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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 中高级领导 干部的 学习应 当是: 围绕 任职要 求的建 构性学 习; 基于

实践经验的建构性学习; 问题和困惑牵引下的建构性学习; 质疑既有结论的建构性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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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constructivism, the Education of the middle and high- ranking officers should center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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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 军事 变 革在 经历 了 技术 革命、 体系 革 命之 后,
正在走向领 导力革命。 增强领 导力 的根本 途径 是提 高学习

的效 果。学员 明确的 职业 意识和 强烈 的职业 求知 精神, 一
方面来自于对人 民军 队军事 职业 的忠 诚和热 爱, 另一 方面

力。学习力 是最可 贵的 生命力; 最活跃 的创 造力; 最 本质
的竞争力。提高 学 习力 的重 要 前提 是确 立 科学 的 学习 观,
进而形成科 学的学习 方法。学 习观 是学习 者对 其学 习进行

则来自基于实践 的对 军事职 业知 识需 求的清 晰把 握。总体
而言, 军队中 高级 军、政、后、装 指挥 军官 职业 知识 需求
的宏观结构应当 以军 事专业 知识 为主, 以 相关 自然和 社会

自我调节的 观念 基础, 学 习方 法是在 学习 观的支 配下, 学
习者对知 识的 具体获 取、加工、 理解方 式, 并最 终影 响学

人文知识为 辅。不同 军兵 种、不同 指挥岗 位的 职业知 识需
求还 各有侧重。总之, 基于实践、清晰而又 准确地把 握军、

习效果。对于中高级 指挥 院校 的学员 而言, 确 立建 构主义
的学习观, 掌握建构 性学 习方 法, 是信息 化条 件下 提高学

政、后、装指挥 岗位的 职业 知识需 求, 是有 效建 构适 应任
职需求的知 识结 构, 进而 提高任 职能 力的重 要前 提。学员

习力、增强领导力的 重要 认知 策略选 择。从建 构主 义的观
点出发, 中高级指 挥院 校学员 的学 习应当 体现 如下 特点和

心中清晰而 又准 确的职 业知 识需求 , 就像一 个筛 网, 筛网
的经络愈明 晰, 对知 识的 选择就 愈准 确; 筛网 的网格 愈细

要求。

密, 所接触到 的各种 所需 知识愈 不容 易流失。 人们所 见所
闻的各 种 信 息就 像 是 流 沙, 只 有 心中 有 一 张 绵 密的 筛 网

一、围绕任职要求的建构性学习

( 需求结 构) , 才 可以 把有 用的砂 石 ( 信 息) 给兜 住, 进而
使其变成有用的 知识。军 事指 挥岗 位的职 业知 识需求 又是

一般而言, 中高级指 挥院 校的课 程和 其他 各种教 学活
动都是按照 军事指挥 任职 的要求 设置 和展开 的。学 员在中

一个有序的 结构, 这 个有 序的结 构又 像一个 货架, 有 了这
个架 子, 人们 对 新进 来的 货 物 ( 知 识) 才知 道 往哪 儿 放。

高级指挥院校的学习本 身就是 按照 军事任 职要 求进 行的学
习。然而, 学员自 身是 否具有 明确 的军事 职业 意识 和强烈

当每 个格子都放上了合适并足够的货物 ( 知识) , 一个相对
完整的知识 结构 就建构 起来 了, 于是, 适 应岗 位需求 的素

的职业求知 精神, 则从 根本上 影响 学员对 于军 事指 挥任职
必备知识 学习 的积极 性、主动 性、创造 性, 进而 影响 学习

质就 逐渐 形 成 了。所 以, 中 高 级 指 挥 院 校 学 员 入校 学 习
( 实际上也包括在岗学习) 首先需要认 真思考的是 自己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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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需求, 在此基 础上 努力 弥补自 己的 不足。职 业知识
需求就像 航标, 更 像灯 塔, 它为 学习者 指明 学习 方向, 并

