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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在分析军队人才 培养的 现状及 工程硕 士自 身特 点的基 础上, 根 据军 队人才 培养 的需 求,
提出军队工程硕士的初步标准, 探讨军队工程硕士培养领域高层次人才培 养的发展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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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 新技术在 军事 领域的 广泛 应用, 知 识和 人才成
为未来战争 的主 导 因素。军 队 作为 人才 摇 篮和 知 识传 播、
创新、应用的重要基 地, 对打 赢未 来高技 术局 部战 争具有
基础性、全局 性和 先导性 的重 要作用 [ 1] 。培 养和 造就 一批
具有我军特 色的 高层 次工程 硕士, 是 实现 科技强 军、质量

骨干 , 除了要 有专业 的头 脑, 还必 须有较 强的 实践能 力与
操作 能力, 两 者不可或缺。

二、军队工程硕士的培养标准

建军的必然选择, 也是迎接 21 世 纪世界军 事高技术 快速发
展的客观要求。

从总体上 说, 在 当代 科学 技术 日趋 整体 化与 社会 化、
基础科学日 趋网 络化、技 术科学 日趋 综合化 的今 天, 要培

我军经过十 几年 的科 技强军 发展, 人 才队 伍建设 已有
较大的进 步, 但从 我军 装备 技术迅 猛发 展看, 与 / 宁 可让

养适合高 技 术条 件下 局 部战 争需 要 的, 适 应面 向现 代 化、
面向世界、面 向未 来的德、 智、军、体 全面 发展 的复 合型

人才等装 备, 也不 要让 装备 等人才0 的要求 还有 差距, 凸
现出人才与 装备之间 存在 着矛盾。 在我军 积极 推进 军事变

工程 硕士人才, 必须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1 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革的进程 中, 不仅 需要 想干、愿 干的干 部, 更需 要一 批懂
专业、会管理的高层次工程硕士人才。

/ 三个代表0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的基本原理, 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 热 爱军 队和祖 国。遵 纪守 法, 品德 良好, 学风

一、军队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需求

严谨, 献身国 防和 军队思 想牢 固, 具有 强烈的 事业 心、献
身精神和 创业精 神; 在政 治思 想、科学 文化、军 事专 业和

近几年来, 军队研究生的培 养计划 不断得 到更新, 培
养过程不断 得到 优化, 培 养质 量不断 得到 提高, 为 军队培

身体 心理等方面全面发展, 全面过硬。
21 具备各军兵种较坚实宽 广的基 础理论 和较系 统深入
的专门知 识, 较为 熟练地 掌握 人工 智能、控制 科学 、信息

养了大批的 高层 次、高素 质的 军事专 业人 才。但在 目前军
队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学 、管理科 学等新兴领域的理论与技术。
31 熟悉 本军兵种某一 研究方向 的科技 文献, 并 掌握开

一是培养目标与培 养模式 不适 应军队 对高 层次 人才的
需求。培养 目标单 一, 注重 教学 与科研 的价 值取 向。尤其

展技术研究所需 的背 景知识; 能在 众多现 实问 题和现 有装
备中 , 鉴定有 意义的 技术 问题, 对 研究工 作进 行正确 的选

是工程硕士 教育, 属 于高 级应 用型人 才的 培养, 但 现在实
际的培养方案中无论是 课程设 置还 是教学 方式 大多 还是以

题, 制定详细 的研究 计划 和实施 方案; 掌 握科 学的思 维方
法, 具有上进 精神 和突破 能力, 能 够敏 锐地发 现问 题、正

教学与科研 型为 导向, 造 成人 才培养 目标 单一, 不 能适应
部队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确地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 能够独立地从事 技术开发 活动,
在某 些专门技术上能出有新意的成果。

二是培养计 划与 现实 需求存 在一 定差距。 首先是 教学
内容与人才 培养的需 求存 在较大 差距, 学 术研 究过 于专业

41 至少 掌握一门外语。能 熟练地 阅读本 军兵种 研究方
向的外文资料, 具 备一定 的写 作能 力和进 行国 际学术 交流

化, 使得培养的人才 也都 倾向 于学术 研究, 而 缺乏 实际操
作技能。其 次是学 位层 次简单, 只有硕 士与 博士 之分。在

的能 力。
51 身体健康, 具有合作 精神、宽广 的胸怀 和一定 的组

国外, 学位是有学术 与应 用之 分的, 后者 可以 用实 验与操
作来代替学 位论文。我 们所培 养的 工程硕 士是 基层 的技术

织管 理能力, 具有良 好的 军事素 质和 心理素 质, 能适 应军
队工 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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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队工程硕士培养的设想

