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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s which are restrict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rmy are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ingle skills and few expert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high-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high-skilled petty offers 
came into being. whether the trained petty officer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rmy, i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chievement of strengthening army in our countr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petty officers in special units which are Bin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and the othe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irectional training of petty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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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部队士官改革，提高定向培养士官质量 

               ----高职院校定向培养士官现状与对策的若干思考  

赵贤东 ,宗永刚 

滨州职业学院，滨州 256600,中国 

摘 要：近年来，基层部队士官专业知识匮乏、技能单一，高手不多，成为制约部队发展的主

要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借力高职院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培养高技能士官应运而生。定向

培养的士官能否符合部队所需，直接影响到我国强军梦的实现。本文分析滨州职业学院等2家

高职院校定向培养士官试点单位在培养士官中遇到的问题，提出部分解决办法，为提高定向

培养士官质量提供借鉴。 

关键词：直招士官；定向培养；现状；对策. 

1. 前沿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随着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士官已经成为基层部队的中坚力量，具有基层性、职

业性、技能性和长期性四大特征，但士官培养周期长、过程难，各国在培养模式与机制上都

存在较大差异。为完善军民融合式部队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我国军队士官培养质量和效益， 

高职院校定向培养直招士官日益成为我国加强国防和部队建设的重要举措。 

2.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发展现状 

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军队士官以院校培养为主，普遍建立了以士官院校为主导，训练中心

和教导队等为辅助的专业齐全、分布广泛、较为成熟的士官教育机构体系。这就使得所有专

业都在正规士官院校得以设置，所有应受训的士官都能得到士官院校的正规培训。由于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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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国家军队正规士官院校系统健全，师资力量强，管理规范严格，办学经验丰富，因此培

养的士官素质普遍较高。俄国士官培训由于没有专门的正规院校施训，因此其士官素质与其

他四国相比逊色得多，高技能士官培训体系也正在摸索之中。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从2012年起开展依托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培养

直招士官试点工作。2012年首批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单位共11所高职院校,试点单位虽然具

有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但对于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工作却都是从头做起，在培养实践中，各

试点单位积极与对口指导的军事训练机构进行合作，努力做好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工作。从

首批入伍的定向培养士官情况看，高职院校定向培养士官成效显著，因此2017年全国定向培

养士官试点院校增至48所之多，试点单位扩展了4倍多（如图1所示）。 

 

 
图1 2012年与2017年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校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布对比图 

 

目前全国招收定向培养士官计划不断增加，2012年全国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各兵种共招收定向

培养士官830人，且兵种主要是空军和海军，而2016年全国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校增至48

所、培养人数增至9350人，培养人数规模是2012年11.2倍（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我国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呈现井喷式增长。 

 

 
图2 2012年与2016年全国各兵种定向培养直招士官人数分布对比图 

3. 定向培养士官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随着各所院校培养工作的不断深入，定向培养士官试点规模的扩大，兵种的增多，各试

点单位在培养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经过调研发现主要体现在学员入伍后思想波动较大，

学员军事化管理不足，教学内容设置的差异大，培养过程不系统等方面。主要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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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缺乏培养氛围，军政素质培养欠缺 

目前试点定向培养直招士官都设置在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这些院校都无军事背景，校内缺乏

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基地的氛围。古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强调的就是一个良好的培养环

境的重要性。 

另外，为了缩小院校培养和部队训练基地培养的士官在军政素质的差距，多数院校都借鉴了

对接单位的管理经验和建议，而且多数院校聘请了具有部队管理经验的军事教导员。本文通

过对2所承担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高职院校的263名准士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0%的准士

官认为军事教导员无教学经验，任军事理论课程和军事技能课的教师对部队的训练方法、日

常要求及管理了解不够；7%的准士官认为军事教导员完全无教学经验，专业理论课教师、专

业技能课教师完全不了解部队士官的日常需求及发展。 

3.2. 存在体制障碍，训练机构对接困难 

因对接单位部分工作内容涉密较多，且院校与部队间没有隶属关系，学校与部队的工作职责

不同，两者之间也缺乏联系。多数定向培养士官院校都有几个兵种培养任务，而现行体制每

个兵种对接的部队单位都不相同，滨州职业学院目前承担的航海技术海军士官对接单位为北

海舰队某训练基地，而轮机工程技术海军士官对接单位为东海舰队某训练基地，石油化工空

军士官对接的是空军某训练基地，这些对接单位分布地区跨度大，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在利

用承训单位的教育和训练资源上所需成本较高，实现困难较大。不同对接单位对士官培养的

要求、标准都不尽相同，对接难度大，定向培养直招士官院校与部队沟通合作的欠缺，已经

成为制约院校定向直招士官培养工作的主要问题。 

3.3. 尚未形成制度，培养体系亟需构建 

军政素质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没有准确定位，未能按照“定向培养士官”人才成长

规律建立培养体系。从各高校学生定向士官军政素质培养的实践来看，各校要么开设专门军

政素质课程，要么在专业人才培养及公共课中渗透军政素质，要么单独设立二级士官学院。 

总体来看，我国各高校对定向士官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

但从深层次分析，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士官教育，定向培养士官军政素质体系建设进入关键

