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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加强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是确保军校 / 保方向、出人才0 的根本之举。军校要在思 想政治教育内
容上突出军校特色, 方法手段上突出灵活多样, 教育管理上突出科学正规, 切实提高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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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历史 时期,
军队所处的 社会环境 发生 了极其 深刻 的变化 。军校 学员的
思想观念出 现了 许多 新情况、 新问题, 给 军校 思想 政治教
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 / 越是深化改
革, 扩大开 放, 越是发 展社 会主 义市场 经济, 越 要加 强思
想政治教育。
0 [ 1] 认真 研究军 校学 员的现 实思 想, 不断 加强
和改进军校 思想 政治 教育, 对 于纯洁 革命 队伍、坚 定理想
信念, 确保 部队 / 打 得 赢、不 变质0, 具 有至 关 重 要 的意
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 要突出军
校特色
军队院 校除了加 强政 治理论 课的 教学, 向 学员 系统灌
输马列 主义、毛 泽东 思想、邓 小平理 论和 / 三个代 表0 重
要思想之外, 还应努 力搞 好以 下几个 方面 的教育, 突出培
养学员的 / 军味0 。
1、要突出抓好理想信念教育。理 想信念, 是一 个政党
治国理政的 旗帜, 是 一个 民族 奋力前 行的 向导, 是 有志青
年奋发向上的动力。邓 小平同志 指出: / 对我 们军队 来说,
有坚定 的信 念, 现 在 是一 个建 军 的原 则, 仍 然 不 能丢 掉,
这是中国自 己的 特点。
0 [ 2] 在 军校 思想道 德教 育过 程中, 个
别学员对政 治学 习不 感兴趣, 对政治 荣誉 不很重 视, 对组
织活动不愿 参加, 对 封建 迷信 不加抵 制。要通 过理 想信念
教育, 使军 校学员 明白, 理 想信 念既是 一种 追求, 又 是一
种信念, 还是一种强 大的 精神 力量。通过 开展 科学 发展观
教育, 使军校学员正 确认 识国 家的前 途命 运, 正确 认识自
己的社会责任, 确 立在 中国共 产党 领导下 走中 国特 色社会
主义道路, 为实现 中华 民族伟 大复 兴而奋 斗的 共同 理想和
坚定信念, 自觉做到 为了 党和 人民和 利益, 毫 无保 留地奉
献自己的毕生力量, 克服一切困难夺取胜利。
2、要认真抓好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教育。江泽 民同志
指出: / 一定要在全 军牢 固树立 党对 军队绝 对领 导的 观念,
保证枪杆子 永远掌握 在忠 于党的 可靠 的人手 里, 保 证我军
在任何 时 候、任 何 情 况 下 都 同 党 中 央 在 政 治 上 保 持 一
X

致。
0 [ 3] 新形 势下, 西方敌 对势 力意识 到中 国的崛起 不可阻
挡, 它们不愿看 到中 国的 强大 与统 一, 不会 放 弃 / 西 化0、
/ 分化0 中国的图谋。它们 千方百计地 利用我国 改革开放之
机, 把我军作为重要目标进行渗透, 企图用 / 军队非 党化0、
/ 军队非政治化0 来 蛊惑人心, 以达到 它们使我 军脱离党的
领导、改变我军性质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不间断地对军
校学员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教育, 使大家弄清敌对势力
所散布的荒唐谬论的欺骗性, 认清我军面临的 反渗透、反腐
蚀的严峻形势; 懂得我军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 导之下, 这是
我军的根本原则, 是我军的建军之魂; 明白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 最根本的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保 持高度一致, 任何时候、在任何
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3、要突出抓 好以 人生 观为核 心的 / 四 个教 育0。 深入
抓好 学员的 / 四个教育0 , 是新形势下 加强军校思 想政治建
设的根本之 举。市场 经济 条件下, 只有牢 固树 立正确 的世
界观、人生 观、价值 观, 才能 做到 / 改革 不改 向, 变 革不
变质0 。要坚持不懈地深化以人生观为 核心的 / 四 个教育0 ,
切实帮助广 大学 员划清 是与 非、美与 丑、荣与 辱等基 本界
限, 努力克服 人生 追求物 欲化、人 际关 系功利 化、生 活方
