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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信息化战争背景下, 我军军事新闻工作 的任务发 生重大 变化, 对 军队新闻 工作者 提出新 的要
求。本文结合军队实际, 把握时代脉搏, 根据形势任务 对新闻 专业技 术军官 的能力 要求, 从理 论素养、技 能训
练、军事实践三个方面, 提出有一定针对性、操作性、建设性的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能力生成与培养建 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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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ltivation of Military Journalism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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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 artment of Military Journalism, PLA Nanj ing Institnte of Politics , N 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missions of military
journalism have changed so greatly that new demands are promoted for military journalists to confront the challenges. In this
paper, we define the confines of military journalism officers as well as the duties and capabilities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possess.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army, new situation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ability of journalism officers, we
probe into theoretic attainments, skill training and military practice of officers as well as the training and cultivating approaches.
In addition, some innovative and operational idea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of military
journalism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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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 军对外军 事交 流的不 断开 放, 新闻 媒体 越来越

用等环节中生成 和增 强。其理 论素 养是新 闻专 业技术 军官

多地对军事活动进行宣传报道, 负责处 理新闻接 待、组织、
管理等工作 的新闻专 业技 术军官 越来 越受到 重视, 其专业

诸能力生成的 土壤, 是 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能 力生成的 基础。

性、职业性、科学性、 有效 性, 在 塑造 军 队正 面形 象、运
用舆论武器、扩大军 事影 响等 方面发 挥了 重要作 用。新闻

和知识的全面学 习和 综合掌 握。新 闻专业 技术 军官应 具备
以下 必备的理论素养:

专业技术军官主要是对 所属部 队新 闻宣传 相关 工作 实施指
挥、训练和 管理, 负有 组织 部队 新闻报 道和 发布、提 供专

一是马克思 主义 哲学素 养。马克 思主 义哲学 是学 习一
切先进科学的基 础。马克 思主 义哲 学是科 学的 世界观 和方

业服务保障、提高官 兵新 闻素 养、实施危 机新 闻管 理等主
要职责。而为了完成 好这 些职 责, 新闻专 业技 术军 官应当

法论, 它揭 示 了自 然界、 人类 社 会和 思 维的 最 一般 规 律,
是指导人们 认识 世界、改 造世界 的最 基本的 思想 武器。马

具备有较强 的军事新 闻信 息采制 传播 能力、活 动组 织协调
能力、舆论调控能力、 部队公 共事 务处理 能力 和一 定的舆

/ 智慧学0。[ 1] 因此, 新闻专业技术军官 必须掌握好 这一根本

论战能力。本文就 新闻 专业技 术军 官能力 生成 与培 养途径
进行分析和探讨。

理论 工具, 从 而找到 能力 生成的 方向, 把 握基 本的思 维方
法。通过学习 和掌握 马克 思主义 哲学 思想, 新 闻专业 技术

一、理论素养是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能力
生成的基础

军官可以 树立正 确的 世界 观、人生 观、价值观 , 保持 思想

能力是 履职 尽责 的前提, 需要在 学习、训 练和 实践运

新闻专业技 术军 官更好 地理 论联系 实际, 在 履行 使命、执

X

新闻专业技术军 官的 能力生 成与 培养, 有 赖于 对相关 理论

克思 主义哲学包含一系 列重 要的 思想 方法, 是 / 明 白学0 、

上的坚定和 清醒、政 治上 的敏锐 和可 靠, 直至 形成担 负新
闻专业技术军官 职责 所需要 的大 局观 和综合 素质。可 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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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任务的过 程中实现 能力 生成和 提高。可 以帮 助新 闻专业
技术军官分析 矛盾、研 究对策、 解决 问题, 掌握 辨证、联

