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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军交运输指挥人才
区域化联合培养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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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主席在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 要 根据军事 人才成 长规律 和各类 岗位需 求, 强化院 校和

部队合力育人, 努力形成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衔接、使 军队人 力资源 得到开 发和利 用。充分利 用部队 资源, 构
建区域化联合培养信息化条件下军交运输指挥人才机 制, 是军交运 输建设 贯彻科 学发展 观, 适应新 军事变 革的
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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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gional Co- operation Training Mode for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Personnel
GONG Zheng, FANG Fang, YANG Yin
( Automobile Management I nstitute , Bengbu, Anhui 233011, China)
Abstract: Chairman Hu stressed in the military training sess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academies to
fosten personnel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growth of military personnel and the demands for various jobs, and strive to link up the
for colleg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 so that the man power of the army can be exploited and utilized. To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for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and to adapt to the new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military resources and construct the regional co- operation training mechanism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infor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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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胡 主席在全 军军 事训练 会议 上强调 : 要根 据军事
人才成长规律和各类岗位需求, 强化院校 和部队合力 育人,
努力形成院 校教育与 部队 训练衔 接、使军 队人 力资 源得到
开发和利用 [ 1] 。 军队建 设, 人才 为本 , 在新 的形 势任 务面
前, 探索建立更具专 业特 点、更为 有效的 人才 培养 模式是
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项 重要 任务。构 建区域 化联 合培 养高素
质新型军交 运输指挥 人才 机制, 是 军交运 输建 设贯 彻科学
发展观, 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必然要求。

比较明显, 但这些优质 教育资源向战斗力转 化的过程 偏长;
四是人才的使用 管理 进一步 规范, 但非合 理流 动现象 依然
严重 。通过以 上分析 可以 看出: 目 前军交 运输 指挥人 才生
成链 中, 专业 院校具 有丰 厚的智 力资 源, 但任 职教育 的实
践教育功能发挥 不明 显; 部队 军交 运输系 统具 有广阔 的实
践平 台, 但缺 乏有效 的联 合训练 机制 引导和 理论 支撑。因
此, 通过拓展 院校任 职教 育的实 践空 间, 增强 其对部 队军
交运输实践活动 的指 导功能, 是培 养高素 质军 交运输 指挥
人才 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军交运输指挥人才区域化联合培养模式的
基本内涵

二、军交运输指挥人才区域化联合培养的必要性

区域化 联合培养 军事 人才, 是 指以部 队保 障区 域或保
障任务划分, 成立 由专 业院校 指导 的具有 战区 任务 特点和
军事地理特色的任职 教 育基 地, 实施 / 院校 和部 队一 体化
培养0 的教 育机 制。近年 来, 为了 提高军 交运 输指挥 人才
的综合素质, 在任 职教 育专业 院校 中加大 了对 在职 军交运
输指挥人才 的培 养力 度, 但还 存在一 些问 题: 一是 任职教
育在院校教 学中得到 了加 强, 但与 部队岗 位还 没有 形成完
美的对接; 二是 部 队系 统内 高 素质 人才 培 养得 到 了重 视,
但没有形成 整体效应; 三是利 用地 方院校 教育 资源 的优势

