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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质资源 上网, 让 各协 作单 位根据 需求 按需选 择。二是

要有新的思路新 的作 为。总部 机关 和牵头 院校 也要为 协作

队伍建设。协作干部 分为 专职 和兼职, 要 保持 专职 协作干

干部整体素质的 提高 多创造 条件, 特别是 要加 强专业 协作

部的相 对稳 定, 确 保 协作 工作 的 连续 性。采 取 业 务培 训、

组的 指导。专 业协作 组要 从全军 院校 的角度 出发, 加 大对

在职学习、送学深 造等 形式对 专兼 职协作 干部 进行 业务培

本学科、专业 前沿 的跟踪 研究, 把 本学 科、本专 业的 地位

训。协作干部要认 真研 究和掌 握新 形势下 协作 工作 的特点

作用和协作任务 标准 搞清楚, 积极 为院校 建设 发展提 供决

和规律, 善 于从军队院校建设的全局去思 考谋划协作 工作,

策咨 询。

关于我校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规定的思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本人根据实际工作 中的经 验对 我校现 行博 士学 位论文

研究生院, 周珞晶
年度

普通评阅分数

双盲评阅分数

差值

2001

8912

851 8

314

2002

8917

871 3

214

一、博士学位论文评阅

2003

8918

871 5

213

( 一)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的现行规定

2004

9015

871 8

217

根据 5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学位 条例 暂行实 施办 法6 制定

2005

8917

861 6

311

的 5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学位 工作 细则6 第 三十 五条 中规定

2006

8917

861 5

312

/ 博士学位论 文评 阅人 由 分委 员会 聘 请相 关学 科 的教 授担

平均值

8918

861 9

219

任, 其中在 返回的 评阅 书中, 校 外教授 应过 半数, 博 士生

( 三) 解决办法

导师应过半 数。评阅 人应 对论 文写出 详细 的学术 评语, 并

既然对论文 评阅 如此大 的投 入并未 取得 好的效 果, 缩

对论文是否 达到博士 学位 的学术 水平, 可 否提 交答 辩提出

减投入就势 在必 行。目前 有部分 学校 已取消 普通 评阅, 全

明确的意见。评阅书 最迟 在答 辩前两 周返 回分委 员会, 在

部采用双盲 评阅, 如 中南 大学和 湖南 大学。考 虑到双 盲评

答辩前收回的评阅书不少于七份0。

阅的论文都是通 过单 位之间 进行 传递, 论 文保 证给同 学科

评阅和答辩 的相关规 定提 出了一 些想 法, 希望 能在 实际工
作得以实施, 进一步促进我校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

