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31, No1 3
Sep12008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第 31 卷第 3 期
2008 年 9 月

Jo urnal o f Hig her Educatio n Res earc h

# 专题研究#

编者按: 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 产党第 十七次 全国代 表大会上 的报告 中指出: 全面履行 党和 人
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 史使命, 必 须提高 军队应 对多种安 全威胁、 完成多 样化军事 任务 的
能力。新的历史时期, 我军职能使命 的拓展, 要 求我们 必须培 养大批 完成多 样化军 事任务 的高 素
质新型军事人才, 提高军队应对 多种安 全威胁、完 成多样 化军事 任务的能 力, 奋发 有为地 把中 国
特色军事变革不断推向前进。国防 科学技 术大学 指挥军 官基础教 育学院 围绕完 成国际 维和、反 恐
排爆、抢险救灾等多样化军事任 务, 培养大 批高素 质新型 军事人 才, 提高参 与完成 多样化 军事 任
务的能力,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本栏特刊发他们的 部分研究成果, 以飨读者。
( 本栏稿件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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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自 1990 年中国军队首次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 来, 中国对联 合国维和 行动历经了 从 / 不
介入0 到 / 全面参与0 的历程, 维和政策也相应地作出了 重大的调 整。军队 院校研 究如何提 高完成 多样化 军事
任务的能力, 培养 / 重荣誉、精专业、能战斗0 的维和军官,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 新课题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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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 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来, 已累 计向联合 国 17 项维

一、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本情况

和行 动派出官兵 8000 多人次。现在, 中国军 队有 1700 多名
维和官兵在联 合国 维和部 队和 11 个任务 区执 行维 和任 务。

中国政府根据 1992 年 2 月 2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

中国维和人 员在 气候恶 劣、政治 环境 险要的 条件 下, 显示

745 号 决 议, 决 定 向 联 合 国 驻 柬 埔 寨 过 渡 时 期 权 力 机 构

了奋斗精神和牺 牲精 神、与当 地民 众和睦 相处 的人道 主义

( UNTAC) 派出维和人员以来, 已经过去了 15 年。由此追溯

情怀, 以及同 友邻 部队的 合作 精神。所 有这些 , 赢得 了联

到在这之前的 4 年 前, 即 1988 年, 中 国加入 维持和 平行动

合国 维和部队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

特委会, 至今也有近 20 年 的历史。 在这近 20 年的历 史中,

我院近几年 来每 年都有 干部 参加联 合国 维和行 动, 从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了从 / 不介入0 到 / 全面 参与0

他们亲身经历和 反馈 回来的 信息 来看, 由 于维 和环境 非常

的历程, 表明中国 对联 合国维 和行 动的认 识有 了根 本性的

恶劣 、任务区 形式复 杂多 变, 维和 工程保 障任 务也相 当繁

变化, 中国对联合国 维和 政策 也作出 了重 大的调 整。作为

重, 这些困难 都对 维和官 兵的 政治、生 理、心理 素质 及专

联合国五个 常任理事 国之 一的中 国, 越来 越认 识到 中国同

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俗话说: /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

联合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联合国也同中国密不可分。

窝。
0 执行维和任务时, 军官是关键, 只有军官有 了过硬的

目前, 中国参 加联 合国 维和行 动的 地区 越来 越宽, 人
数越来越多 , 自 1990 年中国 首次向 中东地区 派遣军 事观察

X

素质 , 才能带 领维和 士兵 出色地 完成 各项维 和任 务, 并确
保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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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空间。