三、问题和困惑牵引下的建构性学习

提供学习 动力。当 前, 推进 中国 特色军 事变 革, 做好 军事
斗争准备的 任务十分 繁重, 中 高级 指挥院 校学 员是 我军建

人类认知结构的改变 和发 展的 重要动 力来 源于基 于问

设和发展的 领导 骨干, 应 当以 高度的 责任 感和使 命感, 以
时不我待的 紧迫 感, 围绕 各自 的任职 需求, 积 极主 动地建

题的知识建 构, 即在 外在 问题如 任务 和需求 的牵 引下, 在
解决问题 的过程 中, 通过 新知 识、新思 想的介 入, 不 断形

构和完善适 应自己任 职需 求的知 识体 系, 从而 为更 好地承
担起各自的领导重任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成新知识和 新经 验, 这种 新知识、 新经验 又与 学习者 原有
认知结构相 融合, 进 而形 成新的 知识 和经验 体系。人 类心

二、基于实践经验的建构性学习

智的完善和发展 也是 基于困 惑的 思想 建构过 程, 即在 心智
冲突和自我 反思 过程中, 通过新 思想、新 理念 的介入 并与

长期以来, 人 们脑 子里 有 一 个非 常 根深 蒂 固 的观 念,

原有心智的 融合, 以 达到 自我人 格的 完善。中 高级指 挥院
校学员来自 实践 一线, 拥 有大量 丰富 的实际 工作 经验, 同

认为院校、研究机 构才 是知识 的生 产者、传 播者, 同 时也
是知识的合 法维护者 和规 则制定 者, 一线 的实 践者 拥有的

时也往往带来许 多实 践中的 问题 和困 惑。他们 希望通 过院
校的学习, 学到具 体的分 析问 题和 困惑的 思路 和解决 的办

只是不登大 雅之 堂 的粗 糙经 验。在 这种 思 想观 念 影响 下,
许多学员入校学习就以 知识的 被动 接受者 和院 校教 学好差

法。应当肯 定, 这 种 愿望 本身 就 是学 习 研究 的 内在 动 力,
基于这种内在动 力的 学习就 是建 构性 学习的 重要 特征。但

的评判者的 态度进入 教学 过程。许 多教员 也认 为自 己是知
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面对众多 的学员, 教什么, 怎 么教,

必须指出 的 是, 院校 教 育不 完 全等 同于 部 队的 培训 机 构。
院校教育的主 要着眼点 是提 高学员 的任 职素质 ( 部队 培训

这些都是院 校和 教员 考虑的 事情。然 而, 按照 建构 主义的
观点, 学员不是知识 的被 动接 受者, 而是 基于 自身 原有知

机构 的主要着眼点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 案) 。因 此, 学员在
院校应注 重 学习 研究 解 决现 实问 题 和困 惑 的思 路、思 想、

