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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基于对学历合训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规 格的分 析, 着重 对其课程 体系和 教学模 式进
行了研究, 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设置基本原则、指 导思想和 按建构 主义教学 模式下 的 / 抛锚 式0 教学 方法
组织实施教学的思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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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rse System and Teaching Model
of the cadet officer. s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ZOU Feng- xing, LIU Yuan, GAO Zheng, ZHANG Xiang- ping
( College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target and standard of the cadet officer. s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emphasizes studying its course system and teaching model.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offering courses, guiding thought an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teaching by anchored i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 model of
constructionism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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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 和以培养高级军事工 程技 术干 部为主 要目 的的工 程技

一、引言

术专 业相比, 总还是 有区 别的。这 种主要 培养 目标定 位的
不同 , 决定着 在培养 规格 的诸方 面应 有不同 侧重 点。不言

目前, 学历合 训人 才培养 已成 为我校 本科 人才 培养的
重要 ( 甚 至主 要) 组成 部分。因 此, 如何 建好 学历合 训专

而喻 , 在保证 全面发 展的 前提下, 学历合 训专 业相比 于工
程技 术专业, 培养的 人才 在军事 素质、体 能和 组织管 理能

业、办好学 历合训 教育、培 养好 学历合 训人 才, 这在 我校
和全军一样, 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学历合训专业 和工程 技术 专业, 在 人才 培养 目标、培

力方面应更强一 些, 而在 工程 技术 方面则 可稍 弱但面 宽一
些; 至于政治 思想素 质、一般 科学 文化素 质和 身体心 理素
质方 面, 应没 多少区别。

养规格上有 共性 也有 区别。总 的说来, 这 两类 专业 都是以
培养高素质 新型军事 人才 为总目 标, 培养 的人 才都 应能适

针对学历合训专业 培养的人才, 军委总 部用 / 懂技 术、
会管理、能 指 挥0 九 个 字 高 度 概 括 了 其 总 要 求。但 技 术

应 21 世纪军事斗争和科学技 术发展的 需要、适应军 队现代
化建设和打 赢高技术 条件 下局部 战争 的需要 , 都应 具备良

/ 懂0 到什么程度、管理 / 会0 到什么程度 、指挥 / 能0 到
什么 程度, 尺 度不好 把握, 需 要我 们从初 级指 挥军官 的岗

好的全面素 质、复合 的知 识结 构、较强的 综合 能力 特别是
创新能 力。因 此, 在 人才 培养 规 格上 都 应该 对 政 治思 想、

位职责 出发, 在教 育教 学 实践 中去 不 断 研究、 不断 探 索,
使之日渐科 学合 理。依作 者之见, 作为未 来新 型复合 型初

科学文化、专业业务、 身体心 理和 军事素 养等 方面 提出较
高要求, 确保 学 员 德、智、 军、体 得 到 全 面 发展 , 知 识、

级指挥军官的岗 位职 责, 主要 是组 织管理 和领 导指挥 一支
队伍 ( 连、排等) , 通过维护保障和正确使用 武器装 备与作

能力、素质 得以全 面提 高。但是, 学 历合 训专业 毕竟 是以
培养初级指 挥军 官为 主要目 的, 尽管 新世 纪、新时 代军事

战平 台, 去完 成战时 作战 任务、平 时训练 任务 和其他 特殊
使命。因此, 从 技术的 层面 看, 应该 使学历 合训 学员 毕业

斗争的特点 决定了, 现 代指挥 军官 应与传 统指 挥军 官有很
大不同, 不仅要懂军事、会指挥, 而且 要懂技术、会 管理,

后具有以 武器装 备、作战 平台 的使 用、维护、保 障为 应用
背景 , 利用先 进的科 学技 术手段, 从学科 理论 与军事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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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上 思考、提 出、分析、解 决部 队实 际问题 的思 想意
识、知识基础和能力素质。