据地。近几 年来, 在新 的体 制编 制下, 各 军队院 校人 才培

( 三) 提高学员学习热情, 打牢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

养工作再上台 阶, 在教 育观念、 教育 体制、 教育 内容、教

目前, 有相当 多的 在校学 员, 对我 国参 与联 合国 维持

育方法、教育手段 及教 员素质 和教 育管理 理念 等方 面都发

和平行动相 当感 兴趣, 并 表示希 望有 朝一日 戴上 蓝盔, 代

生了深刻变 化, 取得 了一 定的 成绩。在当 前我 国政 府对联

表国家和军队执 行维 和任务。 他们 对联合 国维 和行动 相关

合国维和政 策作出重 大调 整之际, 军队院 校研 究如 何培养

知识学习热情高, 并且为 我军 在国 际上日 益提 高的知 名度

更加全面的高素质的复合型军事人才, 结 合部队当前 实际,

欢欣鼓舞, 为我军 维和官 兵在 国际 上树立 的良 好形象 倍感

应对新 任 务、新 要 求, 培 养 / 重 荣誉、 精 专业、 能 战斗0

骄傲 , 为自己 做为一 名中 国军人 感到 自豪, 走 出国门 的中

的维和军官,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 新课题0。

国军 人更会有深刻的体会。军队院校应 对新挑战、新 要求,
积极研究维和 / 新 课 题0, 对 在校 学 员进 行 专题 的 维 和教

二、/ 新课题0 研究的意义

育, 能进一 步 打牢 学员 爱 军敬 业、献 身 国防 的 坚定 信 念,
提升 身为中国军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军队要提高 完成 多样 化军事 任务 的能力, 其中遂 行国
际维和任务 就是多样 化军 事任务 的一 个重要 方面。 研究培

三、/ 新课题0 可研究的几个方面

养维和人才这个 / 新课题0, 既能让军 队院校发 挥人才培养
的教育资源 集中 的优 势, 在教 育内容 上能 与时俱 进, 也能

从维和部队 调研 的情况 显示, 下 面是 执行维 和行 动时

让培养的人 才充分服 务于 当前部 队需 要, 具有 较强 的现实

应注意的几个主 要方 面, 也是 适合 军队院 校开 展研究 的几

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个方 面:

( 一) 着眼军队现实需要, 适应维和人才培养新要求

( 一) 安全防卫方面

当前, 在我军 正由 机械 化作战 条件 下的 军事 训练, 向

根据联合国 维持 和平行 动原 则, 联合 国维和 部队 奉行

信息化作战 条件下的 军事 训练转 变的 关键时 期, 人 才培养

的是非武力 原则, 一 般不 会发动 主动 攻击, 往 往只是 进行

是当务之急, 军队院校应紧紧围绕军事斗 争准备这个 主轴,

防卫, 最大限 度地 避免使 用武 力。因此, 维 和部 队的 安全

培养适应新 时期军队 各种 需要的 高素 质军事 人才, 坚持创

防卫工作是 维和 行动中 的头 等大事 。在维和 环境 复杂, 尤

新, 勇于创新。人 才培 养应坚 持长 期目标 和短 期目 标相结

其是维和任务区 政治 形势动 荡不 安的 情况下, 发生战 争的

合, 立足长 期目标, 兼 顾短 期目 标。长期 目标就 是培 养适

可能性随时 都存 在。如何 应对这 些复 杂的情 况, 确保 维和

应现代化高科技条 件下 的 / 来则 战, 战则 胜0 的 复合 型高

官兵自身的 安全, 是 一个 可以重 点研 究的方 面。在制 定遇

素质军事人 才, 短 期目 标就 是 着眼 当前 军 队的 迫 切需 要,

到各种突发 事件 的防卫 预案、实 战防 卫演练、 复杂情 况应

紧扣时代脉 搏, 培 养适 应当 前 军队 任务 需 要的 军 事人 才。

急处 置等方面, 军队院校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当前国际政 治形势和 我国 国际政 策, 都需 要我 军积 极参与