式奢 侈化、文 化欣赏粗俗化、政治信念淡漠 化的错误 倾向,
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 防线, 始 终保 持革命 军人 的高尚 情操
和浩 然正气, 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4、要突出抓好严守纪律的教育。纪律 教育是增 强官兵
自觉 纪律意识的基础。毛泽东曾强调指出: / 要用 政治教育
去提高部队的自 觉的 纪律, 使 他们 明白这 是保 证战争 胜利
的重要武器。
0 [ 4] 新的 历史 时期, 邓 小平指 出, 军 队要 讲纪
律, 纪律松 弛是 不行 的。江泽民 同志 把 / 纪律 严明0 作为
我军建设总要求 的五 个方面 之一, 向全军 提出 了依法 从严
治军的严格 要求。军 校学 员入伍 前大 都是青 年学 生, 缺乏
部队真实生 活和 实战的 体验, 有 的号 令意识 不够 强, 在贯
彻上 级指示过程 中搞 变通、打 折扣、 讲条 件、讲客 观, 执
行不坚决, 落 实不 到位; 有 的法规 意识 不够强 , 遵章 守纪
不够 严; 还 有的 学员 对 / 军令 如山0 缺 乏切 身的感 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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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纪律在未 来作 战中 的作用 缺乏 深刻的 认识。因 此, 要加
大纪律教育 的力度, 不间断地向学员灌输 5 三大条 令6、学
校各项规 章制 度, 以及 我军政 治纪 律、战场 纪律、协 同纪
律、群众纪 律、保密纪 律的 内容, 使 学员 对有关 知识 了然
于胸; 结合 日常训 练、管理, 强 化学 员的 服从意 识和 条令
意识, 并在处理事故案件、违纪行为中维护纪律的严肃性。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上, 要突出灵
活多样
关于思想 政治 教育的 手段, 胡锦涛 总书 记已经 在 / 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 育0 的 讲话中 做出 了明 确的要
求。结合我们军校特点, 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抓好课堂教学。要精选教材, 配 强教员, 坚 持以邓
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 表0 重要 思想 为指 导, 确保 马克 思主
义占领院校 教育 阵地; 坚 持以 人为本, 把 灌输 政治 理论与
解决学员实 际思 想问 题结合 起来; 坚 持贴 近实际、 贴近部
队、贴近学员, 不断增强教学的针对 性、实效性和吸 引力、
感染力; 坚 持面向 现代 化、面向 世界、面 向 未来, 使 教学
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2、搞好随机教育。搞好随机教育是 活跃军校思 想政治
教育的基 本方 法, 是集 中教育、 系统教 育的 重要 补充, 也
是深化思想 政治教育 效果 的有效 手段。军 校各 项学 习任务
比较重, 大量的时间 要用 来完 成教学 计划, 不 可能 集中过
多的时间搞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课间课 余和日常生 活中,
通过范围 广泛、方 法灵 活、渗透 性强的 随机 教育, 因 势利
导地做好思 想引导工 作, 才能 使军 校思想 政治 教育 搞得生
动活泼, 及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3、坚持寓教于乐。寓思想政治教 育于娱乐 之中, 用积
极健康的思 想文 化抑 制消极 影响, 显 得尤 其重要。 要把军
校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 如经常开 展读好书、唱 好歌、
看优秀影视 片等 文化 活动, 组 织学员 参观 革命圣 地、领袖
故居, 举办 一定规 模的 演讲比 赛、歌咏 比赛、体 育比 赛和
辩论赛, 使学员在 一系 列活动 和积 极向上 的文 化氛 围中提
高鉴赏水平和思想水平, 陶冶革命情操、提高革命觉悟。
4、坚持实践锻炼。通过实践锻炼, 一 是有助于 学员亲
身体验部队 真实 生活, 增 强带 兵打仗 的能 力, 提高 政治思
想觉悟; 二是有助于 学员 知与 行的统 一, 形成 和巩 固高尚
的职业道德 和良好的 军人 习惯; 三 是有助 于学 员把 对科学
理论的认识转化为自己解决各种问题的 立场、观点和 方法,
促进个人道 德的 社会 化、增强 对部队 生活 的适应 性。军校
学员的实践 锻炼 方法 很多, 最 主要有 两种: 一 是让 学员轮
流担任骨 干, 在角 色互 换中增 长才 干、提高 觉悟; 二 是利
用寒暑假组 织学员下 部队 当兵实 习, 在部 队真 实生 活中淬
火提高。
5、坚持环境熏陶。良好的政治环境 对培育学员 高尚的
情操、优良的作风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如在学员 学习、