播、沟通媒 介 和手 段, 与 公众 结 成利 益 一致 的 社会 关 系。
特别 是在非战争军事 行动 日益 增多 的今 天, 学习 社会 公共

系的观点, 减少和杜 绝失 误, 为新 闻专业 技术 军官 解决自
己能力生成 过程 中的 问题、处 置各种 具体 情况, 提 供有益

关系学, 对 于新 闻专 业 技术 军 官能 力生 成 起着 重要 作 用,
是新闻专业 技术 军 官适 应 现代 信息 社 会需 要必 不 可少 的。

的启示。

现代信息传播技 术和 大众传 播的 发展, 使 社会 公众舆 论的

二是现代军 事理 论知 识。懂军事 是新 闻专 业技术 军官
理论素养的 重要 组成 部分。懂 军事的 根本, 在 于掌 握先进

作用日益增 强, 从而 使组 织形象 管理 的问题 日益 突出, 需
要运用公关 手段 来了解 舆论、引 导舆 论。社会 公共关 系学

的军事理论。世界新 军事 变革 日新月 异, 军事 理论 发展一
日千里, 军事理论本 身也 是一 个庞大 的体 系, 新闻 专业技

的学 习, 有利 于新闻 专业 技术军 官确 立公共 形象 意识, 并
学会 维护、改 善、发展 公共形象的科学原理和方法。

术军官需要 根据 能 力生 成需 要, 紧 跟军 事 理论 发 展前 沿,
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信 息战 及其相 关理 论。信息 化战 争面世
[ 2]

以来, 围绕 这一概念的理论层出不穷。 只有 了解、熟悉信
息战的 特征、 规律 和 发展 趋势, 才能 真 正理 解 现 代战 争。
除了信息战 基 本 理论 外, 战略 信 息 战、网 络 战、智 能 战、
基于效果作战等衍生概 念和理 论都 是新闻 专业 技术 军官的
能力生成必 须深 入研 究的。因 为部队 新闻 工作的 开展、舆
论战的实施 大多 都 要借 助信 息 化装 备, 结 合信 息 化管 理、
训练和作战方式, 都要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

二、技能训练是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能力
培养的关键
在具备 知识 的基础 上, 能力 的形 成主要 靠训 练, 关键
也在训练。训 练, 是生 成能 力的基 本途 径。新闻 专业 技术
军官的自我训练 和对 新闻专 业技 术军 官的选 拔培 养, 都要
在确定训 练内容 、完善训 练计 划、改进 训练方 式、提 高训
练质 量上下功夫。

