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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训学员军事素质培养思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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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的军事素质是合训 学员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文章针对目前 合训学员军 事素质培 养机制、

体系、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围绕怎么 夯实军事 理论基 础、培养 军事思 维能力、增 强军事 创新能 力、强化军
事基本能力、狠抓军人 日常养成和促进军技素质融合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全方位培养合训学员军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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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教育合训0 阶段是培养合训学员军事素
质的基础阶段, 该阶段军事素质培养的高低将直接
影响到 / 任职培训分流0 阶段的人才培养质量及其
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 / 学历教育合训、任职培
训分流0 这一培养方式实施时间较短, 目前在合训

军事辩论赛或自修部 分军事理论课程以拓宽 知识
面。

二、把握核心能力, 培养军事思维能力
/ 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0, 军事活动本质上讲

学员军事素质培养机制和体系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
不足之处, 主要有军事素质培养体系系统性不强、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活动, 因而对思维又有更
高而又独特的要求。军事思维兼有学习掌握军事知

定位不够明确、/ 合训0 与 / 分流0 两个阶段衔接

识与运用军事知识两方面的功能, 本身既是军事素

不够紧密等问题。培养合训学员军事素质, 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结

质的基础, 也是军事能力的表现。渊博的知识是军
事思维的基础。未来的信 息化战争, 参战军 兵种

合时代特点, 注重顶层设计, 确立科学的军事素质

多, 技术密集程度高, 任何一次作战行动都将涉及

培养体系。

诸多领域的科技知识, 参战人员尤其是指挥员必须

一、灌输基础理论, 夯实军事理论基础

具备丰厚而又常新的知识储备来进行去伪存真、去
粗取精的信息处理。惟有如此, 才能以思维的高效

军事基础理论知识是军事思维能力、军事创新

率谋取战斗力释放的高效能和战争全局的高效益。

能力等军事素质的基础。只有具备了基础理论知识

创新思维是军事思维的本质, 军事思维只有突破定

的 / 厚积0, 才能在未来工作和作战中实现工作方
法与作战灵感的 / 薄发0。军事学基础理论知识包

势思维、经验思维和公理思维中某些消极因素的束
缚和羁绊, 才能形成创新思维。信息化条件下, 战

括古今中外战史、战例研究, 军事理论的形成、发

场流动性、思维对象的不确定性、作战的偶然性和

展研究, 军事思想、军事战略方针、军队指挥基础
理论与参谋业务知识等, 学习掌握这一部分知识主

概然性空前增大, 系统对抗性越来越强, 节奏越来
越快, 对指挥员创新思维要求尤为迫切。合训学员

要是为以后部队任职或者从事教学、管理工作打牢

作为未来我军指挥员队伍的主体, 其军事创新思维

基础, 使其保持较强的发展潜力与后劲及较开阔的

能力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 军事创新思维必须时

工作视野。为了培养军事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的学员, 培养 方案中要加大军事 类课程的学分要

时贯穿于合训学员学习和运用军事知识的实践中。

求, 学员除了要完成培养方案所要求的军事基础必

三、着眼实战需要, 强化军事基本能力

修课的学习外, 还要完成一定数量军事理论选修课
程或军事创新实践课程的学分, 以及参加各类军事

军事基本能力包括军事基本技能和军事基础体
能两个方面。未来战场环境复杂多变, 攻防节奏转

讲座 ( 军事热点、军事前沿理论等) 、军事研讨会、

换加快, 作战强度越来越高, 这对广大指战员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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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基本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复合型的新型

结合,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办法加以强化。强化合

军事指挥人才, 合训学员必须熟练掌握单个军人队
列动作; 掌握班、排、连队列指挥要领; 掌握轻武

训学员的军人养成必须按照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
度的要求, 严格要求, 严格训练, 严格管理。强化

器使用要领; 掌握识图用图、军事通信、单兵和班

合训学员军人养成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入

战术基础、野 战生存、防 护、车辆驾驶 等基本技

学入伍教育阶段的强化训练, 使学员熟悉条令条例

能; 通过 400 米障碍、渡海登岛障碍、5 公里武装
越野、游泳等训练, 培养良好的军事体能。强化合

的内容和要求。二是通过平时的常抓不懈, 使学员
养成良好的生活秩序、学习秩序、训练秩序, 做到

训学员的军事基本能力必须紧密结合未来战争的特

按要求作息、军容严整、礼节礼貌周到、作风纪律

点, 从实战要求出发, 从严从难训练。强化学员军
事基本技能可以分三步走: 一是通过入学入伍教育

紧张、学习和训练刻苦认真。三是通过到野战部队
实习锻炼, 借以了解部队的日常生活、管理、日常

及课堂教学, 使学员掌握军事地形学、队列、轻武

养成等情况, 使学员在 日常养成上更 加突出 / 军

器射击、战术基础与防护、战备基础、军事体能训

味0 和 / 野味0。四是通过模拟代职锻炼, 使其具

练等基本要领和方法, 打牢军事体能基础, 并利用
野外综合演练加以检 验。二是分 项训练和强化训

有分队日常管理的基本能力。建立学员模拟连、模
拟营以及老学员帮训制度等, 积极为学员搭建施展

练, 使学员进一步巩固提高军事技能和军事体能,

和提高其管理能力的舞台。

做到会练、会讲、会组织。三是通过到野战部队实
习锻炼, 了解部队的训练、战备、演习等情况, 进

六、瞄准军事变革, 促进军技素质融合

一步明确自身军事基本能力的培养方向和目标。

信息化战争是以科技致胜, 因此, 要以科技素

四、通过创新实践, 增强军事创新能力

质完成军事素质的提升, 促进合训学员科技素质和

江泽民同志指出: / 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

军事素质的融合。首先, 把信息素质作为科技素质
与军事素质的融合基础。美军一直把信息素质作为

应用的主要基地, 也是培养创新 精神和人才的摇

军事变革中军事人才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并认为这

篮0。当今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大
力培养创新人才, 已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

是 / 一个国家拥有非对称优势的精华所在。
0 其次,
把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 完成科技素质与军事素质

向。合训学员 思维比较活跃, 知识丰富, 善于思

的融合。把教育内容应用到训练中去, 把训练中出

考, 应当引导他们在军事相关领域进行军事创新实

现的问题用教育内容进行解决, 这是外军院校教育

践活 动, 主 要措 施有: 一是举 办军 事 创新 大赛,
如: 结合军事文化节举办军事征文、军事热点问题

的一个显著特点。当前教育训练必须围绕培养合训
学员信息素质展开, 整合教育训练内容和方法, 对

研讨、未来武器模型设计 大赛、战例 FLASH 制作

教育活动和训练活动进行改革。最后, 开拓实践渠

大赛、作战模拟对抗大赛等。二是引导和鼓励合训
学员跨专业选修部分军事与技术、军事与人文等交

道, 促进合训学员军技素质融合对接。一是以计算
机技能训练和网络技能训练为重点; 二是采用基于

叉学科的课程, 并开展一些学术研究, 而且可以在

军事任务 的信息训练方式, 全面提高合训学 员获

培养大纲中对这方面做学分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增

取、处理、生成、创造信息和信息协作的能力。

强其军事创新能力, 而且有利于启迪军事新思维,
开拓新视野。

五、根据条令要求, 狠抓军人日常养成
培养合训学员具有良好的军旅生活习惯、良好
的军人姿态和气质、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雷厉风
行、令行禁止、勇敢顽强的作风是条令条例的基本
要求。良好的军人养成将使其在军旅生涯中终生受
益。要采取教员与队干部相结合, 学员队与机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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