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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famous teacher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team,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the teaching team,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The training of famous teachers in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mbine external experts with internal talent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with policy 

support,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with strict management, material support with spiritual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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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名师培养是军队院校全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军事教育全面发展

的重要举措。军队院校名师培养应实行外引专家与内育人才相结合、自主发展与政策扶持相结合、评

审选拔与严格管理相结合、物质保障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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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习主席强调指出“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要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构建“三位一体”

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提供人才智力支撑，军队院校就必须围绕强军目标，

大力加强教师人才队伍建设。名师作为有重大贡献和

影响力的优秀教师，无疑是军队院校的品牌，是军队

院校最为宝贵的人才资源。为此，军队院校必须将名

师培养作为关系军事教育全局的战略工程来抓，抓出

力度、抓出成效，努力选拔、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高水平教师，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

素质能力，不断提高军队院校的办学水平。 

2.军队院校名师培养的重要意义 

2.1 发挥人才磁场效应，带动教师队伍全面发
展。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名师代表着军队院校的办

学水平和品牌声誉，对教师队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

号召力。实践证明：一名名师往往能够带动一个专业，

带动一支团队，产生一花香来百花开的效用。放眼中

外名校，名师群体往往发挥着巨大的磁场效应，他们

一般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和团结协作精神，也具备组

织带领专业梯队科研攻关的突出能力。为此，国内各

个院校也纷纷强化名师培养力度，不断壮大名师后备

梯队。军队院校在教师队伍素质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

下，更需要发挥名师人才磁场的凝聚带动作用，从而

推进教师队伍素质能力的整体提高。 

2.2 迈实内涵发展道路，提升军队院校办学水
平。 

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以来，军队院校构建“三位

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由过去一味扩张规模

的外延式发展道路迈上数量规模适度、体系结构优化

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办学条件明显得到改善。目前军

队院校面临的主要矛盾聚焦于如何把握内涵发展的核

心要义，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上。我们认为，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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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改进办学指导思想和管理理念，加

强师资队伍和专业学科建设，从而立足“两个面向”，

不断推动军队院校的全面建设。军队院校名师培养的

本质和目标即为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内涵

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支撑，特别是在当前军队

院校教育教学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

要。 

2.3 改变重研轻教现象，归正教学办学中心地
位。 

围绕强军目标，军队院校的办学定位必须立足于

以为军队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为中心。但是，近些年来，

部分军队院校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教学的办

学中心地位不够突出。不言而喻，科研确实是军队院

校教师的重要职责，然而，对部分教师而言，科研成

果可以带来“名利双收”，教学工作则费力不讨好，在

职称评定中难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导致部分教师对教

学不愿倾力付出，甚至少数专业造诣很深的教师对教

学也有所忽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提升军

队院校的教学质量，有必要大力实施名师战略工程，

以名师培养工作为抓手，在军队院校中营造一切为了

教学，一切服务教学的良好氛围，这对于归正教学中

心地位，高质量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3.军队院校名师培养的策略分析 

军校老师是不断推动高等军事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的重要力量, 是办好使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等军事

教育的主力军。而名师并非自生、自长、自封的，他

源自于广大教师的不懈奋斗，更源自于军队院校的培

养塑造，需要军队院校围绕新时期强军目标，超前谋

划、科学施策、精心组织、严格考评，努力建立名师

培养的长效机制，才能切实增强名师培养的实效性，

让名师与名校相得益彰，共运生辉。 

3.1 外引专家与内育人才相结合。 

没有名师就没有名校，先有名师而后有名校。一

方面，军队院校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确立高层次人

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更求有为”的指导思想，采

取从地方特招入伍、兄弟单位选调、外聘客座教授等

多种办法，延揽军地知名专家、科研人员来军队院校

参加教研工作。充分引用社会资源，广泛聘请地方政

府、机关、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和教授补充教员队伍，

承担相关教学任务，弥补现任教师数量和质量的不足。

同时，军队院校要搭建各类学术交流平台，加强与军

地协作单位、著名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定期延请专

家学者来院讲学指导或访问交流，吸引高层次人才参

与学术科研活动，以开明开放的姿态促进学术争鸣，

提升办学层次。另一方面，军队院校要加强名师的内

部培养。军队院校是名师培养的摇篮，但名师的成长

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通常经历“三年打基础，六年成骨

干，九年出名师"的成长周期，需要有意识、有规划、

有目的地组建成才梯队，厚植后备力量。为此，名师

成才梯队可以依据人才成长规律划分为合格教师、骨

干教师、优秀教师、名师四个阶段和梯次，为教师搭

建成才的阶梯，明确努力的方向。为让名师尽快脱颖

而出，军队院校要重点培养潜力巨大的优秀教师，以

创建精品课程为切入点，督促他们围绕实战化教学改

革改进教学思路、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以“双

重”建设和军队重大课题研究为牵引，加大帮带指导

与资金扶持力度，促使他们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大

幅提高学术造诣与科研能力[1] 。 

3.2 自主发展与政策扶持相结合。 

名师培养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教师各自专业的自

主发展上，教师必须坚持不懈地提升素质能力和专业

水平，才能逐步成长为名师。为促进教师的自主发展，

一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教师树立革命军人核心价值

观与远大的专业发展理想，能够立得住岗位，耐得住

衰寞，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事业中来；二要端正教

研方向。引导教师及时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动向，

关注军队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关注院校教育发展和教

学改革趋势，立足“两个面向”提高专业水平；三要培

养名师风格。成为名家大家，既要兼收并蓄，取各家

之长，也要善于创造创新，成一家之言，要引导教师

创造适合自己个性特点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模式，教学

与研究都能充分突出人文性、追求艺木性、实现高效

性，逐步树立名师品牌，锻造大家风范。同时，我们

也要认识到：政策环境是名师培养的重要条件，教师

能否成长为名师，主要靠自身努力，但也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与保障。一要确立名师培养规范。尽快出台和

