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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工 作方法, 这 种方法 非常适 合教学 的实际 需要。本文 结合

任职教育院校教学特点及对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的需 求, 探索出 / 社 会调查 模式教 学法0 在任 职教育 教学中 的应
用实践, 对任职教育院校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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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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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obile Management I nstitute, Bengbu, anhui 233011, China)
Abstract: Social investigation is a kind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cognition and work. This method fit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eaching. Based on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y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 teaching in social investigation mode0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 which is of certain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teaching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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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教 育 的特 点主 要 体现 在具 有 明确 的岗 位 指向 性、
培训内容 针对 性、较强 的实践 性、一定 的动 态性、能 力培

Durkheim, 1858- 1917) 创立的研究假设) ) ) 经 验检验) ) ) 理
论结论的实证程序;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托福 ( S1A1Stouffer,

养的全面性。 因此在实施任职教育教 学时必须 以岗位指向

1900- 1960) 和 拉扎 斯 菲 尔 德 ( P1F1Lazarsfeld, 1901- 1976)

为出发点, 紧贴专 业发 展前沿, 精选培 训内 容, 设置 符合

关于社会统计调查及变量关 系分析方法的研究, 都对调查方

任职需要的 实践性教 学环 节, 从而 提高培 训对 象的 全面素

法的规范化和定量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此 外, 现代社会

质。近年来, 各 院校针 对任 职教 育培训 对象 的特 点, 为改

调查还从其他学科移植、吸收了一些科学方法 或技术, 如从

善教学方法 做了大量 的探 索。笔者 通过对 现代 社会 调查方

统计学中吸收了统计方法; 从心理学中吸收了社会心理测量

法的研究, 结合所在 院校 教学 特点, 将这 种科 学的 认识方

法; 从民族学中吸收了参与观察法; 从新闻学中吸收了访谈

法和工作方 法引入到 军事 任职教 育院 校教学 中, 建 立了一

法; 从数学、计 算机 科学 中吸收 了数 据处理 方法 和技 术等

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教学模式。

等。所有这些方法和技术, 都使现代社会调查的方法变得越

[ 1]

一、现代社会调查发展趋势

来越丰富, 越来越科学。
现代化趋势。随着 近代科 学 技术 的发 展, 照相 机、摄

现代社会调查, 一般是指 20 世纪以 来, 特别是 第二次

像机等新型工具 在社 会调查 中的 应用, 使 得社 会调查 的效

世界大战 之后 的社会 调查。随 着社 会经济、 政治、文 化的

率和质量大 大提 高。特别 是电子 计算 机的普 遍推 广, 使许

不断发展, 现代社会调查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多大规模的抽样 调查 和普查 以及 各种 复杂的 统计 分析, 都

广泛化趋势。主要 体现 在: 调查 主体 日 益扩 大、调查
内容日益多样、社会调查范围日益扩大。
科学化趋势。主 要表现在 社会调查的 方法日益 程序化、

可凭借电子 计算 机的高 速运 算得到 及时、准 确的 结果。社
会调查的应 用范 围和科 学性、精 确度 等, 都达 到了一 个前
所未 有的新高度。

规范化、数量化和精确化。在这方面, 社会学家们做出了 比

专业化趋势。这是 社会调 查广 泛化、科 学化 和现 代化

较突 出 的贡 献. 例 如, 法 国 著 名 社 会 学 家 迪 尔 凯 姆 ( E.

的客观要求 和必 然结果。 它主要 表现 在两个 方面: 一 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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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体单 位的调查 机构 和人员 日益 专业化 ; 二是 独立的