识和经验的 主动 建 构者; 学 员 也不 是教 学 活动 的 局外 人,
而是教学过 程的积极 主动 的合作 者。中高 级指 挥院 校的学

理论和理念, 而不 应指望 院校 提供 在不断 变动 的新形 势下
出现的各种 具体 的战备、 训练、管 理等方 面的 具体问 题的

员都来自部 队实 际 领导 岗位, 有着 丰富 的 实际 工 作经 验。
这些基于实践的丰富工 作经验 本身 是学员 自己 建构 适应任

具体解决方法。世 界上不 存在 放之 四海而 皆准 的解决 具体
问题的 具体 方法, 具体 问 题的 解决 一 切 都以 时 间、地 点、

职需要的知 识体系必 不可 少的条 件。院校 教学 质量 的高低
也与学员在 教学活动 中参 与、合作 的积极 主动 程度 直接相

条件和对象为转 移。如果 学员 通过 院校的 学习 掌握了 解决
现实问题 和困惑 的科 学的 思路、思 想、理论和 理念 , 提高

关。而且, 随着 社会发 展的 加速, 知 识更 新的速 度也 在不
断加快, 诸多社会 实践 领域中 的经 验和知 识之 间的 界线也

了思 想、理论 和思维 素质, 就 能在 具体的 工作 实践中 做到
举一反三, / 以不变 应万 变0, 灵活 而又有 效地 处理各 种现

在趋于模糊。那种认 为只 有院 校、科研机 构才 是知 识生产
者的观念也 需要 改变。有 学者 认为, 其实 社会 实践 的各个

实问 题, 而这 正是院 校教 育的价 值和 意义之 所在。基 于问
题和困惑 的 建构 性学 习, 就 要 求学 员在 院 校学 习过 程 中,

领域都在创 造知 识, 而且 他们 创造的 知识 具有和 院校、科
研机构创造 的知 识同 样的价 值, 只不 过是 形态、特 点不一

必须善于发现 和 提 出自 身 实践 中 的 / 真问 题0 , 要 防 止把
/ 伪问题0 当成 / 真问 题0。 这里 所说 的 / 真 问 题0 是 指反

样而已。因此, 中 高级 指挥院 校学 员在学 习中 必须 十分重
视利用驻 校学 习的难 得机 遇, 注意 反思、总 结、提炼 自身
原有工作实 践、社会 生活 的经 验以及 他人 的经验。 这种总

映时代和军 队建 设发展 要求、具 有普 遍意义、 迫切需 要解
决的现实 问题。通 过对 这种 / 真问题0 的 研究、探 讨, 促
进新 思想、新 理念、新思 路的 形成 并在自 己的 头脑中 牢牢

结和提炼主 旨在于实 现原 有经验 向理 论和思 想的 升华, 达
到自身认知 结构的完 善以 至心智 的改 善, 因此 它也 是十分

地扎根, 进 而 不断 提高 解 决现 实问 题 的 能力 素 养。同 时,
对于日常工作和 生活 中的各 种困 惑, 必须 以社 会主义 核心

重要的学习。这种总 结和 提炼 也往往 需要 有新知 识、新理
念的介入, 这是基于实践经验的知识建构 能否成功的 关键。

价值观为基准 , 把自己 的人生作 为 / 正文0 , 把吸收、接纳
的新 知识、新 思想、新 理念作为 / 注解0 , 不断充 实完善自

因为人们既 有的知识 和经 验并不 总是 与新知 识、新 理念相
一致, 它们 常常 与 学习 者大 量 的直 觉和 信 念联 系 在一 起,

己的人格素 养。此外, 要 针对 问题 和困惑 会反 复出现 的现
实, 始终把反 思性学习作为重要的学习方式。

有的可能植 根于 与科 学思想、 理论不 相容 的概念 体系, 人
们却对它们 深信 不疑。这 种影 响新知 识、新思 想建 构却又

四、质疑既有结论的建构性学习

相对稳固的 旧的概念体系, 有学者称为 / 概 念生态 圈0。改
变原有的 / 概念生态 圈0 其实 就是 一个 解放 思想、更 新观

当前, 我军建 设正 处于深 刻转 型的重 大历 史时 期, 军

念, 或可称之谓 / 换脑筋0 的过程, 这不 是一件容易 的事,
它通常需要 重构 最 基本 的概 念 和价 值理 念。在 这 一点 上,

队建设面临 一系 列新矛 盾、新课 题。这就 要求 我军各 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中 高级 领导干 部要 敢于 和善于 反思 现实, 敢

院校教员通 常具 有 一线 实际 工 作者 不具 备 的优 势。由 此,
中高级指挥院校学员在 院校学 习中 应当高 度关 注教 员授课

于和善于思考军 队建 设中的 一些 深层 次的矛 盾和 问题, 敢
于和善于质疑某 些既 有的结 论。中 高级指 挥院 校的学 员已

中提出的 各种 新思想、 新理念, 并以此 去整 合、升华 自己
零散、粗糙的经验和知识。

经具备较为丰富 的经 历、阅历 和良 好的理 性反 思和批 判质
疑能 力。因此 ,
( 下转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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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年级及课程设置 特点, 使 活动 开展确 实能 够达 到巩固
第一课堂学习成果, 提升学员综合素质的要求。

