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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防生的培养定位于造就 / 军政兼优、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 军事人才0 。随着 国防生
培养工作的不断深入, 加强军政素质训练已成为实现 国防生与 军队 / 无 缝对接0 的关键, 也 是国防 生培养 系统
化规范化的要求。军政训练需要结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特点, 结合普通高校自身的特 点, 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 作,
以促进国防生的全面发展。清华大学在国防生军政素质训练中进行了一系 列的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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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raining to Implement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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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the military students is orientated in being / excellent in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qualities0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kind of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raining has become the key to implement
convergence between college and the army. The training must meet th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young me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lian colleges.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made a ser ies of exploration to find an effective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M ilitary and political training, Military students, All round development
2000 年 5 月 20 日, 国务 院、中央军委 发布了 5 关于建
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6 ( 下称 / 决
定0 ) , 揭开了依托普 通高校培养国防 生的序幕。同 年 9 月,

而, 随着国防 生培养 工作 的不断 深入, 对 照新 型军事 人才
的要 求, 我们 深深感 到国 防生的 军政 素质亟 待提 高, 必须
加强 军政素质训练, 促进国防生的全面发展。

清华大 学、北 京大 学 迎来 了全 国 第一 批 国防 生。 七年 来,
我国逐步提 高依托普 通高 等教育 培养 军队干 部比 例。截至

一、加强国防生军政素质训练的必要性
与重要性

2006 年底, 全国已有 112 所高 等院 校承 担了 国防 生培 养任
务, 年招生人数上万人。

( 一) 加强军政素 质训 练是 实现 国防 生与 军队 / 无缝

决定中指出, 依托普 通高 等教育 培养 军队 干部是 为了
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和高新 技术 在军事 领域 广泛 运用的

对接0 的关键
国防生的 培 养应 当与 国 防事 业的 实 际需 要 紧密 结 合,

新形势, 我军要掌握 未来 军事 斗争的 主动 权, 担负 起党和
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关键在于培养和造 就大批军政 兼优、

为了解已毕 业国 防生在 军队 的学习 、工作及 生活 情况, 我
们针对部分 同学 进行了 抽样 问卷调 查。调查 结果 显示, 大

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军事人才。
清华大学作 为一 所具 有近百 年历 史的高 等学 府, 在学

多数同学对军 队生活是基本适应的, 然而我 们同时也 发现,
部分国防 生 在从 学校 到 军队 的过 渡 过程 中, 在 面临 身 份、

生思想建设 上具有光 荣的 传统, 在 科技人 才培 养上 具有深
厚的积淀。在国防生 培养 的实 践探索 中, 学校 秉承 教书育

环境 、制度等 多方面 转变 的情况 下, 需要 一段 较长的 适应
期, 其中军政素质 已成为 国防 生在 融入军 队的 过程中 亟待

人的优良传 统, 重视 理想 信念 教育, 严抓 科学 文化 素质培
养, 为军队 输送了 一批 思想坚 定、业务 过硬 的国 防生。然

提高 的环节。
在谈到与军队要 求的 差距 时, 57% 的同 学认 为军 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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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能与军人作风 是存 在主 要差距 之处, 23% 的 同学 认为
身体素质是 主要 差距, 而 认为 在专业 知识、政 治理 论素养
方面存在差距的只占 7% , 认为无明显差距的占 13% 。
一方面, 这反映了普 通高 校在思 想教 育和 教学科 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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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 国防 生军 政素 质训 练的 原则
) ) ) / 两个结合0
国防生的培 养方 式不同 于军 队院 校学员 的培 养, 在军

的优势。不少同学表 示, 尽管 在校 期间没 有进 行专 门的国

政素质训练上不 能机 械照搬 军队 训练 的模式, 必须本 着一

防专业技术 知识培训, 但宽口 径培 养和重 视实 践的 教学方
针使得自己练就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 能力,