生活的场所张贴英模画像、名言 警句; 在训练场、大 礼堂、
俱乐部、食堂等场地布置提高军人道德 修养的标 语、橱窗;
在校园广播、闭路电 视、局域 网上 大力宣 扬积 极向 上的武
德文化; 建立和完善校 ( 院) 史馆 培养 学员 的职 责和 荣誉
意识, 组织好重大节 日的 纪念 活动等, 对 于培 养军 人职业
道德, 增强 学员服 从命 令、听从 指挥的 意识, 都 起着 不可
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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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上, 要突出
科学正规
加强军校学 员思 想政治 教育, 必须突 出科 学的领 导与
管理 , 在顶层 设计、坚 持制度和队伍建设上狠下功夫。
1、领导重视, 搞好 顶层 设 计。邓 小平 同志 早 就指 出:
/ 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 常重要的地 位, 切实认
真做好, 不能 放松。这 项工 作, 各级 党委 要做, 各级 领导
干部 要做, 每 个党 员都 要做。
0 [ 5] 校 ( 院) 长、政 委是 军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 首要 负责人, 其科 学决策 与领 导对于 全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 开展 起着决 定性 作用。军 队院 校党委 应全
面贯彻 党的 / 保 方向、出 人才0 的思想 政治 教育方 针, 在
政治理 论课 程的设 置、政工 教员 ( 干部) 队 伍的选 配、政
治教育制度的落 实等 方面搞 好顶 层设 计, 从宏 观上把 好关
定好向。还 要 充分 发挥 各 级职 能部 门、 管理 部 门的 作 用,
层层 落实责任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2、坚持制度, 规范管理。坚持制度是提 高思想 政治教
育效果的重 要一 环。一是 坚持日 常政 治教育 制度, 如 政治
学习、党团组 织生 活、班组 活动、形 势政 策教 育、法 制教
育、军队 职能 教 育, 以 及以 人生 观 为核 心的 / 四 个 教育0
等。这些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和形式, 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
制度, 为军校思 想政 治教育 提供 了保 证。二 是坚 持管 理制
度。要认真落实日常生活管 理、行为管理的制度和 规定, 贯
彻执行 5 三大条令6 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依法从严管理
学员。三是坚持考核制度。学校职能部门定期对全校思想政
治教育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表彰先进, 惩处后进, 维系军校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常运转。另外, 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还要明确岗位职责和任务权限。
3、切实加强政治教员和政工干部 队伍的建设。 加强院
校思想政治 教育, 必 须在 组织上 予以 保证。党 委要把 政工
队伍建设 作为一 项大 事来 抓, 制定 规划, 组织 实施 。一是
要建设一支政 治强、业 务精、纪律严、作风 正的教员 队伍。
要把好入口 关, 努力 选配 一些既 有部 队工作 经验、又 具有
深厚政治理论功 底的 优秀干 部担 任政 治教员; 要合理 编配
政治教员, 针对政 治理论 课教 学的 特点和 学员 思想政 治工
作的实际工 作量, 确 定编 制员额; 还要进 一步 完善政 治教
员培 养机制, 鼓励 教员进 修、深 造, 提高 能力 素质。 二是
要加强各级政工 干部 队伍的 建设 与管 理, 重点 是不断 提高
政工干部的素质。 要充分 重视 提高 他们的 思想 水平和 能力
素质 , 确保他 们在政 治上 要过得 硬, 既全 面掌 握马克 思主
义理 论知识, 以身作则、积极奉献, 全心全 意为人民 服务;
又具有强烈的事 业心 和高度 的责 任感, 自 觉提 高专业 知识
和业 务水平, 努力成 为思 想政治 工作 的行家 里手。党 委机
关要采取 学历教 育、在职 培训、实 践锻 炼等多 种形 式, 有
计划地提高政 工干部的思想素质和能力 水平, 并在政 治上、
思想上、工作 上、生活 上关 心政工 干部, 解 决他 们的 困难
和后 顾之忧, 确保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战线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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