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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院校研究生教育旨在拓展学员创新思维，全面提升学员综合素质。传统院校教学模式显然已经无法
满足当今素质教育发展的要求，更无法实现专业培养的预期目标。研讨式学习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学员
学习热情，将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为了提升军队院校硕士研究生教学成效，现基于研讨式学习背景就
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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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is to expand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ir overall quality. Obviousl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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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academies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oday’s 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much less achieves the expected goal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 rise of seminar-style learning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hanging learning
from passive to ac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postgraduates in military
academies, the teaching model for postgraduates in military equipment is now being explored
based on the seminar-based learning background.

Keywords
Military Equipment Science, Graduate Students, Seminar-Style Learning, Teaching Mode Reform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军队院校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主要途径，硕士研究生教育更是为部队输送大批高层次技术
人才的重要保障。就军队院校教育而言，因其本身性质特殊，学员在严格军事化管理学习环境下逐渐养
成了严明的纪律性和服从性。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员讲得多，学员参与少[1]。可见，传统教学模
式下学员缺乏自主思考与动手实践的过程，教学成效不高。随着素质教育的普及与推广，越来越多的教
育工作者就教学改革展开积极探索，这对于军队院校教学而言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提出：院校教育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
型军事人才”。传统教学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军事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军队院校教育改革迫
在眉睫。随着交互式课堂的兴起与广泛运用，军队院校也加紧了改革步伐，积极遵循“以学员为主体，
以教员为主导”的教学理念，突出学员主体地位。研讨式教学模式的引入有利于激发学员主观能动性，
培养学员创新意识，提高学员实战化水平。
随着部队发展对装备人才的迫切需求，各大军队院校大力推动军事装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旨在
培养一批专业化、高素质的新型装备人才。本文就当下军队院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教学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研讨式学习下的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旨在提高毕业学员综合水平
与职业素养。

2. 军事装备学的地位与作用
自人类社会出现战争以来，武器装备作为战争工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武器装备不仅是武
装力量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关键要素。军事装备学正是在军事装备不断研制发展与
使用管理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并随着军事装备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日益完善。随着部队发展对装备
人才的迫切需求，各大军队院校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大力推动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军事装备
学重点研究军事装备的建设、发展、应用及管理，是军队院校开设的基础学科之一。可以说，该学科体
现着武警部队现代化装备建设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创新教育模式，优化军事装备学学科培养体系，
大力提升院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不仅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必要要求，也
是推动我军装备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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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军事装备学重点研究武警部队军事装备体系建设、发展、保障及其管理规律，旨在指导武警部队军
事装备实践活动，培养武警装备和管理高层次人才。纵观当下军队院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
状，现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3.1. 学员在校学习时间不充分
军校硕士研究生一般分为学术型与专业型。以我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为例，学术型硕士要求学
员脱产在校学习；专业型硕士分为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全日制要求学员在校学习时间为一年，非全日制
要求学员一学期至少有一个月时间在校学习。从总体情况来看，学术型研究生名额少、入学要求高，学
习时间长，因此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员大多为专业型硕士。这就导致学员在校学习时间较短，学习之余还
要兼顾原单位任务与工作，使学员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更无法更加深入的展开学术研究，科研能
力较弱。

3.2. 教学内容与部队实践脱节
军事装备学重点学习军事装备发展、使用、管理和保障等基本理论，教学内容涉及定性抽象知识多。
事实上，很多学员，甚至是教员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军事装备，授课内容往往对照教材“照本宣科”，导
致教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枯燥。可见，传统授课依旧强调理论学习而忽略部队实践，导致教学
过程流于形式、纸上谈兵，学员对教员所授内容无法充分吸收与内化，更别说将所学运用于实践。

