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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首先分析了研究生学员的特 点, 探讨其 对管理 教育工 作的影 响; 其次, 通过 对学员 内在
特点的分析总结了双重管理教育制度的积极作用; 最后 , 从工作思 路、实施 策略及 落实细节 上提出 了构筑 双重
管理教育长效机制的总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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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学员的基本特点

甚至连暑假也一 头扎 进了实 验室 的科 研之中。 由于他 们一
早就进实验室 上班, 晚 上近 11 点才回宿 舍。从另一 个侧面

( 一) 组成上, 人员结构参差不齐

来讲 , 学员在 学员队 的时 间变得 越来 越少, 他 们参与 学员
队工 作, 与其 他学员 或者 骨干沟 通的 机会也 变得 不多。因

无论 从 年 龄、职 务、履 历上, 还是 从 政 治 思想 觉 悟、
军事素质、学 习能 力、 培养 教 育 可 塑性 等 等, 差异 较 大。

此, 如果按照传统 本科生 的管 理教 育办法 对研 究生进 行管
理, 无疑会得 不偿失, 不 但会 耽误 科研学 习任 务的顺 利完

如我队 06 级学员年龄最大 的同志已 是三十五、 六岁, 最小
的今年才 22 岁, 年龄相差十几 岁; 为数不少 的在职 学员入

成, 原有学员 队的管理教育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管理教育工作虽 然利 弊共 存, 存 在矛 盾。但是, 若方

学前均有在部队工作 1- 8 年的经历, 有 的已经 是连长、指
导员、机关 业务能 手; 军校 直读 的学员 差异 也不 小, 本科

法得当, 把握 研究 生学员 特点, 不 但可 以化解 矛盾 , 同时
还能创造有 利条 件, 开创 管理教 育工 作新局 面。研究 生组

指挥类院校毕业的学员军政素质好于技术 类院校毕业 学员,
而技术类学员科研学习能力普遍较强。

成上人员结 构参 差不齐, 实际生 活中 科研学 习任 务重, 这
是弊。可是, 若 兼容并 蓄, 有效 整合 研究生 人员 结构 中不

总之, 研究生生源差异决定了研究生 学员的巨大 差异,
各方面能力 素质上的 良莠 不齐在 预料 之中, 给 把握 管理工

同类 别学员, 将不同层次的人员组成有 机整体, 互相 补充,
互相促进, 将会 充分 发 挥科 学 的组 织结 构 的活 力与 能 量;

作实施的灵活性和艺术性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 二) 心理上, 学习成才愿望迫切
研究生教育 是最 高层 次的学 历教 育, 所有 学员均 是本

其次 , 若将科 研学习 工作 融入到 管理 教育工 作之 中, 以科
研学习任务带动 管理 教育工 作, 以 管理教 育工 作促进 科研
学习任务, 这 将会 使两者 相互 兼容, 相得 益彰。同 时, 研

着学习知识、提高素 质的 愿望 投入到 研究 生学业 之中。无
论是直读学员、新入伍学员还是在职学 员, 他们理想 远大、

究生学员总体上 思想 较成熟, 学习 成才愿 望较 强也为 我们
开展 管理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思想活跃、反应敏 锐、善于 思考, 都 有非 常迫切 的学 习成
才愿望。同时, 相对本科学员, 他 们思想进 一步成 熟, / 识

