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张琳

延伸阅读

锐视点

论坛上，与会各国代表普遍

认同培养未来军官应具备以下三

种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技术和技能会过时，但独

立思考的能力永远不会过时。”

泰国陆军帕尊宗告尉官学校孟

提文猜少校认为，独立思考能力

是使生长军官终身受益的技

能。知识的传授不仅由教员传

授给学员，还由学员传授给学

员，为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提高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技能提供基础。

其他各国代表也都谈到，军

校教育应当是“授人以渔”。为

此，军校应该特别重视学员高级

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员面对各

种复杂多样的实际问题，接受有

难度的挑战，进而逐渐掌握分析

问题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合作战能力

“我们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就

要逐步生成联合作战意识。”在

巴西黑针军事学院席尔瓦上校

看来，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网络

系统和高度机动的联合部队，增

加了战争活动的系统性、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未来军官的联合素

养和协同能力显得至关重要。

尼日利亚国防学院持续强

调“联合培养”的重要性：陆军学

员在最后一年必须接受两栖作

战训练，通过参观海军编队，加

深对海上作战平台的了解。埃

及军事技术学院通过和卡夫拉

谢赫工程大学展开合作，对学员

进行联合培养。

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但有一

点相通：联合作战意识和协同力

的培养已成为各国军校在生长

军官培养中的普遍共识。

领导管理能力

在培训理念上，各国军校普

遍认为培养部队未来合格领导

者是军校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泰国军校学员在临近毕业前，

将到基层部队训练领导力，接受专

项培训，扮演各种领导角色。墨西

哥陆空军大学则通过为期13周的

领导力专项培训，使学员获得身份

认同和机构归属感，提升凝聚力和

战斗精神。

我军院校代表提出，一方面

要对学员进行系统化的教学和

系列化的实践；另一方面要从实

践环节上设置相应岗位，从模拟

指挥员当起、从小组行动开始，

循序渐进地培养他们的指挥才

能和领导素质。

（迮方宁晨、方姝阳、香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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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扇窗

用国际视野探寻人才

培养方案

6月 1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巴西
黑针军事学院席尔瓦上校热情地握住陆
军工程大学外事参谋王中锐的手。对于
此次论坛，席尔瓦充满好奇和期待，而对
王中锐来说，这一切并不陌生。

2011年 10月，由美国西点军校等 13
所中外军事院校参加的院校长论坛在原
解放军理工大学举行。当时，刚从军校
毕业的王中锐第一次参加了这一国际性
交流活动。

时隔 8年，为何再次举办这样的论
坛？“这还得从一份课题研究说起。”王中
锐说，去年，上级赋予陆军工程大学一项
关于如何提升中外军事院校交流效益的
课题研究任务。经过研究讨论，大家达成
共识：在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不断涌现
的时代，陆军建设加快向信息化、智能化、
无人化方向发展，要想紧跟世界军事前
沿，必须把准世界新军事变革脉搏，积极
推进军事教育交流合作。

在论坛举办现场，通过一张张外事
活动的照片、一个个对外交流的故事，
记者看到了陆军工程大学近年来开展国
际交流合作情况的轨迹：先后 4次代表
我军院校赴美参加美国西点军校“桑赫
斯特竞赛”，2015年承办东盟防长扩大
会扫雷行动研讨会，2015、2016 年代
表我军工程兵派员赴库克群岛、汤加参
加“热带曙光”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多国
联演……
“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交往，让我们

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办学育人经验，为加快
院校改革转型、提升办学育人水平注入了
新动力。”谈到中外军事院校交流合作的
效益，活动组织者盛立新深有感触。

研讨现场，从混合战争到信息作战，
从人工智能到大数据，从科学精神到信
息素养……各国代表聚焦世界陆军理论
发展前沿畅所欲言，不时掀起一阵阵“头
脑风暴”。
“变革时代陆军生长军官培养是世

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用世界的眼光
探寻人才培养方案，正是举办该论坛的
初衷所在。”陆军工程大学校长王金龙
说，通过这次论坛，我们更清醒地看到，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演进，世
界新军事变革必将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迈
进。提早应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
刻变化，是对我军指挥员的要求，更是对
我军院校教育者的鞭策。

认清一个理

在变与不变中寻找改

革出路

当一只色彩鲜艳的蝴蝶飞到你面
前，你会怎么做？

答案是：迅速击落它！
台上，南非军事学院院长法罗准将

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的观点：未来战

场，不再仅仅是人与人的对抗，智能控
制的无人作战平台无处不在，搭载人工
芯片的昆虫载体防不胜防，一个机器
人、一只小动物，都能够在信息侦测和
战斗行动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尼日利亚国防学院军事训练部部长
乌努马朱卢准将认为，军校学员即将面
临 的 是 一 个 军 事 上 的“ 乌 卡 ”时 代
（“VUCA”，指一个挥发性、不确定性、复
杂性、模糊性的世界），这种特殊的军事
环境，将使生长军官培养面临巨大挑战。