术的 内容和思维方式。
( 三) 精简必修课程, 留足自主 空间。要合理 压缩课内

下面结合作 者多 年来 同时承 担工 程技术 类、学历 合训
类学员课内 外教学任 务的 经历和 教育 教学研 究的 思考, 从

教学时数、精 简必 修课程 门数, 适 当增 加选修 课程 、学科
前沿讲座性课程 和课 外创新 实践 环节, 为 学员 自主学 习提

对学历合训 专业的人 才培 养目标、 培养规 格的 上述 认识出
发, 着重从 / 懂技术0 的 层面 就其 课程 体系 和教 学模 式进

供充足的时 间保 证。必修 课程在 确保 基础性 的前 提下, 要
尽量突出军事工 程技 术应用 特色 和装 备保障 特色, 尽 可能

行探讨。

反映 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以增强培养人才的适应性。
( 四) 着眼任职需求, 兼顾长远 发展。这实际 上就是个

二、关于课程体系

如何处理好立足 现实 和面向 未来 的关 系问题。 立足现 实就
是要以满足部队 当前 需要, 使 培养 的学员 必须 适应部 队岗

鉴于学历 合训 专业包 括工 学和 军事 学两 个主 干学 科,
知识内涵十 分丰富, 要 求学习 掌握 的知识 比非 学历 合训专

位任职基本要求 为设 置课程 的根 本出 发点。学 历合训 学员
毕业后大都要 到部队基层去任连长、排长等 初级指挥 军官,

业要多很 多, 但时 间只 有五 年, 且按总 部安 排头 四年 / 学
历教育合训阶段0 既 要 完成 通 用 工科 专 业大 学 本 科教 育,

要靠他们去带兵 训练 和执行 任务, 如果课 程体 系给予 他们
的知识结构不能保 证他 们 / 第 一脚0 踢得 开、可 胜任 第一

又要进行军事学科专业 基础理 论教 育和指 挥军 官的 基础训
练, 打牢学员各个方 面的 基础, 使 他们实 现由 青年 学生向

岗位 任职, 将 很快就会被部队淘汰, 根本谈 不上长远 发展。
但毕竟部队 的武 器装备、 编制体 制、指挥 手段 等都将 随着

合格军人、由合格 军人 向既懂 技术 又适合 从事 分队 指挥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 的转 变; 后 一 年 / 任职 培 训分 流 阶 段0

时代的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 新, 且今天的 连长、
排长就是 明天的 团长、师 长、军长 以至 更高级 将领 , 因此

只是完成军事学科专业 基本知 识教 育和初 级指 挥军 官的基
本训练。这就意味着头四 年 / 基 础教 育合 训阶 段0 存 在着

也必 须面向未来, 为他们的知识结构留 有开放、扩展 空间,
为其 适时更新知识、跟踪军事高科技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要学习的知识多和时间少的突出矛盾。为 了解决这一 矛盾,
简单的办法是将工程技 术和军 事指 挥两个 专业 中按 常规需

