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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生的管理教育问题是当前军队院 校教育需要 探索的 一个重 要课题。本 文主要 围绕实 行研
究生双重管理教育, 从观念、机制、评价和能力四个方面就如 何加强 党委对 研究生 双重管理 教育工 作的组 织领
导进行了思考, 以期对加强研究生的管理教育工作起到一些有益借鉴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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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 养是院校 的中 心任务, 加强党 委对 研究 生双重
管理教育工 作的组织 领导 是坚持 / 党管 人才0 原则 的重要

并不 是要把学员 / 管死0 , 而是积极有 效地促进学 员的学习
成才 。实践证 明, 实行双 重管 理教 育与学 员的 成长成 才并

体现, 是各级党委的 重要 工作 职责。加强 党委 对研 究生双
重管理教育 工作的组 织领 导, 关键 是要解 决好 四个 方面的

不矛 盾, 而是 一种促进和帮助。
实行研究生 双重 管理教 育, 是推 进高 学历人 才全 面发

问题:

展的有力杠 杆。高学 历并 不等于 高素 质。比如 个别研 究生
违规上网发假信 息的 事情就 是一 个很 典型的 例子。我 在与

一、切实转变思想观念

有的教员聊 天时, 谈 到过 这样一 个观 点, 一个 在科学 领域
有所建树的人必 定是 一个自 控力 较强 的人, 在 思想道 德素

观念通常是指 一种看 法、思想, 有时亦 指表 象或 客观
事物在人脑 里留下的 概括 的形象。 观念的 转变 是最 根本的

质等各方面全面 发展 的人。我 院研 究生队 近年 来涌现 出来
的一批先进 典型, 就 充分 说明了 这一 点。实行 双重管 理教

转变。在研究生双重 管理 教育 工作中, 我 们如 果不 树立与
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此项工作就很难真 正取得实际 成效。

育, 其中很重要一 点就是 要充 分发 挥教研 室和 导师在 学员
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特 殊作用。 队干 部要善 于借 助导师 的力

因此, 各级党委必 须从 解决观 念问 题入手 切实 做好 统一思
想的工作。

量做 好学员的工作, 在知 识的 / 高地 上0 推 进高 学历 人才
的全 面协调发展。

实行研究生 双重 管理 教育, 是做 好高 学历 人才培 养工
作的迫切需 要。从研 究生 管理 中出现 的一 些问题 来看, 加
强研究 生的 双 重管 理教 育 非常 必 要, 也 非常 紧 迫。比 如,