台下，陆军工程大学军事高等教育
研究室主任赵俭仔细聆听着发言。近年
来，赵俭主要研究军队院校教育转型问
题，承担了“军队综合大学教育训练转型
的任务、问题与对策”等多个重点课题。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论坛上，

各国院校代表们普遍提出了一个时代的
命题：改革。而改革，也一直是赵俭关注
的重点话题。

赵俭说，近年来，各国陆军院校都
在积极推进院校改革转型，以期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不少人认为，在变革的
时代，改革创新是军队发展的重要“引
擎”。例如我军的陆军步兵学院，就针对
生长军官本科培养从5年“合训分流”改
为4年一贯制的实际，优化重构了“厚基
础、宽口径、有纵深、能贯通”的本科
教育课程新体系。

说着，赵俭将目光投向了刚刚走到
台上发表主旨演讲的墨西哥国防部军事
教育总局局长兼陆空军大学校长梅迪纳
中将。梅迪纳中将介绍，经过一系列的
改革，墨西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军
事教育系统。这套教育系统包括初选、
基础军事训练、文化军事培养和后期教
育等多个环节。近年来，他们重点在军
官后期培养方面进行了较大改革，为生
长军官设置了培训班、提高班和高级课
程班等不同层级培训，并与军事训练体

系紧密联系，根据武器装备、军官任职单
位特点、可能遇到的挑战等开展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训练。

然而，变革与传承从来都是无法完
全割裂的。“历史延续性”是赵俭在论坛
期间捕捉到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一次交流时，席尔瓦向赵俭展示了
一幅油画。画中，一名骑士策马冲锋，军
刀闪闪发亮；旁边是一张现代的“帅照”，
图中的学员驾马奔腾，眉宇间斗志昂
扬。席尔瓦解释说，巴西军校现在仍把
骑术作为学员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环
节，他们认为这是学院永远维持本色的
保证，也体现了一支军队的历史延续性。

和席尔瓦上校观点类似，外国军事
院校代表普遍提到了本国军队的传统育
人理念和长期特色做法。他们相信，优
良的历史传统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要
源泉。这也引起了赵俭的强烈共鸣。

研讨期间，各国院校代表来到光荣
的“临汾旅”，聆听中国官兵讲述该旅长
期积淀形成的“猛、狠、拼、犟”攻坚精神
和“铁心跟党、勇于攻坚、严守纪律、紧密
团结”等优良传统。

赵俭告诉各国代表，中国军队向来
重视历史传承。无论如何改革，军队根
本的性质宗旨、基本的军事制度和优良
的传统作风始终没有变。
“传承红色基因，擦亮学员政治底

色；推进改革创新，促进学员全面发展。”
赵俭说，把握好军事教育的变与不变，是
变革时代陆军生长军官培养的重要原则
和出路。

走向一条路

用打仗的标准衡量新

型军事人才

一头短发、动作麻利、说着一口流

利的英语……论坛上，一个中国女学员
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她叫王文宇，是此次论坛的学员志
愿者之一，负责接待联络和会议保障工
作。自信、乐观、思维活跃，王文宇身
上洋溢着“95 后”军校学员特有的气
息。

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王文宇，是一个
标准的“斜杠青年”：她是计算机软件
和编程的“电脑发烧友”，还是蹚水跨
泽演练的排头兵。去年，在第六届陆军
国际学员周上，她还以精准的枪法赢得
了中外学员的一致点赞。

王文宇的“斜杠”，正应了乌努马
朱卢准将的观点：让学员接受更有难度
的不同类型挑战，有利于对学员进行全
方位的培养和锻造。
“无论哪个时代，军人始终为战斗

而生，军校必须为打仗而建，这是必须
扭住的核心。”一些外军院校代表提
出，他们把射击训练、突击训练、伞兵
训练、军事测绘等独立作战技能，纳入
到课程设计和考评范围，使生长军官练
就应对各种环境的韧劲，保持坚强的体
魄毅力。看来，用打仗的标准衡量新型
军事人才，是各国做法各异但殊途同归
的共识。

6月 13日，王文宇陪同各国院校代
表来到陆军工程大学“烽火”机器人俱
乐部。现场，学员们正在操作自行设计
的排爆机器人。“中国的军校学员怎么
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和创新活
动？”有外军院校代表问王文宇。
“教员告诉我们，未来战场会越来

越‘小’，对学员的要求却会越来越
‘多’。为了适应未来作战需要，学校
对我们提出‘一品四能’的新定位，
要求我们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品质、
指挥打仗能力、思维认知能力、工程
实践能力和带兵管理能力。这就要求

我们努力成为能指挥、会管理、精专业
的复合型人才。” 王文宇的回答令人刮
目相看。

席尔瓦上校与王文宇聊起了巴西
的学员生活。目前，巴西正在探索实
践新的“教育 4.0”理念，突出强调对
学员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创新素养的
培养。
“每到假期，我们会鼓励学员去进