三是新闻传 播专 业知 识。新闻专 业技 术军 官能力 的专
业特征明显, 作为 新闻 传播业 务基 础的新 闻传 播理 论是其

一是基本素 质养 成。新闻 专业技 术军 官履职 尽责 所需
要的高度专业化 的能 力, 建立 在高 水平基 本素 质的基 础之

能力生成的 基点, 是新 闻专业 技术 军官理 论素 养的 基础组
成部分。新闻专业技 术军 官要 确立受 众本 位观念。 受众本

上, 如: 政治素养和 大局 观, 敏 于 理解、善 于 判断、 勇于
决断的素 质, 执行 力素质, 统领规 划、监督 指导 的领 导素

位是现代传 播学的核 心理 念, 要求 新闻传 播活 动以 受众为
归宿, 尊重 受众, 取得 受众 的信 赖。受众 应该成 为新 闻专

质, 创新素质, 等等。这 一方面 要靠 新闻专 业技 术军 官的
自我养成, 在 日常 生活中 从点 滴细 节做起, 形 成习 惯; 一

业技术军官 领导、组 织和 管理 部队新 闻工 作的立 足点, 变
[ 3]
以我为主为以人为主。
确立受众本 位的观念, 在新闻专业

方面要靠人 事、管理 等方 面的制 度规 约, 用外 在因素 促使
新闻 专业技术军官强化养成。

技术军官能 力生成过 程中 起着核 心作 用, 特别 是能 够生成

二是业务技 能强 化。业务 技能训 练是 新闻专 业技 术军

新闻专业技 术军官增 强新 闻宣传 针对 性的能 力。只 有确立
了这一观念, 新闻专业技术 军官 才能 改变 对受 众的 / 想当

官能力生成的直 接途 径, 是确 保新 闻专业 技术 军官履 职尽
责的 关键。一 般而言, 新 闻专 业技 术军官 的业 务技能 强化

然0 认知惯 性, 学会 科学 分析 受众, 实 施分 众宣 传, 准确
把握受众层 次, 针 对 特 点 和需 求, 精确 瞄 准、 有的 放 矢。

训练包括新闻 业务技能强化训练、宣传业务 技能强化 训练、
舆情判断技 能强 化训练、 公关业 务技 能强化 训练、舆 论战

新闻专业技 术军官要 养成 用事实 说话 的习惯 。新闻 规律的
核心是用事 实说话。用 事实说 话是 在重视 报道 事实 的基础

技能 强化训练等。
新闻业务 技能 强 化 训 练。包 括 娴熟 掌 握 采 访、写 作、

上, 通过对事实的恰 当选 择与 表述, 巧妙 地表 达传 播者的
[ 4]
立场与 观点 的一 种报 道原 则 与报 道方 法。
学会 用事 实说

编辑 、传输、播出等新 闻业务技术, 娴熟 掌握消息、通 讯、
评论 等新闻体裁, 娴熟掌 握报 纸、广 播、电视、 互联 网以

话, 在新闻 专业 技 术军 官能 力 生成 过程 中 起着 关 键作 用,

及其 他新兴媒体的文本风格和传播技术等等。
宣传业务技能强 化训 练。包括 主题策 划宣 传能 力, 在

能够生成新闻专业技术军官科学有效投放观点的能力。
四是心理学 知 识。心理 学 是 研究 人 的心 理 现 象发 生、

复杂情况 下 进行 宣传 的 能力, 选择 宣传 时 机的 能力 等 等。

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一方面研究心理过 程, 包括认识 过程、
情感过程和 意志 过程, 一 方面 研究个 性, 包括 个性 倾向和

新闻 专业技术军官的能力 在很 大程 度上是 通过 宣传业 务技
能强化训练而生 成。能够 掌握 好在 各种情 况下 的宣传 分寸

个性心理特征。从 美国 试验心 理学 家霍夫 兰和 美籍 德国心
理学家勒温开始, 传播学与心理学开 始融汇、共生。[ 5] 掌握

拿捏 , 是新闻 专业技术军官能力水准的集中体现。
舆情判断 技能强化训练。新闻专 业技术 军官必 须善于

心理学理论, 可以帮 助传 播信 息被更 多的 人接受, 帮助人
们进行有效 的信 息交 流, 建立 较和谐 的传 播关系。 在新闻

对舆情进行 全面 的分析 和判 断, 为领 导、组织 和管理 部队
新闻工作以 及执 行具体 任务 提供决 策依 据。今天, 影 响舆

专业技术军 官的能力 发挥 过程中, 几乎每 一环 节都 要涉及
对媒体人员、部队官 兵和 公众 ) ) ) 无 论是个 体层 面还 是整

情变化的 因素复 杂多 元, 舆情 变化 幅度大、频 率高 , 舆情
判断 的难度加大。同时, 决策决心对舆情判 断的要求 更高:

体层 面 ) ) ) 性格、 感知、态 度、情 感、认知 以及 人际 关系
等因素的判读、调 度、施加 影响。因 此, 掌 握心 理学 是新

实时跟踪、动 态评 估、科学 预测, 这 就需要 大量 专业 的知
识、丰富的经 验以及 技术 装备的 支持。这 些技 能离开 专门

闻专业技术军官能力生成的重要环节。

的强 化训练, 是无法实现和提高的。

五是社会公 共关 系学 知识。社会 公共 关系 学是研 究组
织与公众之 间传播与 沟通 的行为、 规律和 方法 的综 合性应

公关业务技 能强 化训练。 公共关 系学 科的成 熟和 实践
的丰 富, 提供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几成规范 的思路和 做法。