时期的新的历史形势下，虽然各个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校都是由同一机构主导，但是各

个院校基本没有统一的标准，无论是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军政素质体系、军事体能训练体系，

各个院校都是单打独斗，未搭建起统一的培养体系。而要想推进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培养工

作，形成统一的标准，搭建统一的资源平台是当前迫切的工作。 

4. 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国家骨干（示范）院校试点定向培养直招目前在全国刚刚起步，在很多方面存在问题，针

对本文提出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4.1. 实施准军事化管理，营造军政素质养成氛围 

针对高职院校培养士官生突出的军事氛围不浓的问题，目前部分院校试行半军事化管理，但

是由于制度制定、执行不到位等原因，多流于形式，对培养士官生作用不大。因此，对于培

养各军种士官生应该实施准军事化管理，滨州职业学院参照专业士官学院的做法，构建了纵

队、中队、区队、班四级士官管理组织，学院成立纵队，每个年级组建1-2个中队，以行政班

为单位组建一个区队，每个宿舍6-8人为一个班，每个中队设中队长1名，区队长1-2名，班长

若干名，实行准军事化、半封闭式管理。 

在准军事管理的体制下，制定了滨州职业学院准军事化管理系列规定(如表1所示)，如每天至

少保证2学时军事体能训练，每周至少五天晚上收看新闻联播，每学期必须有2周集训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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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引进部队优质资源，新建“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素质拓展基地，为保障定向培养直招

士官日常训练、素质拓展等提供基础保障条件。 
 
 
 
 
 
 
 
 
 
 

图3 定向培养士官准军事管理规范体系 

4.2. 建立校军沟通机制，破除学校部队沟通障碍 

针对学校军队共同培养士官沟通障碍，试点院校应该充分发挥在地方的人力资源，寻找部队

与高校共同的利益契合点，与当部队无缝对接。在优先满足部队需求的基础上，推动试点院

校与对接单位的有效沟通。试点院校指定专人负责沟通，建立定期沟通制度，最终形成长效

沟通机制。 

滨州职业学院与当地武装部无缝对接，将士官学员编入当地民兵，与当地武装部开展四联即

“联管、联训、联检、联演”。士官学员在校期间由学院和当地武装部进行联合管理、联合

训练、联合检查、联合演出，当地武装部参与士官的日常管理，当地武装部派员入驻学校指

导士官日常训练工作，并且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安排专门的时段到当地武装部进行集训；当地

武装部抽调专门人员对士官管理进行督查，学院成立纠察队，实现士官管理双督查； 由当地

武装部和士官学员组成演出队，打造一台军民融合的红色文化演出。 

另外，为了解决部队了解入伍的定点培养学员在校表现，滨州职业学院建立了士官学院成长

档案，将定点培养学员在校期间的学习、参训情况、参加文体活动情况等综合表现收集起来，

以时间顺序整理成成长档案。这些成长档案跟随士官到部队，是士官服役部队了解定向士官

在试点院校期间的重要依据，也是试点院校和部队沟通的隐形渠道。然后通过定时到部队调

研，收集部队对入伍士官的反馈，根据反馈调整培养思路，形成反馈闭环。 

4.3. 构建军政培养体系，提升军政素质培养能力    

针对当前对定向培养士官所需的军政素质认识不足，军政课程体系不适应部队需求等问题，

建立适应部队需求的军政素质课程体系亟需解决。滨州职业学院进行了定向培养士官培养目

标调研和对接军事单位需求调研，分析定向培养士官基本层次的任职能力和装备发展适应能

力，确定定向培养士官所需的军政素质内容和重点，基于对定向培养士官军政素质结构的分

析，确定军政素质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确定高职学生军政素质培养的重点；对定

向培养士官军政素质能力进行分析，构建了由专业素质模块、军人素质模块和军事素质模块

组成的军政素质课程体系，其中专业素养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实践技能培养、军人

素质模块包含政治作风养成和身体素质养成、军事素质模块包含军事理论知识学习和军事技

能培养等。 

 
 
 
 

20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300



 

 
图4“模块化”军政素质课程体系 

 

定向培养士官军政素质培养应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应通过构建军政素质课程体系，并在人

文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中渗透军政素质培养，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地实现定向培养士官

军政素质的递进式培养。滨州职业学院还成立了军事爱好者协会、船（舰）模协会、国旗护

卫队等军事类社团，开展相关活动，弥补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军政素质培养过程中的不足。            

5. 总结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发展及存在的问题，根据滨州职业学院定向培养直招士

官的具体做法，提出了解决当前定向培养直招士官问题的建议和措施，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培

养机制的研究对推进军队定向培养士官工作的全面发展，提高军队士官队伍的整体水平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定向培养士官”的培养质量，这对于军队建设一支

高素质、高技能型的士官队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培养定向培养士官在国内正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对院校还是对部队，都是一项新兴事物，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缺乏较为健全的培养

机制和完整的培养体系，对培养机制的研究，将多方调研，加强军地合作，建立完善的定向

培养士官培养体系和平台，为军队士官队伍的发展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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