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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 recruiting sergeant for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straight recruiting sergeant growth
path.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roops serving ability. Direct recruiting
sergeant for training uses “training institutions to army training and college professional training”
two-phase model, the training time ranging from 4 to 6 months. Now training military has some
problems in political quality of the training intensity deficiencies,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exposure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quality; it needs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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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招士官任职培训是直招士官生长路线中的重要环节，对其部队任职能力有效形成作用极其重要。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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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任职培训采用“训练机构入伍训练 + 部队院校专业训练”两阶段模式，培训时间4至6个月不等。
目前任职培训存在军政素质训练强度不足、职业养成熏陶不够和专业训练质量不高等问题，需采取对策
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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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军从 2008 年开始从普通高等院校直接招收毕业生到部队担任士官(以下简称直招士官)，现已成为
我军士官人才补充的一个重要渠道。在一些复杂专业技术士官岗位，如航空机务、通信导航、导弹、舰
艇等，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士官文化素质不高、发展潜力低的问题。但随着直招士官工作的开展，暴露出
目前直招士官院校任职培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直招士官培养质量和部队使用，这些问题需引起重
视并采取对策加以解决。

2. 直招士官任职培训的主要问题
直招士官从地方普通高校毕业后，首先需在部队院校(训练机构)进行任职培训，培训时间四至六个月
不等，然后才能到部队任职。以海军航空机务专业为例，直招士官在入伍后，首先在训练机构进行两个
月的入伍训练，然后到专业院校进行两个月的专业培训。根据部队用人单位反映的情况，直招士官分到
部队存在以下三个“偏低”问题。一是军政素质总体偏低。直招士官军事素质、政治素质明显低于部队
生长士官，与刚接收的国防生军官相比也有不小差距。二是岗位和职业认知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直招
士官对于士官岗位及所从事职业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有较大欠缺。三是专业能
力明显偏低。直招士官不论是专业理论还是专业技能，距离其所任职的专业岗位有较大差距，专业能力
满足不了任职需要。这三个“偏低”，反映了目前直招士官任职培训存在明显问题，对应概括起来主要
有以下三个：即军政素质训练强度不足、职业养成熏陶不够和专业训练质量不高[1]。

3. 直招士官任职培训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对上述直招士官任职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逐一分析。

3.1. 军政素质训练强度不足原因
目前直招士官入伍后一般先进行 2~3 个月的入伍训练，主要进行部队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学习以及
队列、基本军事技能强化训练，然后转入院校进行为期 2~3 个月的专业学习训练，主要进行针对今后任
职岗位的专业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在院校专业训练期间，由于训练时间有限(如海军航空机务专业为两
个月)，军事训练中断，政治类课程数量学时也压缩到最低极限。由此，直招士官的军事素质养成训练、
政治理论学习就主要集中在入伍训练阶段，本来时间就短，加之军事训练不够系统，且不能持续进行，
使得直招士官的军事素质难以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入伍训练)及队列条例的要求；
政治上由于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不能系统接受有关政治理论、我军光荣传统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和作
风纪律教育，政治素质难以有明显改观。以国防生为比较对象，虽然也是从地方院校入伍，但国防生在
四年本科学习期间安排了专门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环节，且四年间军政训练不断线，时间长，跨度大，
这就使得整体上直招士官的军政素质比国防生有不少差距[2]。显然，直招士官任职培训时间短、必要军
政训练内容缺失是造成直招士官军政素质训练强度不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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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职业养成熏陶不够原因
对士官而言，正确的职业认知和岗位认知是必须具备的，但目前的直招士官在这方面普遍比较缺乏，
究其原因，任职培训模式和学员管理方式不科学是主要原因。在培训模式上，直招士官的任职培训以院
校短训方式进行，入伍训练后直接进入院校，缺少到部队的岗位见学环节，造成其对士官岗位、对今后
所从事专业缺乏感性认识和准确定位，而且在整个训练期间，缺乏诸如《中华人们共和国兵役法》、《士
官管理规定》等针对士官岗位认知的学习，也缺乏对部队专业岗位认知的环节。在学员管理上，学员管
理单位对短训班次的管理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学员管理人员的安排比较随意，日常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
对学员的职业精神教育重视不足，造成学员队专业氛围不足，影响了直招士官的职业养成进度。

3.3. 专业训练质量不高原因
士官是技能型和技术性融合性人才，直招士官要达到这个要求，应该在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上都满
足岗位任职要求。但目前的直招士官任职培训中，由于训练学时的限制，训练内容一般只是设置为数不
多的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理论课程以及专业基本技能，且学时数普遍较少，这就使得直招士官在任职培
训期间的专业训练质量很难达到要求。以航空机务岗位为例，直招士官接受两个月任职培训后到部队是
担任专业业务师，而国防生在完成地方学历教育到部队院校接受一年任职教育后，到部队也是担任专业
业务师(干部岗)。对同一机务岗位的业务师，虽然身份不同，但显然对于专业要求是应基本相同的。直招
士官与国防生相比，任职培训时间只有其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其专业训练质量不高就不足为怪了。另
外，直招士官在任职培训期间缺乏必须的专业技能训练，即使有，训练时间设置也很少，训练科目的覆
盖性和强度都达不到满足岗位任职的基本需求，这也是专业训练质量偏低的原因之一。综合起来，直招
士官任职培训训练内容不全、强度不大、针对性不强都影响了任职培训质量质量，其根本原因都是学制
太短所致。

4. 提高直招士官任职培训质量的对策
针对目前影响直招士官任职培训质量的主要问题，特提出如下对策加以解决，概括起来就是：增长
任职培训学制、改进培训模式、优化培训内容。