切从实际出 发的 精神, 结 合当代 青年 大学生 的特 点, 结合
普通高校自身的 特点 开展工 作, 才 能更好 的发 挥军政 素质

面对工作和 研究岗位 上的 国防专 业技 术问题 , 有信 心在较
短的时间内上手并解决。

训练的实效, 促进国防生 的全 面成长。 从 2007 年 起, 清华
大学针对国防生 开展 了军政 素质 训练, 并 进行 了多方 面的

另一方面, 这也表明 军政 素质的 差距 已成 为制约 国防
生适应部队 生活、在 部队 中成 长成才 的瓶 颈。清华 大学定

研究 和探索, 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 一) 加强军政素质训练需要结合 当代青年大 学生的特

向办、选培办有关 同志 曾对学 校在 国防科 技大 学读 研的国
防生进行面 对面的考 察调 研, 学生 反映最 难适 应的 就是开

点

学的军 训。个 别同 学 甚至 在困 难 面前 败 下阵 来, 不起 床、

神和服务奉献的 精神。当 代青 年大 学生价 值观 念趋于 崇尚
自我 , 注重自 我价值 的实 现。这种 自我崇 尚来 自于社 会历

不出操, 严重影响了 学员 队的 成绩。其次 则是 不适 应军队
的纪律和制 度。国防 科大 对本 科生采 取模 拟连队 管理, 研
究生管理虽 然相对宽 松一 些, 但个 别国防 生同 学仍 然对于
军队作息、出操、点 名、请假、见 到首 长要 敬礼 等制 度感

加强军政素质训练必 须重 点培 养国防 生的 集体主 义精

史环境和个体生 理成 长等诸 多因 素的 影响, 其 中独生 子女
的优 越感、闭 锁性和 自我 中心的 心理 极具影 响作 用。其正
面表现为 以个人 为主 体, 注重 个人 奋斗、个人 发展 , 强调

到很不适 应, 甚至 认为 这是繁 文缛 节、形式 主义, 妨 碍人
才的成长。有同学认 为国 防科 大 / 拿 研究 生当 战士 管理0 ,

自我价值的 实现。其 反面 表现为 集体 观念淡 薄, 欠协 作精
神, 服务和奉 献精神 以及 艰苦奋 斗的 作风不 足。而这 恰恰

训练强度 太大, 条 条框 框约 束太多; 觉 得 / 学 校不能 把科
学家当战士管0, 这样的环境不利于 研究人才 的培养。这些

是与部队格格 不入的, 所以必须在军政素质 训练的过 程中,
通过加强队列训 练等 集体项 目培 养国 防生的 集体 精神, 学

不正确认识 使该同学 与军 校的氛 围显 得格格 不入, 学习生
活态度十分消极。

习互 相协作。
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 是对 一个 国防生 的最 根本最 重要

可见, 军政素质的不 足使 国防生 在进 入部 队后往 往要
经历一段艰 苦的 适应 期, 这种 适应是 体力 上技能 上的, 更

的要 求, 也是 军政素 质训 练中思 想教 育的首 要任 务。当代
大学生接受信息 的途 径和方 式多 种多 样, 然而 对于这 些信

是心理上观 念上 的。无法 适应 部队的 训练 和条例, 就无法

息的辨别能 力良 莠不齐, 特别是 大学 阶段正 是人 生观、价

融入部队的 大环 境, 学习 科研 更是无 从谈 起。于本 人于高
校于军队而 言, 都是 一件 十分 可惜的 事情。只 有加 强军政

值观树立的关键 时期, 把 握国 防生 的思想 状态 有助于 帮助
他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 体系。除 了利 用常规 的集 中学习 和培

素质训练, 让国防生在校期间亲身感受军 队的训练及 管理,
在军事技能 和身体素 质上 打下良 好基 础, 在思 想认 识和意

训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 外, 我们 通过 多种灵 活生 动的方 式让
国防生竖立 正确 的择业 观, 坚定 从军 报国的 信念。对 于大

