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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军队院校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有利于促 进教育思 想观念 的转变 与更新, 有 利于教 学改革 的深
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有利于院校的和谐发展。因此, 大 力加强高 等教育 科学研 究, 实为推 动军队 院校和 谐发
展的一个着眼点。本文针对目前军队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现状, 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 教育科学研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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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to Promot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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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ilitary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beneficial to the renewal of educational ideas, the furthering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universities. So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enhance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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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军队 院 校 教育 改 革与 发 展已 进 入 一个 关 键时
期, 改革与发展中 的诸 多重大 实践 迫切需 要先 进理 论和思

从而降低 了 教育 科研 的 整体 水平 。三是 研 究方 向短 期 化。
很多研究缺 乏整 体规划, 处于一 种自 发的分 散状 态, 缺乏

想的指引。为此, 军校 教育研 究人 员和教 育工 作者 应进一
步开拓创 新、与时 俱进, 以 科学 发展观 为指 导, 将先 进教
育理念与军 队院校建 设发 展的实 际相 结合, 正 确面 对发展

长期 的目标导向。
( 二) 研究队伍缺乏整合性
一是研究队伍分 散化。缺 乏有 影响的 学科 、学术 带头

过程中的深 层次 问题 和矛盾, 不断加 强教 育科学 研究, 为
军队院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和研究队 伍合 理整合 的制 度、措施 和激励 机制。二 是缺
乏广泛的 参与。主 要表现 在: 缺乏 专职 研究人 员, 教 员的

一、目前军队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存在的
主要问题
近年来, 我军 院校 的教育 科学 研究虽 然取 得了 很大的
成绩, 但仍 然存在着不少与时代要求不相 适应的突出 问题,

参与程度不 够。三是 研究 者本身 的急 于求成 与浮 躁。许多
研究者缺乏自甘 寂寞 的耐心 与锲 而不 舍的探 索精 神, 只热
衷于标举某 种新 观念、新 方法, 却 不善于 通过 大量的 研究
工作 去呈现一种新的方法。
( 三) 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
一是研究中 缺乏 多元研 究方 法意识。 研究者 不善 于对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研究内容缺乏现实指导性

所研究的问题进 行科 学设计, 进而 有针对 性地 选择不 同的
研究方法, 而 往往 从个人 经验、感 悟出 发进行 论述 , 描述

一是理论与 实践 脱节。教 育科学 研究 大多 停留在 理论
研究领 域, 以 问题 为 中心、从 解 决实 践 难题 来 选 题的 少。

性、思辩性成 分较 重, 现代 的自然 科学、系 统科 学方 法虽
有应用, 但不 广泛、不 深入, 基 本上 还处于 一种 介绍 阶段

二是原创 性研 究成果 较少。选 题起 点不高, 总结 式、感想
式、随想式的研究成果居多, 且许多成果 属于低水平 重复,

和描述状 态。二是 研究中 缺乏 规范 意识。一方 面, 方 法运
用不规范。在 表述 中, 概念 不清 晰, 逻辑 不严 密, 内 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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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另一 方面, 引用 不规 范。不少 论文 不说明 前人 或他
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进展情况, 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
( 四) 研究成果应用意识不强
一是院校管 理者 很少 运用研 究成 果影响 管理 决策。管

促军队院校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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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浓 厚。三是 建立与 完善 教育科 研成 果推广 应用 机制。加
强对研究成 果的 宣传, 加 快成果 的转 化和应 用, 推进 成果
传播 环节的创新, 促进研究成果应用价值的实现。
( 二) 面向院校实践问题, 加强院校研究

理者往往宁 愿 选择 经验 而 不是 教育 研 究成 果来 影 响决 策,

院校研究是 以单 个院校 的实 际问题 为研 究对象 , 以改

他们往往觉 得教育研 究成 果并非 量身 定做, 教 育理 论应用
于实际有些 可望而不 可及; 二 是教 员很少 采用 教育 研究成

进管理实 践为目 的的 研究, 具 有自 我研究、咨 询研 究、行
[ 2]
动研究等特征 。
它的作 用至少 有两个 重要方面 : / 一 是为

果改进自己 的教学。教 员参与 教育 研究活 动可 能有 迫于评
职称、出成果的现实 需要, 而 实际 上参与 教育 研究 的热情

高等学校的管理 决策 提供一 种比 较科 学的手 段, 有助 于提
高高校 管 理 与决 策 的 科 学化 程 度; 二 是 在 高 等 教育 理 论

是不够的。同时由于教员更为注重学科知 识的积累和 传授,
往往忽视了 将教育研 究成 果应用 于自 己的教 学实 践; 三是

(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理论) 和高等学 校管理实践 之间的空
地上建起一个支 撑点, 使 高等 教育 理论应 用于 高校管 理实

