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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导师组在工程硕士培养中的团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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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根据自己多年指导工程硕士的实 践, 结合军 队人才 培养特 点, 讨论了 导师组 团队效 能对
军队工程硕士培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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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院校是培养军事人才的 摇篮, 既具 有鲜明 的军校

事组合起来, 并且 由学员 根据 课题 研究的 需要 在自己 单位

特色, 又具有许多 与一 般高等 院校 相同的 办学 特点 和必须
遵循的规律。军 校 教师 队伍 具 有高 度组 织 化的 团 队形 式,

选择 协作导师, 形成有针对性的导师组, 情 况就大大 改观。
工程硕士研究生 导师 组的建 立构 成了 知识的 源泉, 同 时又

教学工作的 组 织与 开展 主 要按 照规 划 和任 务的 方 式开 展,
校、学院、系、教研 室等 各级组 织对 学科 建设和 教学 科研

形成 传授的纽带。

任务的完成 有着 重要 的保障 作用。然 而, 在军 队工 程硕士
培养过程中, 研究 生导 师组对 人才 培养质 量具 有极 大的影
响。充分发挥导师组 的团 队效 能, 提高教 学质 量和 指导水
平, 是培养满足军队现代化需要的工程硕士的必然要求。

一、研究生导师组是知识与经验传授的
源泉与纽带

二、研究生导师组是增强工程硕士指导
力度的有机整体
从部队招收的工程 硕士, 工 作单位 分散, 课程 学习和
课题的指导容易 出现 不及时 和零 散现 象。导师 组能够 将相
对独立的教师劳 动形 成有机 整体。 不论从 事工 程硕士 哪一
项教学任务的教 师, 其劳 动的 方式 都具有 相对 独立性 的特

教师的劳动是以前人的劳动 成果为 基础。教师 吸收和

点。在讲课、辅导、实 验, 指导 研 究方 向、制 定研 究 生工
作计划、考试、 阅卷、批 改作业 等教 学过程 主要 靠教 师独

继承前人积 累的 科学 知识、教 育经验、教 学手 段和 传授方
法, 教师的 劳动具 有明 显的传 承性。教 师从 前人、老 师或
前任教学者 中学 习和 继承的 东西 越多, 他 传授给 后人, 学

立操作来完 成, 其劳 动过 程具有 相对 独立性 的特 点。这些
过程完成的 质量 如何? 达 到了什 么样 的水平? 是否符 合现
代教 学要求? 改进的方法和途径有哪些? 这 一系列的 问题,

生或后任教 学者的东 西就 有可能 越多。在 现代 科学 飞速发
展形势下, 教师个 人知 识的专 门化 和科学 发展 的综 合化形

单纯靠组织机构 来进 行考核 和检 查是 难以完 善解 答的, 而
且往往是不及时 的。而研 究生 导师 组则有 解答 这系列 问题

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 / 金无足赤, 人 无完人0 , 即使是最
优秀的教师也不可 能成 为 / 百科 全书0 式的 导师, 不 可能

的独特功 能。同时, 在 教学 活动中 团队 指导的 优势 , 学校
的导 师组成员能够在参与 课程 教学 过程和 出差 期间与 学员

在知识传授 中做到尽 善尽 美。工程 硕士导 师必 须充 分认识
到, 教师知 识的 互 补是 现代 化 军事 人才 培 养的 客 观要 求,

以及协作导师进 行交 流, 可以 弥补 工程硕 士在 校时间 少的
不足 。

教师群体结 构的组织 是现 代教学 工作 的必要 环节。 在具体
教学任务完 成的过程 中, 任何 排斥 教学团 队构 成的 倾向都
是不正确的。从部队 招收 的工 程硕士 接触 面较广, 对所在
岗位的研究 领域知识 的掌 握已经 有一 定深度 。一个 教师所

三、导师组的组成能够大幅度提高指导
学员探索创新的水平

掌握和积累 知识的广 度是 有限的, 往往限 于教 师本 人的岗
位工作和研 究方 向的 需要。在 这样的 情况 下, 硕士 生导师

高校教师有示范性、创造性 等职业 特点, 军校 教师也

如果仅由个 人的 力量 进行指 导, 他不 一定 是个好 导师, 也
难以满足工 程硕士期 望的 要求。当 他将自 己所 在岗 位的同

不例外, 指导研究 生进行 研究 探索 和创新 研究 是工程 硕士
能力培养的 重要 内容。从 部队招 收的 工程硕 士, 在读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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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必须完 成指令性 的岗 位任务, 研究工 作事 务性 特征较
为突出。如何有效 地指 导工程 硕士 在研究 过程 中进 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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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 是工程硕士 培养 过程 中的重 要问 题之一。 在工程
硕士生的日 常研究工 作中, 具 有许 多探索 性的 内容 和创新