志品质上做好充分准备, 才能使他们更好 更快地融入 军队,
实现与军队的 / 无缝对接0。

一新生, 在 暑假 组织 他 们到 革 命圣 地延 安 进行 社会 实 践。
学习延安的 革命 精神, 参 观延安 革命 纪念馆, 杨家岭 革命

( 二) 加强军政素质训练是国防生 培养系统 化规范化的
要求

旧址, / 四八0 烈士陵园和枣园革命 旧址, 并在西 安某学院
延安教学 基 地进 行了 短 期的 军训 。通过 这 一系 列的 活 动,

对于一个完 整规 范的 国防生 培养 体系而 言, 军政 素质

让新生亲身感受 革命 先辈当 年的 战斗 生活, 体 会先辈 们在
艰苦条件下不懈 奋斗 的革命 精神, 增强了 新生 的历史 使命

训练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 内容。决 定中 的 / 依 托普 通高 等教
育培养军队干部必须确保质量0 一节就明确指 出, / 要遵循
高等教育规 律, 着眼 军事 人才 成长的 需要, 不 断完 善教学
方法, 统筹安排军政 训练, 开 设与 军事科 学相 关的 选修课

感和 责任感, 坚定他 们从 军报国 的信 念。针对 国防生 对部
队了 解太少, 对工作 的前 景感到 迷茫 的问题, 组织职 业辅
导系列讲座, 邀请 有在部 队相 关单 位工作 经历 的高年 级博

程, 为学生毕业后到军队任职打下良好的基础0。
系统化规范 化培 养有 利于增 强人 才培养 的科 学性, 有

士生和往届已毕 业的 国防生 和在 校国 防生面 对面 交流, 介
绍部队相关单位 的发 展情况 及工 作的 心得体 会, 解决 在校

利于提高人 才培养效 率, 而培 养体 系自身 的全 面性 与科学
性十分关键。军政 素质 训练正 是一 个全面 科学 培养 体系中

国防 生心中的疑惑。
另外, 在校国防 生都 有很 好的知 识基 础和一 定的 分析

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重视与加强。
清华大学 2000 年招收 培养国 防生以 来, 从 / 摸 着石头

问题的能力, 我们 在进行 军政 素质 训练的 过程 中也要 避免
过度 / 生硬0 的强迫式 的灌 输, 也 要注 意在 这一 过程 中多

过河0 的尝试阶段逐 渐过 渡到 经验 式培 养阶 段。随着 招生
规模的扩大 和培养工 作的 推进, 由 经验式 培养 上升 为系统

启发国防生自己 思考, 使 他们 在思 想上能 够认 识到军 政素
质训 练的重要性, 自觉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化规范化培 养是必然 趋势。我 们正 在着手 编撰 国防 生培养

( 二) 加强军政素质训练需要结合普通高校自身的特点

手册, 力求将多年来 的经 验进 行归纳 总结, 为 国防 生在大
学四年 / 应当做什么 , 应当 怎样 做0 提 供较 为全 面的 指导

相对于军队院校, 普通高 校自 身具有 鲜明 的特 点。首
先是业务教 学比 较紧凑, 同学的 学业 压力较 大, 其次 是校

意见。

园文化多 元化, 思 想更具 开放 性。开展 军政素 质训 练,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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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因地制 宜, 充分 考虑 到普 通高校 的特 点, 使军 政素质
训练与学校 的思 政工 作、业务 教学、校园 文化 等环 节相得