际调查 过程 中, 访 问法 与 观察 法可 结 合 使用、 互相 补 充,

营业性调 研机 构不断 涌现 和日益 壮大。例 如, 在 美国, 除

得到最佳的调 查效果; 三是德尔菲法。德 尔菲法 是 20 世纪

盖洛普的美国民意测验所外, 还 有兰德、斯坦福、哈 里斯、

40 年代美国兰德公司 设计的一 种预测 方法, 它 是一种 集体

赛林格等众 多全 国 性的 调研 公 司。第二 次 世界 大 战之 后,

预测性调查方法。 在任职 教育 院校 教学中 运用 此种方 法的

独立的营业 性调研机 构在 欧洲、日 本等发 达国 家也 都有很

具体步骤 是: 明 确调 查内 容 ) ) ) 学员 分组 并编 号 ) ) ) 教员

大的发展。

将要 预测调查的内容写成 明确 的调 查提纲 分别 送给不 同小

二、社会调查在军事任职教育院校教学中的应用

组, 要求用书 面形式 调查 后作答 ) ) ) 各 小组 在互 不通 气的
前提下各自得 出调 查结 果反馈 给教 员 ) ) ) 教员 汇总各 小组

马赛拉斯 ( B1Massilas) 和 考克 斯 ( B1Cox) 是 最早 将社

意见, 经过分 析, 将结 果再 反馈 给各 小组 ) ) ) 各 小组 根据

会调查模式 应用于教 学的 代表人 物。他们 主张 将课 堂学习

反馈资料, 重 新考 虑原来 意见, 既 可改 变, 也可 坚持 原来

与社会中的 现实问题 有机 联系起 来, 重视 引导 学生 去观察

结果。再将结 果反 馈给教 员。这 样, 循环 往复, 经过 几轮

社会、了解 社会; 通 过实践, 树立社 会责 任 感, 以达 到认

反馈 , 各小组 的意见 将会 趋向统 一, 最后 会形 成集体 的预

识和行动统一的目的。

测调查结论。这种 调查方 法的 最大 优点就 是在 于排除 了调

将社会调查 教学 模式 引入军 事任 职教育 院校, 最 基本
的工作是设 计调查方 案, 而设 计调 查方案 的首 要问 题是选

查中无法完全排 除的 各种心 理因 素的 干扰, 从 而使调 查结
果更 加能准确反映出全体学员的共同意见。

择调查类型。根据 任职 教育院 校的 教学特 点和 不同 的调查
标准, 社会调查教学 模式 主要 分为三 类: 一是 全程 调查模
式。所谓全程调查模 式就 是在 某门课 程开 课同时, 将调查

三、社会调查模式在军事任职教育院校教学中
的运用实例
现以 / 车辆封存 必要 性调 查0 为 例, 具 体说 明社 会调

内容进行布 置, 并可 根据 调查 内容的 多少, 将 学员 分成若
干小组, 分 别调查 不同 的内容。 在授课 的过 程中, 教 员可

查模 式在军事任职教育院校教学中的运用。

针对上课时 涉及到的 调查 内容, 组 织各调 查小 组人 员进行

调查准备阶段。 ( 1) 明确此次调 查的目的。通过 调查,

讨论, 交流 调 查心 得 和取 得的 成 果, 达 到加 深 感 性认 识,

使全 体学员了解当前部队 车辆 封存 的现状 以及 各项规 定的

提高任职 能力 的目的; 二是个 案调 查。所谓 个案 调查, 属

落实情况; 探究车辆在 封存与不封两种状态 下的腐蚀 情况;