4.1. 采用任职培训“一年制”
分析上述制约直招士官任职培训质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直招士官任职培训学制太短，难以
满足要求，尤其难以满足直招士官的岗位需求，应当更新观念，延长任职培训时间，具体来说，可以将
现行的直招士官培训时间(包括入伍训练和专业训练)从 4~6 个月延长至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除了集
中一段时间(3 个月)进行入伍训练外，其余时间重点安排进行岗前的专业技术培训，时间大约安排 9 个月
左右。专业技术培训期间，一是要给直招士官补专业基础，即根据学员未来任职岗位的专业属性，学习
其在地方院校所未学到的专业基础理论；二是进行专业技术理论学习，即根据直招士官未来所执掌的装
备，按照“必需、够用”原则，学习所从事技术岗位的专业理论知识；三是进行专业技能训练，包括专
业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训练，主要是针对岗位专业技能需求，对所执掌装备的操作、维护、修理等进行
一定强度的训练。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期间，全程不断线对直招士官穿插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

4.2. 采用“四阶段”培训模式
直招士官“四阶段”培训模式，即将直招士官的任职培训划分为入伍训练、院校专业基础训练、部
队岗位见习和院校专业训练等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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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伍训练阶段
入伍训练阶段在训练机构进行，时间可定为 3 个月。主要对直招士官进行三方面的强化训练：一是
思想方面，强化政治理论、我军光荣传统、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以及作风纪律教育等，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打牢献身国防思想基础。二是军人素质方面，学习队列条例、内务条例等部队规章制度，
进行队列和军事基本技能强化训练，促进直招士官军人基本素质养成，增强其军纪、军容、军姿意识，
培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作风。三是身心方面，进行体能训练和心理适应能力训练，强化其军营适应
能力，使直招士官逐步适应紧张、艰苦的部队环境。通过入伍训练，使直招士官完成从普通学生到合格
军人的转变。
2) 院校专业基础训练阶段
院校专业基础训练在入伍训练完成之后进行，安排在与直招士官从事专业相对应的军事院校进行，
时间可定为 3 个月，主要对直招士官进行专业基础理论培训和专业基本技能训练，使其具备未来从事专
业岗位所必须的专业理论基础，掌握必须的专业基本技能。直招士官所从事的岗位，大多是部队特有专
业，属于技术性和技能型相融合的岗位性质一，在技术方面对士官专业基础要求较高，如航空机务、潜
艇、导弹等复杂专业，都要求从业士官具备较全面、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所以要在这个阶段给直招士
官开设其在地方院校没有学习到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同时，对直招士官进行职业和岗位认知的启蒙教
育；在技能方面，对直招士官专业基本技能要求同样较高，必须在此阶段对其进行系统的专业基本技能
强化训练，为其最终形成岗位任职能力打下基础。另外，在专业基础训练阶段，应全程不间断对士官进
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继续强化其军人养成。
3) 部队岗位见习阶段
部队岗位见习阶段安排在院校专业基础训练之后进行，在直招士官任职部队完成，时间可定为 1 个
月左右，主要使直招士官了解未来任职岗位的性质、工作环境、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和要求等。在此前
院校专业基础训练阶段，直招士官已经对所从事专业岗位有了一定的了解，在部队岗位见习应分配到专
业对口的岗位，由部队指定专人带教，安排直招士官参加部队的军事训练活动，进一步熟悉部队的生活
工作环境及要求，进一步明确任职岗位职责要求、士官应履行的职责，深化对士官职业的认知，同时，
更加清楚下一阶段进院校进行专业训练的重点。
4) 院校专业训练阶段
院校专业训练阶段阶段安排在部队岗位见习之后进行，继续回到专业基础训练所在院校进行，时间
为 4 个月左右，主要围绕直招士官岗位任职能力的生成，对直招士官进行专业理论教学和专业技能训练，
同时，继续进行军政素质保持性训练。专业理论教学可参考士官职业技术教育相应专业进行课程设置，
紧紧贴近直招士官未来从事专业岗位安排教学内容，突出针对性、适应性；专业技能训练则应保证足够
的训练强度，最好在与部队同步的实装上进行，条件达不到时可进行替代性训练或模拟(虚拟)训练。

4.3. 培训内容“三突出”
在延长直招士官任职培训学制的前提下，应针对直招士官特点，进一步优化培训内容。
1) 突出军政素质
针对直招士官军政素质偏低、国防意识不强的特点，在直招士官入伍训练阶段，强化进行队列和军
事基本技能训练，训练内容设置多样化，合理安排政治思想教育、作风教育和心理教育等环节；在两个
院校培训阶段，除了进行专业训练之外，合理设置军事基础课程和军事专业课程，如军事理论基础、军
队政治工作、军队管理学、军事心理学等，安排必要的军政训练科目，保证必要的训练强度，使得直招
士官任职培训全程军政素质训练不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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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出专业技能
针对直招士官专业能力尤其是动手能力偏低的实际，在培训中把专业技能训练突出出来。在院校专
业基础训练阶段，针对直招士官未来岗位基本操作、基本维护，设置专业基本技能强化训练科目，训练
学时数应大于总学时的 50%；在院校专业训练阶段，专业技能训练设置成直招士官的出口课程，考核可
以结合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进行，未通过考核的不能取得岗位资格认证。在此阶段，还应结合专业技能训
练，对直招士官安排组训能力训练环节，强化直招士官的管理技能。
3) 突出岗位针对性
在院校专业训练阶段，以满足培养岗位合格士官为根本要求进行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所开设课程以
直招士官岗位需求为牵引，依据细化分解的培训目标及规格设置。打破传统士官学历教育课程内容设计
思路，以岗位工作任务为线索安排教学内容，立足岗位工作任务，贴紧岗位实际构建一系列行动化训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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