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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litary academies are the cradle of modern and new military talents that cultiva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and labor, and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military revolution. However, at this stag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military academies is not sound enough,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not smooth, the working 
methods are simple, and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is old. Especially in the management 
education of the first semester of new student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management measure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aw-based management,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sentimental forces, so as to form a complete management method for the new students' 
admission difficulti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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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部队院校是培养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军事人才的摇篮，在面对新

军事变革的挑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现阶段军事院校学员的管理机制还不够健

全，沟通渠道不畅通，工作方法简单，管理经验老旧等，尤其在新学员入学第一学期的管理

教育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依法治兵、科学管兵、以情带兵三个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管

理措施，从而对新学员入学适应障碍问题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方法，有效提升学员队管理水

平。 

1．引言 

新生入学第一学期是指新生经过了为期三个月的教育引导、基础学习、军事训练等，已

基本实现了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军校学员的角色转变，但由于新训时间相对较短，部分新

学员思想不够成熟，对军旅之路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依然不太清晰，加上现实环境和学习任

务的反差变化，思想也随之进入了思想波动期，难免引发各种问题[1]。 
新学员的教育与管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传统的军校学

员教育与管理观念使学员被动的去适应、接受一切，致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是经验性的、

盲目性的，其思维往往是定式的，缺乏创新求异，显然不适应新时代对军校学员素质的要求。

加强学员管理教育，培养军校学员良好的心里素质、身体素质、军事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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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培养优秀的指挥领导人才已刻不容缓。通过研究本科军事院校新学员的时代特征，科

学合理的加以管理，从一开始就打牢他们的各项基础，这有助于学员本科阶段的管理，在学

员四年的学习训练后才能成为基层部队所需要的优秀的复合型指挥人才。 

2．军校新学员基本情况 

2.1  “三个多” 

独生子女多。这是国家进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所占比例达到入学新学员一半

以上。 
农村学员多。伴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居住人口逐渐向城市方向转移，但由于经济水

平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军校学员来自农村的比例较大。 
单亲家庭多。现今社会离婚率逐渐上升，存在相当一部分新学员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 

2.2  来源不同 

经过信息统计，新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区经济文化水平、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都

有很大差异；其次，家庭环境也不同，有的新学员家庭条件好，有的条件差，有的父母是农

民，有的是工人，还有的是干部；此外，除了物质条件不同，家庭教育、父母感情及家庭环

境也不尽相同，这导致了新学员在为人处世等各方面的差异；最后，他们的社会经历不一样，

所以在对事物的认知上也有差别，朝夕相处难免会发生矛盾。 

2.3  差异明显 

新学员中有部队生和地方生，由于他们入学前所处经历环境不同，对部队的认识有差异，

各项素质差距也很明显。部队生入学后思想相对较稳定，对学校的适应性也较强，并且有一

定的军事素质、思想政治基础。而地方生适应性就相对较差，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完成

从一个地方青年到军校学员的转变 

3．军校新学员磨合期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的新学员基本都是在2000年左右出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

农村，多数学员从小就受到父辈、祖辈的细心爱护，自身不用付出太多努力便可过着衣食无

忧的生活，因此导致他们较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我评估往往比实际高，同时也因从小缺

乏挫折和磨练，导致抗压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能较快适应集体生活从而出现各种各样

的问题。 

3.1  思想上出现波动 

新学员入伍原因多样，动机现实，既有向往军队生活，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希望为部队

建设做贡献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也有因为就读军校后没有找工作的烦恼，把部队当作“避风

港”，同时还有因自身比较叛逆，父母希望把他们送到部队好好管教等。不同入伍动机的新

学员面对严格的军事训练管理，隐私较少的集体生活，有规律的学习训练，容易发生这样那

样的碰撞、摩擦和矛盾。由家庭高度呵护到融入集体迈入正式学员的行列，容易产生失落受

挫的情绪，找不到自身存在感和价值感，思想上难以接受。由单一的中学教育到担负各项训

练任务，还要面对公差勤务分配、学专业、评功评奖等个人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容易因一

时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面对种种压力往往会产生自暴自弃的思想，消极对待。 

3.2  心理上问题增多 

经过为期三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绝大多数新学员已经实现了由一名地方青

年向合格军校学员的角色转变，但由于新训时间相对较短，部分新学员思想不够成熟，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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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之路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依然存在迷惑，加上现实环境和学习任务的反差变化，导致部分