于典型性调 查的范畴, 是指为 了解 决某一 具体 问题 对特定

分析当前部队车 辆封 存必要 性, 提 高全体 学员 的实践 和创

个别对象进 行的 调查。例 如, 为了 弄清管 理类 课程 中具体

新能力。 ( 2) 明确调 查内容 及调查 对象。此次 调查的 内容

可行的管理 方法、解 决实 践课 科目的 优化 操作方 案、反映

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 面: ¹ 当 前部 队车辆 封存 规定落 实情

教学内容与 部队实际 之间 的矛盾 等所 进行的 调查, 都属于

况; º 部队车 辆封存 状况; » 车辆 封存状 态与 不封状 态腐

个案调查; 三是抽 样调 查。所谓 抽样调 查, 就是 运用 一定

蚀损 失状况; ¼新型 柴油 车性能 状况; ½ 部队 车辆使 用情

的方法在调 查 对象 总体 中 抽取 一部 分 调查 对象 作 为样 本,

况。[ 4] 依据将要调查的内容和学院教 学的实际, 确 定了以下

并以对样本 调查的结 果来 推断总 体的 方法。抽 样调 查的程

调查对象: ¹ 来我 院深造 的来 自全 军各军 交系 统的现 职干

序一般应按 照设 计调 查方 案 ) ) ) 界定 调查 总体 ) ) ) 选 择抽

部学员; º 某装甲 师汽车 营及某 集团军 司训大 队。 ( 3) 进

样方法 ) ) ) 编制抽 样框 ) ) ) 抽 取调 查样 本 ) ) ) 评 估样 本质

行外部协调。外部 协调对 于社 会调 查来说 是一 项非常 重要

量 ) ) ) 展开抽样调查的步骤依次进行。

的工作, 它直接关 系到被 调查 单位 或个人 能否 有力地 支持

社会调查模 式应 用于 军事任 职教 育院校 中, 可以 采用

该次 调查活动, 关系到调查成果的多少、调 查质量的 好坏。

以下几种方 法。一是 现地 观察 法。观察是 一种 直接 调查方

在进行前期 协调 时, 依靠 学院和 系的 支持, 反 复与被 调查

法, 是一切认识和科 学研 究的 起点。现地 观察 法就 是调查

单位和个 人联系 , 确定调 查的 时间、地 点, 以得 到其 对本

者有目的、有计划 地运 用自己 的感 觉器官 或借 助科 学观察

次社会调查的支 持。本次 社会 调查 的时间 定在 课堂讲 授课

工具, 能动 地了解 事物 的方法。 采用此 种调 查模 式, 可依

结束 , 并将社 会调查 报告 定为其 实践 成绩, 按 比重加 入学

托任职教育 外出 参 观见 学机 会 进行。事 先 布置 调 查内 容,

员课程考试成 绩中。( 4) 对参与调 查的学员进行适当 培训。

参观时有意 识地加以 引导, 通 过细 致的观 察得 出初 步的调

调查 人员的个人素质和行 为是 赢得 被调查 个人 和单位 信任

查结果。比如, 通 过所 参观单 位的 训练内 容了 解近 期的训

和配合的 / 催化剂0 , 也是获得有价值资 料的必要 保证。本

练计划及该 单位的管 理效 能; 通过 武器装 备的 维护 保养情

次进 行社会调查的学员是干训 4 队的 30 名学员。教 员利用

况可以看出 该单位落 实上 级相关 规定 情况; 通 过观 察汽车

正课外的 2 个课时, 指导学员如 何与被调查 对象进行沟 通,

轮胎磨损程 度, 可以 间接 推测 车辆使 用情 况等; 二 是访问

如何 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 如何确定观 察点, 如何做 记录,

法。也称访谈法。在汉语中, / 访0 是指探望、寻求; / 问0

如何进行后期的数 据 ( 事 件) 分 析, 并 强调 要遵 守被 调查

是指询问、追究。所谓 访问法 就是 访问者 通过 口头 交谈等

单位的规章 和制 度, 严守 保密规 定, 并注 意举 止和文 明礼

方式直接向 被访问者 了解 情况或 探讨 问题的 方法。 相比现

貌。

地观察法主 要用 眼看, 访 问法 则主要 是用 口问耳 听。在实

调查阶 段。 ( 1) 对调 查学员 进行 优化组 合。根据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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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对调查 学员 进 行科 学合 理 的分 组, 是 提高 调 查效 率,

的最 终结论, 用文字 的形 式表达 出来, 这 也是 一个创 造性

保证调查质 量的 必要 措施。开 展调查 时, 将学 员分 成五个

劳动的过程。撰 写时, 教 员指 导学 员按 照调 查报 告的 写作

组, 每组负责一个调查内容。并由各组自 行选出调查 组长,

格式、写作要 求, 使结 构、材 料、写作 方法 都服 从于 服务

而后指导组 长对本组 将要 调查的 内容 对组员 进行 分工。充

于主题。主题 是灵 魂, 结构 是骨 架, 材料 是血 肉, 内 在联

分发挥每个 组员 的自 身特点 优势, 有 的负 责访谈, 有的负

系是 经脉, 共 同构成一个 有机 整体 ) ) ) 调查 报告。 ( 3) 评

责记录, 有 的负责 查询 资料, 有 的负责 抄摘, 有 的负 责后

价此次调查 任务。通 过评 价调查 结果, 判 断调 查目标 的实

勤等。强调团队协作精神, 调动和发挥每 位学员的积 极性。

现程度, 明确这一 点非常 有利 于学 员走上 工作 岗位后 指导

( 2) 对调查 学员进 行调 查指 导。在调查 过程 中, 教员 认真

实践 。如果感 觉这次 调查 结果不 是很 满意, 可 以指导 学员

细致指导调 查学 员严 谨、有序 地开展 调查 工作。主 要做到

制定 改正措施, 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独立完成。

了以下几点: ¹ 时刻提醒调查人员严格遵 守各项规章 制度,

四、结束语

遵守保密 守则, 注 意调 查秩序, 尊重被 调查 人员, 时 刻保
持礼节礼貌。 º 随 时注 意修正 调查 学员采 用的 不适 当的调

社会调查 模式在地方院校运用较为 广泛, 但目前 为止,

查方法。 » 给调查学 员提 供相 关的资 料, 比如 车辆 封存的

军事任职教育院 校类 似的教 学模 式仅 停留在 参观 上, 目的

条件、车辆 封存的 部位、车 辆腐 蚀的机 理等, 使 学员 在调

性不强、思考 不够 深入。随 着社会 调查 模式的 引入 , 不仅

查提问时提 高针 对性。 ¼时刻 给予调 查学 员于鼓 励。每当

能够大幅度地提 升任 职教育 的教 学效 果, 还能 够培养 学员

学员提出针对性很强的 问题或 者采 用的调 查方 法非 常恰当

的实际工 作能力 , 增长相 关方 面的 业务知 识。但是 , 在实

时, 及时给予表扬, 提 高他 们 的 调 查信 心。 ½ 采用 拍 照、

施的 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些不足, 今后在新 调查方法 应用、

摄像等方法 全程记录 调查 过程, 不 仅体现 出对 被调 查者和

新调查内容拓展 及调 查对象 拓宽 等方 面还需 继续 努力, 以

单位的尊重, 也能 为以 后的社 会调 查活动 留下 第一 手的资

求使 社会调查在军事任职 教育 院校 教学中 的应 用更加 规范

料。( 3) 指 导学员 整理调 查资料。调 查结束 后, 教 员及时

化、科学化、广泛化。

指导调查学 员将大量 的调 查资料 进行 统计, 并 按时 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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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由教员指导各小组长将各组结果统 一汇总, 做出 图表,
进行认真分析, 得出了目前车辆封存很有 必要的最终 结论。
( 2) 撰写调查报告。我们 把调 查到 的资 料和 分析 研究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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