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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究 军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 的一部力作
董 鑫旭 ，龚 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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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科技人 才培养模式研 究》 一书 系统分析 了影响 军事科技 人 才培养模 式的基本 因素 ，对
信 息化条件 下军事科技人 才培 养模 式进 行 了初 步构建 ，为 更好 地培 养高素 质军事人 才提供 了必要 的理论 支持。
本 文对 该 书 的 突 出特 点进 行 了详 细介 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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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探索军事科技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

金立项资 助、军事科学 出版社 出版 的 《军事科 技人 才培养
模式研究》 一书 ，紧紧 围绕军 事科技人 才培养 模式 问题进

（
三 ）对信息化 条件下军事科技人 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进
行了初步探索。该 书通过对 “宽 口径 、厚基 础” 的军事 科

行 了系统研究 ，在探 索高素 质军事人 才培养 特别是 军事科
技培养方 面取 得 了可喜的研究 成果 。纵览 全书 ，感 到该书

技人才培养 模式 、基 于学 科建设 培养 军事科 技人 才 模式 、
依托重大科研项 目造就 高素质 军事科 技人 才模式 、基 于 国

观点鲜 明 ，逻 辑严密 ，深入 浅 出，是一部 深入研 究军 事科
技人 才培养模式 的力作 和新作 ，具有如下几个 突出的特点 ：

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建设 高素质 军事科 技人 才模式 、军 事科
技人才 国际化培养模 式 、依托 国民教育 培养军 事科技 人才

（
一 ）对军事科技人 才培养模式概念进行 了富有新意 的
概括。清晰明确 的概念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军事科技人才

模式的理论分析 ，遵循 军事需 求牵 引规律 、军 事科技 发展
规律 、军事科技人才 成长规 律 ，对 信息 化条件 下军事科 技

培养模式研究》一 书借鉴人才 培养模 式的一 般概念 ，结合
军事科技人才 的特点 ，对军 队科技人 才培养 模式 的概念进
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证 和概括 ，对 “军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 ”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 了初步构 建。该培养 模式 的人才 培养 目
标是 ，通过跨学科 、多 专业 的交叉融合 培养 ，使 培养 对象

概念进 行了这 样的界定 ：在一定教 育思想 和教育 理论 的指
导下 ，遵 循军事科技人 才成长 规律 和军队建 设需要 ，由人

成为适应 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 需要 的高素 质复合 型军事
科技人才。该培养模 式的体 制机 制是 ：①健全 完善 军事科
技人才管理体制 。包 括组建 结构合 理 的团队 ，构建选 拔优

才培养 目标 、教育 制度 、培养方 案 、教育教 学过程 与运 行
机制等要 素构成体 系 的总称。应该说 ，这个 概念 在理论 上

才 的培训体制 ，坚持 类别原 则实施 因才施 管 ，建立 有利 于
军事科技创新的人才 考核评 价体 系。② 构建科 学有 效的军

比较完备 。与一般人 才培养模 式相 比，军 队科技 人才培 养
模式的显著特点是 ，强调 “军 队建 设需要 ”在军 事科技 人

事科技人才激励 机制 。重视 精神 激励 ，建立 动态 的多层次
的激励机制 ，营造 有利 于军事科技 人才成 长 的环境 。③完

才培养中的牵引作用 ，正 确揭示 了军事科 技人才 培养 的双
向驱动作用原理。

善合理 的军事科技人 才流 动机制 。包 括健全 军事科 研机构

（二）对影 响军事科技人才培 养模式 的基本因素进行 了

科技人才 内部流动机制 与优胜 劣汰进 出顺 畅的军事 科技人
才流动机制 。④ 构建 创新 型军事 科技人 才聚集 机制 。包 括

系统论证。军事科技 人才培养 模式 ，是一 个 由多种 因素 构
成的复杂系统 。研 究影 响军事科 技人才 培养模式 的基本 因

实行重点资助造就 军事科技 创新 的领军 人才 ，依托 国防关
键技术研究培养青 年军事 科技人 才 ，搭建 科研平 台提升 军

素 ，其 目的就是要 搞清楚 军事科技 人才 培养模式 这一 系统
与外部其他系统之 间的作用关 系 ，从 系统论 的角度审视 军

事科技创新 能力 。⑤构建 科技创 新对 军事 科技人 才培养 的
动力机制 。依 托 军事 科技创 新 ，提高 学科 专 业建 设水 平 ，
提高军事科技类学员 的科技创新能力。
《军事科技 人才 培养 模式研究 》 作为一部 学术性 专著 ，
论述 比较流畅 ，恩路 比较开阔 ，避免了一些 学术著作拖沓 、
不紧凑 的毛病 ，便 于学习 和借 鉴 。同 时 ，该 书大 量使用 历
史数据 和事 例 ，使该 书的立论 非常严谨 和生 动真实 。总起
来说 ，《军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是一部有特色 、有新
意 、有创新 的理 论著 作 ，为更好地 培养军 事科 技人才 提供
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事人才培养模式 ，为选 择和创新 军事人 才培养模 式提供 依
据。应该说影响军 事科技人 才培养模 式 的因素众多 ，但 从
中外军事科技人才 培养 的实践来看 ，其 基本 的因素 主要 体
现在科学技术 、战争形态 、社 会环境 等几个 方面 。运用 历
史与现实相结 合 、理论与 实践相结 合 的思 路 ，通过 系统 论
证 ，该书提 出了这样三个 明确 的观点 ：科学技 术发 展是影
响军事科技人才 培养模式 更迭变 化 的内在动力 ，战争形态
转变是影 响军事 科技 人才 培养 模 式发 展变迁 的直 接需 求 ，
社会 环境 变化是影 响军事 科技人 才培养模 式转换 的必要 条
件。这样 的概括 不仅 符合 军事 科技 人才 培养 的历 史 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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