新学员因一时难以适应而引发各种问题[2]，主要表现几种：一是军校学员在繁重的课程学习

之余，还要进行大量的军事和体能训练，就使新学员觉得与理想中的大学生活不符，从而产

生懈怠和厌烦情绪；二是在对待个人荣誉和成绩时，在付出一定的劳动而没有达到自己的期

望时，易于出现情绪波动，产生失落感和心理落差；三是部分环境适应能力较差的新学员无

法适应多维、层级的内部管理关系，经常感受处于管理末端，受他人监督，而产生逆反和抵

触心理；四是因为专业技术学习任务加重，部分新学员跟不上学习进度而对自身的智力和能

力评价过低，感到己不如人，导致自卑心理产生。 

3.3  训练上缺乏主动 

军事训练是考核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往往受到学员队高度重视，而入学不久的新学员

军事素质往往参差不齐，有些军事素质较差的新学员在训练中往往感到比较吃力，身体负担

较大，再加上在评比考核中落后，心理压力也随之上升，往往会对训练失去信心，失去热情，

训练消极怠工，能偷懒就偷懒，漏训、怕训，训练积极性不断降低，长此以往，导致军事素

质越来越差。如果学员队急于求成，不考虑新学员的具体情况，一味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不

注重科学施训，往往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甚至导致训练伤病和训练事故的发生，

让下队新学员对军事训练产生畏惧情绪，厌训、逃训，为了逃避训练出现装病情况。 

3.4  秩序上出现混乱 

正规的秩序是进行各项学习训练的保障，而有效的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学

员队对入学新学员教育、训练、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其能尽快适应军校学习生活。然而

由于各种原因，学员队管理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错误的做法。特别是现阶段新学员较之前任何

一批更具有自己的主观想法与意识观念，他们对权威和强制性的命令或灌输易于产生抵触、

反感情绪，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通过民主、沟通、协调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这一诉求在军

事院校往往很难得到满足。一些学员队领导不顾客观实际，抛出一系列严格禁令，处处严禁，

时时设防，迫使新学员机械服从。新学员各方面的能力素质不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不一

样，对连队的管理或多或少会有不适应的地方，学员队如果不能采取合理的管理方式，新学

员违规违纪情况就会频繁发生，例如喝酒斗殴、私自外出、夜不归宿等。 

4．军校新学员磨合期管理对策 

如果军校新学员磨合期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不仅影响新学员在部队的工作生活，

还会严重影响部队的长期发展。因此，为了使新学员能够尽快适应军校管理模式，并能够迅

速地进入学习工作角色，就有必要制定出一系列针对磨合期的解决策略。 

4.1  坚持依法治队 

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时强调，“要加大依法

治军工作力度，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推动治军

方式根本性转变。”[3]。军无法不立，法无威不严，严则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军校新

学员是部队的新鲜血液，必须依据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确保部队战斗

力的生成。 
4.1.1 强化条令意识 

条令条例是部队共同的行为规范，是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方针原则，是提升部队

正规化建设标准的根本依据，加强新学员的条令条例学习是他们走好军营的第一步。学习条

令条例目的在于帮助新学员切实弄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从而更好地促使新学员建立正确的行为规范。要广泛利用网络电视、报刊杂志、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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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活动等学员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条令学习融入到学员队经常性管理工作和学员日常生活

中，不断浓厚细致学习条令、依法使用条令的良好氛围。 
4.1.2 狠抓日常养成 

在日常管理中，坚持教育训练规范化、一日生活合理化、各项工作有序化；要高标准抓

管理，坚持严格管理、严格军事训练、严格制度落实、严格执行纪律，不断提高入学新学员

的法纪意识。坚持从日常制度抓起，从入学新学员的点滴养成抓起，培养人人、时时、处处

按条令办事的良好习惯，坚决做到条令条例常态化落实，把各项工作都纳入法制化轨道，努

力做到队干部依法指导，新学员依法落实。 
4.1.3 严格赏罚分明 

学员队管理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用条令条例来说话，不讲价钱，不打折扣，统

一标准，新老学员不区别对待。对待任何违规违纪的行为坚持违法必究，使下队新学员养成

敬畏纪律、崇尚纪律、遵守纪律的意识。同时，要树立典型，主动发现那些自我要求严格、

尽心屡职尽责、努力做出成绩的新学员，适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确实做到在奖惩上奖得让新

