗 位大 部分是 基层 连队的 连、排长, 基本上 没有

年到某野战 部队一年 的代 职锻炼, 在该集 团军 范围 内对部

什么专业对口可 言, 能不 能适 应这 样的环 境首 先就是 一种

分科大毕业 学员的情 况做 了一些 调研, 并 将该 部队 基层干

挑战 , 是一种 能力的考验。

部的素质、能力情况 进行 了一 些分析 比较, 最 后得 出一个

二是口头表达的 能力。科 大毕 业的学 员, 特 别是 工程

结论: 基 层干 部 的 / 七种 素 质0 和 / 八 种 能力0 很 关 键,

技术类的学 员, 往往 口头 表达能 力都 不太强。 所以科 大学

很重要。军校学员 毕业 后要更 好地 适应部 队和 有更 好的发

子在校期间不能 一味 地死读 书读 死书, 要 借助 各种场 合和

展, 必须认真利用在 校期 间的 各种学 习锻 炼机会, 努力培

机会努力 锻 炼好 自己 的 口头 表达 能 力, 要 学会 发言 讲 话,

养造就这 / 七种素质0 和 / 八种能力0 。

学会讲精 彩的话 , 讲动听 的话, 不 要沉 默寡言 不讲 话, 或

一、七种素质
一是坚定的政 治素质。 要有崇 高的 政治 信仰, 坚 定的

者讲 废话。
三是文字表 述的 能力。科 大学子 在撰 写专业 论文 方面
文字表述能力可 能是 强项, 但 在日 常军用 文书 等方面 文字

政治立场,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要在政治上、思 想上、

表述能力却常常 是短 板, 所以 应有 意识地 加强 军用文 书方

行动上自觉 地同 党中 央、中央 军委保 持高 度一致。 政治素

面文字 表 述 能力 的 锻 炼 培养, 以 适应 今 后 部 队 的工 作 需

质是一名军 官首 先必 须具备 的素 质, 来不 得半点 含糊, 政

要。

治素质一旦出了问题, 你的军事生涯就走到了尽头。

四是组织领导的 能力。会 不会 组织, 能 不能 领导 是一

二是优良的思 想 素 质。要 为 人 诚实 正 直, 作风 正 派,

种能力, 部队 军官 尤其需 要这 种能 力。但科大 学员 , 特别

要有良好的个人 修 养和 道 德 情操。 思想 素 质是 / 做 好 人0

是工程技术类的 学员 分配到 部队 以后, 这 方面 的能力 往往

的前提条件 和基 础, 思想 素质 一旦出 了问 题, 就意 味着你

比较弱, 科大学子 今后在 校期 间应 努力加 强这 方面能 力的

/ 做人0 出了问题, 连人都不 会做, 就更做不 好官, 在群众

锻炼培养, 要利用轮流 代职或充当见习连骨 干的各种 机会,

中就不会有威信, 不能服众。

有意 识地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三是过硬的 军事 素质。要 了解和 熟悉 部队 的条令 条例

五是团结协作的 能力。能 不能 团结协 作, 会 不会 团结

和各项规章 制度, 熟 练掌 握和 运用手 中武 器, 各项 军事技

协作 , 会直接 影响工 作的 效果。根 据笔者 在部 队的调 研情

能素质 认证 考核 达标。这种 素质, 是 / 做军 人0 的基 本素

况, 科大学员 分配到 部队 后, 与直 接在部 队提 干的干 部相

质, 不具备这种素质, 就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军人。

比, 这方面的 能力也 欠缺 一些, 这 也需要 科大 学子在 校期

四是扎实的科 学文化 素质。 要懂 科学、 有文 化, 能熟
练掌握和应用现代科技知识, 学好各种应 掌握的文化 课程。
这种素质是 / 现代人0 应 具备 的基 本素 质, 不具 备这 种素
质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与节奏。
五是强健的身 体素质。 要有强 壮健 康的 体魄, 充 沛的
精力, 体型 和 体能 考 核合 格达 标, 只 有 具备 了 这 种素 质,
才能适应部队艰苦紧张的生活。
六是健康的心 理 素 质。要 有 良 好心 态, 健 康的 心 理,
特别是身处 逆 境和 遭遇 挫 折时 更要 有 控制 住自 己 的情 绪、
调节好自己 的心 态的 能力, 要 有任凭 风吹 浪打, 胜 似闲庭
信步的心境心态。
七是丰富的人 文素质。 要能 文能 武, 多 才多 艺, 要在

间就有意识地加 强这 方面能 力的 培养, 增 强团 结协作 的意
识和 能力。
六是公关协调的 能力。当 今社 会, 公关 协调 工作 非常
重要 , 有时候 公关协 调工 作做好 了, 工作 能起 到事半 功倍
的效果。科大学子 在校期 间也 应注 意这方 面能 力的培 养锻
炼, 要会公关 、能协调 。
七是表率作 用的 能力。大 家都知 道榜 样的力 量是 无穷
的, 喊破嗓 子 不如 做出 样 子, 自 身的 表 率作 用 发挥 好 了,
就能 更好地带动大家, 就能在群众中树立很高的威信。
八是归纳总 结的 能力。部 队工作 的同 志都有 一套 很强
的归纳总结 能力。首 长开 会部署 一项 工作, 他 们都能 很快
地理解 首长 的意 图, 归 纳 总结 很到 位, 这也 是 一种 能 力。

吹拉弹 唱、琴 棋书 画、文 艺体 育 等各 个 方面 都 有 所涉 猎,

科大 毕业的学员与部队的 干部 相比 较在这 方面 也是短 板弱

这样更有利于自己以后工作的开展。

项, 所以科大学员 在校期 间还 应努 力加强 归纳 总结能 力的

二、八种能力
一是适应环 境的 能力。能 不能适 应新 环境 是一种 很重
要的能力。一个人分 配到 新单 位, 陌生的 环境 可能 与想像
的有很大 差距, 是 主动 适应, 还 是消极 对待, 或 是干 脆逃

培养, 平时在 学习、工 作和 生活 中要 细心、用 心, 要 对领
导、首长讲的话能 够迅速 地梳 理出 头绪并 形成 条理性 的内
容, 并用自己 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 / 七种 素质0 和 / 八 种能 力0 培 养造 就 好了, 今后
到部 队就能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 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