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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深化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 关键是要构建 / 沟通、协调、共育、共管0 的双重管 理教育机 制,
形成合力育人格局。该文论述了加强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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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对 研究生实 施双 重管理 教育, 即 对在 读全 日制研

要建立起通畅的 内部 沟通渠 道。作为 学员 队, 要 严格

究生 ( 包括委托和联 合 培养 研究 生) 的 思想 政治、课 程学
习、作风养 成、行政管 理等 方面 的管理 教育, 由 学员 大队

落实谈心 制度、思 想汇报 制度、思 想形 势分析 制度 , 每学
期普遍和学 员谈 一次心, 每月召 开一 次骨干 会议, 学 员每

( 研究生队) 与系 ( 所) 、重 点实 验室 ( 包括 教研 室与 研究
室、研究生导师) 双方实 行既 职责 分明 又配 合密 切的 一种

学期写一份 思想 汇报, 在 执行重 大任 务等重 要时 期, 对于
需要重点关 注的 对象, 更 要加大 谈心 力度, 力 求准确 掌握

共育人才模 式和管理 教育 方法, 是 学院在 加强 研究 生管理
教育上的一种创新。此方法自 2002 年实 施以来, 在 加强研

学员的思想脉搏 和学 习科研 等方 面的 情况。要 成立以 班长
副班长为主力的 思想 骨干队 伍, 坚 持依靠 骨干 及时准 确了

究生双重管 理教 育、促进 学员 成长成 才上, 取 得了 明显成
效。以我们博士生队 为例, 实 施研 究生双 重管 理教 育办法

解学员情况。要建立学 员思想情况、学 习成绩、论文 发表、
学科竞赛成 绩等 档案, 做 到不管 队干 部如何 调整, 对 学员

以来, 我队学员先后有 47 人 次获省 部级 以上 科技 进步 奖,
有 8 篇 学位 论文 分别 获湖 南省 或全 军优 秀博 士学 位论 文,

情况 的掌握始终不断线。
要建立起有效的 外部 沟通渠 道。作为 学员 队, 要 严格

有 4 人获国际 数模竞 赛特 等奖、全 国青少 年科 技创新 奖和
慈云桂计算 机科技奖, 7 人 获全国 / 挑战杯0 二、三 等奖,

落实 学院 5研 究生双重 管理 教育若 干规 定实施 办法6 中明
确的相互联系制 度, 每学 期与 导师 进行两 次以 上的面 对面

34 人分获强军奖学金、 周明 溪鸟 奖学金、 光华奖 学金, 12 人
被学校评为学习成才先进个人和校级优秀学员标兵, 1 人荣

或电 话沟通, 在沟通 中融 洽与导 师的 关系, 全 面了解 学员
的思 想动态、学习科 研及 行管等 方面 的情况。 对于评 功评

立二等功, 5 人荣立三等功。学员队也先后被评为学校基层
建设先进单位和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新的历史 条件 下, 如何 创造性 地落 实院 党委的 决策

奖、出国留学 人员选拔、处分学员、中期考 核等重大 事项,
更要及时和系所 重点 实验室 领导 及导 师进行 沟通, 充 分征
求他 们的 意 见。要 严 格 落 实 考 评制 度, 利 用 学 院制 定 的

指示, 进一 步推 进 研究 生双 重 管理 教育 向 更深 层 次发 展,
是作为双重管理教育的 主体和 直接 操作者 的学 员队 必须回

5 研究生考评册6 定期考评学员, 借助 考评来全面 掌握学员
的情 况。

答的一个 紧迫 课题。我 感到, 当 前和今 后一 个时 期, 推进
学员双重 管 理教 育, 关 键是 要 构 建 / 沟通、 协 调、共 育、

建立通畅有 效的 内外协 调沟 通渠道, 从机制 上保 证学
员队干部全面掌 握学 员的思 想动 态和 学习科 研、行政 管理

共管0 的双重管理教育机制, 形成合力育人格局。

等方面 的情 况, 及 时发 现、及 时 处理 学 员中 隐 藏的 问 题,
就能有效加强学 员队 管理教 育的 针对 性和时 效性。我 们队

一、构建立体沟通渠道, 努力实现全方
位了解学员

有一 名学员, 因为婚 恋问 题一时 想不 开, 导师 得知这 一情
况后 , 就在第 一时间 向队 干部进 行了 通报。队 干部及 时做
思想 工作, 就 有效化解了矛盾, 避免了一场感情悲剧。

全面掌 握学员情 况, 是加 强学 员管理 教育 的前 提和基
础。作为学 员队, 要按 照双 重管 理教育 的要 求, 采取 内外
结合的方式, 建立完 善了 解学 员的立 体沟 通渠道, 做到全

二、构建共育人才机制, 努力实现多角
度培育学员

面准确掌握 学员 的思 想政治 表现、学 习科 研能力、 军人作
风养成等方面的情况。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军 事人 才是 军队院 校人 才培养 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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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院党委提出的双 重管 理教 育办法, 为 实现 这一 目标提
供了有效实 现模式。学 员队在 加强 学员日 常管 理教 育的同

