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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学校、部 队及上级 领导机 关等诸 多方面 所关注 的重点, 加 强对

军校博士研究生的管理, 确保培养出又红又专的高层次 人才, 是值 得探讨 的课题。 本文分析 了军校 博士研 究生
培养过程及特点, 论述了双重管理在促进军校博士研究生全面质量管理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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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 学技术的 发展 和信息 化建 设的推 进, 军 队对高

结束为止的全过 程。把产 品质 量形 成全过 程的 各个环 节全

层次人才的 需求日益 增多。军 校研 究生教 育是 培养 军队高
层次技术人 才的主要 途径, 提 高培 养质量 是军 队和 国防建
设的必然要 求。由于 军人 的特 殊身份, 军 校博 士研 究生不

面地 管理起来, 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质量管理工作体系。
第三、全员参加的质 量管理。 由于 TQM 是对全 面质量

同于地方学 生, 探索 切实 可行 的管理 模式, 加 强对 军校博
士研究生的 管理, 确 保培 养出 又红又 专的 高层次 人才, 是
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TQM 的内容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菲根鲍姆首先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TQM) 以 来, 世 界 各国 对 TQM 进 行 了 全面 深 入 的 研 究,
TQM 的思 想、方 法、理论 在 实践 中不 断 得到 应 用 和发 展,
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重 要组 成部分。TQM 的基 本观 点就是
运用系统的 观点 和方 法, 把企 业或组 织的 各部门、 各环节
的质量管理 活动都纳 入统 一的质 量管 理系统 , 形成 一个完
整的质量管 理体 系, 从而 不断 提升管 理质 量, 满足 顾客的

和全过程进行的 质量 管理, 不 仅涉 及到质 量管 理部门 或质
量检 验部门, 而且涉 及到 设计、 生产、 供应、 销售、 服务
过程等各个环节 和部 门, 这些 环节 和部门 都直 接或间 接地
影响着产品质 量和销售 服务的 质量。TQM 要求 组织的 全体
人员 都来参加, 并在各自有关的工作中参与质量管理工作。
从广义而 言, 军 校博 士研 究 生的 培养 也 是一 个 生 产过
程, 需要用 TQM 的观 点和 方法 对军 校博 士研 究生 培养 过程
进行管理。双重管理 模式 在学员 队和 导师( 包 括教 研室) 这
两个 主要的管理主体之间搭建了沟通的平台 , 在促 进军校博
士研 究生学习期间的全面质量管理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军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及特点
军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可用图 1 描述如下 :

需求。
TQM 抓住主要矛盾 , 发 动各 部门 全员参 加, 运用 科学管
理方法和程序, 使所 有活动 均处 于受 控制状 态之 中; 在工作
中将过去的以分工为主转变为以协调为主, 使企 业或组织联
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有机 整体。TQM 的内容 包括 全方 面的质
量管理, 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全员参加的质量管理 [ 1] 。
第一、全方面的质量管理。TQM 是对 各个方面的 管理,
不仅要对产 品质 量进 行管理, 也要对 工作 质量、服 务质量
进行管理; 不仅要对 产品 性能 进行管 理, 也要 对产 品的可
靠性、安全 性、经济 性、时效 性和适 应性 进 行管 理; 不仅
要对物进行管理, 更对人进行管理 [ 4] 。
第二、全过程的质 量管 理。TQM 的范 围包 括从需 求调

图1

军校博 士 研究 生 的培 养 过 程, 是 一 个教 学、 科研 过
程, 其输入为 学员, 包括 刚从 学校 毕业的 硕士 研究生 和在
部队 、科研院 所工作 一段 时间后 再考 入的军 队干 部。这些

查开始, 到 产品设 计、生产、 销售等 , 直到 产品 使用 寿命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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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08-05- 15

[ 作者简介]

颜兆林 ( 1971- ) , 男, 湖南涟源人, 副教授, 博士。

94

高等教育研究学 报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148 期)

学员经过培 养过 程, 即在 校规 定年限 的学 习之后, 顺利毕
业; 其输出 为合格的博士研究生 ( 毕业学员) 、所取 得的科

( 二) 双重管理有利于实现全过程管理
毕业学员是 博士 研究生 培养 过程最 重要 的产品 , 其产

研成果以及 为学校所 挣得 的声誉。 此过程 的提 供者 包括家
庭、学校、部队 和科 研院所, 消费者 则包 括 部队、科 研院

品是 否合格, 需由 部队、科 研院 所、家庭、 社会 甚至 学员
本人自己来 评价。只 有加 强全过 程的 管理工 作, 才能 确保

所、家庭、学员甚 至整个 社会。从 TQM 的观点 而言, 此培

所培养的学 员在 思想政 治、科研 能力 等各方 面合 格, 成为

养过程所生 产的 产品, 包 括获 得学位 的学 员、获得 的科研
成果以及为 学校所挣 得的 声誉, 必 须满足 所有 消费 者的需

军队 所需能用的合格人才。
博士研究生在 校期 间一般 为 3 至 4 年。 第一 年以 课程

求。而且, 培养 过程必 须是 一个 不断改 进的 过程。过 程的
设计者必须 针对 消费 者的需 求, 不断 改进 培养的 方式, 从

学习为主, 随 后 的 2 至 3 年 在 教研 室 从 事科 研 项目 研 究,
获取阶段性 科研 成果后, 才能撰 写出 合格的 论文。学 员在

而不断满足消费者新的需要。
军校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 必须参加 具体的科研 项目,

