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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和封闭性, 军事高等 教育长期 以来与 普通高 等教育 都是相 对分离、独 立的
两个系统。随着军队院校的改革转型, 以 及地方 高校 之间联 合趋 势的 不断向 前发 展, 两个 系统之 间扩 大开 放、
加强联合的必要性正在逐渐地得到彰显。本文在对军地 联合办学的 现实状 况进行 调查的 基础上, 提 出军地 区域
性联合办学的概念, 研究双方展开联合的方法和手段, 构 建新型的 联合办 学模式, 希望以此 能促进 两个系 统之
间更健康、更有效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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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Concept of the Regional Joint Schoo-l Running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d Local Institutions
XUN Chao, CHENG Jian
( N av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Wuhan 430033,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its particularities and closeness, military higher education and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are relatively
separated and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Now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become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loc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some
investigation, the thesis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joint school- running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d loc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s the ways and measures and designs a model of cooperation ,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healthily an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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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等教 育是国民教 育体系中 的一部分, 但由于其 特

长期以来 , 军队 大部 分技 术干部 和指 挥干部 都是 由军

殊的办学性质, 长期以来与普通 高等教育相 对独立。进入 21
世纪以来, 军事高等 教育的发展 面临着一 系列新的问 题。办

队院校培 养, 各 类军 校 担负 生 长干 部学 历 教育 任务 过 重,
导致军事教育资 源消 耗过大。 而依 托国民 教育 培养军 事人

学职能和办学渠 道的不断转 型, 使得 军事院校办 学更容易 受
到市场的影响, 于是封闭办学模式的弊端逐渐地突显出来。

才, 能有效地 改善 军事教 育资 源贫 乏的局 面。据统 计, 目
前军队院校培 养一名本科生 4 年总费用 约为 101 7 万元, 而

全军第十五次院校会议, 进一步确 立军事人 才培养要依
托国民教育。随后的军队第五次综合大学 研讨会上, 总部首

地 方大学培养一名本科生 4 年总费用为 4 至 6 万元。如发放
国防 奖学金, 接受一名 学生 4 年总 费用 为 2 万 元左 右, 比

长又曾指出:/ 综合大学 要坚 持开 放办学, 要 与部 队、地方大
学和科研单位以及外 军联合 办学。
0 面对新 时期 新军 事变革

军队 院校培养可节约 8 万元 [ 1] 。
( 二) 推进军事院校转型

的前景, 中央军委又果 断提 出/ 军民 结合, 寓军 于民0 的建军
方针, 这都为军地高校之间进行办学合作提供 了指引。

加强军地联 合办 学, 能够 缓解封 闭办 学环境 与培 养开
放人才的矛盾, 通 过利用 地方 高校 的学科 优势 和引进 地方

一、加强军地联合办学的必要性
( 一) 节约教育资源投入

X

优秀 人才, 建 设具有 开放 式复合 结构、人 格特 质和知 识内
涵的人才队 伍; 能够 牵引 军事院 校内 涵式发 展, 减轻 军事
院校的培 养任务 , 从而精 简院 校体 系、整合教 育资 源, 实
现集约化办 学; 能够 提升 军事高 等教 育的竞 争力, 让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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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尽 可能地融 入国 民教育 体系, 使 其在 国民 教育体
系中的影响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2008 年第 4 期 ( 总第 150 期)

通过军地院校联 合办 学, 利用 军队 院校特 有的 资源开 展高
校国 防教育, 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 三) 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加强军地联合 办学, 依 托国民 教育 培养 军事 人才, 将

二、军地联合办学的现实不足

拓宽军事人才的培养渠道, 同时牵引地方 教育的外部 延伸;
相互之间共 享教育资源, 能促进教育空间 的 / 嫁接0 , 发挥

武 汉 地 区 坐 落 有 6 所 军 事 院 校 和 22 所 地 方 本 科 高
[ 2]

优势学科的 互补 作用, 从 而提 高资源 的利 用效率, 降低院
校的办学成 本; 军地 院校 实行 合力育 人的 举措、开 放彼此

校 , 无论是 在军事高等教育 领域 还是 在普 通高 等教 育领
域, 都称得上 是教育的 / 重镇0 , 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和典型

的办学资源, 在融合 各自 的教 育空间 的过 程中, 还 无疑将
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从而提高了教育的选择性。

性。笔者曾对武汉地区 13 所不 同类型、层次 的高校 的教务
部门 或者教育研究机构、以及 100 名高 校学子 进行过走 访、

( 四) 促进学术事业发展
加强军地联合办学 , 共 同营 造和谐 的交 流环境 , 能 够促

调查 , 发现现 阶段军地联合办学主要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 一) 联合层次偏低

