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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比较了美、俄两国初级指挥军 官培养模 式及特 点, 提出 了我军培 养初级 指挥军 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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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两国军事 院校 经过 多年的 探索, 在 初级 指挥军

级指挥军官, 美军 初级指 挥军 官的 科学文 化基 础教育 水平

官培养方面 形成了比 较成 熟的模 式和 经验, 探 索出 了一条
成功的路子。认真学 习和 借鉴 外军的 经验, 对 于指 导我军

很高 , 有的甚 至超过 地方 知名院 校的 教育水 平, 能够 为初
级指挥军官的个 体需 要和长 远发 展打 下厚实 的根 基。从军

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教育的内 部来 看, 美军 院校功 能比 较单一, 混合交 叉较
少, 如美军现 有 113 所军事院校中, 除了 4 所军官学校承担

一、美国、俄罗斯初级指挥军官培养模
式及特点

军官任命前的 基础教育外, 其余的多是职业 军事教育 院校,
进行岗位非常明 确的 军事职 业教 育, 这种 院校 架构有 利于
打牢初级指挥军 官科 学文化 基础, 也有利 于第 一任职 的需

( 一) 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指以美 国为主 的西 方国家 普遍 采用 的一种

要和 岗位转换能力的提高。
2. 基础和任职教育分段实施

培养初级指 挥军官的 教育 范式。美 国模式 一直 坚持 按照通
才的目标培 养初 级指 挥人才, 突出全 面发 展, 重视 基础教

美军对初级 指挥 生长干 部的 培养实 施两 段制, 即 军官
任命前的基础教 育阶 段和军 官任 命后 的任职 教育 阶段, 并

育对人才成长的奠基作用, 近年来又提出 培养复合型 人才,
如 / 联合作战指挥军 官0 的新 概念, 实 际上 就是 一种 复合

且采取分 校 区分 阶段 进 行 [2] 。第 一阶 段 为基 础 教育 阶 段,
在军官任命前的 军事 院校进 行, 主 要学习 大学 本科层 次共

型的人才培养目标。
1. 强调军人的个体发展

同的科学文化知 识、从事 军事 职业 必备的 军事 基础知 识和
各军 ( 兵) 种知识, 如美 军的 三 军军 官学 校 [ 3- 5] 。第 二阶

美国模式的 教 育观 是个 体 本 位论, 强调 从 个 体出 发,
实现个体作为有机体的生命价值, 注重 个体的全面 发展 [ 1] 。

段为任职教育阶 段, 在军 官任 命后 的军事 职业 专业学 院进
行, 主要是在 第一阶 段学 习的基 础上, 学 习针 对性很 强的

在个体本位论的指导下, 美国军事教育积 极依托国民 教育,
充分利用优 质、丰富 的国 民教 育资源, 培 养素 质全 面的初

军事职业 专业知 识, 如美 军的 陆军 步兵、炮兵 、装甲 兵学
校、海军驱逐 舰学校、空军飞行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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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灵活
美军院校基 础教 育阶 段的专 业设 置涵盖 面比 较宽, 课

础教育与 职 业教 育的 冲 突, 俄 罗斯 进行 了 大规 模的 改 革,
把学制由 4 年改为 5 年 [ 9- 10] 。目 前, 俄军 院校 按照教 育计

程设置灵活。如西点军校, 文化教育计 划设置 25 个 研修领
域和 20 个主攻方向, 研修领域和 主攻方向 均采用核 心课和

划, 前 4 年主要进 行科学 文化 基础教 育和 军人 基本素 质教

选修课相结合的互补模式, 核心课程 由 23 门公共核 心课程

育, 后 1 年主要进 行针 对性的 任职 教育。由 于任 职教 育与
基础教育同 校区 进行, 时 间统一 为 1 年, 因此 , 任职 教育

和 7 门分支核 心课程 组成, 是 所有 学员必 须学 习的公 共基
础课。分支 核心课程分为两个 / 轨道0, 一 个是 / 数 理工程

在专业设置 上与 美军相 比相 对较宽 , 另外, 俄 军军官 任职
培训具有跨 度较 长的特 点, 所以, 初级指 挥军 官在任 职教

轨0 , 一个是 / 人 文社 科轨0 。学 员不论 选择 哪个 轨, 都必
须完成 30 门核心课程和 10- 18 门 选修课 [ 3, 6] 。美海 军军官