X

( 一) 实施区 域化 联合培 养, 可以 发挥 整体优 势, 推
进人 才队伍建设全面发展
当前, 军交运输 指挥 人才 队伍主 体还 缺乏信 息化 条件
下军交运输 指挥 实践, 高 素质新 型人 才匮乏。 专业院 校作
为人才生 长的摇 篮, 教育 资源 丰富、师 资力量 雄厚 , 是人
才队伍建设 的重 要基地; 部队作 为人 才成长 的舞 台, 应用
理论丰 富、实 践空 间广 阔, 是 人 才队 伍 建设 的 重要 平 台。
在实际训 练实践 中, 部队 军官、士 官的 战术技 术扎 实、组
训方法灵 活, 而高 科技含 量不 高、教学 水平偏 低。院 校储
备了一批高 科技 人才, 而 装备实 际操 作人 才紧 缺 [ 2]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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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与部 队联 合培养, 可以取 长补 短, 形成 整体 合力, 尽
快扭转高素 质新型军 交运 输指挥 人才 匮乏的 不利 局面。专
业院校与 部队 要 树立 / 合 力育 人才0 的 观念, 通 过联 合,
变 / 尾追式0 培 养为 / 跨 越式0 培养, 合 力造 就一 大批既
能驾驭高技 术军交运 输保 障装备, 又能保 障信 息化 条件下
作战胜利的新型军交运输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
( 二) 实施联合培养, 能够促 进沟通协作, 推进人才队
伍建设协调发展
目前, 专业院 校与 部队 在联合 培养 人才 上, 整体 发展
还不够平 衡。近年 来, 专业 院校 通过整 合教 育资 源, 调整
专业设置, 提高培训 层次, 在 高素 质新型 军交 运输 指挥人
才培养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相对而言, 部队受传统 思维、
师资力量和 基地 设施 的影响, 在人才 培养 上步伐 迟缓。院
校和部队要树立军交运输人才 / 大教育、大 培训0 的 观念,
加强沟通协 作, 把军 事变 革孕 育的新 理论, 推 进人 才建设
积累的新经验, 转 化为 联合培 养新 型军交 运输 指挥 人才的
新思路和新措施,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发展。
( 三) 实施联合培养, 要适应 时代要求, 推 进人才队伍
建设可持续发展
人才建设与保 障力生 成模 式相适 应、相 协调, 是 发挥
人才建设效 能的 根本 要求。当 今时代, 信 息技 术以 超常的
速度推动着由知识创新 和技术 革命 导致的 信息 化社 会迅猛
发展。在军交运输建 设领 域, 新军 事变革 引领 军交 运输保
障力量向一体化、保障系统向智能化、保 障指挥向高 效化、
保障环境向 透明化方 向发 展, 要求 军交运 输队 伍必 须不断
学习, 不断 更 新 知 识。因 此, 仅 靠 / 一 次 性0 院校 教 育,
已远远不能满足履行岗 位职责 和适 应军交 运输 建设 转型的
需要, 必须走开专业 院校 与部 队联合 培养 的新路 子, 才能
把人才建设 过程与保 障力 建设过 程协 调起来 , 进一 步拓宽
育才渠道,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军交运输指挥人才区域化联合培养的可行性
( 一) 符合上级的精神, 具有较好的思想基础
军交运输指挥人才 区域化 联合 培养是 我军 人才 建设历
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院校与 部队的合作 交流,
聂荣臻 1940 年 7 月在晋察冀 军区高 级干部会 议上的 讲话中
明确要求: / 学校中教职员工作过久 的, 可以抽 调到部队中
去实际锻炼, 部队中 的干 部也 可以抽 到学 校中办 教育, 整
理经验教训, 相互调剂0 [ 3] 。新中国 成立后, 为了适 应军事
人才培养的 需要, 部队 和院校 在共 同育人 的过 程中 进行了
诸多尝试, 并取得了 一定 的成 绩。随着现 代教 育理 念对军
校建设和发 展的影响 不断 深入, 各 级领导 对院 校在 人才培
养中的作用 和地位的 认识 不断增 强, 许多 部队 在依 托院校
培养人才方 面也 进行 了各种 努力。新 形势 下, 军委 胡主席
又强调要强 化院 校和 部队合 力育 人才。所 有这些, 都为军
交运输指挥人才区域化联合培养提供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 二) 立足现有条件实施, 具备较好的保障条件
目前, 专业院校已经 储备 了丰富 的教 学人 才资源 和较
完备的教育 理论 体系, 部 队也 建有较 完善 的训练 基地, 任
职教育实行 区域 化 模式, 可 供 选择 的教 学 基地 数 量较 多,
部队不需要 进行大规 模建 设, 院校 也不需 要大 幅度 调整编
制体制, 立 足现有 条件 可以实 施。同时, 将院校 的训 练基
地分散配置在部队, 还可 避免 院校 重复 建设 / 大而 全0 的
训练基地, 能节省一定的人力和经费。
( 三)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符合军事指挥人才成长规律
人才培养是一 项长期、 复杂的 工程, 这 就要 求我 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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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结 合军事指挥人才的自身特点和时限要求 创新培养 模式,
尽量缩短成 长周 期, 提高 人才培 养效 率。军交 运输指 挥人
才的院校教育属 于继 承期, 毕 业到 部队工 作开 始有真 正的
指挥实践活 动, 但还 有很 多需要 学习 继承的 东西, 这 就进
入了继承期的融 合阶 段。融合 阶段 的长短 及效 率决定 了人
才成长的质 量和 效益。实 行区域 化培 养模式, 实质上 是本
来属 于融合阶段的任职教育的 / 回归0 , 使其从纯 粹的院校
继承教育回到继 承与 创造相 结合 的融 合教育, 这样不 仅缩
短了成才周 期, 而且 使继 承与创 造、理论 与实 践更紧 密地
结合在一 起, 更符 合军事 指挥 人才 的成长 规律。同 时, 院
校定期到各教育 基地 巡回指 导和 教学, 还 能了 解到第 一手
的训练和保 障资 料, 能真 正实现 教学 相长、优 势互补 的目
的, 促进教学 人才 的成长。 另外, 从 外军 的经 验看, 进行
区域性的针对性 训练 也是人 才培 养的 重要途 径。如美 军针
对未来可能遂行 的特 殊作战 任务, 建立了 寒区 作战训 练中
心、热带丛林 作战 训练中 心、沙漠 地带 作战训 练中 心、山
地作战训练中心、 高原作 战训 练中 心以及 城市 作战训 练中
心等许多具有特 殊环 境条件 的训 练基 地, 定期 对部队 和军
校学 员、在职 军官进 行培 训, 以提 高其在 各种 作战环 境下
和各 种作战样式中的作战能力。
( 四) 对现行教育培训体制不会造成冲击, 教育成本较低
实行区域化 培养 模式, 不 会出现 因为 制度和 成本 问题
半途而废的现象, 因为区 域化 联合 培养实 质是 对院校 和部
队各方面训练资 源的 统筹运 用, 培 养出适 应未 来作战 特点
和部队岗位 需要 的综合 型人 才, 符合 部队建 设实 际, 符合
总部关于院校体 系建 设和人 才战 略工 程的总 体意 图, 且不
需要改变现行教 育体 制的基 本模 式, 只是 将任 职教育 纳入
部队 训练体系之中。