简而言之, 就 是要 以打牢 通识 理论基 础、拓 宽学 科专
业知识面、重 视学 科交叉 融合、增 强岗 位任职 适应 性、提

开设的课程 组合 在一 起, 形成 一种课 程多、每 门课 程学时
数少的课程 体系。前 些年, 由 于学 历合训 教育 是一 个全新

高跟 踪军事高科技新发展 能力 作为 构建学 历合 训课程 体系
的基 本指导思想。

事物, 谁都 没有经 验, 各承 担相 关培训 任务 的学 校, 或多
或少都 是这 样 做的。 实践 和研 究 表明, 这种 做 法 不可 取,

按照上述 思 想原 则, 我们 认为, 对 合训 分 流学 员, 在
学历基础合训阶 段尽 管也分 了不 同的 工科专 业, 但最 好淡

它容易把每门课程 变成 / 压 缩饼 干0 或 科普 讲座, 降 低教
学水准, 而且使工程 与军 事两 个学科 的知 识互相 割裂、自

化一点专业 意识, 因 为无 论什么 专业, 他 们最 终的目 标定
位都是初级 指挥 军官, 从 工程技 术的 角度看, 在任职 岗位

成体系, 难 以形成 复合 型人才 的知 识、能力 结构, 达 不到
培养目标 的初 衷。我们 认为, 在 考虑课 程设 置时, 应 该解

上都是带领一批 人跟 各种武 器装 备和 作战平 台打 交道, 而
当今 各种武器装备和作战 平台 基本 上都是 以信 息系统 为核

放思想, 勇于突破传 统思 维定 势, 用创新 的理 念构 建出富
有时代特征、符合 复合 型人才 培养 要求的 既完 整又 精干的

心的机电一 体化 系统, 所 以要求 他们 学习、掌 握的工 科基
础应是 大同 小异 的。为 此, 可 考 虑前 三 年完 全 打通 专 业,

课程体系, 比如以下几个思想原则就是值得遵循的:
( 一) 突出学科基础, 不求面 面俱到。课程 设置不要面
面俱到, 应把重点放 在奠 定坚 实的学 科基 础上, 着 眼于为

一律按统一的 计划学习 相同 的通识 课程 ( 包括 公共基 础课
和通 用学科基础课) , 第四年再按学 科分流, 学习 学科方向
上的 专业课和实施专业实习、毕业设计 ( 毕业论文) 。

学员毕业后 根据工作 需要 继续学 习创 造良好 条件。 要在理
清通用工科专业和军事 指挥专 业的 传统主 干课 程内 涵及相

无论跨专业 通识 课程还 是专 业方向 课程, 具 体课 程设
置及知识结构要 优先 考虑适 应部 队机 械化、信 息化建 设的

互关系的基础上, 本着 / 强化基础、淡 化专业、统筹 调整、
整体优化0 的原 则, 优化 整合原 有课 程, 改变 课程内 容陈

需要 , 适当加 重电子 信息 类课程 的份 量。除了 军政与 人文
社科系列课 程外, 可 考虑 设置数 理化 基础系 列、机械 工程

旧、分割过细和简单拼凑的倾向, 打破学 科课程间的 壁垒,
避免不必 要的 脱节和 重复, 形 成兼 具基础 性、科 学性、完

系列 、电工电 子与计 算机 基础系 列、测控 与自 动化系 列等
四大系列自然科 学课 程。对各 大课 程系列 中一 些特别 重要

整性、先进性、实用性的军工交融的学历合训课程体系。
( 二) 改革课程内容, 注重 学科融合。除一 些工程、军

的公共基础课和 核心 学科基 础课, 不应和 工程 技术专 业有
大的 差别 ( 甚 至可 没 有差 别) , 同 样 应从 学 时数 上 加 以保

事学科中各 自明显独 立的 内容不 得不 独立设 课外, 要尽量
避免两者互 相割 裂、自成 体系 地设课, 而 多从 学科 融合的

证; 对其他与 工程技 术专 业内涵 相同 的课程, 则应在 课程
标准 、教学要 求上有 必要 的差别。 以电工 电子 与计算 机基

角度去推陈 出新, 设 置一 些新 的课程, 在 这些 课程 中最大
限度地实现 工程与军 事学 科间内 容的 交叉渗 透。即 使在一

础系列课程 为例, 根 据我 们多年 的研 究和教 学实 践, 再参
考 M IT、西点军校、清华大学和北航等国内外、军内外一流

些两大学科 相对独立 设置 的课程 中, 也可 在教 学内 容的层
面上实现一 定的融合, 如工程 技术 课程中 可尽 量引 入与部

大学的教学计划 和课 程设置, 可考 虑按学 历合 训阶段 各专
业电属性的不同, 原则上 分为 工科 专业和 非工 科专业 两大

队新装备、新战法有 关的 高新 技术内 容, 甚至 酌情 引入某
些军事思想, 而军 事课 程中也 可酌 情吸收 融入 一些 工程技

类, 工科专业 又分为 电为 主和非 电为 主两类, 分别考 虑课
程的 设置及其学时数,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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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历合训专业电工电 子与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电工
电子
类