二、双重管理教育的积极作用

大体、明事理0 , 特别是不少学员有在部 队工作 的经历, 甚
至任职于管 理工作岗 位, 这些 有利 条件使 得就 研究 生个体

( 一) 相互协同, 密切合作, 强化 了学员队与 实验室的

上看易于科学引导学员, 便于有效开展管理教育工作。
( 三) 生活中, 科研学习任务繁重

纽带 联系
学员队和实验室是研 究生 学员 的两个 基本 的生活 学习

虽然各教研 室情 况有 所差别, 但 是绝 大多 数研究 生学
习任务和科 研任务均 较重。特 别是 完成第 一年 课程 学习之

环境 , 占据学 员绝大 多数 的日常 时间。这 两个 地方构 成研
究生学员的管 理环境, 理应纳入管理教育的 涵盖范围 之中。

后, 所有研究生均进 入实 验室 并参与 科研 工作, 使 得以前
学员时期 的 宿舍 、食 堂、教 室 / 三 点 一 线0 转 变为 宿 舍、

客观 上, 学员 队与实 验室 是两个 相对 独立的 机构, 无 论是
行政上还是工作 中均 无直接 联系, 仅有的 联系 也处于 一种

食堂、教研 室 / 新三 点一线0。一 般从第二年 开始, 教研室
的电脑桌就 占据了研 究生 学员的 绝大 多数时 间, 不 少学员

非正式的沟通之 下。研究 生学 员成 为游离 于两 者之间 的一
份子 , 处于学 员队管理和实验室管理的夹缝之中。5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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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管理教 育若干规定实施办 法6 ( 以 下简称 5 办法6 ) 的
实施使实验 室和学员 队有 了经常 性的 沟通和 联系, 双方相

