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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基层管理水平

编者按: 基层是学校建设发展的基石, 要做好学校管理工作, 基层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不可忽视的
重要一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基层管理干部在长期管理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
结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本刊在此刊发部分文章, 以资交流。

军校学员应做贯彻从严治军的模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从严治 军是我党 治军 的一贯 方针, 正 是因 为有 严明的

计算机学院, 龙治忠
发展 历程, 我 们不难 发现: 正 规化 建设既 伴随 着军队 的存

纪律, 我军 才能 在 历次 革命 战 争中 取得 一 个又 一 个胜 利。

在而存在, 也 伴随 着军队 的发 展而 发展。当前 , 我军 现代

军校学员是 未来 的 军队 干部, 是未 来军 队 建设 的 生力 军,

化建 设正在努力实现从机 械化 半机 械化向 信息 化的历 史跨

要在将来 带好 兵, 就应 当从现 在做 起, 从自 我做 起, 自觉

越。完成这一 跨越, 对我 军正 规化 建设提 出了 更高的 标准

遵守军队纪律, 做贯彻落实从严治军的模范。

和要 求。只有 按照信 息化 的时代 要求, 坚 决贯 彻从严 治军

一、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的一
条铁律
军队是 国家机器 的重 要组成 部分, 是 一个 高度 集中统
一的武装集团, 其任务是保卫国 家、抵御外敌、平息 内乱。
每个军人都 将直 接面 对血与 火、生与 死的 考验, 客 观上就
决定了 / 服从命令是 军人的天职0 。因此, 要 完成军 队担负
的历史使命, 必须坚持从严治军方针。

的根 本方针, 始终 保持正 规的 战备、 训练、工 作、生 活秩
序, 着力培养 严格的 纪律 和过硬 的作 风, 始终 做到组 织严
密、步调一致、 整体协 调, 才能 加速 推进中 国特 色军 事变
革、军队现代 化建设 和军 事斗争 准备 进程, 有 力保证 我军
胜利 完成 / 打 得赢0 、/ 不变质0 的历史使 命。
( 二) 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正规化 建设是创建 有我军特
色世 界一流大学的现实要求
一流的大学 必须 有 一流 的 管理, 纵 观世 界 著名 军 校,

古今中外一 切有 战斗 力的军 队, 无一 不是 军纪严 明的

无不 以严格、正规的 管理 而闻名。 美国的 西点 军校以 严格

军队。如历 史 上有 名 的楚 汉之 争, 刘 邦 入关 后 约 法三 章,

的管理和严 明的 纪律塑 造学 员, 从入 学到毕 业, 几乎 近三

项羽则屠 咸阳, 烧 秦宫。结 果刘 邦百战 一胜 得天 下, 项羽

分之一 的学 员被淘 汰。我们 的 / 哈 军工0 初 创时期 , 坚持

百战一败 失天 下。南宋 时期 的岳家 军以 / 冻 死不 拆屋, 饿

从严训练、从 严治 学, 在政 治、军事、 体育 诸方 面实 行严

死不掳掠0 彪炳 青史, 作 战所 向披靡。 明朝 末期, 李 自成

格训练和淘 汰制 度, 培养 和造就 了一 大批优 秀人 才。实现

的农民起义 军先 以 纪律 严明 而 著称, 然 而 进入 北 京不 久,

创建我军特色世 界一 流大学 的宏 伟目 标, 必须 坚持从 严治

飘飘然的起义军首领争抢宫女, 纵兵抢 掠, 以至人心 大变,

校, 大力加强 正规化建设。

被迫撤离北京, 一溃千里, 李自成本人也 被地主武装 杀害,
教训十分深 刻。上世 纪九 十年 代以来 先后 爆发的 海湾、雹
富汗、科 索沃、 伊拉 克 战 争, 除 了武 器 装备、 军事 思 想、

( 三) 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正规化 建设是培养 高素质新
型军 事人才, 研制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必然要求
正规化既 是从严治军的根本目标, 也是 出高素质 人才、

作战理论的 巨大差别 以外, 也 充分 反映了 交战 双方 军队建

高水平科研成果 的重 要保证。 要培 养有坚 定正 确的理 想信

设的水平, 特别是 纪律 是否严 明、组织 是否 严密、指 挥是

念、扎实的科 学文 化基础、 熟练的 军事 技能、健 康的 身心

否顺畅等 等都 得到了 充分 的展示 。由此, 可 见: 没有 纪律

素质和坚强的意 志品 质的人 才, 必 须严格 执行 教学管 理制

严明的军队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

度, 始终坚持 严格 训练、严 格管理 和严 格要求 。要出 更多

二、新形势下军队院校强调从严治军更
具有现实针对性

的高水平科研 成果, 我 们必须严格落实各项 科研管理 规定,

面对世 界新军事 变革 严峻挑 战, 面对 推进 中国 特色军

加强正规化 建设, 是 培养 高素质 新型 军事人 才、出高 水平

事变革和军 事斗争准 备的 紧迫要 求, 我们 要充 分认 识新形
势下贯彻从严治军方针、加强军校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
( 一) 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正规化 建设是推 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的客观要求
正规化是军 队现 代化 的重要 保证。纵 观世 界各国 军队

自觉遵循科 学研 究规律, 建立健 全科 研质量 保证 体系, 切
实提高 科研 工作 质 量。从 这个 意义 上 说, 坚 持 从严 治 军,
科研 成果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军校学员应做贯彻落实从严治军方
针的模范
军校学员将 来会 成为干 部, 成 为军队 建设 的主体 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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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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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