进信息的交流, 为学 术创新 提供 信息 支持, 增进 军地 相关学
术领域的相互了解, 让双方 紧跟 学术 前沿; 能够 促进 军地之

在被调查 的对象中 间, 有 3 所 院校 基本 没有 与军 事院
校的合作举 措, 其中 也有 教育部 直属 的重点 大学, 其 它院

间的学术互动, 通过 主观上 营造 良好 的氛围, 客 观上 建立有
效的机制和组织, 在 学术创 新领 域加 强军民 结合, 使 军地的

校大部分也只是 与军 校有单 一层 面的 合作, 缺 乏深度 的联
合, 而且联合 水平 参差不 齐、发展 不全 面。低层 次的 联合

科研创新体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还能 够使学术 研究人员得
到合理的组 合, 有效地 整合 军地 创新力 量, 打破/ 近 亲繁 殖0

仅仅能在某些方 面弥 补军地 院校 的办 学不足, 不能最 充分
地整合军地 的教 育资源、 形成办 学育 人的合 力, 因此 无法

的学术封闭, 共同参与国家科技发展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
( 五) 加强高校国防教育

满足军地院 校双 向互补 的需 要。究其 根源, 造 成这种 现状
的原因在于, 独立的办 学体制造成各自的办 学惯性和 定势,

1930 年, 美国正规化的武装 力量只有 33 万 人, 到 1945
年美日开战时扩张到 1200 余万 人; 两伊 战争爆 发后, 伊拉

使得双方主观上 缺乏 彼此间 的了 解, 没有 对互 相合作 引起
足够 的重视。

克的人民军队由 10 余万人迅速扩充到 37 万人, 伊朗革命卫
队也从 9 万人扩充到 20 余万人。正 规化军队 为何能 在短时

( 二) 联合形式单薄
对武汉地区 13 所院校关于军 地联合办学 形式的 调查结

间内获得几 倍、几十 倍的 增长, 原 因在于 这些 国家 和平时
期就储备了 大量的后 备力 量。青年 学生具 备较 高的 科学素

果表 明 ( 见表 1) , 在 一共 9 种 合作形 式中, 只 有采 取 / 学
术交流0 和 / 国防教 育0 两 项举 措的 院校 超过 了半 数, 通

养, 强化他们的国防意识, 能够增强国家 隐性的国防 实力。

过其 它形式联合办学的院校数量则相对较少。

从该项调查结果中还可以发现, / 教 育资源共享0 、/ 课
程体系开放0 和 / 教学 力量 互动0 是军 地院 校合 作较 为薄

所院校中设 有主 管的部 门机 构。同时, 一 定的 组织保 障也
是军地院校实现 充分 合作的 必要 条件, 军 地联 合办学 需要

弱的几个方面, 而 这恰 恰是衡 量联 合办学 水平 最为 重要的
几个指标。

有类似院校协作 中心 的机构, 协调 双方之 间的 联合办 学活
动。

( 三) 组织制度不全
区域间的联 合 教学, 必 须 有 严格 的 规章 制 度 来约 束,

( 四) 研究论证不足
军地联合办 学, 作 为一 项 跨越 两 个 教育 体 系的 实 践,

才能使联合教学 经常 化、制度 化和规 范化 [ 3] 。军 地联 合办
学是跨越两 种办学模 式的 实践, 更 应该有 系统 完整 的法规

伴随着体制壁垒 的破 除、办学 空间 的开放 以及 办学形 式的
改进等种种尝试, 必然需 要不 断地 克服主 观理 念和客 观环

制度作保证, 使得军 地双 方在 此问题 上有 法可依、 有章可
循。遗憾的是, 在对 13 所院校的 调查访 问中, 笔者 了解到

境中的一些 惯性 制约。然 而笔者 在走 访中发 现, 现阶 段军
地教育研究对于 该领 域的关 注程 度偏 低, 远远 不能为 实践

现阶段这些院校中缺乏 有关军 地院 校联合 办学 的制 度规范
和组织机构, 仅有 3 所院校下发过有关的政策文 件, 仅有 2

的展开提供指导 和支 持。这主 要体 现为学 术界 今年来 鲜有
综合研究该领域 的课 题立项, 历年 缺乏相 关的 教育研 究成

荀超等: 关于军地区域性联合办学的调查与构想
果, 现有的成果主 要局 限于针 对联 合办学 某一 方面 或者形
式的研究, 研究层次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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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提供了可借鉴 的发 展范例。 美军 军官的 基础 教育大 部分
以设 在全国高校的 513 个后 备军官 训练团( ROTC) 为依 托进