校全 过程中, 受到 队领导、 导师、其 他老 师的 管理, 也需
要得 到他们的关 心, 尤其 是在 学习、 家庭、生 活、事 业等

完成一定的 科研 任务, 获 取阶 段性科 研成 果, 才能 在此基
础上撰写高 水平的论 文, 整个 过程 需要投 入大 量的 精力和

方面遇到困 难和 挫折时, 更需要 得到 及时的 关怀。由 于学
员队 领导少、日常事务多, 很难掌握各个年 级学员的 学习、

时间。而许多学员这 个时 期正 处于成 家立 业的阶 段, 承受

科研具体情况, 其 主要精 力一 般只 能放在 日常 管理和 低年

着家庭、学 业、事业、个 人发 展等多 方面 的 较大 压力, 面
临着各种矛 盾。针对 军校 博士 研究生 的特 点, 加强 对这些

级学员的 管理上 ; 而导师 由于 教学、科 研任务 重, 很 难对
所有学生的各方 面尤 其是日 常表 现情 况进行 管理, 一 年级

学员全方 面、全员、全 过程 的管 理和服 务, 对提 高学 员培
养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

的学员如果没有 参与 科研, 导 师也 一般没 有精 力顾及 其管
理。因此, 学员队和导 师 ( 教 研室) 的管理 容易造成 脱节,

三、双重管理模式在学员培养中的作用

造成 空挡, 留 下管理 隐患, 也 不容 易及时 发现 并帮助 解决
学员在学 习、生活 中所存 在的 问题。双 重管理 , 将博 士研

双重管 理采用学 员队 和导师 ( 教研 室) 相 结合 的管理

究生培养的全过 程联 系起来, 学员 队和导 师在 每一个 阶段
都能够 有机 结合, 各有 侧 重, 共 同解 决 可能 出 现的 问 题,

模式, 加强学员 队与 导师 ( 教 研室) 的沟通, 加强对 博士
研究生的管 理和 服务, 及 时解 决学员 学习、科 研和 生活过

促使 学员顺利完成学业。
( 三) 双重管理有利于实现全员管理

程中遇到 的困 难, 促使 学员顺 利完 成学习、 科研 任务, 完
成学业。在研究生 的管 理和 服务方 面, 学员 队和 导师 ( 教

在校学习期间, 博 士研究 生接 触到各 方面 的人 员, 包
括队 领导、导 师、其他 老师、同学、师兄弟 以及家庭成 员,

研室) 互相 配合, 各 自承 担一定 的任 务。学员 队主要 侧重

所有这些人 员都 能影响 学业 的完成 , 因此, 博 士研究 生学

行政管理, 包括早 操、卫生、 一日生 活制 度、政 治教 育等
内容, 导师主要侧重 培养 方案 制定、科研 项目 的管 理和指

习的全员 管理 所涉及 的对 象, 包括 学员队 领导、导 师 ( 教
研室) 、项目组教员以及项目组其他 同学。学员队 领导平时

导、论文写 作指导。 通过双 重管 理, 学员 队、导 师以 及学
员本身等各 方面能够 有机 协调, 发 挥各方 面的 积极 性和主

检查督促学 员遵 守条令 条例、规 章制 度方面 情况, 导 师主
要侧重学员课题 研究 和论文 写作 的指 导, 但导 师对所 带学

观能动性, 从而有效地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 一) 双重管理有利于实现全方面管理

员的思想教育和 管理 负有重 要的 责任, 而 且教 育和管 理的
效果往往比队领导 更好。 如果 学员 队和 导师 ( 教研 室) 缺

军校博士研究 生的培 养, 不仅 是科 研能 力的 培养, 而
是德、智、军、体全面 的培 养, 因 此, 首 先必 须 注重 对学

乏良性互动 和沟 通, 则队 领导对 学员 的学习 情况、在 教研
室的工作情 况、学业 完成 情况等 方面 往往不 甚了 解, 也不

员的政治思 想品德教 育和 道德品 质培 养, 使之 政治 立场坚
定、忠于党、热 爱军 队, 在毕 业时能 服从 组 织分 配, 安心

方便了解, 而这些 方面的 信息 对于 提高学 员队 领导管 理的
针对性和效 果是 非常重 要的; 另 一方 面, 导师 和教研 室也

部队工作, 在这方面, 学员队 和导 师都负 有重 要而 光荣的

难以根据学员在 学员 队的日 常表 现, 开展 更为 有效的 教育
和管理, 在学员的 科研项 目安 排上 不便于 与学 员队进 行沟

责任。同时, 学 员必须 完成 规定 的课程 学习, 完 成导 师布
置的科研 任务, 撰 写合 格的学 术论 文。作为 大龄 青年, 博

通。双重管理 正好为 管理 的衔接 建立 了一个 平台, 使 各方

士研究生在 生 活和 家庭 方 面还 会遇 到 许多 的问 题 和困 难,
这些方面也 同样需要 得到 适当的 管理 和关心 。通过 双重管

面管 理者, 包 括学员 队领 导、导师 以及教 研室 其他教 员都
能在此平台上 发挥管理和服务功能, 为研究 生学业的 完成、

理平台, 学员队领导 能够 与导 师密切 合作, 共 同完 成对学
员在政治信 念和道德 思想 的教育 和培 养; 通过 双重 管理平

培养 合格高层次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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