夜学习, 白天 睡懒 觉; 不整 理内 务, 宿舍 卫生 较差; 个性
自由 , 组织纪 律性较 差等。这 些毛 病带到 部队 去会严 重影

益彰, 切实促进国防生的全面发展。
军政素质训 练要 与学 校的思 想政 治工作 相结 合。思想

响国防 生自 身的 发 展, 也 会给 接收 单 位 带来 麻 烦。因 此,
在军政素质 训练 中, 我们 特别强 调了 组织纪 律性、内 务卫

政治工作是 人民解放 军的 重要法 宝, 从红 军时 期就 把支部
建在连上。为了保持部队 / 打得赢, 不 变质0, 必须加强对

生和作息 习惯, 取 得了 显著 的效 果。跑 操时 间定 在 早上 6
点半 , 其他同 学还在 睡梦 中时国 防生 们就顶 着寒 风、喊着

军官的思想 政治 教育 工作。在 改革开 放的 新形势 下, 西方
思想涌入我国社会, 大学校园也不免受到 各种思潮的 影响。

口号 出操了。为了配 合跑 操, 辅导 员班主 任特 别叮嘱 要早
就寝 , 久而久 之养成 了早 睡早起 的良 好作息 习惯, 在 学校

因此, 对于国防生, 在 军政素 质训 练中更 加要 重视 思想政
治教育, 秉承高校 爱国 主义 教育的 优良 传统, 坚 持以 / 两

的就寝检查 中, 国防 班的 表现明 显比 普通班 级优 秀, 绝大
多数班级在 熄灯 后能够 及时 就寝。内 务卫生 方面, 国 防班

个服务, 两个拥护0 为培 养目标, 牢牢结 合部 队坚持 中国
共产党 的领 导的 特点, 学习 / 爱国 奉献, 追 求卓越 / 的精

也走在了其他 班级 的前 面, 一个 宿舍楼 4 个标 兵宿舍 中就
有 2 个是国防班 宿舍, 国 防生 的严谨 作风 已经 成为全 校学

神, 树立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 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军政素质训 练要 与学 校的业 务教 学相结 合。依托 普通

生的 榜样。在 对军政 素质 训练效 果的 问卷调 查中, 当 问到
/ 你认为军 政素 质 训练 在哪 些方 面有 所促 进0 时, 32119%

高等教育培养国防生是 为了发 挥普 通高校 在科 学文 化知识
教育上的优 势, 为科 技强 军输 送人才, 因 此业 务教 学工作

的学生认为组织纪 律性有 所提高, 261 71% 认 为学到 了军队
的 生 活 作 风, 19186% 认 为 体 质 有 所 增 强, 10196% 和

必须始终作 为国防生 培养 中的重 要工 作来抓 。军政 素质训
练提高了国 防生 的军 人意识, 培养了 严谨 的军人 作风, 这

10127% 认为加强和服从的 意识和使 命意识。 可见军 政素质
训练 让学生明确了自己的军人意识。

些对他们的 业务学习 起到 了非常 重要 的促进 作用。 比如精
仪系的制 35 班就是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典型代表。制 35 班

三、结

的入学平均成绩比年级其他班要 低 10 分, 但同学们 没有因
此而气馁, 而是发扬 发挥 国防 班的优 势特 色, 强调 军人的

军队现代化 建设 迫切需 要大 量军 政兼优、 掌握现 代科

团队意识和 严明的纪 律作 风, 成绩 由入学 时的 最末 跃升到
大二时的第 一并保持 到毕 业, 是清 华国防 班中 首个 排名全

学文化知识的 新型军事人才。普通高校国防 生的培养 水平,
关系到我军 的人 才储备, 关系到 我军 的长远 发展, 关 系到

年级第一的 班级。班 上没 有出 现一名 掉队 的同学, 并涌现
出了 / 一二九0 奖 学金获 得者等 一批尖 子, 30 人次 获奖学

民族的前途 命运。只 有本 着结合 青年 特点, 结 合高校 特点
的实事求是 精神, 切 实加 强军政 素质 训练, 才 能培养 和造

金, 专业前 15 名中占 7 位。13 位同学 参加过 SRT 项目, 还
有同学获得种子基金的支持, 并在 清华大学 第 25 届 / 挑战

就全面发展 的国 防生, 使 他们更 好地 融入军 队, 在国 防战
线上 建功立业!

杯0 学生课 外学 术科技 作品 竞赛 中获一 等奖。在 清华, 国
防班已经形成了 / 团结0 / 凝聚 力0 的代 名词, / 不 让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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