合申 请合作项目。
( 五) 按 / 有所为, 有所不为0 的 方针, 集中培 养重点

( 一) 加强 共产 主义 理想 教育, 做到 人生 信仰 / 不变

岗位 的工程硕士
军队院校财 力人 力有限, 不可能 在所 有方向 上都 能培

一个人的信仰 是其立 身、治学 和做 事之 本。一个 合格

养出合格 的 工程 硕士, 这也 不 符合 军队 现 实情 况的 需 要。
比较 理想的方法是在一些 重点 学科 方向或 某些 具有发 展前

质0
的共产党人 必须 有 坚定 的共 产 主义 信仰, 坚信 马 列主 义、
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 理论, 坚 持全 心全意 为人 民服 务的宗

途的装备研究上 培养 优秀工 程硕 士, 让他 们回 到部队 以后
能把守关 口, 并通 过人才 梯队, 发 挥辐 射作用 , 从而 带动

旨。信念淡 漠, 意志 薄弱, 甚 至不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 人才,
不是一名合 格的人才, 更不能 成为 合格的 军队 工程 硕士人

整个 队伍建设的提高。
( 六) 以军事高科技信息人才为 标准, 培养能 熟练掌握

才。信念反映到一个 军队 工程 硕士人 才身 上, 就是 在各项
工作中能够 坚决贯彻 执行 党的基 本理 论、基本 路线 和方针

信息 技术, 充 分利用信息资源的工程硕士
在人类社会 步入 信息时 代的 历史时 刻, 由高 新技 术引

政策, 具有辩证唯 物的 思想 方法和 工作 艺术, 以 / 三 个代
表0 和科学发展观严 格要 求自 己, 坚决 维护 广大 人民 群众

发的世界新军事 革命 喷涌而 来, 信 息技术 是这 次革命 的核
心和 基础。信 息技术 的崛 起, 迅速 改变着 军事 领域的 方方

最根本利益, 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 二) 对候选对象严格筛选, 从源 头上解决 工程硕士素

面面, 现代战 争开 始从 机械 化步 入信 息化 。以 C 4 I 系 统为
主体的军事信息 系统 成为军 队的 神经 中枢, 各 种精确 制导

质偏低的问题
随着军事斗 争准 备工 作的逐 步深 入, 一些 高技术 的武

武器成为最具打 击力 的武器, 而电 子对抗 装备 则使电 磁频
谱成 为作战的 / 第五维空间0 。衡量军 事能力不再 是单纯地

器装备陆续 装备部队, 培养了 一批 既有学 历又 懂高 技术武
器装备的 指战 员。因此, 在 选择 工程硕 士生 源时, 要 严格

计算 装甲师、航空 联队、航 母战 斗群的 数量, 因为 / 计算
机中一盎司硅 产生的效应可能比一吨铀还 大0。信 息技术将

筛选, 宁缺 勿滥。而在 选择 的过 程当中, 首先要 看其 是否
有为共产主 义献身的 理想 与坚定 信念, 其 次才 是业 务素质

成为军队生存和 制胜 的关键 因素。 军队数 量的 优势已 很难
填补质量的差距。 这场革 命风 暴的 直接结 果将 导致军 事技

与身体素质。
( 三) 按指技合 一、军 政 兼通 的要 求, 改 善 工程 硕士

术、军事思想、武器 装备、 军队 编 制体 制、教 育训 练、作
战理论和作战方 法等 方面的 根本 性改 变。工程 硕士作 为新

的知识结构
要培养新型 工程 硕士 人才, 就要 尽快 制定 工程硕 士培

型军 事人才, 将是我 军军 事力量 的中 坚, 在这 场信息 革命
中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

养规范, 明确 教学 与 科 研 论文 条 件、内 容、 要 求和 目 标,
并以此严格 进行 考评, 不 合格 者进行 淘汰。对 于某 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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