二、及时完善运行机制

有的研究生 学员 违反 了纪律, 发生了 问题, 学 员队 干部没
有掌握, 导师也不知 情; 还有 的研 究生学 员在 队干 部和导

机制是指内 在的 工作方 式, 包括 结构 组成部 分的 相关
关系以及期间发 生的 各种变 化过 程的 性质和 相互 关系。这

师二 者之 间钻空 子, 打 / 擦 边球0 , 管理 失控 和 / 挂空 档0
的现象时有 发生。实 行研 究生 双重管 理教 育, 就是 把各方

里所说的机制, 主 要是指 党委 统一 领导下 的研 究生双 重管
理教 育运行机制。

面力量凝聚 起来, 把研 究生学 术管 理与学 员队 日常 管理紧
密结合起来, 把 学 员队 干部 与 导师 的作 用 紧密 结 合起 来,

要理顺职责和关 系。实行 双重 管理教 育, 最 大的 特色
是 / 双重管理0 , 但最难的也是 / 双重管理0 , / 难0 就难在

切实把学员管理好、教育好。
实行研究生 双重 管理 教育, 是促 进高 学历 人才成 长成

既要尊重和 强化 学员的 主体 地位, 又 要协调 各部 门、各层
次之间与主 体的 相互关 系, 并明 确其 基本职 责。实行 双重

才的重要举措。实 行双 重管理 教育 的根本 目的 是为 了促进
学员成长成 才。因此, 双重管 理教 育的成 效最 终要 体现在

管理 教育, 直 接涉及 到系 所、大 队、教 研室、 导师、 学员
队干部等多个环 节和 因素。各 单位 党委要 在调 查研究 和充

研究生人才 培养质量 的提 高上。比 如加强 研究 生内 务卫生
管理, 衡量的标准并 不是 仅仅 要求学 员把 被子叠 好, 而是

分论证的基 础上, 逐 步理 顺各个 环节 的相互 关系, 做 到既
分工明确又相互衔 接。特 别是 要搞 好 / 结 合部0 的管 理教

为学员提供 良好的生 活和 学习环 境, 强化 学员 的自 律和自
我管理意识。再如, 强调学员队和教研室 的双重管理 教育,

育, 防止 / 挂空档0 或出现 / 真空地带0 。
要细化制度 和措 施。双重 管理教 育在 我院实 行好 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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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也得到了大家的 认同, 下 一步 要在细 化相 关制 度上进
一步下功夫。目前, 有 的单位 和导 师已经 采取 和形 成了一

在研究生 双重管 理教 育工 作中, 能 力是观 念、机制 、评价
的具体体现 和根 本保证。 具体讲, 在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些好的做法。比如 我院 指挥自 动化 系坚持 每周 召开 教学准
备会和学术 科研 例 会, 老松 扬 教授 还针 对 学生 实 际情 况,

的工 作指导上党委应强化以下 / 四种能力0:
一是把握育 人方 向的能 力。研究 生的 人生观 价值 观基

专门设立 / 教学接待 日0 , 这些 都取 得了 较为 明显 的效 果。
各级党委要 利用实行 双重 管理教 育的 契机, 逐 步形 成和巩

本定 型。在研 究生双 重管 理教育 工作 中, 我们 有责任 引导
他们不断坚 定理 想信念、 校正自 己的 人生坐 标。我们 经常

固适合研究生成长特 点 的长 效机 制, 切实 解决 / 想管 的管
不了, 该管的没管 好0 的 问题, 真 正把双 重管 理教育 制度

说, 有德无才 是次 品, 有才 无德是 废品, 德 才兼 备才 是精
品。培养什么样的 人是研 究生 双重 管理教 育工 作需要 解决

化、规范化。
要加强协调和 沟通。学 员大队 与系 所党 委、学员 队与

的首要 问题。 从当 前情 况 看, 受 社会 上 出现 的 拜金 主 义、
享乐主义的影响, 确有少 数研 究生 在人生 观价 值观的 确立

教研室、队干部与 导师 在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中职 责分工
有所侧 重, 合力 育人 目标一 致。围绕 / 育人0 这个共 同目

上存 在偏差, 比较典 型的 是个别 研究 生分到 部队 后, 害怕
过艰苦生 活。因此, 在 研究 生双重 管理 教育中 , 我们 要做

标, 我们各个层面要 充分 发挥 各自的 主观 能动性, 积极主
动加强沟通协 调, 做 到不 等、不 推、不 靠、不 怨。属 于职

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要 引导 帮助 研究生 不断 强化军 人意
识, 把个人的 前途命运与党和军队的事业有机融为一体。

责范围内的工 作, 积极 去做, 碰 到难 题, 主 动解 决, 切实
形成 / 共教共管共育0 、人人是老师、处处是 课堂的 良好局

二是依法从 严管 理的能 力。依法 从严 管理是 加强 党委
对研究生双重管 理教 育工作 组织 领导 的重要 体现。所 谓依

面。

法就是坚持和确 立研 究生双 重管 理教 育制度 的权 威性, 从
严就是狠抓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制度 的落实。 只有牢 牢把