( 二) 论文评阅中的问题

专业的专家评阅, 但不能 保证 评阅 专家一 定对 论文的 研究

( 1) 论文评阅的成本较高

方向非常 熟 悉, 因此 保 留一 部 分普 通评 阅 还是 有必 要 的。

为了为部队 培养 更多 更好的 人才, 我 校的 研究生 招生

另外 , 如果论 文全部 采用 双盲评 阅, 由于 专家 的个人 信息

计划从 2002 年有了 大幅增 加, 博士生 招生 人数从 200 左右

不能告知导师和 学生, 因 此不 可能 聘请双 盲评 阅专家 作为

增至 400 左右。到 2006 年, 每年毕业的博士人数也增至 400

答辩委员会委员, 这将造 成答 辩委 员会委 员中 无一人 评阅

左右。目前我校的 博士 论文评 阅分 为普通 评阅 和双 盲评阅

过论文的情况 。综合上 述情况, 我们认 为, 普通评阅 三人,

两部分同时进行, 普通 评阅一 般由 学院 请 7- 10 位专 家评
阅, 双盲评阅由 学位 办公 室请 3 位 校外 专家 评阅, 因 此一
位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评阅需请 10 到 13 位专家评阅, 有些论
文的评阅甚至超出 13 位专 家。这样算来, 每 年我校 博士学
位论文的评阅专家有 4000 人 次至 5600 人次左 右。每本论文
评阅需 300 元左 右 ( 论 文评 阅费 200 元, 邮寄 和 其他 费用
100 元) , 每年评阅论文的 经费在 120 万元至 168 万元 之间,
这笔支出对导师和学校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双盲评阅三人是 比较 合适的。 通过 降低普 通评 阅人数 降低
评阅成 本, 保 留双 盲评 阅 人数, 使对 论 文的 评 价更 客 观。
普通 评阅和双盲评阅同时 进行 既可 遏制普 通评 阅专家 抬高
论文评价的趋势, 又可避 免盲 评专 家由于 不深 入了解 论文
而对 论文的不客观评价。

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 一)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现行规定
5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学位工作细则6 第三十六 条中规定

( 2) 评阅效果不理想

/ 答辩委员会由五至七名教授组成, 其 中校外教授 不少于两

论文评阅花费了 大量 的金钱, 是希望 聘请 的专 家能够

名, 委员会设 秘书一 人。答辩 委员 会成员 一般 从论文 评阅

认真审 查论 文, 提高 学 位 论 文 质量 , 但 实 际 情 况 并不 理

人和相关 学 科专 业的 专 家中 聘请 , 博士 生 导师 应过 半 数,

想。特别是普通评 阅的专 家, 由 于和导 师熟 悉, 对博 士学

并注 意聘请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两方面专家参加答辩。
0

位论文的评价普遍 存在有 意拔 高、用词 雷同 等倾 向, 致使

( 二) 论文答辩中的问题

从这些材料中难以判 别学位 论文水 平的 高低。我 们将 2001

( 1) 聘请答辩委员会委员日趋困难

年至 2006 年的评阅结果 进行了比较, 评阅分 数平均 值如下

每位博士生学 位论 文答辩 时要 求请 5 到 7 名 专家 作为

表。

答辩 委员会委员, 按 每年 毕业 400 名 博士 生算, 一年 需聘
从表中可以看出, 普 通评阅 比双 盲评 阅平 均高 出 3 分

左右, 对论文的评价明显比双盲评阅高。

请 2000 至 2800 人次专家。现在各校的博士学位论 文答辩时
间大 多数集中在 6 月或 12 月, 专家在 这两个 时间段 十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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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 既要参加自己学 生的 答辩, 又 要参加 校内 别的 教授的
学生答辩; 既要评阅 自己 学校 和外校 的论 文, 还要 完成教
学科研任务 等, 这两 时间 段约 请答辩 专家 十分困 难。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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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份 数作了统计, 如下表:
评阅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专家甲
评阅份数

16

6

28

7

23

50

130

专家乙
评阅份数

18

15

25

9

24

33

124

专家丙
评阅份数

29

21

41

25

38

70

224

的工作, 答辩委员们 问一 些不 痛不痒 的问 题, 学生 回答问

总计

63

42

94

41

85

153

478

题, 委员讨论答辩决议, 照相, 吃饭, 只要 按照程序 走完,

( 三) 解决办法

没有不通过答辩的, 论文答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现行的答辩委员会组 成的 规定 已经对 答辩 会议的 组织

又要求答辩 委员会成 员一 般从论 文评 阅人中 聘请, 为了避
免答辩时请 不到专家, 导师就 必须 在评阅 论文 时多 请几位
专家, 评阅经费也随之增加。
( 2) 论文答辩会议流于形式
目前的论文 答辩 会议 已渐渐 成为 了一种 仪式, 一 个博
士生结束学 习生 涯的 仪式。在 答辩会 上, 博士 生介 绍自己