发展 。
( 二) 实施策略上: 切实规范实 验室管理 教育措施, 进

互协同, 密 切合作, 能 够全 面掌 握学员 的情 况, 打消 了部
分学员钻空 子的 念头, 改 之以 积极主 动地 学习、工 作和生

一步 加强 5办 法6 实施 的推动力
任何一项新的尝试和 探索 或多 或少会 碰到 主观上 或客

活。在双重管理制度 下, 学员 队与 实验室 间建 立起 纽带关
系, 并形成了一种长 效机 制, 从根 本上祛 除了 两个 经常管

观上 的麻烦, 如学员的反对 ( 特别 是以 前经 常钻 管理 空子
的学 员) 、老师的不理解 ( 因为刚开始 可能会占用 老师们更

理中的漏洞与盲点。
( 二) 疏通渠道, 加强沟通, 优化了学员的成才环境

多的时间) 、队干部的顾此失彼 ( 学员队 仅此一处, 而实验
室有十好几个) 等等。随着办法 实施的深入, 5办 法6 的落

双重管理教 育办 法强 调开展 学员 与队干 部、学员 与导
师间的谈心 制度、相 互联 系制 度, 给学员 队干 部及 老师加

实必然会 遇到不 少阻 力。因此, 为 了冲 破阻力 , 客观 上需
要进 一步加强 5 办法6 实施的推动力。

强与学员沟 通开辟了 制度 化的途 径, 使队 干部 和导 师一同
增进了对学 员的 了 解, 有利 于 合力 实施 研 究生 管 理教 育,

为何前期 工作的主攻方向在实验室? 双 重管理分 两重,
一头 在学员大队、 学员队, 另一 头在 系所、实 验室。 学员

促进研究生 培养工作。 而原有 的情 况是学 员队 与导 师对学
员都是了解 一部分, 不能全面了解学员。5 办法6 的实施一

队的优 势是 集中 统 一, 组 织规 范, 管 理 教育 模 式较 成 熟,
经常组织 政治思 想学 习, 劣势 是人 少事多, 人 手不 足, 较

方面有利于 学员队及 时掌 握学员 的科 研工作 情况, 这样学
员队在制定 相关 规定 时便可 以因 人而异, 做到科 研、管理

少负责学 员 科研 与学 习 诸事; 实验 室的 优 势是 深入 个 人,
接触 广泛, 以 组织引 导学 员进行 科研 学习居 多, 劣势 是组

两不误; 另一方面, 也 有利于 导师 了解生 活之 中的 学员是
什么样 的, 在 向学 员 传授 知识, 培养 其 科研 能 力 的同 时,

织相对松 散, 管理 教育工 作投 入精 力较少。可 以说 , 学员
队适合 育人 铸魂, 实验 室 善于 育人 成 才。如 同 木桶 原 理,

对其思想政 治、军事 素质 等方 面给予 一定 的指引。 这两个
方面的结合 相得益彰, 不仅便 利了 学员队 和研 究生 导师的

我们工作 重 点首 当其 冲 的就 是选 准 那块 短 板。综上 所 述,
为整合管 理资源 , 发挥各 方之 长处, 弥 补相互 之不 足, 推

工作, 促进学员成长, 同时学 院领 导通过 定期 和不 定期的
会议了解情 况, 增强 学院 领导 对学员 情况 的掌握, 在学院

动 5办法6 的深入 实施, 实 验室 可以 作为 5 办 法6 深 入实
施的重要 推动者 。再者, 由 于各教 研室 情况各 异, 对 学员

制定与学员相关的政策 时可以 增强 政策制 定的 针对 性和科
学性, 以进一步优化学员学习成才环境。

较少有正式统一的 规范。 若能 够紧 密结 合 5 办 法6 的 各项
要求 , 规范实 验室的 管理 教育措 施, 必将 能激 发出实 验室

三、构筑双重管理教育长效机制的对策
思考

教育管理的巨大 能量, 进 一步 优化 研究生 学员 学习成 才环
境, 出优秀人 才、创一 流成 果, 实现 研究生 学员 学习 成才
的真 切愿望, 有力地推动 5 办法6 的深入实施。
( 三) 落 实细 节 上: 严 格 对 照 5 军队 基 层 建 设 纲要6

为推动 5 办法6 的深 入与 落实, 根 据研 究生 学员 自身
的特点和双 重管理教 育制 度实施 以来 的经验 教训, 文章从

的基 本要求, 进一步细化 5 办法6 落实的可操作性
学员队与实 验室 均是基 层, 研究 生管 理属于 军队 基层

三个方面提出了构筑双重管理教育长效机制的对策。
( 一) 工作思路上: 紧密结合 学校人才培 养总目标, 进

管理 的范畴, 因此研究生双 重管 理办 法应 严格 对照 5 军队
基层建设纲要6 的 各项 具体 要求, 在 5 纲 要6 框 架内 进行

一步明确 5 办法6 目标的导向性
双重管理教育规定 是我院 对研 究生学 员管 理教 育工作
的有益创新 和大 胆尝 试。办法 的实施 对整 合管理 资源, 促

大胆的探索 与创 新。但是, 由 于研 究生管 理有 别于一 般军
队基 层管理, 与军校 本科 学员管 理也 有较大 差异, 其 具有
自身独有的 特点。同 时, 部队 基层 管理具 有数 十年的 发展

进学员成长, 优 化 人才 培养 环 境等 均发 挥 了显 著 的作 用。
时代的发展 和 环境 的变 化 对人 才培 养 将提 出更 高 的要 求,

历程, 积累了 丰富 经验, 形 成了一 整套 成熟的 机制 , 而我
院研究生队 成立 不足十 年, 还在 发展 探索之 中。为结 合实

如 / 出 一 流 人 才、出 一 流 成 果、 出 百 优 论 文0 等 等, 对
5 研究生双重管理教育办法6 的进一步 落实与深 入也将提出

际, 追求实 效, 保证 落实, 更 需要 按照 5 纲 要6 的要 求进
一步细化 5 办法6 的相 关规定, 增强 5 办法6 落实的 可操

更高要求。人才培养 工作 是开 展好各 项工 作之根 本, 只有
优秀的人才 才能出优 秀的 成果, 而 优秀的 研究 生队 伍将是

作性 , 最终构 筑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长效机制。

科研创新生力军和未来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
总之, 人才培养工作 将始 终是院 校各 项事 务的中 心工
作, 管理教育工作服 务于 人才 培养这 个中 心工作。 校党委
提出我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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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才培养 目标。双 重管
理教育办法可以更加紧 密地结 合我 校人才 培养 的总 目标而
进一步深入 落实, 使 它具 有更 强的目 标导 向性, 以 促进学
院人才培养 的基础工 作, 促进 学院 其他各 项事 业又 好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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