课程名称及学时数
工科电为主专业

工科非电为主专业
( 或某些电为主专业)

电工电子技术导论
( 或 / 电工与电路原理0)
60 学时 ( 48+ 12)

电工与电路原理
60 学时 ( 48+ 12)

( 集成) 数字电子技术 基础
60 学时 ( 48+ 12)
集成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60 学时 ( 48+ 12)

电子技术基础
50 学时 ( 36+ 14)

非工 科专业

电工电子技术概论
( 或 / 电工与电子基础0 )
60 学时 ( 50+ 10)

电工电子技术综合设计
20 学时 ( 1 周)

计算
机基
础类

大学计算机基础
48 学时 ( 30+ 18)

大学计算机基础
48 学时 ( 30+ 18)

大学计 算机基础
48 学时 ( 30+ 18)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48 学时 ( 30+ 18)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48 学时 ( 30+ 18)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48 学时 ( 30+ 18)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Ó
( 或叫 / 微型计算机原 理与
接口技术0 )
90 学时 ( 70+ 20)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Ò
( 或叫 / 计算机硬件技术
及应用基础0)
70 学时 ( 54+ 16)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Ñ
( 或叫 / 计算机硬件技术
基 础0 )
50 学时 ( 40+ 10)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70 学时 ( 50+ 20)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70 学时 ( 50+ 20)

计算机软 件技术基础
50 学时 ( 40+ 10)

计算机网络基础
30 学时 ( 24+ 6)

计算机网络基础
30 学时 ( 24+ 6)

嵌入式系统设计
30 学时 ( 10+ 20 )
军用电子信息系统
30 学时 ( 10+ 20 )

三、关于教学模式

论提倡在教师 指导下的、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学 习, 也 就是说,
既强调学 习者 的认 知主体 作用, 又不 忽视 教师的 指导 作用。
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 在教学过程 中采用全 新的教学模 式( 彻

所谓教 学模 式, 国内 外教 育领域 学者 普遍认 为, 是在

底摒弃以教师为中心、
强调知识传授、
把学生当作知识灌输对

一定教育教 学理论指 导下, 为 实现 特定的 教学 目标 和价值
取向, 用来 设计课程、编P选教材和 协调、组 织、实 施各种

象的传统教学 模式) 、全 新的教 学方 法和 全新的 教学 设计思
想, 因而必然要对传统的 教学理论、教学观念 提出挑 战, 从而

教学活动的 基本 范型。也 有学 者认为, 教 学模 式是 教学过

在形成新一代学习理论 ) ) ) 建构 主义学习 理论的同 时, 也逐

程模式的简称, 是就教学过程的 结构、阶段、程序而 言的,
主要指的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 适用 于某种特殊 情境、

步形成与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 相适应的新

具有独特 风格 的教学 样式、教 学方 法。但不 管怎 么说, 它

一代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思想。
在建构主 义 的 教 学 模 式 下, 目 前 主 要 有 支 架 式 教 学

是一种理论 框架 和行 为框架 的复 合体。一 般认为, 一个完

(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 抛 锚 式 教 学 ( Anchored Instruction)