参加活动积极性, 发挥活 动在 提高 学员综 合素 质中的 应有
作用 。

三是要注重把 握原则, 明确职 责, 加强 对大 型活 动的
组织领导。大型活动 的组 织必 须有明 确的 目标, 依 据学员

总之, 大型活动 是传 统军 营文化 和现 代时尚 元素 的完
美结合, 它有利于 为提高 学员 思想 政治素 质营 造深厚 的文

当前的实际 情况, 进 行科 学的 组织和 搭配, 切 实挖 掘学员
的潜力, 同时注意引 导学 员重 视理论 的学 习, 打牢 坚实的

化氛围, 为 提高 学员 科 学文 化 素质 创造 宽 松的 学习 环 境,
为提高学员身体 心理 素质创 造科 学的 训练环 境, 为提 高学

理论基础, 进而用理 论指 导实 践, 使学员 创新 能力 得到提
高, 才干得 到发挥。 要建立 一支 人数 适当、 结构 合理, 能

员的 组织指挥能力搭建宽阔的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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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2 页) 基于 质疑 既有 结论的 建构 性学习 应当 成为

和思想体系。基于 质疑既 有结 论的 建构性 学习 的核心 是要

中高级指挥 院校学员 学习 的重要 特征。要 能够 质疑 既有的
结论, 首先必须找到 / 思想的感觉0。一个领 导干部 如果思

学会思 考。越是 在 / 知识 爆炸0 的信息 社会, 领 导干 部越
需要成为胜 任的 思考者。 宁静是 进入 思考的 前提, 领 导者

想麻木, 就 谈不上 任何 的质疑, 更谈不 上任 何新 知识, 新
思想的建构。而要能够找到 / 思想的感觉0 , 关键是 要用党

能否进入宁 静状 态, 在当 今社会 环境 下也是 一大 考验。思
考还要敢于越 过似乎不可逾越的某些前 提、跳出思维 惯性、

的创新思想 理论武装 头脑。中 高级 指挥院 校学 员在 院校学
习的首要任务是学好 / 三个代表0 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 展观,

敢于自由畅 想。勤于 动笔 是思考 的重 要方法。 领导干 部动
笔写作, 不一 定为 了发表 文章, 而 仅仅 是为了 思考 , 是心

这是开启基 于质疑既 有结 论的建 构性 学习之 门的 首钥。学
习领会 / 三 个代表0 重要 思想 和科 学发 展观, 关 键要 在找

得体会的凝 聚过 程。思想 的建构 和发 展离不 开写 作, 经过
文字 过滤之后, 思想才变得清晰。

到 / 思想 的感 觉0 上下 功夫。其 次, 是要 有独 立思考 和理
性的批判精神, 这 是衡 量一个 领导 干部是 否成 熟的 重要标
志。基于质疑既有结 论的 知识 和思想 建构, 是 认知 或心智

[ 1]

任友群. 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 的哲学 社会学源 流[ J] . 全

的冲突和学 习基础上 新知 识、新思 想的介 入共 同作 用于批
判思考过程 而产生独 立见 解的过 程。这种 独立 思考 基础上

[ 2]

球教育展望 , 2002, ( 1) .
陈 琦, 张建伟. 建构主义与教学 改革[ J] . 教育研 究与实

的见解通过 与人们原 有认 知和心 智结 构的融 合, 从 而达到
实事求是、澄 清思 想, 消除 异 化、 还原 事 物 以 本来 面 目。

[ 3]

验 , 1998, ( 3) .
L. P. 斯特弗, J. 盖尔. 教育 中的建 构主 义[ M ] , 上海: 华

再次, 要有 严肃的 人生 态度和 庄严 的职业 精神, 即: 对已
有知识的质 疑, 要动 用自 己的 切身经 验; 对已 有经 验的质

[ 4]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高文. 21 世纪 人类 学习的 革命 专题译 丛# 总 序[ M ] . 上

疑, 要动用 自己的 理性 思考; 对 已有观 念的 质疑, 要 动用
自己的生命体验; 对文件上规定的、领导人讲 过的 / 定 论0
的质疑, 要动用自己 的职 业良 知和坚 强党 性。质疑 的主旨
是保持领导 干部头脑 的清 醒; 质疑 结果是 修正 已有 的知识

[ 参考文献]

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责任编辑: 卢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