育阶 段所学内容相对较多, 与美军相比不如其针对性强。
3. 专业和课程设置由窄向宽转变

学校和空军 军官学校 专业 和课程 设置 与西点 相似。 美三军
军官学校的 专业和课 程设 置可以 概括 为以下 三个 特点: 一

俄军院校以 前在 专业和 课程 设置上, 突出军 事专 业教
育, 军事课 内 容繁 多, 而 相应 的 基础 文 化课 只 设有 数 学、

是专业设置是在所设的 诸多选 修领 域中由 学员 通过 分支核
心课程和选修课来形成自己的 / 专业0 , 学员实 际上所学到

物理、化学和 外语 4 门, 知识 涵盖面 相对 较窄 。各种 教学
课程 的时 间 比 例 分配 为: 军事 课 占 70% , 工 程 技术 课 占

的专门知识 技能只是 所设 专业中 的一 小部分 。二是 专业设

20% , 政治课程 和其 它专 业课程 占 10% 。在这 样的院 校体

置的课程 目标 结构多 样, 内容 松散, 但 比较 灵活, 又 因核
心课程多, 所以知识 面较 宽。三是 专业设 置是 通过 所培养

制下, 培养的初级 指挥人 才与 信息 化战争 对复 合型军 事指
挥人才的要 求的 差距越 来越 大, 为此, 俄 军对 初级指 挥院

的学员自由选修, 适应军队的需要, 而不是按计划分配。
4. 职业教育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

校培训体系 进行 了调整。 一方面, 将高等 指挥 与工程 技术
学校 合并, 把 一部分 工程 技术学 校改 为指挥 学校; 另 一方

在美军三级军 事教育 体制 中, 相对 于中、高 级职 业军
事教育, 初级军事教 育是 基础 和起点。所 有新 任命 的军官

面, 拓宽了专 业口径, 大幅度增加指挥学校 的专业技 术课,
开设了军 事技术 结合、军 政结 合、文理 工交叉 的专 业, 培

都必须接受并完成任 职 前的 定向 专业 教育 [ 7] 。初 级职 业军
事教育包括 新军官任 命后、任 职前 进行的 定向 专业 教育与

养指 技合一、工管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军官在职的 进修提高 教育 两个部 分。初级 军事 职业 教育由
各军兵种的专 业 技术 院校 承 担, 训 练 时间 3 个 月 到 1 年。

二、对我军初级指挥军官培养的启示

职业教育具 有很强的 针对 性, 专业 设置与 课程 设置 都紧密

( 一) 培养模式要相对稳定
经过多年的实践 探索, 美、 俄军事 院校 形成 了比 较完

联系各军 兵种 的具体 要求, 内 容精 练, 时间 较短, 形 式灵
活多样。职业教育阶 段所 学的 军事专 业知 识, 由于 只对从

善、稳定的指 挥人才培养模式, 如美军采取 基础教育 合训、

事军事职业 的个 人 职业 发展 的 某一 阶段 发 生作 用, 因 此,
与军官任命 前基 础 文化 教育 相 比, 它具 有 较强 的 综合 性、

军事任职教育分流 两段 式培 养, 按 照 / 通 才0 的 目标 培养
初级指挥人 才, 注重 军人 的长远 发展 和个性 发展, 强 调任

跨学科性、应用性和实践性。
( 二) 俄罗斯模式

职岗位转换能力 的培 养; 俄军 采取 基础教 育与 军事职 业教
育同校区一次性完 成的 模式, 按照 / 现代 军事 专才0 的目

俄罗斯模式 是在 前苏 联模式 的基 础上建 立起 来的。前
苏联一直坚 持按照专 才的 目标培 养初 级指挥 人才, 强调培

标培养初级指挥 军官, 这 两个 国家 几十年 来在 人才培 养模
式上保持相 对稳 定, 人才 培养质 量呈 不断上 升趋 势, 军事

养军事专家。苏联解 体后, 俄 罗斯 对初级 指挥 军官 的培养
进行了改 革, 走 了一条 从 / 军 事专 才0 ) / 指技 合一0 )

实力 也在国际上保持领先地 位 [11] 。我 军在初 级指挥 人才培
养模 式上, 正 经历着 重大 变革, 由 过去的 学历 教育与 任职

/ 新型通才0 ) / 复合型人才0 的道路 [ 8] 。

教育 由一所学校单独完成, 变革为目前的 / 学历教育 合训、

1. 重视军人的社会价值
俄罗斯传统 的教 育价 值观是 社会 本位论, 认为社 会价

任职培训 分流0 两段式 培养, 由 两所 院校来 完成, 培 养目
标定位为高素质 复合 型人才。 这种 培养模 式目 前正在 探索

值高于个人 价值, 个 人发 展要 服从于 社会 发展。俄 罗斯的
军事教育深 受传统的 社会 价值观 影响, 在 人才 培养 目标的

中, 人才培养 的质 量究竟 如何, 还 有待 实践的 检验 。但必
须明 确一点, 初级指 挥人 才培养 模式 一旦确 定, 就要 保持

制订、专业与课程设 置等 教学 设计中, 一 切以 军队 建设需
要为出发点 和立足点, 军人个 体发 展必须 服从 于军 队建设

相对 稳定, 与 培养模 式相 应的培 训院 校也要 保持 稳定, 避
免大 幅度的变动, 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

的发展。但是这种教 育思 想并 不否认 军人 的个性 发展, 前
提是不违背 军队需要, 其目的 是使 每个人 都能 够认 识到自

( 二) 培养目标要趋于复合
美军在初级指挥 人才 培养上 , 按照复 合型 目标 , 开设

己作为军队 的一员所 承担 的责任, 并有能 力履 行自 己的军
人职责。

大量课程供学生 学习, 使 学生 达到 具有以 下五 种要求 的复
合型初级 指 挥军 官, 一 是知 识 基础 宽厚 并 掌握 使用 技 术;

