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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是一个全员 参与、全面 培养、全方 位实施、 超越行政 管理范 围的大 管理

教育模式, 目的是整合力量, 促进科研育人和管 理育人 相互渗 透、相互补 充, 实现 行动统一、 动态互 补, 全面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文阐述了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 的基本 涵义、发展 过程及 取得的 初步效 果, 并对完 善研
究生双重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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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生双重管 理教育 是在 新时期 研究 生培 养大发
展形势下, 初步摸 索总 结形成 的一 种新的 研究 生管 理教育

质量要求不 断提 高。如何 在规模 扩大 的基础 上, 确保 研究
生培 养质量, 实现德 智军 体全面 发展, 一 直是 学院党 委重

模式与方法。这一 新的 研究生 管理 教育模 式是 对学 校研究
生管理教育 工作 在实 践中的 继承、创 新和 发展, 是 按照我

视和思考的 问题。同 时, 学院 党委 从人才 培养 工作的 实践
中深切感到, 研究 生的管 理教 育既 是学院 管理 教育工 作中

校人才培养目 标 ) ) ) / 理想 信念 坚定、军 事 素质 优良、科
技底蕴厚 实、创 新能 力 突出、身 心 素质 过 硬0 的 总要 求,

的重 点, 也是 难点, 更 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 2001 年开始, 我院就开 展了研 究生管 理教育 工作的

积极探索高 素质新型 军事 人才培 养规 律, 符合 我校 研究生
教育成长环 境特点的 集体 智慧的 结晶。研 究生 双重 管理教

研讨 , 特别 是 / 文 学峰0 现 象出 现后, 学 院党委 深感 导师
在研 究生全面素质的培养 中具 有很 大的潜 能和 不可替 代的

育的实施, 对于我院狠抓研究生管理教育 工作的全面 落实,
将原来的 / 管住0 研 究生变为现在的 / 管好0 , 实现 管理育

作用。认真思 考如 何从学 员队、教 研室、导 师的 结合 上建
立一种有效的 育人机制, 解决实际存在的教 管分离的 问题。

人与教书育 人的 有机 结合, 起 到了十 分重 要的作 用, 并产
生了积极的效果。

从此, 研究生双重 管理教 育这 一概 念开始 进入 学院党 委的
决 策 层 面, 并 制 定 5研究生双向管理教育 若干规定6 , 于

一、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的基本涵义

2002 年开始试行。通过 两年 多的 实践, 2004 年 在原有 基础
上修 改为 5研 究生双重管理教育若干规定6。
2007 年学院党委根据 学校 党委 关于加 强学 员队基 层建

我院实 施的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是一个 全员 参与、全
面培养、全方位实施、 超越行 政管 理范围 的大 管理 教育模

设的指示精 神, 对学 员队 的管理 教育 进行了 专题 研究。提
出了进一步细化 和落 实研究 生双 重管 理教育 的要 求。按照

式。具体讲是对在读 二年 级, 也就 是进入 实验 室进 行课题
研究的全日 制研究生 ( 含委 托和 联合培 养的 研究生 ) 的思

学院党委的指示, 2007 年 上半 年由 训练 部牵 头, 对 5 研究
生双重管 理教 育若干 规定6 进行了 讨论、修 改和 完善。先

想政治、课 题研究、作 风养 成等 方面, 由 研究生 队与 教研
室和导师、教研室与 导师 和研 究生队、导 师与 研究 生队与

后分五次召 开部 分学员、 导师、教 研室主 任代 表和研 究生
队干部、机关 干部、学 员大 队领导、 系所领 导等 各类 人员

教研室共 同构 建的三 位一 体, 双向 互动, 既 职责 明确, 又
密切配合的 管理 教育 模式。目 的是整 合力 量, 促进 教学育

参加的座谈 会。对研 究生 双重管 理教 育的指 导思 想, 工作
原则 与任务, 实施方 法与 步骤, 相 关环节 的工 作机制 以及

人、科研育 人和管 理育 人相互 渗透、相 互补 充, 实现 行动
统一、动态互补, 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总结与考 核 等方 面进 行 了深 入细 致 的研 讨。在 此基 础 上,
依据 5研究生 双重管理暂 行规 定6 制 定了 5 研究 生双 重管

二、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的发展过程

理教育若干规 定实施办法6 。 5 实施 办法6 从七 个方面 对研
究生双重管理教 育工 作的具 体内 容进 一步作 了细 化。尤其

新的国防科大 组建 后, 研 究生 培养 的规 模不 断扩 大,
X

是对各个层面, 各 类人员 在双 重管 理教育 中担 负的工 作与
任务进行了明确 的区 分, 进一 步明 确了各 类人 员的职 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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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同时 在制度 上进 一步规 范。如: 建 立研究 生考 评登
记制度, 谈 心制度, 导师、队 干部联 系制 度 等。这些 制度