( 二) 树立形象方面

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 在国际 大舞 台上展 示我 国的 大国形

俗话说: / 形 象就是 生命。
0 在执 行维和 任务 时, 维和

象及我军威 武之 师、文明 之师 的良好 形象。在 国际 社会动

军人的一举一动 都能 体现这 支维 和部 队的素 质, 维和 军人

荡不安, 维和任务大 量增 加的 情况下, 我 国政 府每 年派遣

的形象就代 表了 国家和 军队 的形象 。因此, 如 何树立 我维

出去的几千 名维 和官 兵的形 象, 都代 表了 国家和 军队, 因

和军 人的良好形象, 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 明之师的 风貌,

此如何培养出色地完成各种维和任务的高 素质的维和 人才,

是首先要研究的 一个 方面。军 队院 校对在 校的 学员都 要进

展示我国、我军的良好形象, 值得军队院校进行研究。

行传统的革 命人 生观、价 值观的 教育, 让 他们 学习我 军的

( 二) 丰富人才培养内涵, 提升军队院校育人功能

条令 条例, 规 范他们 的言 行举止, 这些都 是树 立军人 良好

军队院校的 人才 培养, 目 的就是 为部 队输 送优秀 的军

形象 , 打牢献 身国防 的思 想基础 的必 要教育。 走出国 门执

事指挥、国 防科研 及一 些专门 的军 事人才。 实践 证明, 军

行维和任 务的中 国军 人, 还应 在外 交礼仪、军 人仪 表、军

队院校在长期的人才培养实践中, 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 作用,

人荣誉上进行专 题教 育, 才能 更好 地保证 维和 军人的 良好

为我国军事 现代化和 国防 事业做 出了 突出的 贡献。 在当前

形象。俗话说: / 外交无 小事。
0 所有维 和军人 都是外 交工

我军维和任务大增的情况下, 军队院校仍 应发挥重要 作用,

作者, 他们 的 言行 举止 不 当, 小 则损 害 中国 军 人的 形 象,

积极探索维和人 才 培养 这 个 / 新课 题0 , 丰 富 人才 培 养内

大则可能引 发外 交事件, 因此, 很 有必要 在外 交礼仪 上进

涵, 提升育 人功能, 在培养 专门 人才 上下 功夫。 目前, 我

行专题的 教育, 确 保所有 的维 和官 兵重形 象、懂外 交、讲

国在江苏省的南京和河 北省的 廊坊 已经建 立了 维和 警察的

礼仪。执行维 和任 务时, 要 面对相 当多 的外军 , 每一 个维

培训基地, 但在培养 军队 维和 人才方 面, 还没 有一 个系统

和官兵的仪 表, 都 代 表 中 国军 人 的 形 象, 因 此, 在 着 装、

的培养计划 和培 养方 案, 因此, 军 队院校 尤其 是与 维和任

军人 礼节、军 容风纪、内 务及 生活 细节等 方面 都要比 在国

务专业相关 的院 校, 能发 挥专 业优势, 具 有很 大的 研究与

内做 得更好, 并且要 做到 纪律严 明和 步调统 一。维和 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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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很强的 荣誉感, 每 一名维 和军 人都代 表了 联合 国的形

复的 练习, 军 队院校 可研 究针对 维和 任务的 实际 需要, 汇

象, 代表了中国和中 国军 队的 形象, 要珍 惜联 合国 及国家

编专业教材及实 践性 环节的 作业 指导 法, 指导 维和行 动中

的荣誉, 要 有正确 和高 尚的荣 辱观。因 此, 在军 人仪 表和

的专业作 业。最后, 在 野战 生存方 面, 军队 院校 也大 有可

军人荣誉上 也要进行 专题 的教育。 这些专 题教 育的 内容及

研究的空 间。如遇 突发事 件, 维和 行动 就是实 战, 野 战生

形式, 军队院校可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存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 如 何面 对恶 劣的战 场环 境和特 殊的