四、军交运输指挥人才区域化联合培养的途径
( 一) 通过联合开 展科研活动, 提升人才培养层次
部队和院校 通过 联合开 展科 研活动 可以 相互促 进, 共
同提 高, 既可 以提高 培养 人才的 质量, 又 可以 促进成 果的
转化 。如在军 交运输 信息 化建设 中, 院校 科研 队伍缺 少保
障实 践经验, 部队缺 乏信 息化人 才, 科研 成果 与部队 需求
脱节 , 科研成 果不能 如期 形成保 障力 的问题 比较 突出, 迫
切需要建设 一支 专 业院 校 和部 队专 家 相结 合的 科 研队 伍。
区域 内部队人员可以为院 校科 研工 作提供 准确 的建设 需求
分析 , 丰富专 业院校 专家 的实践 经验, 从 而有 效提高 科研
成果的实效 性和 适用性。 另一方 面, 专业 院校 专家作 为科
研队伍的主 体, 可以 促进 部队军 交运 输专家 队伍 建设, 牵
引部队技术革新 和攻 关活动, 带动 部队人 才队 伍整体 建设
水平 的提升, 加速科 研成 果转化 过程, 及 时将 最新研 究成
果应 用于部队实践。
( 二) 通过联合推广新装备运用, 加快人才培养步伐
信息化条件下军交运输保障, 要求加快军交运输保障新
装备的推广和发展创新。目前, 配发部队的部分军交运输保
障装备, 由于保障队伍人员的信息化素质跟不 上, 致使新装
备的实际使用效益不高。单纯依靠部队训练, 无法在短时间
内使新装备形成战斗力, 必须建立专业院校和部队联合推广
装备运用的模式。一方面, 要发挥专业院校的主导 作用, 建
设院校定期组织集训和到部队举办相关培训班的人才培养机
制, 加快新装备使用管理人才建设, 提高新装备形成保障力
的实时性。另一方面, 在新型军交运输保障装备上要优先考
虑专业院校, 使理论教学与保障实际结合起来, 避免发生学
用 / 两张皮0 的现象。
( 下转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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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心理疏导课, 内 容主 要针对 新学 员很难 适应 紧张 的训练
生活所带来 的思想波 动。在新 学员 入学入 伍强 化训 练的节
奏上, 应注重劳逸结 合。新学 员入 学入伍 强化 训练 应按纲
施教, 合理 安 排训 练 时间。课 余 时间 组 织训 练 是 必要 的,
但应把握 好度。训 练时 间应合 理安 排, 不搞 疲劳 战, 防止
大面积伤兵产生。
( 二) 在训练内容上, 应增加符合 现代军人 要求的元素
和项目
1、加入 / 团队精神0 训练元素
在新学员入 学入 伍强 化训练 中, 尽管 体能 训练项 目大
都以个 体训 练 的形 式出 现 的, 但 是, 在 进行 教 学 设计 时,
把体能与心 理 训练 的课 目 整合 为具 有 竞争 性的 对 抗项 目,
从而激发学 员的竞争 意识 和团队 精神。团 队精 神训 练不仅
给学员的个 人心理以 极大 的震撼 刺激, 而 且不 断地 使学员
的个体心理和行为向集体的目标与行为转变。
2、加入 / 自信心0 训练元素
首先要教育学 员要有 积极、 自信、乐 观 的态 度, 注重
充分发挥每 个学 员 的长 处。要 引导 学员 发 挥自 身 的长 处,
扬长避短, 不把缺 点当 包袱, 使 自信 心常 在。其 次, 努力
提高体能 训练 的运动 技能。俗 话说, 艺 高人 胆大。自 信心
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 技能 的掌握 和提 高, 尤其 在一 些难度
高、技巧性强和危险 性较 大的 项目训 练中, 动 作技 能的熟
练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3、增加 / 意志力0 训练项目
意志力是军人完成 体能训 练任 务必须 具备 的重 要心理
功能。在体 能训练 中, 应选 择一 些难 度高、 运动 量大、训
练时间长的 训练项目, 如 5000 米 跑, 并相 应设计 / 坚持到
底0 、 / 全力冲 刺0 等训 练课目。根 据学员 的个性 差异, 有
针对性地培 养意 志品 质。例如, 对 于行动 盲目 和易 受暗示
的学员, 应 加强目 的性 教育, 培 养其目 的性、自 觉性 和原
则性; 对于 优柔寡 断、冒险 轻率 的学员, 应培养 其大 胆果
断、沉着细心的品质; 对于缺乏自信 心、有自卑感的 学员,
应加强正 面引 导、给予 鼓励, 充 分调动 其积 极性; 对 于缺
乏毅力、恒心的学员, 应着重锻炼其坚韧顽强的精神。
4、增加 / 敢为性0 训练项目