整的教学 模式 应由 四个系 统所 组成, 即: 价 值系 统 ( 教育
理念、价值 方向) , 策 略系统 ( 教学 策略) , 结 构系 统 ( 教

和随机进 入式教 学 ( 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 等 几种 教学

学组织形式) 和方法系统。

方法 , 每种方 法都由 多个 教学环 节组 成。各种 教学方 法尽
管具有不同的特 点及 组成环 节, 但 它们的 教学 环节中 都包

按照不同的 教育 教学 思想源 头和 模式特 征, 目前 国外

含有情境创 设、协作 学习、对 话讨 论和意 义建 构等建 构主

学者多将教学模式分为 信息 加工 模式 ( 以 现代 认知 心理学
理论为依据) 、人格发展模式 ( 以人本 主义存在 心理学理论

义的 四大要素。
针对学历合 训专 业的培 养目 标和人 才价 值取向 , 我们

为依据) 、社会交往模式 ( 以杜威的民 主主义教 育思想和社

比较 倾向于在对学历合训 类学 员的 教学中 采用 建构主 义教

会学理论为 依据) 和行 为强 化模 式 ( 以行 为主 义心 理学理

学模式下的 / 抛锚式0 教学 方法。 这种 教学 方法 要求 建立

论为依据) 四大类; 而国 内有 相当 一部 分学 者则 倾向 于把
教学模式分 为自 学 ) 指导 模 式、目 标 ) 导控 模式、 问题 )

在有感染力的真 实事 例或真 实问 题的 基础上。 确定这 类真
实事 例或问题被形象地比喻为 / 抛锚0 , 就像轮船 被锚固定

探究模式和情 ) 知互促模式等几类。

一样 , 一旦真 实事例 或问 题被确 定了, 整 个教 学内容 和教

本文作者经过对各 种教学模式及其分 类方法的研究, 比

学进程也 就 被确 定了。 抛锚 式 教学 一般 由 五个 环节 组 成:

较认同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建构主 义学习理

创设情境, 确定问题 ( 抛 锚) , 自主 学习, 协作学 习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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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由于这种教 学方 法是以 现实 中的真 实典 型案 例或典
型问题为基础的, 所以 我 们通 常 将 它叫 做 / 案例 式 教 学0

是不现实 的。怎么 办? 我们 认为, 解 决这一 矛盾 的有 效办
法, 是综合应 用计 算机技 术、多媒 体技 术和网 络技 术, 建

或 / 基于问题的教学0 。实施抛锚式教学 的关键 在于: 一要
确保选定案 例或问题 的典 型性, 以 此确实 能较 好地 支撑有

立一个数字化 的虚拟武器装备案例教学 素材库, 里面 收集、
存放有一些典 型武器装备从整体到局部 的结构、原理 素材,

关知识单元P知识点的教学; 二要确 保自主学 习和协 作学习

作为对不同课程 开展 不同知 识单 元、知识 点案 例教学 的案

理念的贯 彻。自主 学习, 就 是面 对实际 问题, 不 是由 教师
直接告诉学 生如何去 解决, 而 是由 教师向 学生 提供 解决该

例支撑, 并且案例 及其素 材库 中的 内容还 可以 随着部 队武
器装备的发 展 而低 成 本 地 动态 更 新、 修改、 充 实、丰 富。

问题的有 关线 索、指南, 并 要特 别注意 发展 学生 的 / 自主
学习0 能力, 包括: 从 解决给 定问 题出发 确定 学习内 容的

这项工作前几年 在我 校已经 通过 专项 研究启 动做 了, 并且
取得了阶段 性成 果, 初见 了成效, 后来不 知因 何半途 而废

能力; 获取 有关信 息与 资料的 能力; 利 用、评价 有关 信息
与资料的能 力; 学习 消化 有关 信息与 资料 后, 利用 获取的

了。建议以原 来立项 和取 得的阶 段性 成果为 基础, 继 续启
动并推进武器装 备案 例教学 素材 库建 设工程, 为改革 创新

知识解决当 前问题和 延伸 解决其 他类 似问题 的能 力等。协
作学习, 则 是一定 要有 讨论、交 流环 节, 通 过讨 论、交流

军队院校教学模 式、全面 提高 军事 人才培 养质 量提供 重要
支撑平台。这对我 军院校 教育 乃至 部队继 续教 育都是 一项

中不同观 点的 交锋, 补 充、修正、加 深每 个学生 对当 前问

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题及其解决 方法 思路 的理解。 至于效 果评 价环节, 与建构
主义教学模式下的其他 几种教 学方 法的效 果评 价环 节基本