2. 基础和任职教育在同一校区合训
俄军初级指挥军官 的文化 基础 教育与 军事 职业 教育是

二是具有适应联 合行 动环境 的能 力; 三是 具有 特色的 领导
能力; 四是具有预 见未来 发展 变化 的不确 定性 并做出 反应

在同一校区 连贯完成。 这种人 才培 养模式 的优 点是 军事职

的能 力; 五是 具有把 技术 知识与 各种 文化、历 史和人 类行

业教育氛 围浓 厚, 连贯 性好, 时 间长, 学 员的军 事素 质和
任职能力较 强, 但由 于受 学制 的限制, 科 学文 化基 础培养

为的洞察力结合 起来 的能力。 俄军 从培养 指技 合一的 人才
逐渐向知识 型、复合 型人 才发展, 重点强 调培 养的人 才科

不够扎实, 知识面 不宽, 岗 位转 换适应 性差。为 了缓 解基

学文化基 础厚实 , 知识面 宽, 岗位 转换 适应性 强, 但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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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任职 教育 内容 多、任职 能力强 的特 点。未来 信息化
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波及的空间广阔, 涉及的领域 广泛,

院校与地方高校 在科 学文化 教育 方面 采用统 一的 标准, 是
外军军事教育的 普遍 做法。它 不仅 打牢了 军事 教育整 体的

不仅与军事 技术、军 事制 度、军事 活动日 益紧 密地 联结在
一起, 而且 同自然 科学、社 会科 学、思维 科学以 及一 大批

科学文化根 基, 保证 了军 事本科 教育 的质量, 而且有 利于
军事教育借助丰 富的 国民教 育资 源。根据 美国 近年来 国家

新兴学科之 间越来越 相互 渗透交 叉, 使军 事成 为一 个综合
最多学科门 类的领域, 这就要 求初 级指挥 人才 具有 复合的

评比证明, 西点军 校毕业 生的 文化 平均成 绩已 超过斯 坦福
大学 等著名大学的平均成绩 [ 12] 。我们 应积极 地学习 和借鉴

知识结构 和综 合能力, 博学多 才、博古 通今, 掌 握自 然科
学的基本原 理, 熟知 哲学 人文 社会科 学的 精髓, 了 解未来

外军院校的 经验, 使 军事 教育与 国民 教育逐 步接 轨, 更好
地发挥地方 优质 教育资 源, 提高 军事 人才培 养质 量。但是

世界的发展 趋势。这 就要 求我 们拓宽 专业 口径, 按 照大专
业进行培 养, 设置 综合 性课程, 实施综 合化 教育, 着 力培

由于我国 与 西方 国家 目 前的 国情 、军情 有 着较 大的 差 别,
军事教育 与 国家 高等 教 育的 水平 存 在一 定 的差 别, 因 此,

养复合型人才。
( 三) 强化基础阶段教育

还不 能一蹴而就, 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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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科学设置职业教育阶段专业

[ 6]

[ 美] 莱诺克 斯. 培养 信息时 代军 事领 导人[ J] . 中 国军
事教育, 2005, ( 17) .

综观外军初 级指 挥军 官的军 事职 业教育, 不难发 现他
们有一个共 同的发展 趋势, 那 就是 职业教 育专 业划 分越来

[ 7]

王 春茅. 美国军事教育现状与发展展望[ M] . 北京: 国防
大 学出版社, 2001.

越细, 实效性、针对性越来越强, 时间和 形式越来越 灵活。
如在美军 113 所院校中, 其中承担职业教育 的有 103 所, 担

[ 8]

孙秉和、高存. 军事 人才素质 的生成 与发展 [ M] . 北 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负初级职业军事教育的有 94 所, 占院 校总数的 8012% 。职
业军事院校 保持较多 的数 量, 为初 级职业 军事 教育 细化专

[ 9]

[ 俄] 亚历山 大# 卡 尔马 诺夫. 俄军 事院 校的现 状、问题
及 展望[ J] . 外国军事学术, 1997, ( 10) .

业提供了基 础, 从而 保证 了职 业教育 的针 对性, 提 高了任
职培训的质 量。对于 我军 目前 的任职 培训 分流, 应 尽快完

[ 10]

[ 俄] 亚 历山大# 加尔 曼诺 夫. 俄军院 校的 调整与 改革
[ J] . 外国军事学术, 1997, ( 4) .

善任职培训 院校 体系, 增 加任 职培训 院校 的数量, 加快任
职培训院校 的任务重 心转 移, 改革 任职培 训的 专业 和课程
设置, 创新任职培训的方法方式, 使任职 培训向着针 对性、

[ 11]

张 付、杜 峰. 21 世 纪西 方 军事 院 校 教育 透 视[ M] . 北
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4.
吕云峰. 名校之路[ M] .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3.

实践性、应用性、综合性的方向发展。
( 五) 注重与国民教育接轨
把军事教育 融入 国家 高等教 育的 大系统 之中, 使 军事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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