三、注重建立评价体系

握以 上两条, 才能切 实抓 出成效, 才能确 保研 究生双 重管
理教育制度的 生 命 力。各 级党 委 要牢 固 树 立 / 有 法 必依0

评价泛指衡 量人 物和 事物的 价值, 实 质上 也是一 种导
向。研究生双重管理 教育 工作 中的评 价, 包括 评价 指标体

的意识, 按规 章制 度办事, 用规章 制度 管人, 不 因一 事而
改, 不因一人 而变, 保持 双重 管理 教育工 作的 连续性 和稳

系和综合检查督导等诸多方面。
要完善评价指 标体系。 在长期 的办 学实 践中, 我 们对

定性 。要坚持 / 执法必 严0 , 狠抓各 项规章制 度的落实, 一
级抓 一级, 层 层抓落实, 在抓深入抓成效上下功夫。

研究生课程学习质量的 控制已 形成 相应的 评价 标准 和考核
办法, 如何在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工作中 建立 与之 相适应

三是创造性 抓落 实的能 力。研究 生是 一个相 对特 殊的
群体。他们的 思想 观念基 本成 熟, 民主 意识、科 学意 识和

的评价指标 体系, 把 双重 管理 教育纳 入到 科学化、 规范化
运行的轨道, 党委还 需要 进一 步探索 和实 践。比如 我们是

开放意识显 著增 强。在研 究生双 重管 理教育 工作 中, 各级
党委要切 实树立 新观 念, 拿出 新招 数, 取得新 成效 。要深

否可以把学 员的日常 行为 表现纳 入到 评价体 系中, 把思想
道德素质作 为对研究 生考 核的一 个重 要组成 部分。 各单位

入开展调查 研究, 深 入到 广大学 员中 去, 及时 了解学 员的
思想状况 和需求 , 学员在 想什 么, 需要 什么, 要 切实 做到

党委要在机关的统一协调和组织下, 进行 充分调研和 论证。
只有把这些 问题搞清 楚, 才能 充分 发挥评 价指 标体 系的导

心中 有数。在 实行研 究生 双重管 理过 程中, 难 免会遇 到一
些情况和问题, 要 逐步深 化对 研究 生双重 管理 教育特 点规

向作用, 从而把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要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 党委 既要 议教, 又要 议管, 在
实行双重管 理教 育 工作 中党 委 要负 总责。 在实 际 工作 中,

律的 认识, 切 实在针对性有效性上下功夫。
四是建好导 师队 伍的能 力。在研 究生 双重管 理教 育工
作中 , 尤其要 强化导 师第 一责任 人意 识, 进而 把导师 队伍

要切实抓 好队、室 联席 会议、师 生双向 交流、情 况通 报讲
评等制度的 落实, 加强 对双重 管理 教育运 行中 的检 查和监

搞坚强。过去, 个 别导师 在研 究生 的培养 上出 现了只 注重
科学素 质的 培养, 而对 思 想品 德、政 治 素质 等 关注 不 够,

督, 把工作落实到末端, 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环节。
要实行综合考 核验收。 实行双 重管 理教 育, 不仅 要把

出现 了 / 重教学 轻育 人0 的现 象。实践 证明, 导 师不 仅是
学员学习成 才的 榜样, 也 是学员 为人 处事的 表率。各 单位

责任分解 到人, 还 要实 行严格 的责 任考核。 各系 所、学员
大队党委要把个人在双 重管理 教育 中履职 尽责 的情 况作为

党委要充分发挥 导师 在双重 管理 教育 中的特 殊作 用, 在导
师队伍中大力倡 导教 书育人 的良 好风 尚, 真正 把管理 育人

个人年度考 核的 重要 依据, 并 与职称 评定、年 终总 结和立
功受奖挂钩, 及时 总结 交流研 究生 双重管 理教 育工 作的情

与教书育人有机 结合 起来, 促 进研 究生培 养质 量的不 断提
升。

况, 以实现教、管、学 / 三位 一体0 共 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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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强化 / 四种能力0
能力是指 成 功完 成某 种 活动 所必 须 的个 性 心 理特 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