三、军地区域性联合办学的可行性

行, 每年新任命初级军 官中 70% 是由他 们输 送的 [ 4] 。同 时,
美军 院校基本实现了同一区域内的军地高校 之间互选 课程、

军地区 域性联合 办学, 就 是指 以相同 的地 理区 域为前

学分 互认; 美国中高级指挥院校还同地 方大学签订 研究生协
作计划; 在 师 资 力 量 的 选 拔 和 培 养 上 与 地 方 大 学 充 分 结

提, 军事院校与普通 高校 之间 展开的 联合 办学活 动。军地
区域性联合办学的实现, 具备了下述的主客观条件:

合 [ 5] 。武汉地区的/ 七 校联合 办学0 是国内 区域 联合办 学比
较成功的案例 。2001 年开始, 武汉大学、
华中 科技大学、武汉

( 一) 成熟的系统理论依据
军地联合办 学, 在教 育思 想上属 于开 放办 学的一 个层

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和中
南财 经政法大学 7 所高校, 各自拿出 优势专业联 合办学。七

面, 首先在理论上具 备成 熟的 依据与 指导。教 育管 理的开
放系统学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开放系统论影响下, 盛

校的本科生, 可 以 任选 其中 一 所学 校的 公 共选 修课 和 专业
课, 可拿辅修证、
双学位 , 相当于/ 一张录取通 知书, 可上七所

行于西方教 育管理领 域的 管理科 学理 论。其特 点是 把学校
视为开放系 统, 着重 研究 组织 及其环 境的 动态联 系。罗伯

名校0 。七校联合办学自实施以来, 专业由 2001 年 18 个扩展
到 2005 年 24 个, 涵盖 多个 学科 门类, 跨 校 修读 人 数由 2001

特# 欧文斯曾经出版 5 教育组织行 为学6 一书, 将学校教育
描述为系统 运动 过程。根 据他 的观点, 教 育系 统作 为社会

年 1198 人扩展到 2004 年 3292 人 [ 6] 。
( 三) 院校集中分布的地理条件

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 教育管 理所 应讨论 和处 理的 问题不
应该仅仅局 限于教育 内部 的各项 管理 事务, 而 应从 系统内

受地方环境、教育 资源和 历史 原因的 影响 , 我国 地方
高校和军队院校 在区 域上表 现出 分布 不均的 特点。于 是在

部和外部各种重要因素的联系中去探索新实践。
( 二) 国内外成功的发展范例

地理上, 军事高等 教育与 普通 高等 教育就 有了 许多集 中发
展的交集, 很多地 区同时 集中 存在 着多所 军队 院校与 地方

国内外院校在联合办学方面的成功尝 试, 为 军地联合办
大学 。表 2 是国内部分地区的军地院校分布数量:
表 2 ( 数据来自 2006 年以前官方统计, 可能稍有出入) [ 7]
地区

北京

西安

武汉

南京

长沙

广州

地方高校

58

25

22

23

11

22

军队院校

11

8

6

7

1 ( 综合)

5

院校

从表 2 看 出, 由于 军地 院校的 分布 不均, 出 现了 个别

重要因素。地方高 校的决 策层 以及 学生群 体是 否认可 和支

地区军地高 等教育集 中发 展的现 象, 而由 此也 必然 引发教
育资源的集中配置, 这就为同一地域内军 地院校联合 办学,

持同 军事院校联合办学, 直接关系新型 联合办学模 式能否顺
利构建和运行。在 对武汉 地区 高校 的管理 决策 人员和 学生

提供了客观的地理条件。
( 四) 高校人员的主观倾向

群体 的走访及问卷调查中, 涉及他们对 于军地联合 办学的主
观认 同情况的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 见表 3)

高校人员的主观态度倾向, 是影响 军地院校 联合办学的
表3
主观态度

没有必要

保持现状

大力加强

管理层

717%

23%

6913%

学生群体

4%

21%

75%

调查对象

可以看出, 高 校人 员总体 上都 对加强 军地 联合 办学持
认同态度, 这无疑说明军地联合办学有着现实的可行性。

四、军地区域性联合办学模式的构想
( 一) 新型办学模式的内涵

2、全方位联合, 体现立体性
军地区域性联合办学不应仅仅停留在单 一层面的 合作,
而应该是体现在 办学 各个方 面的 立体 性互动。 军队院 校之
间以及军 队院校 和地 方大 学在办 学、育人、文 化、学 术等
领域都存在着很 大的 联合必 要和 合作 空间, 因 此要在 条件
允许的范围内最 大限 度地开 放彼 此的 门户, 进 行全方 位的