用学科, 其价值在于 帮助 社会 组织树 立良 好形象, 运用传

新闻专业 技 术军 官的 能 力培 养, 不 仅要 学 习公 共关 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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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进行 公共 关系技 能训 练。如, 制定 公共 关系 战略、协
调内部关 系、媒介 关系 和社区 关系, 危 机传 播管 理等, 都

战争 的煅炼, 就要积 极参 与到战 争进 程中去, 研究现 代战
争特点, 从而 有的 放矢、不 断创 新。在可 预见 的将 来, 我

是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能力生成之必需。
舆论战技能强 化 训 练。如 今, 新闻 媒 体 的 全面 介 入,

国不太可能 进行 全民族、 高强度 的全 面战争, 但周边 各种
冲突因素尖锐复 杂, 使我 军面 临着 进行信 息化 条件下 局部

传播行为的 高度 控制, 传 播内 容的优 化组 合, 传播 技巧的
灵活运用, 传播受众 的区 别对 待, 已经成 为信 息化 战争的

战争的可能, 这就 要求我 军必 须大 力提高 部队 执行任 务的
能力 , 进行战 争的准 备和 演练。军 事演习 是军 事训练 的高

一个显著特点,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多次局部战争中表
[ 6]
露无疑。
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要适应 舆论战需 要, 就要学会

级阶段, 是和 平时 期最接 近于 战争 的训练 形态。因 此, 新
闻专业技术军官 必须 熟悉和 了解 军事 演习的 特点, 并 借以

注重利用基地 化、模拟 化、网络 化训 练模 式, 集 约、高效
地形成能力; 学会组 织信 息化 条件下 的舆 论战训 练, 促使

研究信息化战争 认知 领域运 动规 律, 积极 参与 军事演 习及
与之 相关的军事外交活动, 从而加快能力的生成与培养。

能力生成向科学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三是多岗位综合 实践。当 前, 学习 实践 科学 发展 观是
军队建设的 主轴, 新 闻专 业技术 军官 能力素 质的 生成, 必

三、军事实践是新闻专业技术军官能力
生成与培养的主要途径

须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 导, 正确 认识 改革开 放和 社会主 义市
场经济对军队建 设的 要求, 适 应新 形势下 建军 治军的 特点

马克思 主义实践 观告 诉我们, 实践是 检验 真理 的唯一

规律 , 坚持战 斗力标准, 融入军队建设实践。
新闻专业技术军 官岗 位分 工具 体、细 化、专业, 每个

标准。毛泽 东深刻指出: / 基于战争 的特殊性, 就有战争的
一套特殊组织, 一 套特殊 方法, 一 种特 殊过程 , ,战 争的

岗位都具有 很强 的层次 性和 专业性 。因此, 在 能力生 成过
程中, 必须区 分层 次, 分类 侧重。然 而, 如 果把 能力 生成

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 必 须脱出寻常 习惯,
而习惯于战 争, 方能 争取 战争的 胜利。
0 [ 7] 新闻专 业技 术军

作为整体来把握, 把新闻 专业 技术 军官队 伍的 能力生 成作
为研 究对象, 就要特别强 调 / 通 才0 的 培养 和综 合能 力的

官能力能否 满足 履职 尽责的 需要, 要 靠实 践检验; 实践锻
炼是新闻专 业技术军 官能 力生成 和提 高的根 本途 径, 新闻

提高 , 在实践 锻炼中 要有 计划地 推进 岗位交 流, 加强 交叉
任职, 强化多 岗锻 炼。同时, 有意识 地组 织集 体攻 关、协

专业技术军 官只有积 极投 身指挥、 组织和 管理 军事 新闻工
作实践, 主 动承担 各种 任务, 特 别是急 难险 重任 务, 才能

作实 践, 达成 综合能力有效生成和增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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