能力 、素质三 者有机 统一 的全面 培养, 提 升了 研究生 自身
的全 面素质。产生在我院并 在校 内外 很有 影响 的 / 博 士生

规定, 使得研究生双 重管 理教 育工作 内容 更加细 化, 职责
更加明确, 实施更好操作, 运行更加规范。

论坛0 , 就是学员队和教研室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实施研究生双重管理的初步成效

四、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双重管理模式的
思考

一是基 本形成了 育人 合力。双 重管理 教育 较好 地解决

一是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双重管理 教育实施 以来,

了研究生教 管分 离问 题。一方 面通过 双重 管理教 育, 加强
了研究生队 与教研室 和导 师的横 向联 系和沟 通。增 强了双

全院教职员工对 这一 管理模 式的 认识 不断深 化, 履职 尽责
更加自觉, 但 思想 认识仍 需要 进一 步深化。导 师方 面: 个

方对工作和 任务 的进 一步了 解、熟悉 和掌 握。深化 了对人
才培养质量 的认 识, 进一 步明 确了自 身的 职责, 合 力育人

别同志认为研究 生的 管理教 育与 导师 关系不 大, 存在 与己
无关的思想, 在一 定程度 上影 响了 研究生 双重 管理教 育质

不断增强。另一方 面, 使科 研育 人、管理 育 人、服务 育人
的要求有了 落实的基 础, 初步 做到 了导师 抓研 究生 的课题

量和效果。 队干部 方面: 始 终围 绕 / 抓 教学、 促管 理0 的
工作 思路, 来 抓管理 教育 的意识 还需 要进一 步增 强, 研究

研究时, 能主动对 所带 研究生 的思 想政治 教育 和作 风养成
认真施教, 从严要求。 如指挥 自动 化系指 挥自 动化 理论与

生队干部与导师 联系 和沟通 的主 动性 还需进 一步 增强。这
些问 题的解决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方法教研室 建立的科 研小 团队模 式, 就注 重了 研究 生在科
研中的思想 工作和作 风养 成, 着力 培养研 究生 的进 取精神

二是要进一步制 度化、规 范化。有 两个 方面 还需 要完
善: 一方面是已有 的相关 制度 在坚 持和落 实时 还需进 一步

和团队精神 以及军人 的全 面素质; 研究生 队抓 管理 和思想
政治工作时, 也能积 极围 绕研 究生的 课题 研究来 展开, 如

的规范, 避免 随意 性, 甚至 敷衍应 付; 另一 方面 是要 在实
践中还需不 断探 索总结, 进一步 制定 完善设 计科 学、操作

系统工程系 仿真系统 与应 用教研 室的 学术例 会, 博 士生队
干部都主动 参加, 通 过参 加学 术例会, 了 解学 员专 业论文

性强 的相关制度。
三是要建 立和完善长效机制。5 研 究生双重管 理教育若

的进展情况, 增强 了思 想政治 工作 和行政 管理 工作 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干规定实施办法6 已试 行半 年多 时间, 还需 要结 合试 行的
实践情况提出修 改意 见加以 完善。 下一步 需要 着眼长 效机

二是较好地解决了研究生管理中存 在的 / 空档0 问题。
研究生双重 管理教育 实施 办法明 确了 导师的 职责, 绝大部

制的 建立, 进 行深入 研究, 真 正建 立一套 行之 有效的 运行
机制 。就目前 运行的 情况 来看, 重 点要抓 好考 评和奖 惩两

分导师都能 认真履行 职责, 加 大所 带研究 生在 实验 室和随
同自己出差 等时段的 管理 教育的 力度, 弥 补了 研究 生队管

个环 节, 不仅 要对研 究生 考评, 更 要对导 师和 队干队 实施
考核 , 只有认 真对导 师和 队干部 实施 考核, 对 研究生 的考

理教 育 无 法跟 进 的 问 题, 较 好 地填 补 了 管 理教 育 的 / 空
档0 , 基本实施了全方位管理。

核才不会走 过场。对 研究 生的奖 惩, 研究 生队 须听取 导师
意见。攻博、提 前攻博、 出国深 造等 研究生 培养 的相 应工

三是提升了 研究 生的 自身素 质。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在实施过程 中, 强化 了研 究生 的自我 管理, 并 把自 我管理

作, 学院应充 分听 取学员 队意 见。通过 抓考评 和奖 惩, 努
力实现跟踪问效, 真正使 研究 生双 重管理 教育 工作落 到实

纳入了考评 范围, 较 好地 激发 了研究 生自 我教育、 自我管
理的积极性。特别 是研 究生队 按行 政管理 模式 建立 的行管
骨干和教研室按专业和 业务能 力指 定的业 务骨 干双 骨干架

处, 促进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构, 既有特色, 又 有 活 力, 较 好 地 体现 了 对 研 究生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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