学员很少运 用教育研 究成 果来指 导自 己的成 长。如 许多教
育研究成果 是关于学 员的 心理和 学习 的, 但当 学员 出现心

践不 再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0 [ 3]

理疾病或产 生学习障 碍时, 很 少运 用这些 知识 来进 行自我

1、完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开展院校研究的组织 保障。院校应根据自身

调节和教育 [ 1] 。

的特点, 设立院校研究机构, 开展院校发展战略研 究, 制定
院校中长期发展规划, 进行重大问题调研, 为院校建设与发

二、军队院校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思考
与对策

展提供数据信息服务和决策咨询服务。同时, 该机构也要同
专业的教 育研究 者、教育实 践者 结合 起来, 弥补 各自 的不

( 一) 加强引导与规范, 营造浓厚的教育科研氛围

足,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理论和实际的
联系, 更有效地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科学 的高度, 找到

1、转变观念
一是引导教员 深刻理 解四 种关系, 树立 四个 观念: 明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然后再将理性的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指导
实践并接受实践的再检验, 推动认识的再提高。

确教育科研与院 校 建设 与 发 展的 关 系, 树 立 / 科 研 兴 校0
的观念; 明确教育 科研 与教 学改革 的关 系, 树立 / 科 研兴

2、建立院校研究数据库
院校研究必 须基 于大量 详实 的数据 信息 资料。要 建立

教0 的观念; 明确教 育科 研与提 高教 学质量 的关 系, 树立

各种分 类数 据库, 收集 中 外大 学的 办 学 理念、 发展 战 略、

/ 向科研要质量0 的观念; 明确教育科研 与教员 的关系, 树
立 / 教员是教育科研 的 主力 军0 的 观念。二 是澄 清教 员中

学校的政策文 本、学校 的基本数 据、院 ( 校) 长工作 报告、
学校发展研 究报 告、学校 的学科 专业 设置、学 校的人 才培

存在的模糊 认识。一 方面, 引 导教 员克服 和消 除认 为教育
科研 / 高不 可 攀0 、是 专 家、学 者专 利 的 / 教 育 科 研 神秘

养方 案等等, 并进行必要的数据信息分析。
3、着眼院校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

观0 , 使教员意识到教员的教育科研主 要是根植 于教育教学
实践的应用 性研 究, 只要 立足 教学实 际, 开展 有针 对性的

院校研究 要 以高 等教 育 理论 和现 代 管理 科 学为 基 础,
运用现代研 究方 法, 把研 究与院 校的 发展、改 革紧密 结合

研究, 就会 取得一 定的 成效。另 一方面, 努力纠 正教 育科
研脱离教育教 学实践, 忽视平 时的 探讨、 研究、 积累, 认

起来 , 围绕事 关全局 的重 大问题 开展 研究, 如 院校定 位与
发展战略、组织结构 ( 包括 学科 专业 结构) 及相 应的 管理

为搞教育科研无非就是 写写文 章或 教学经 验总 结等 的观念
与做法, 使教员认 识到 教育教 学实 践是教 育科 研的 认识来

模式和运行机制、 人才培 养模 式及 教学内 容与 课程体 系改
革、师资队伍 建设、学 员学 习研 究、学科 建设 和发 展、学

源, 同时也是教育科 研的 内在 动力, 只有 将教 育科 研与教

位和研究 生教育 、校风建 设研 究等, 以 探索其 规律 , 提出

育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有所作为。
2、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科研活动

改革 对策, 推 动教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 三) 全员参与, 整体推进, 加强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

一是有计划地 开展学 术研 讨会、经 验交 流会、成 果展
示会以 及学 术 讲座、 报告 会等, 拓宽 教 育教 学 研 究领 域,

加强群众性教育科学 研究 是使 教育科 学研 究能够 真正
坚持下去并 取得 理想效 果的 必要保 证。因此, 院校要 实行

让教员在 活动 中学习 知识、开 阔眼 界、接受 熏陶、提 高能
力。二是加 强校际 之间、与 其他 学术团 体、科研 机构 之间

/ 全体动员、全员参与、骨干 带动、重点突破0 的策略, 调
动全体教员的科 研积 极性, 使 教育 科研成 为一 种群众 性的

的联系, 开 展联谊 活动。三 是组 织优秀 论文 评选、教 学技
能竞赛等各类竞赛活动。

普及 活动。
1、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培训

3、为教育科研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一是保障研究人员 和教员 从事 教育科 研所 必要 的设备