二是必须对 考试 考核和 成绩 评定方 法进 行改革 。按照
新教学模式的内 涵, 评定 学生 学业 成绩的 主要 形式不 是考

相同, 都应包括学 生个 人的自 我评 价和学 习小 组对 个人的
学习评价, 评价内容 主要 包括 自主学 习能 力、对小 组协作

试, 而是教 学过 程各 环 节特 别 是讨 论交 流 环节 中的 表 现。
通过讨论, 不仅可以考 察学生知识理解掌握 的深度和 广度,

学习所做出的贡献和是 否完成 对所 学知识 的意 义建 构等方
面。按照这种教学方 法, 学生 学习 的过程 就是 解决 问题的

还可 以从个性化发展的角 度考 察学 生的创 新思 维能力 和对
问题的发散 理解 能力。因 此, 教师 在整个 教学 过程中 必须

过程, 由该过程即可 直接 反映 出学生 的学 习效果, 因此从
理论上说, 学生学 习效 果的评 价无 需进行 独立 于教 学过程

重视观察记 录学 生的表 现, 包括 记载 完成作 业实 验、撰写
报告 论文、参 加创新 实践 等方面 的情 况。这无 论对学 生还

之外的专门 考试, 只需 在学习 过程 中随时 观察 并记 录学生
的表现即 可。实际 中, 考虑 到种 种其他 因素, 对 学生 最终

是对 教师, 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结束语

学习成绩的 评定, 至少 可以以 对他 们在学 习过 程中 的表现
的观察记录为主要依据, 而以考试成绩为辅。
在按 / 抛 锚式0 教 学方 法组 织教学 时, 教师 应成 为学

学历合训和 工程 技术这 两类 专业 的人才 培养 目标、培

生建构意 义的 帮助者、 指导者。 这种帮 助、指导 的作 用主
要表现在以 下几 方面: 一 是激 发学生 的学 习兴趣, 帮助学

养规格有所不同, 这就决 定了 在课 程体系 和教 学模式 设计
上也应有 所 不同。本 文 从学 历 合训 专业 的 人才 培养 目 标、

生产生学习 动力; 二是 通过创 设符 合教学 内容 要求 的情境
和问题, 指 导学生 采用 探索法、 发现法, 通过主 动搜 集并

培养规格出发, 着 重探讨 了其 课程 体系的 设置 原则和 教学
模式教学 方法。提 出以 / 打 牢通 识理 论基础、 拓宽学 科专

分析有关的信息资料和 对所学 习的 问题提 出各 种假 设并加
以验证, 去建构当前 所学 知识 的意义; 三 是组 织讨 论与交

业知识面、重 视学 科交叉 融合、增 强岗 位任职 适应 性、提
高跟踪军事高 科技新发 展能 力0 作 为构建 学历 合训课 程体

流, 并在此过程中 通过 适当提 问和 提示新 旧知 识之 间联系
的线索, 引导学生 把当 前学习 内容 所反映 的事 物尽 量和自

系的基本指 导思 想。建议 淡化专 业意 识, 前三 年按工 科和
非工科两大 类打 通专业, 学习相 同的 通识课 程, 第四 年才

己已经知道 的事 物、已经 学过 的知识 相联 系, 并对 这种联

按学科分 流学习 、实践; 课 程教学 中, 最好 按建 构主 义教
学模 式、采用 / 抛锚式0 教学方 法组织实施教学。

系加以认真 思考, 使 讨论 朝有 利于意 义建 构、问题 解决的
方向发展, 一步步加 深学 生对 所学内 容的 理解, 不 断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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