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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教育督导是现代教育管理中一项十分 重要的 制度, 是保 障教育 法律、法规 和方针 政策贯 彻落
实的重要手段, 是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有效机制。建立军 事教育督 导制度, 对于推 进军队院 校教育 教学管 理改
革, 促进军队院校教育体系的优化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具 有重要的 指导意 义和实 践作用。本 文通过 对军校 教育
特点和规律的研究, 分析了建立军校教育督导制度的若干可行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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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inspe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ystem of moder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guaranteeing the laws and the codes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system to guarantee that the educational
aims to be actualized. Constituting the military educational inspection system has guidanc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ptimizing the whole military educational system. This paper lists many feasible
conditions of constituting military educational inspection system based on analysising the military educational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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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校教育督导概述

国家的教育法规 政策, 还 要执 行军 队对军 校教 育制定 的相
关法规政策, 并且 军校教 育督 导的 执行要 在教 育科学 的指

军校教育督导是指 由军校 教育 督导组 织及 其成 员根据

导下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第三, 军校教 育督 导不仅 具有 依照国 家、军 队法 规政

教育的科学 理论 和国 家、军队 的教育 法规 政策, 运 用科学
的方法手 段, 对军 校教 育工作 进行 监督、检 查、评估 和指

策对下级 军 校教 育部 门、军 队 院校 工作 进 行监 督的 作 用,
同时 也是一个运用教育科 学理 论和 技术方 法对 督导对 象进

导, 以期促进军校教育效益和军校教育质量提高的活动。
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行教育评 估和指 导的 过程, 它 具有 监督、检查 、评估 和指
导的 功能。

第一, 军校教育督导 的执 行者是 军校 教育 督导组 织和
军校教育督 导人 员。由于 军校 教育的 特殊 性, 军校 教育督

第四, 军校教育督 导的目的是为了提高 军校教育 效益,
使军校教育事业 与社 会发展 需要 相适 应, 与战 争和军 队建

导执行的主体必须是军 校教育 督导 组织及 其相 关人 员而不
能由普通的 督导人员 担当。这 一点 从督导 执行 主体 上将军

设需 要相适应, 促进学员素质的全面发展。

校教育督导与普通教育督导区分开来。
第二, 开展军校教育 督导 工作的 依据 是教 育的科 学理

二、军校教育督导制度缺失原因分析

论和国家、军队教育 法规 政策, 即 军校教 育督 导工 作既要
具备法律性, 又要具 备科 学性。军 校教育 督导 不仅 要执行

( 一) 对教育督导的认识和理论研究不够
导致对军校教育督导认识和理论研究滞后的原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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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自 1949 年 11 月 1 日新中国建立视导司、开展督
导工作以来, 由于社 会原 因和 历史原 因, 教育 督导 长期以

首先, 从院校 体 系 上看, 随 着军 校 教 育 改革 的 深 入,
我军院校进一 步扩大了初级指挥生长干部 / 学历教育 合训,

来主要是针 对基础教 育, 对基 础教 育的督 导活 动开 展得比
较广泛, 工作实践中 取得 的经 验也多。高 等教 育督 导工作

任职 培训分流0 的组训范围。合训任务集中 到部分院 校后,
更有 利于教育督导工作的科学开展。

实践的缺乏,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军校教育督导的研究。
其二, 由于对军校教育督导的概念、性质、地位、功能等

其次, 从专业 设 置 上看, 随 着军 校 教 育 改革 的 深 入,
我军学历教育本 科层 次和专 科层 次的 专业都 减少 了, 这无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科学的界定, 不少人混淆教育督导与教
育评估、教育督导与教学督导、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的职能和

疑对 建立军校教育督导制 度和 开展 教育督 导工 作营造 了有
利的 条件。

作用, 不适当地夸大教育评估功能, 偏重对教育评估和教学督
导的研究, 导致对军校教育督导的性质、体制建设、职能与任

第三, 从教学 内 容 上看, 随 着军 校 教 育 改革 的 深 入,
对军校教学内容 如选 修课、实 验课 的比例 和教 材等都 有了

务等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应有的探讨。
( 二) 我国高等教育督导制度不够完善