3.3. 考评形式单一、人才培养机制呆板
目前，军校硕士研究生教育中仍然存在传统教学中只重视理论成绩的短板。教员大多以学员期末考
试成绩作为考评依据，缺乏对学员科学研究和科研能力提升等全方面的跟踪评价。事实上，这种单一的
考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研究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学员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另外，大多院
校依旧受传统教育理念束缚，教学存在因循守旧、更新滞后、人才培养机制呆板等问题，使得考评形式
无法真正起到检验学员所学质量及实际能力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下军队院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还不完善，依旧存在传统教学中重理论、
轻实践的弊端。因此，要想实现新时代下装备人才队伍的快速发展，就必须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
法，推动军队院校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4. 研讨式学习下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的运用
所谓研讨式学习是指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教学。在军队院校教学中引入研讨式学习，有利于实现
以师生合作方式推进教学[2]。一方面，研讨式学习有利于培养学员独立思考与动手能力，充分发挥学员
主体作用。针对学员在校学习时间短的问题，教员可以基于学员课前掌握情况在教学中更加突出重点与
难点，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研讨式学习能够激发学员学习积极性，发挥学员主观能动性。针对问
题，不仅促进学员积极收集资料展开学习，对教员也能起到很好地激励作用，有利于教学内容及时得到
更新，更加与部队实践相结合。最后，研讨式学习丰富了教学方法与考评机制。教员可以将学员研讨学
习过程纳入到形成性考核中来，使人才培养机制更加成熟。由此可见，在教学中引入研讨式学习对更好
地完成军队院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而言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此，就研讨式学习下军事装
备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改革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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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明确教学目标，优选研讨主题
学员参与研讨兴趣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员所选研讨课题[3]，要想发挥研讨式学习的积极作用，
教员在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优选研讨主题，多设置开放性问题，积极带领学员对相
关问题展开研究。例如，教员在讲授专业课《军事装备学》这一课程时，首先要依据教学内容与教学目
标，结合该门学科重点、难点，针对性地选择研讨主题，最好多选取一些与军事装备理论相关的典型问
题或代表性事件。其次，教员可以依据教学计划将确定的研讨主题下发至各个小组，各小组学员在课前
分工收集相关资料，在课堂上上对收集的资料与研讨成果进行展示汇报。例如在学习“军事装备发展规
律”这一内容时，教员便可以让学员课前自己动手去收集相关资料。这样不仅有利于丰富授课内容，提
高学员积极性，也有利于增长学员见识，加深学员对军事装备发展规律的认知。

4.2. 采取小班教学，合理划分研讨小组
研讨式学习的核心要求是大多数学员均能参与其中。因此，教员要选择合适对象。一方面参与研讨
人数不易过多，要视班级人数适当分组[4]。传统大班教学要想实现所有学员均能参与发言只能缩短学员
发言时间，导致发言质量低、研讨效果差。只有采取小班教学才能保证所有学员均有机会参与研讨，畅
所欲言。另一方面，合理划分研讨小组，可视情况设置不同的研讨主题。不同主题的研讨有利于推动学
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有利于深华、扩展视野。

4.3. 加强教员引导，注重研讨效益
教员在组织研讨时，要关注研讨质量，提高研讨效果，要突出培养学员科研能力[5]。一方面，要保
证研讨前给学员充足的准备时间，如果时间仓促，学员很难进行充分的知识积累，很容易产生应付心理，
研讨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教员要积极参与学员研讨的全过程，加强引导作用，在每一次研讨结束时，
教员要组织各研讨小组进行汇报。事实上，汇报内容对整个课程学习而言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因
此，要想提高研讨质量，就要对学员汇报内容严格把关，教员要及时对学员汇报内容给予指导。例如，
教员可以要求各研讨小组将汇报材料提前上交审阅，从系统性、完整性及条理性等方面对汇报内容进行
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可以说，研讨式教学追求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交互式学习，不仅推动学员积极参与
其中，也鼓励教员不断提升自我知识积累与专业能力素养的提高。

4.4. 建立科学、完善的考核机制
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简单的理论考核无法真正体现学员的综合能力。因此，研究生考核还因充分
考虑学员的专业技能及各种综合素质能力。基于研讨式教学，教员可以将研究生考核分为三个部分，分
别为理论成绩、研讨成绩、论文或其他形式的作业。研讨成绩主要参考学员整个研讨过程的表现。例如，
课前是够积极收集资料，课堂是否能够认真参与研讨以及研讨汇报成果的质量等。另外，除期末考试和
研讨表现外，教员还可以利用论文或其他形式的作业作为最终成绩的考核依据。这样有利于考核机制更
加科学、完善，有利于学员更加积极参与到课堂研讨过程中，提高学员综合素质与能力，最终实现人才
培养目标。

5. 结论
军队院校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涉及课程大都涉及武器装备，理论性强、内容抽象、难点较
多。实践证明，硕士课程教学中采用研讨式学习有利于激发学员学习热情，锻炼学员思考、动手能力，
还有利于帮助学员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提升学员综合能力与素养。可见，军事装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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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教育要遵循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大方针，及时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模式，积极发挥学员主
体作用，将课堂交给学员，全面提升学员综合能力水平，这样才能培养出满足新时代下部队建设发展需
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装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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