五、工程硕士的培养要正确认识教学效
益和教学成果的综合性

研究内容, 而这些内 容又 很容 易被日 常工 作所忽 视。学校
导师组的多名教师在教 学和指 导过 程中一 方面 可以 不同的

培养工程 硕士, 导 师的教学效益 和成果 通常不 可能在

研究方向作 出示范, 另 一方面 又能 够从多 个不 同的 角度去
观察发现学 员创新研 究工 作内容, 能够及 时与 协作 导师以

指导学生时同步 体现 出来, 而 需要 较长的 时间 和较大 的空
间由所培养出的 人才 综合地 体现 出来。工 程硕 士的研 究课

及学员本人 确定课题 的深 入研究 方向, 提 高学 员课 题研究
的质量。科 学研 究 成果 通常 都 有蕴 含性 和 潜在 性 的特 点,

题通常都是由所 在工 作岗位 确定, 与硕士 生导 师在研 课题
的关系较少。指导 教师劳 动的 效果 也往往 不能 直观地 体现

需要去发现、体会和 发掘。工 程硕 士在研 究中 往往 涉及多
方面的研究 进展, 这 些成 果的 发掘, 对工 程硕 士水 平的提

出来, 而要由工程 硕士培 养质 量对 军队建 设和 社会进 步的
影响结果 来 展示。工 程 硕士 导 师组 成员 必 须充 分认 识 到:

高有着巨大 的推动作 用。而导 师组 成员知 识结 构涉 及相对
比较宽广, 对准确 掌握 和评价 学员 的创造 性成 果具 备特有

/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0, 导师 组培 养工 程硕 士的 教学 成果
有蕴含性、潜 在性、滞 后性 的特点。 在校硕 士生 的培 养相

的功能。

比之下则有 显见 性、具体 性和速 效性 的特点。 无论是 导师
组人员的安 排还 是 教学 指 导的 组织 都 不能 出现 轻 视现 象,

四、工程硕士导师组的组成是军校导师
所在岗位的客观要求

在多 头绪的工作中导师组成员不能出现徒有虚名的现象。

六、结束语

导师 组的 优 化构 成对 工 程硕 士 的培 养 也 是非 常 重要
的。任何一个团队的 构成 形式 都决定 着它 的整体 功能。结

工程硕士导师组的合理安排是军 校基层 组织的 一项重
要工作。在现 代教 学活动 中, 教师 不仅 是一个 分配 者, 要

构合理的 导师 组, 可以 发挥出 互相 补充、取 长补 短, 交流
经验、传播教学成 果的 作用, 产生 1+ 1 m 2 的效 果, 培养

将自 己的学识包装起来形成板书、讲义、教 学课件和 书籍,
有计划有步骤地 传授 给学生, 同时 教师也 是一 个指导 者和

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军事人才。然而, 当 导师组构成 不当,
强拉硬派 地形 成, 就可 能产生 磨擦 内耗、群 体涣 散、冲突

示范 者, 还要 指导学 生如 何成才, 言传身 教地 向学生 示范
如何发扬团队精 神、掌握 协同 作战 的要领 成为 符合未 来战

滋生、人才能量抵消的局面, 出现 1+ 1< 1 的效果。
教师在学校 中作 为有 组织的 群体 成员, 其 工作研 究的

争需要的优 秀军 事人才。 优秀的 导师 组, 示范 给学员 的是
优秀 的品质, 能引导 学员 成为复 合型 人才, 达 到好的 教学

方式方法必 然要受到 所在 群体的 影响。在 军事 院校 高度组
织化的团队 中, 这种 影响 就显 得更为 突出。军 校教 师通常

效果。相反, 组 合构成 不恰 当的导 师组, 在 学员 中会 造成
负面 效应。对 于具体 的工 程硕士 生和 不同的 学习 阶段, 必

都担负着教 学和科研 双重 任务, 随 科研任 务的 需要 教师的
岗位变动是 不可避免 的, 容易 产生 对工程 硕士 指导 脱节的

须根据具体情况 合理 配备力 量, 充 分考虑 在读 工程硕 士的
专门化程度和 发展方向, 在导师组成员相对 稳定的前 提下,

现象, 在目 前编 制 体制 调整 和 改革 的过 程 中尤 其 是这 样。
正确处理教 学与科研 工作 中人员 安排 所出现 的矛 盾, 重视
研究生导师组的建立是培养高水平军事人才的基本条件。

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调 整, 尽可 能地 构成具 有优 化的团 队群
体结 构, 使导 师组在工程硕士培养过程中产生最佳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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