行跳伞、攀岩、潜水等户外运动，每年
的‘巴哈大赛’，学员们会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大学生进行越野车拉力赛，这些
都是极具娱乐性和互动性的‘隐性课
程’。”谈起巴西军校学生丰富多彩的课
外生活，席尔瓦显得颇为自豪。

跨梅花桩、过阻隔墙、穿铁丝网，
在陆军工程大学室内军体训练馆，观摩
了该校自主研发的 300米室内障碍训练
演示后，埃及军事技术学院教育长莫斯
塔法感慨道：“这是对军人速度与力量
的巨大考验！”

王文宇热情地向莫斯塔法介绍起
陆军工程大学“精武杯”系列军事项
目对抗赛的改革历程：由过去的校内
操场竞技升级为野外陌生地域连贯实
施，由单兵单课目竞技升级为班组协
同多课目综合比拼，由各院校内部竞
技升级为军内外和国内外高校同场较
量……生动的讲述引起了莫斯塔法的
浓厚兴趣。

中国军校学员的自信阳光和全面的
综合素质给莫斯塔法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要向我的学生们讲述这次来中国的
经历，并让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到
中国来看看！”论坛结束时，他主动邀
请王文宇合影留念。

王文宇笑着点点头。“未来，值得
期待。”她说。

版式设计：迮方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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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培养未来军官
■云利孝 雷 彬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军队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

必须以广阔的视野、前瞻的眼光，积

极学习国内外、军内外先进教育理念

和办学实践经验，以大开放促进大融

合、大发展，不断提升办学育人质量

和效益。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俄罗斯物理-数学博士马尔科夫曾

说，“任何一个进步的体系都是开放

的，不然就会丧失其发展的可能性，

因而也会丧失其进步性的特点。”历史

与实践一再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

搞不好的，任何领域自我封闭、任何

时候与世隔绝，就预示着与世界发展

潮流渐行渐远，甚至被现代世界文明

进步所遗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扩大开放

交流合作，为我军了解外军军事战

略、作战训练、武器装备、人才培养

提供了重要窗口。

近年来，我军院校通过各种交流

合作平台，广泛了解掌握了外军院校

及其军队建设情况，获得了很多新启

示、新经验。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

我们应进一步健全制度机制，将中外

军事院校交流纳入对外军事交流合作

工作全局统筹计划，积极搭建国际军

事交流的大计划、大项目、大平台，

积极构建校内跨学科跨专业互通、国

内全方位立体化联合、国际多层次宽

领域交流的开放办学模式，不断扩大

我军院校在世界军校教育中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登高才能望远，望远而致思深。

扩大开放交流合作，是建设世界一流

军校的内在要求。当今时代，开放办

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军校的创新点、聚

焦点和着力点，只有开放的教育体系

才能超越局限、博采众长、富有活力。

近年来，我军院校先后与美国西点

军校等国外知名军事院校建立了校际

对口交流关系，开放办学成效日益显

现。我们要进一步打造对外交流活动

品牌，继续积极举办“精武杯”国际军事

项目竞赛、中外院校长论坛、陆军国际

学员周、中外军校模拟联合国活动等重

大国际交流活动，努力打造具有我军院

校特色的国际交流品牌项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扩大开放

交流合作，是借鉴有益经验做法、推

动教育转型变革的迫切要求。当前，

我军院校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教育转

型变革，特别需要博采众长、取长补

短，以国际化助推现代化。良好的开

放交流合作，有助于开阔国际视野，

学习借鉴外军院校先进理念、有益经

验、成功做法，推进办校治学模式、

教学训练体系、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

的改革创新，破解教育转型变革中的

矛盾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国际化

平台上借鉴吸收利用一切有益的经验

做法，加快推进办学育人各个方面的

改革创新，努力破解我军人才培养改

革难题，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

益，大踏步赶上世界军事教育发展的

步伐。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与时俱进者

胜。在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不断涌

现的新时代，我们唯有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努力融汇中外优秀教育成果，努力

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才能

在建设世界一流军事强校的征程上迈

出坚定步伐。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军事教育潮流
■王金龙

密林深处，雾气弥漫。一架直升机呼啸而来，全副武
装的战士快速索降，呈战斗队形搜索前进。接下来，他们
要靠手中仅有的工具和装备，在鸟兽出没的森林里至少
生存一周，完成上级指定的“秘密任务”……

这个场景并非电影大片，而是当代军校学员训练中

的一幕。带来视频的是巴西黑针军事学院学员旅旅长席
尔瓦上校。此刻，他正在向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介绍本国
的军事人才培养模式，大家的思绪被他带到了遥远的亚
马孙热带雨林。

6月 10日至 16日，以“变革时代陆军生长军官培养”

为主题，来自巴西、埃及、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
泰国等7所外国军事院校领导齐聚陆军工程大学，和我军
10余所陆军院校领导以及陆军研究院领导，围绕陆军转
型与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办学育人经
验，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

图①：与会代表参观陆军工程大学军人体能训练与
机能评定实验室。

图②：尼日利亚国防学院代表在论坛上提问。
图③：与会代表了解我军轻武器构造。

潘 涛、孙 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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