( 3) 答辩专家职业化

造成了影响, 为了 使答辩 会议 真正 起到对 论文 质量把 关的

由于答辩委员会委员组成中要求校外 专家不少于 两人,

作用 , 建议答 辩委员 会的 组成调 整如 下: 答辩 委员降 至三

为了节约答 辩会议成 本, 导师 会尽 量在本 地请 专家 评阅论

人, 由导师担 任答辩会议主席并负责聘请其他委员。

文并参加答辩。有 时明 知道所 请的 评阅专 家并 不很 了解论

学生的论文 质量 如何导 师最 清楚, 导 师应当 是论 文质

文的研究内 容, 但为 了节 约答 辩成本 就不 得不将 就了, 这

量最重要的 把关 人, 同时 也直接 对论 文质量 负责。由 导师

样一来论文 质量的审 核把 关就会 受到 影响。由 于我 校学科

组织答辩会议, 聘 请同行 中最 熟悉 论文研 究内 容的专 家参

专业分布与 湖南省其 他高 校的学 科专 业分布 差别 较大, 因

加答 辩, 即节 约了答 辩成 本, 又可 以对论 文质 量进行 真正

此可聘请的 专家 范围 很小。在 答辩高 峰期, 我 们常 常可以

的把关。同时建议 对答辩 委员 是否 是校外 专家 不再提 出硬

看到这几位 专家从早 到晚, 一 天要 参加四 到五 人的 博士学

性要 求, 不管 是校内 还是 校外的 专家, 只 有真 正了解 论文

位论文答 辩, 很 多导 师 无奈 的称 他 们为 / 常 委0 。我 们将

研究 内容的专家才能对论文的质量把关。

2001 至 2006 年评阅我校论文最多的 三位外校 专家评 阅论文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 提高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邹飞宇; 训练部教务处, 何

涌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是思想 政治 教育系 统的 重要 组成部

治教育内 容过滤 , 检测, 控 制的作 用; 辅助 功能 是指 教育

分, 其建设和运用直 接关 系到 思想政 治教 育的成 效。本文

主体 对客体实施教育的过程中, 载体对 教育的强度, 速度,

从思想政治 教育 载体 的内涵、 类型和 功能 入手, 阐 明加强

广度 及效果具有烘托, 提高, 深化, 增强等作用。

载体建设在提高军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成 效中的重要 作用,
并就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提出相应建议。

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类型和
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是在思 想政 治教育 过程 中承 载和传
递教育信 息, 能为 教育 主体所 操作、运 用, 且教 育主 客体
能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物质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

二、军队院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
设的意义
军队院校加强思想政 治教 育载 体建设 的意 义主要 有以
下几 个方面:
( 一)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是促进学员全面发展的需要
军事院校的任务是培 养德 智军 体全面 协调 发展的 高素
质新型军事人才, 加强思 想政 治教 育载体 建设 对完成 这一

思想政治教 育载 体根 据不同 划分 标准, 有 着不同 的划

任务有重 要作用 。比如, 开 展党的 创新 理论学 习活 动, 可

分方式。按 载体产 生根 源, 分为 天然载 体和 人工 载体。按

以坚定学员 正确 的政治 方向; 强 化课 堂教学, 可以帮 助他

载体性质, 分为物 质载 体和精 神载 体。按载 体形 态, 分为

们形成正 确 的理 性判 断 能力; 注重 校园 文 化的 育人 功 能,

有形载体和 无形 载体。除 上述 划分方 式外, 还 可按 其它标

可以 激发他们对学校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等等。

准来划分。不同的 分类 方式为 思想 政治教 育工 作者 从不同
角度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供了理论支持。

( 二)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是开 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
在要 求

思想政治教 育载 体的 功能, 在教 育过 程中 主要表 现在

思想政治教育是 教育 主体用 一定 的形 式、手段 , 对教

承载、互动、可 控、辅助 等功 能。承载 功能 是指 在教 育主

育客体施 加有目 的、有计 划、有组 织的 影响, 使 教育 客体

客体之间或 教育过程 中传 递沟通 的功 能; 互动 功能 体现的

形成教育主体所 要求 的思想 品德 的活 动过程。 在这个 过程

是教育过程中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启发, 相互 影响, / 教学

中, 主体要对 客体 产生有 效影 响, 必须 借助于 载体 。离开

相长, 共同进步0 的 功效; 可 控功 能主要 指载 体对思 想政

了载体, 思想 政治 教育无 从谈 起, 无法 落实。载 体建 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