一是举办科研系列讲座。通过讲座, 使教员系统掌握教
育科研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 对科研选 题、研 究过程 的控制、

设施。加强 数字图 书馆、现 代化 的教学 设备、计 算机 网络
资源的建设, 改善教 员的 科研 条件, 保证 科研 工作 的正常

研究方法的选定、科研成果的表述、科研课题的评价与推广
等有基本的认识。二是举办教育科研经验交流 会。请校内外

开展。二是建立科研 网络。在 加强 内部科 研网 络建 设的同

科研有成绩的教员介绍自己 的经验体会, 激发教员的科研热

时, 与校外科研组织、学术团体、兄弟院 校建立密切 联系,
形成纵横 交错、开 放式、立 体化 的科研 网络, 促 进院 校教

情, 为教员提供科研课题研究及开发的机会。三是建立教员
培训进修制度, 积极鼓励教员利用业余时间参 加培训, 提高

育科研向深 度和 广度 发展, 使 教育科 研氛 围不断 积聚、日

教员的学历层次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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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教育科研骨干

用0 与 / 求真0 、 / 问题研 究0 与 / 理论 建设0 之间取 得协
调与 平衡。在 进行理 论研 究时, 必 须加强 解决 实际问 题并

教育科研的 普及 不可 能一蹴 而就, 其 形成 过程呈 现出
不均衡性, 即总是 由一 部分人、 一部分 学科 先动 起来, 进

付诸实践的意识, 充分体 现理 论研 究成果 对于 高等教 育实
践活动的现 实指 导意义。 在进行 实际 问题研 究时, 又 要善

而带动全校 教育科研 的滚 动发展, 促进浓 厚教 育科 研氛围
的形成。因 此, 必须 通过骨 干带 动全 体, 逐 步深 化。一是

于从实践中进行 理论 抽象和 探索, 加强对 教育 实践的 理性
认识和理论解 释, 旨在 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 促进理论 建设,

发现和培养 科研骨干 力量。选 择教 学改革 过程 中亟 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 凝炼成 具有 院校 特色的 研究 课题, 进 行系统

为理 论研究的新突破奠定基础。
2、坚持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研究, 并给 予重点 扶持。通 过他 们的工 作, 保证 教育 科研
出成果、出效益, 同时在全体人员中 起到鼓舞、示范 作用。

思辨定性 研 究在 教育 科 学研 究中 具 有自 身 的合 理 性,
定量与实证 方法 在 教育 科 学研 究中 具 有不 可替 代 的价 值。

二是通过骨 干教员与 其他 教员结 成科 研帮扶 对子, 或成立
以骨干教员 为主的各 种课 题小组, 发挥骨 干教 员的 传帮带

为此, 在教育 科学 研究中, 要根据 研究 对象与 特点 , 注重
思辨 定性、实 证定量 等多 种方法 的综 合运用。 思辨定 性研

作用。
3、引导教员正确选题

究要在较 高 层次 上对 实 践与 问题 给 予关 注, 以 概念 分 析、
逻辑演绎的方式 获得 对高等 教育 的认 识, 提升 高等教 育理

教员教育科 研必 须立 足于教 学, 把教 学活 动作为 教育
科研的切入 点, 注重 解决 教育 教学实 践中 的难题, 不能脱

论的水平, 增 强反 思与批 判意 识, 提高 思辨的 抽象 性、概
括性及理论分析 的合 理性与 科学 性。实证 定量 研究要 增强

离教学实际 而贪 大求 全。课题 选择力 求做 到以下 三点: 第
一, 立意要 / 新0。 选题既 要围 绕院校 建设 与发展 的实 际,

多元 研 究 方法 意 识, 采 用观 察、调 查、 个案 研 究、实 验、
多学 科等多种方法 [ 5] 。

又要符合素 质教 育的 形势要 求, 要体 现时 代特征, 有生命
力。第二, 范围 适中。选 题范 围要恰 当, 既 能解 决具 体实
际问题, 又 有研究 价值。第 三, 难度 适宜 。课题 难度 不要
求太大, 便于教员研究, 易出成效, 可操作性强。
( 四) 着眼教育科学研究的多元 研究属性, 合理设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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