1、以校为本, 体现灵活性
军地区域性 联合 办学 要立足 院校 的办学 实际, 由 于院
校办学定位 上的不同 以及 地区性 的差 异, 在各 自的 发展需

/ 大联合0。
3、机构调控, 体现规范性
一是在军地高等教育 主管 部门 共同建 立一 个协调 军地

要上也必然 是参差不 齐, 因此 不宜 把联合 育人 作为 一项规
格性的工作 进行实施, 而要由 院校 根据自 身的 需求 来决定

高校关系的领 导机构, 负责军地高校结合的 整体规划 设计、
相关政策 制 订等 工作。 二是 军 地高 校建 立 区域 性联 合 体。

联合的对 象、领域、层 次和 方式, 使 得联 合呈现 出较 大的
灵活性。

建议 同一地区军地高校应 组建 类似 于军队 院校 协作中 心这
样的组织机 构。三是 军地 高校共 建协 作基地。 可在双 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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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院系内 组建协作 基地, 以 便双 方建立 长期 而稳 定的协
作关系 [8] 。
4、技术保障, 体现前沿性
军地高校在 实现 联合 办学的 过程 中, 应高 度重视 信息

校成 立之初,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1815 年, 西尔维纳斯# 塞
耶借鉴了当时欧 洲军 校先进 的教 育思 想和训 练方 法, 卓有
成效 地治理了西点, 使之一跃成为了世界名校。
( 三) 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网络技术在实现两者充分结合中的应用。 随着多媒体 技术、
信息网络技 术的 迅猛 发展, 军 地高校 陆续 建成校 园网。当
前有必要利 用各种网 络技 术将军 地高 校联合 起来, 实现教
学和科研资源的共享。
( 二) 区域性办学的实现途径
1、人才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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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治校与联合办学的关系
军地院校联 合办 学, 首先 要认清 联合 办学与 独立 治校
之间 的关系。长期发展中, 院校形成了系统 化的办学 理念、
相对稳定教师队 伍和 教学设 施, 独 立办学 才是 院校发 展的
主流, 相对而 言, 联合 育人 只是一 种补 充手段 , 它是 为了
提高院 校效 能而 采 取的 发展 途 径。总 而 言之, 独立 是 主,

地方院校在学 科、资源 方面的 明显 优势, 可 以予 以利
用进行军事人才的培养, / 军队所需通 用性专业 人才可以从

联合 为辅。
2、优势互补与发扬特色的关系

地方招收补充, 指 挥军 官的学 历教 育和部 分专 业进 修也应
在地方 院 校完 成0 [9] 。同 时, 军 事院 校以 其 特 有的 资 源优

军地院校进行联 合育 人, 要做 到固强 补弱 。军事 院校
和地方大学都具 有自 身独特 的办 学个 性和教 育资 源, 因此

势, 可以承 担一定 的地 方高等 人才 的培养 任务。 例如, 对
学子进行爱 国主义教 育能 起到很 好的 效果, 可 以定 期对外

双方 的联合是一种 / 强强联合0 , 目的 是通过联合 吸收彼此
的教 育能量为己所用, 实现 / 双赢0 。所以, 在联 合的过程

开放军校营 区、接受 高校 新生 军训任 务、派遣 教员 去高校
进行国防和军事教育等, 使其成为地方学子思想教育基地。

中, 既要互相 借鉴、优 势互补, 又要发扬特色、坚持自我。
3、开放与保留的关系

2、共享教育资源
军地院校共 享 教育 资源, 能 够扩 大 学生 的 教 育空 间,

国外军校在 对外 开放中, 都对事 关国 家安全 利益 的军
事科 研成果、战略绝 密文 件高度 封锁, 可 见军 地院校 联合

使他们得到 更多的教 育机 会。双方 应共享 院校 内的 图书资
料等教学设 施, 互相 之间 开放 公共基 础课 程, 允许 学员跨

办学具有其 特殊 性。我军 院校在 军队 现代化 建设 中, 有着
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 在对外开放中应该本 着 / 办学上 开放、

校选课并学 分互认, 还 可以实 行教 师互聘 实现 教师 资源共
享。这些都将加大教 育的 选择 性, 满足院 校学 员更 多的学

军事 上保密0 的原则, 防止机密信息的流失。
4、重点实施和逐步开展的关系

习要求, 补充教育手段和方法。
3、学术创新互助

军地联合办学, 要 循序渐 进, 避 免一 哄而 上。各 所军
校在办学上都存 在着 较大的 差异, 因此在 下放 开放权 的时

/ 学术无界限0 , 这是在学术领域普遍 倡导的一种 精神。
事实上, 只 有营造 出一 种开放、 互动的 学术 空间, 才 能保

候, 要综合权 衡院校 的开 放必要 和整 体实力, 进行严 格的
遴选。对于办 学层 次较高 的院 校, 要予 以重点 支持 , 其中

证学术研究事业的生机勃勃。军地院校之 间学术创新 互助,
可以成立各种学会组织、举行学术会议来 加强交流与 沟通,

五所 综合性大学应该是首选对象。

还应该鼓励 双 方共 同组 织 力量 进行 课 题申 报和 学 术攻 关,
这有利于实 现学术的 区域 性繁荣, 促进国 家创 新事 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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