管理 上形成空档。作为学员队, 要积极主动 和教研室 协调,
着力 构建共管人员的机制, 努力实现全过程掌握学员。

时, 还应把构建共 育人 才机制 作为 学员队 一项 非常 重要的
工作来抓, 协同各方力量, 形成育人合力。

要主动了解情况。 作为学 员队 干部, 要 主动 深入 到教
研室、课题组, 直观了 解学 员在教 研室 期间的 表现 , 主动

要依托学院 丰富 的教 育资源, 请 导师 对学 员进行 专题
教育和经 常性 教育。学 院的导 师, 不但 学术 造诣 高, 同时

找导师和室领导 了解 情况, 发 现问 题及时 协助 导师和 室领
导整 改, 以此 来加强对学员的管控。

还有着高尚 的道德情 操和 丰富的 管理 经验。把 他们 请到学
员队来给学员搞教育, 就非常有亲和力 和感召力。近 年来,

要及时通 报情况。要借助 5 研究生 考评册6 , 定期向导
师、教研室 以及 系所 重 点实 验 室通 报学 员 在队 期间 早 操、

学员队先后 邀请学院 张维 明、武小 悦等专 家教 授来 到学员
队, 和学员 进 行面 对 面交 流, 就 收到 了 很好 的 教 育效 果。

内务、请销假 等方 面情况, 对个别 问题 较多的 学员 , 要及
时向导师反 映, 积极 争取 导师的 支持 配合, 努 力把问 题解

对于个别思 想上 有波 动、作风 纪律上 有松 懈的学 员, 要积
极协调导师 一起做工 作, 这样 比学 员队单 独做 工作 效果要

决在 萌芽状态中。
要协同落实规章 制度。教 研室、实 验室 都有 针对 研究

好得多。有 一位学 员, 因为 学习 太投入, 曾一度 忽视 了军
容风纪要 求, 常常 不是 头发太 长, 就是 衣着 不整, 学 员队

生的管理规定, 队 干部要 定期 找所 在室领 导了 解学员 遵守
规章制度的 情况, 教 育督 促学员 遵守 室里的 规章 制度。学

干部就和导 师一 道, 时时 加以 提醒, 最终 使他 养成 了讲究
军容风纪的良好习惯。

员队 也要定期向导师通报 学员 在队 期间遵 守规 章制度 的情
况, 协同抓好 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

队干部要主 动参 与课 堂教学 和课 题研究 活动, 积 极协
助导师做好 教书育人 工作。学 员队 要认真 落实 队干 部听查
课制度, 主动协助教 员抓 好课 堂教学 工作。要 积极 参与教
研室的课题 研究和论 文答 辩活动, 直观了 解学 员在 学习科

四、构建主动协调机制, 积极推进重大
教育训练工作

研中的表现, 协助导 师做 好科 研育人 工作。要 积极 组织学
员参与学科 竞赛和各 种科 技创新 活动, 努 力营 造良 好的创

学院实行的 研究 生双重 管理 教育 模式, 其 精髓和 核心
就在于汇集学员 队管 理育人 和系 所室 教书育 人的 力量, 实

新氛围。作为学员队 干部, 只 有在 积极参 与教 学科 研活动
中, 才能在加强管理教育中赢得主动权。

现优势互补, 最终形成 育人合力。为此, 作 为学员队 干部,
要主动和 教 研室 协调, 齐心 协 力推 进重 大 教育 训练 工 作,

要积极开展 / 博士生论坛0, 充分 调动学员 自主教育的
积极性。研 究生学 员, 学历 层次 高、思辨 能 力强、自 主意

确保 各项教育训练任务完成。
学员队组 织承办的重大教育活动 要积极 争取教 研室的

识强, 作为 学员队, 要 充分 利用 这一特 点, 组织 学员 开设
/ 党的创新理论 - 博士生论坛. 0 , 让学员 在自主 学习、自我

支持 。如每年 新学员 入学 入伍教 育, 学员 队就 要积极 协调
各教 研室, 请 他们调 整学 员的课 题任 务, 以保 证学员 的训

教育中不断 提高 思想 素养和 能力 素质。实 践证明, 这是学
员加强自我 管理教育 的一 个有效 途径。论 坛自 创办 以来五

练时 间。再如 学员举 办文 体活动, 学员队 也要 积极争 取各
系所重点实 验室 的支持。 近年来, 学员队 连续 四年举 办师

年多的时间里, 除 学员 队内部 组织 开展的 经常 性论 坛活动
外, 还先后 组织开展了有较大社会影 响的论坛 活动 50 余场

生篮球联谊 赛, 就有 效活 跃了学 员的 业余文 化生 活, 融洽
了师 生间的感情。

次, 学员的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教研室组织开展的重 大教 学科 研活动 队干 部要想 方设
法予 以配合。如对于 科研 任务重 的学 员, 学员 队在公 差勤
务方 面, 就要 尽量少 安排 他们参 加。对于 因课 题出差 的学

三、构建共管人员机制, 努力实现全过
程掌握学员
博士研究生进入课题研究后, 一 天中几乎 有 10 多个小
时在实验室 度过。学 员队 管理 教育如 果跟 不上, 就 容易在

员, 要经常通过电话、信件、电 子邮件等方 式与他们 联系,
了解 他们课题进展情况, 鼓励他们安心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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