勇敢是军人 必须 具备的 一种 重要品 质。敢为 性属 于人
的性格特征 的一 个重要 方面, 在 体能 训练中, 往往表 现为
英勇顽强 的 胆识。在 新 学员 强 化训 练教 学 模式 的设 计 中,
可以编排 / 撑 杆跳0 、 / 高台 跳水0 等课 目。心 理 训练 中,
教员要使学员真 正明 白敢为 性固 然有 遗传基 因的 因素, 但
主要 是靠后天培养的道理。
5、增加 / 抗 挫折能力0 的训练项目
良好的抗挫折能力与 一个 人对 待挫折 的态 度有密 切的
关 联。因 此, 要 求 学 员 在 体 能 训 练中, 注 意 培 养良 好 的
/ 抗挫0 心态, 从而增强抗挫折能力。在体能 训练中 遇到各
种挫 折是 常有 的 事, 可以 设 计 / 直 面 批评0 的 训练 课 目,
通过阶段性 训练 小结的 形式, 组 织以 班为单 位, 每人 依次
讲评其他同学在 体能 训练中 的缺 点或 者不足。 规定批 评者
与被 批评者应遵循的原则是: 批评时气 氛庄重、态度 诚恳,
批评的内 容要真 实、有理 有据; 批 评者 要对事 不对 人, 不
能进行人身攻 击; 被批 评者要本着 / 有则改 之, 无则加 勉0
的态 度, 诚心 诚意地面对每一名同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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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通过联合组织训练演习, 改善人才培养结构

队要依托专业院 校组 织在职 干部 进行 以更新 知识、提 高能
力为 主的训练活动, 改善人才培养结构, 提高任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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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交运输专 业是 一门 以交通 工程 技术为 基础, 以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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