( 三) 磨砺心理方面
面对恶劣的自 然环境、 艰苦的 生活 条件、复 杂多 变的

战场 背景, 实 现野战生存, 值得研究。
( 六) 组织指挥方面

政治形势, 还有肆虐 的流 行疾 病、随时都 有可 能遭 受到的

执行维和任务对各级 指挥 员的 组织指 挥能 力提出 了更

袭击, 维和官兵生命 安全 得不 到有效 的保 证。在这 样的环

高更新的 要求。远 在异国 他乡, 执 行繁 重的维 和任 务, 没

境下, 还要保证完成 各项 繁重 的维和 任务, 势 必对 维和官

有一个高凝聚 力的集体, 是很难完成各种急 难险重任 务的。

兵的心理是 一个 严峻 的考验。 没有坚 强的 心理素 质, 是很

在执行维和任务 时, 既要 能很 好地 完成联 合国 赋予的 各项

难完成各项 维和 任务 的, 拥有 一个健 康的 心理状 态, 乐观

任务 , 又要能 保证所 有维 和官兵 的安 全, 不提 高指挥 员的

向上的精神 风貌, 对 维和 官兵 来说显 得尤 为重要。 在维和

组织指挥能 力, 就很 难保 证圆满 完成 任务。各 级指挥 员要

的过程中, 再加上 和祖 国相隔 遥远, 通 信不 便, 维和 官兵

善于掌握和研究 新情 况下的 指挥 艺术 和指挥 方法, 适 应维

的心理会产 生很大的 变化, 相 当多 的维和 官兵 在不 同的阶

和任 务的需要。为此, 军队院校可研究维和 行动的新 情况、

段都会出现 不同程度 的心 理问题。 如何让 维和 官兵 保持心

新规 律, 有针 对性地 提高 指挥员 的组 织指挥 能力, 制 定相

理健康, 使他们能经 受住 艰苦 的心理 磨砺, 并 研究 他们不

应的 训练方法及实施方案。

同阶段的心 理变 化规 律, 有针 对性地 进行 解决, 做 好心理

( 七) 协调 能力方面

疏导, 很值得军队院校进行深入的探讨。

执行维和任务时, 要协调 好方 方面面 的关 系, 如 协调

( 四) 强身健体方面

与当地政府 部门 的关系、 与当地 军队 的关系、 与当地 老百

维和任务区大 多环境 恶劣, 气候 复杂, 疾病 流行, 没

姓的 关系、与 联合国 维和 机构的 关系、与 友邻 部队的 关系

有强健的体 魄, 良好 的身 体素 质, 维和官 兵是 很难 完成各

以及本国维和部 队内 部的关 系等 等。如果 没有 很好的 协调

项维和任 务, 自身 的安 全也很 难得 到保证。 因此, 身 体准

能力, 就不可 能很 好地完 成维 和任 务。因此, 要 仔细 研究

备也是 一个 重 要的 方面, 除了 坚 持锻 炼, 提 高 训 练强 度,

维和任务区 当 地的 民 情、 社情、 风 俗习 惯、 宗教 信 仰 等,

科学训练外, 学习防 病基 本知 识也是 必要 的。相关 军队院

以及联 合国 维和 机 构的 办事 程 序、组 织 机构、 管理 方 法,

校可研究如 何针对不 同气 候区的 情况, 制 定相 适应 的系统

友邻部队的基本 情况 等, 才能 更好 地协调 好各 种复杂 的关

的、科学的 训练方 法, 进行 针对 性的施 训, 还可 制定 基本

系。对这些方 面, 军队 院校 有相当 大的 研究空 间, 可 以制

的疾病预防 常识 手册, 对 在校 学员进 行普 及教育, 也可对

定系 统的外交及协调方案, 培养相应的外交人才。

即将执行维和任务的维和官兵进行专题教育。

/ 十年树木、百 年 树人0, 人 才的 成 长 有 一定 的 周 期,

( 五) 专业技能方面

人才的培养 有自 己的规 律。在确 立人 才培养 目标 上, 从适

执行维和任务对维 和官兵 的专 业技能 素质 也提 出了较

应当前需要向适 应未 来需要 跨越, 是人才 培养 规律的 内在

高的要求。首先, 在语 言能 力上, 要 能让 维和官 兵有 较强

要求。在人才 培养 的不同 时期, 敏 锐把 握时代 的要 求, 捕

的语言交流 能力。军队 院校在 外语 教学方 面具 有得 天独厚

捉时 代信息, 培养既 能满 足现阶 段需 要, 又能 适应未 来发

的优势, 可研究如 何针 对不同 层次 的官兵 进行 针对 性的外

展的复合型高素 质军 事人才, 是军 队院校 人才 培养的 最终

语会话能 力、写作 能力、听 力能 力的训 练, 也可 针对 在校

目标 。从我国 对联合 国维 和行动 的重 视程度 上, 我们 可以

学员成立 / 维和兴趣 小组0 , 系统学习维 和外语, 培 养维和

看到, 在培 养高素 质的 / 重荣 誉、精专 业、能 战斗0 的维

储备军官。其次, 在专 业知 识方 面, 不同 的维和 任务 会涉

和军 官, 满足 部队现 阶段 的繁重 的维 和任务 上, 军队 院校

及到不同的 专业 知识 及技能 的运 用, 如野 战工程、 野战运

大有 可为, 并 可做出应有的贡献。

输、野战通 信、战场 救护、应 急处置等。执 行维和任 务时,
专业知识的 实际运用 相当 多, 必须 对各项 专业 技能 进行反

( 责任编辑: 卢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