更明确的要求。这 些规定 为军 校教 育督导 工作 提供了 明确
的评 价标准和依据, 有利于军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

军校教育督导制度 的缺失 在一 定程度 上受 到我 国高等
教育督导制 度不够完 善的 影响。我 国高等 教育 督导 机构设

( 四) 国外高等教育督导工作的开 展为建立军 校教育督
导制 度提供了实践依据

置不统一、权力来 源不 明确、隶 属关系 不协 调, 教育 督导
机构的行政 权力很难 落到 实处, 在 进行督 导工 作时 与行政

美国高等教育视导工 作由 州教 育厅下 设的 高等教 育部
门负责, 主要是检 查各个 高等 学校 对州教 育厅 的各项 政策

主管机 构分 工 不明、 职责 不清, 督导 职 能无 法 正 常发 挥。
另外, 我国高等教 育督 导人员 大多 数没有 接受 过系 统的督

与决定的落实 情况, 协 助学区解决高等教育 中的实际 问题,
帮助高校教 师改 进教学 工作, 对 教师 资格认 可、院校 教育

导训练, 专 业意识 弱, 工作 能力 有限, 造 成高等 教育 督导
工作的信度 和效度都 受到 了影响。 高等教 育督 导地 位的缺

专业 的组织与管理、课程设置等工作进行检查。
法国是世界 上建 立教育 督导 制度最 早的 国家之 一。早

失、制度的不完善、工 作方法 的不 规范以 及指 导性 的不突
出、功效不强等因 素都 在很大 程度 上影响 了对 军校 教育督

在 1802 年, 法 国政 府就 颁布 了 5国 民 教育 总法6 , 该 法令
明确规定建 立督 导制度, 提出设 立总 督导, 负 责监督 学校

导的认识和建立军校教育督导制度的决心。

管理, 督察初 等、中等 和高 等教 育, 考察 教员 素质 等。法
国的教育督导 机构包括中央、学区和省三级 教育督导 机构。

三、建立军校教育督导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其中 学区一级的教育督导机构以高等教育为主。
日本于 1872 年建立起 近代教育 督导制 度, 设置 了从中

( 一) 建立军校教育督导制度有法可依
其一, 有相关的教育法规依据。5 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

央到地方的两类 三级 教育督 导机 构。日本 高等 教育的 督导
工作主要由中央 一级 的文部 省督 导机 构完成。 日本的 高等

教育法6 第 四十四条规定: / 高等学 校的办学 水平、教育质
量, 接受教 育行政部门 的监督和 由其组 织的评 估。
0 5 教育

教育督导工作主 要是 对高等 教育 领域 的教育 机构 设置、教
育管 理、教学 工作等方面提供宏观上的指导和建议。

督导暂行规定6 第二条规定: / 教育 督导的任 务是: 对下级
人民政府教 育工作、下 级教育 行政 部门和 学校 的工 作进行

英国的教育 督导 主要是 针对 基础教 育, 但是 随着 教育
事业和教育督 导制度的发展, 2004 年 12 月, 现任英 国女王

监督、检查、评估、指 导, 保 证国 家有 关 教育 的方 针、政
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
0 这里所 说的 / 教
育工作0 也包括高等教育。

总督学 David Bell 宣布, 在 2005 至 2008 年 期间 , 英国 教育
标准局将会进 行一些重大变革, 会形成一套 新的督导 制度,
其中 包括建立对大学教育的督导制度。

其二, 有相关 的军 队法 规依据。 在军委 总部 下发 的关
于军队院校 教育改革 的各 种文件 中, 多次 提到 要建 立教育

可见, 对高等教 育的 督导 是全球 教育 督导发 展的 必然
趋势。西方发达国 家高等 教育 督导 的基本 经验 为建立 我军

评价制度和 监督制度, 如 / 加强 质量监 控0 、 / 加大 监督力
度0 、/ 落实 法规制度0 、/ 建 立健全 教学质量 评价监 控和跟

军校 教育督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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