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制度、名师评审考核制度、名师

表彰奖励制度等系列规章制度，建立职务晋升、职级

考评、绩效待遇等长效机制， 为名师培养打开政策“绿

色通道”；二要实行赴部队调研和岗位代职机制。将

教师赴部队调研和代职计划列入军队院校党委议事日

程，超前谋划，精心组织，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并与

总部机关主动协调，积极参与部队重大演习、处置大

规模突发事件等多样化任务，提高“教为战、研为战”

的实践素质能力；三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通过定期

组织名师讲堂、名师对话等教学公开活动，培养名师

意识、打造名师品牌，积极推荐名师参加国家、军队

的重大学术科研活动，厚植名师底蕴、展示名师风采。

定期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院校交流访问和学习

进修，拓宽学术研究视野，培养战略思维能力[2]。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413



3.3 物质保障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强化名师培养，物质保障与精神激励缺一不可。

为尽快推出名师大家，军队院校应在人力、财力、物

力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要创设名师培养专项基金。

结合“双重工程”建设，为重大教学科研项目、重要培

训研修或学术交流、出版有影响力的学术课题与专著

等提供足够财力支撑;同时，要创造名师培养条件。提

供完善的办公场所和良好的工作环境，配备必要的办

公设备，积极主动照顾、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与困难，

为名师培养解除后顾之忧。在物质保障的同时也要重

视精神激励。激励理论认为：就激励的效果而言，物

质的获得是浅显的、短暂的,而精神的获得则是深层

的、持久的。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教师特别是优秀教

师有着较强的事业心和荣誉感，他们敏而好学，要求

进步，更加重视精神层面的追求。因此，军队院校在

重视物质激励的同时，更要致力于激发职业自豪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一要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宣传名师

先进事迹、教研成果、教育理念、成长轨迹等，提高

名师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引导广大教师亲其师、信其

道，让名师真正成为鲜明旗帜；二要给于充分肯定。

对名师取得的成绩给予重点奖励，特别是取得重大成

果的名师,在评选军队育才奖、进入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以及提前晋职等方面应当予以优先考虑；三要因才

放手重用。对名师，特别是名师培养对象要放手让他

们挑大梁、做大事，同时积极发挥他们在党委决策和

院校建设中的咨询、指导作用，充分调动爱岗敬业、

奋发有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只有广大员

工都享有公平的机制、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

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有效激发活力和潜能，使大家各

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3.4 评审选拔与严格管理相结合。 

名师培养重在评审选拔，贵在严格管理。一方面，

要在把握名师内涵与素质结构的基础上，明确选拔标

准，规范评审程序，坚决杜绝迁就照顾与论资排辈，

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依比例、依制度、依条件

逐级公平竞争、逐级严格遴选，做到评审过程公开化、

评审程序标准化、评审结果权威化，让名师名至实归、

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要对名师的考核评估实施严格

管理。要建立完善名师档案，把教学工作、科研学术、

师德师范、重大贡献等情况进行全面量化评估，作为

岗位选配、职级晋升、绩效挡位的重要依据。对已经

评审出的名师要打破终身制，实行三年一聘任、五年

一评选，定期对名师的师德表现、业务技能、效能发

挥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按绩排序， 排序

靠后的给予黄牌警告，连续两次黄牌的即为自动淘汰。

业务部门要及时跟踪掌握名师的学习交流、教学科研、

资金使用等情况，在任期内如果有违背师德风范或不

履行义务的行为，应当取消名师资格与荣誉[3] 。 

4.总结 

基于以上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高度重视军

队院校名师队伍的建设工作, 充分理解和把握习主席

军队人才建设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军队院校建设

战略方针，围绕强军目标，立足两个面向，根据军队

院校办学需求和实际情况对军队院校名师队伍建设加

以严格规范和科学引导，让名师队伍人才资源真正成

为军队院校建设的助推器。为此，首先要把名师队伍

建设放在满足军事斗争需要，为部队建设培养一流军

事人才的高度来对待，只有具备了名师人才方阵， 才

极有可能培养出能力素质优秀的学生来，才能打赢未

来的战争。其次，只有站在发展的角度，以系统开放

的理论认识高度探究人才培养规律，才能理解名师队

伍建设的现实意义，才能把握军队院校名师培养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为名师培养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对策

来。最后，名师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

之功，必须依靠各级下长功，使实劲，本着对军队，

对学员高度负责的态度，科学决策，合理计划，统筹

协调，严格管理，将名师培养作为关系军队院校长远

发展的战略工程来抓，就一定能抓出成果，抓出实效，

让军队院校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养，优

秀专业技能，丰富文化底蕴，突出教研能力的名师队

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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