学员心动、惩得让新学员心痛。 

4.2  加强科学管队 

建设一流军队呼唤一流人才，培育一流人才需要科学手段。我们必须树立适应新时代使

命要求的带兵育人思维，积极创新思路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为实现强军目标打下坚

实基础。 
4.2.1 做好思想教育 

做好新学员入学第一学期的思想工作是开展各项管理活动的基础，入学之初是思想浮动

期，必然会出现多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动摇管理根基。做好新学员思想工作要注意：一是要

发挥好档案作用，多关注单亲家庭新学员，同时也要关注家庭经济条件特别好的新学员，还

要关注年龄较大的新学员，有针对性地做好这些“关键”学员的思想工作；二是要在入学之

初就及时开展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让新学员了解部队，从而统一思想强化当兵信心，进而

筑牢“当好兵”的思想基础；三是要建立部队家庭双向定期交流制度，要充分认清家庭是新

学员思想稳定工作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新学员思想稳定工作提供了坚强保证。 
4.2.2 实施科学训练  

军事训练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唯一方法，而新学员厌训、怕训、逃训情况比较明显，训

练事故时有发生。搞好新学员的军事训练要做到：一是队干部在做训练计划时，应充分了解

新学员的身体承受能力和心理素质情况，结合训练的内容、强度以及新学员身心承受能力，

加强训练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二是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合理调整训练安排，做到因时制宜；

三是坚持循序渐进，因人施教，坚持讲解要领清楚、示范动作标准，做好训练中的安全事故

防范。 
4.2.3 注意管理方法 

现阶段新学员有较强的自我主张和思考辨析能力，沟通时应注意避免灌输式的宣讲教育，

可以多提问，多倾听，了解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对相互间沟通和问题的解决有积极意义。改

进管理方法要牢记：一是多包容、少批评，当新学员较为圆满的完成了工作任务时，应适时

给予表扬与激励，当出现错误时，应多包容与及时指导；二是及时了解掌握并帮助新学员解

决实际问题和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学员队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坚定自己的选择，加强使命感

和归属感；三是要努力为新学员构建发展道路，依据新学员自身特点，为他们绘制发展蓝图，

使他们在军旅生涯中不偏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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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做到以情带队 

以情带队则是基层学员队管理好学员的关键，而刚踏入军营的新学员在情感上更需要关

怀，在入学新学员生活、训练和情感方面给予关心和指导，对做好下队新学员的管理工作至

关重要。 
4.3.1关注日常生活 

学员队干部应热情主动，积极为新学员排忧解难，解决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具体做到谈心交流实，帮助态度实、训练劲头实，特别是当新学员因不适应新环境而

产生思想起伏时，作为队干部要做到多理解少怀疑，多帮助指导少牢骚抱怨，一视同仁，为

他们创造温馨的良好军营环境。 
4.3.2 指导学习训练 

作为新学员军旅生涯首任老师的学员队干部，其能力素质水平和训练管理模式对于新学

员能否快速融入军营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新学员可能遇到的训练困难，要精心研

讨，对待新学员要细心呵护，精雕细琢。在训练管理上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在训练方

法上做到会观察总结、会思考借鉴、会启发诱导，防止简单粗暴；在训练教学中坚持学用结 
4.3.3 培养思想感情 

新学员告别各自亲朋好友步入军营，环境生疏，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方言俚语多种多样，

在军营这个大家庭中很想找到知心朋友，队干部应及时把握新学员这一心理需求，主动融入

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既是他们的领导，又是他们的战友。 

5．结束语 

随着军校编制体制的不断改革以及生源构成的日益复杂，新学员的思想、各项素质以及

存在的问题都与以往会有很大不同，所以针对新学员入学第一学期的管理手段也要相应改变。

首先思维模式要改变，不能只依靠旧观念，老思想，更多的要考虑到这一时期新学员的特点，

从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入手来想办法；其次要践行科学发展观，开阔视野，多做创新，

把科学技术运用到院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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