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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FIRST”五位一体
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余同普 邵福球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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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防科技大学以物理学一流基础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为例，提出基于“FIRST”五位一体的人才培
养体系，详细阐述了该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内涵、特色、具体实施、初步成效和未来发展，并就当前新工科
院校的基础学科实施基于“FIRST”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做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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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ᦪ去ᐏ几十ःᩔṍᕼ工作ᔲ们ᮚ对创人
ᐏ培养ౣ出了各ᔝොॐ

[1-2]

ṍ内容基ಶྶᐫ了ᕼ人

ጶએ、ᡕᔳ体ᘌ、学໌和ᮉᖳጶᖓ多个ᒯघṍ

ᔳ体ᘌ和ᒁឥᎋᐏॅ、ᒖᕈ፼ᒶ合ᖩ力培养、
ᮉឣ估与反Ẍ到团Ტॅចᖓᡏ多ႍឡṍྞ及ᡕᔳ、
学、导师、ᖳጶ和ႍ境ᖓᡏ多基ಶ᧫ᘎ。

ऄ取੩了一些实Ჴழṍಧ力促ᤉ了Ỡ层人ᐏ

⃥1ṊFrontierṍ即前ໃṍᤈఱ人培养体ᘌॅ

ᖼṏᔵ出。但ఱṍ对于前ໃ基ᒮ学ᔞᐏ创人培

ចᐏ出发ႈ。前ໃఏఱ学ᔞ发展ᐏ前ໃṍ也ఱỠᔞ

养ṍ国内尚ᓯ乏ᘌ᎖બᐏᒖᕈṍဨ别ఱ在“工ᔞ”

ீᒖᕈᐏ前ໃ。对于工ᔞ᳂തṍஉ们ూ᧫ᕛႫ前ໃ。

[3]

᳂ത 。在“工ᔞ”中ṍ“工ᔞ”ఱఊ工ᔳ学ᔞṍ

⃥2ṊInnovationṍ即创ṍᤈఱ人培养体ᘌ

“”主᧫体ጝ在᤹ᦪ一些基ᒮ学ᔞ孕ᕼ、ृ伸和

ᐏၭỴ。今ᔞீᐏᕩ争॓ᎋऎఱ人ᐏ创ᥗ力之

௪展出ᐏᴖ向ீಸ和产业ᐏ学ᔞ以及传᎖

争ṍ为൴ṍஉ们培养体ᘌᐏᖉ二个ᒯघఱ创。它

[4]

工ᔞ和其他学ᔞᐏ交叉ᥭ合 。如何ॅច工ᔞ᳂

包三个层ᴖṛ创ឥ、创ᖩ力和创ᥗᖩ力。

തᐏ基ᒮ学ᔞṍ如何培养基ᒮ学ᔞᐏ创型人ఱ

⃥3ṊReflectionṍ即ᮉឣ估和反Ẍṍ主᧫体

ᤆःᕼ工作ᔲᒖᕈᐏႝႈ。உ们ᮚ对工ᔞ᳂ത

ጝ在学ොॐᴘ和ᒖᕈ፼ᡕṑఊ导上。作为ᮉ

一༁基ᒮ学ᔞᐏ人培养ṍౣ出了基于“FIRST”

ᖳጶᐏᩕ᧫ඤṍ反Ẍ和ឣ估ᦪᔳॏ化了师和ᖳ

五位一体ᐏỠँᒖᕈ፼培养体ᘌ。

ጶᔲᐏᮉឥṍ增ॏ了培养Ỡᘎ创人ᐏ信

一、“FIRST”五位一体培养体系的基本概念、
内涵与特色

એ和使命କṍఱỠँᒖᕈ፼培养ᐏᩕ᧫一ႍ。
⃥4ṊStructure & Systemṍ即ᡕᔳ体ᘌ和ᒁឥᎋ
ṍᤈఱỠँᒖᕈ፼培养ᐏᩕ᧫体。ᮚ对创

“FIRST”即一༁、卓ᡘṍᤈఱஉ们人培养

人ᐏ培养ṍẗ先कॅᕦᡔ完善ᐏᡕᔳ体ᘌ和个બ

体ᘌॅចᐏળᐱഗṛ始ᎀᤱ卓ᡘṍᡗᡘᗷஉṍ向

化ᐏ培养ᨕ划Ṝ同ఛṍ᧫ဨ别໖ᩕᒖᕈ፼ᒁឥᎋ

一 ༁ ᐿ Ά 。 具 体 ᔵ ᨈ ṍ FIRST 包  五 个 ᒯ घ ṛ

ᐏॅᕦṍᤈ对于Ỡँ博士ᒖᕈ፼ᐏ培养ᗺ关ᩕ᧫。

F-frontierṍI-innovationṍR-reflectionṍS-structure &

⃥5ṊTeamworkṍ即团Ტ和ႍ境ॅចṍᤈఱ人

systemṍT-teamworkṍྶᐫ了从学ᔞᐏ发展᳹、ᡕ

培养体ᘌᐏᗺở。क充分发చ导师和团Ტᐏ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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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培养ᥗై佳ႍ境。
“FIRST”五个ᒯघఱಧ಼᎖一ᐏெ体ṍ从学ᔞ
前ໃ和ᔞீ发展ᐏ前ໃ出发⃥FrontierṊṍ充分ᡚ动ᒖ
ᕈ፼学习ᐏᔪೞબ和ᖩ动બṍಧழ发చ导师和ᒖᕈ፼
ᐏ协作ᗺᓽ⃥TeamworkṊṍ᤹ᦪᡕᔳ体ᘌॅច和ᒁឥ
ᎋᐏॅ⃥Structure & SystemṊṍ借助ಧழᐏឣ估
与反Ẍ⃥ReflectionṊᖓᮉ制ᦪᔳṍ不培养ᒖ
ᕈ፼ᐏ创ᗺᓽ和创ᥗᖩ力⃥InnovationṊṍైᎀ培养
出一基ᒮ厚实、᧲ᩖ宽ऊ、富于创ᐏ卓ᡘ⃥FirstṊ
ᒖᕈ፼。ែ培养体ᘌᐏဨយಧṛ
⃥1Ṋᕏ出了基ᒮ学ᔞᐏ“前ໃ”。ᮚ对工ᔞ
᳂ത基ᒮᒖᕈᐏဨႈṍᎋ合Ỡீಸ发展ᐏᤩ切᳹
ṍஉ们ဨ别ᕏ出了ᔞ学和ீಸ“前ໃ”ᐏᩕ᧫બṍ
ᤈ与ࣲ᤹உ们᧮到ᐏጶᔞ᳂ത基ᒮᒖᕈ“ဲఎᦣᲴ”
完全不同。工ᔞ᳂തᐏ基ᒮ学ᔞ᧫ᴖ向ீ
ಸ和产业以及多学ᔞᐏ交叉ᥭ合ṍḸᕦᤇ“前ໃ”。
⃥2Ṋॏᡚ了ᡕᔳ和ᒁឥ体ᘌᐏॅ。ᒖᕈ፼学
习专业基ᒮᡕᔳṍ一ᴖ在于学内容ᐏចᨕṍ另
一ᴖ在于ᒁឥᐏ༡化吸ೇ。᤹俗地ṍ前ᔲఱ如
何ចᨕ“ᡮ养ᡒ单”ṍ后ᔲఱ如何ᝫ学፼“ᖇ口大增”
ᐏ同ఛಧ利于学፼ᐏ“ெ体发ᕼ”。关于ᡕᔳ体ᘌᐏ
ॅចṍ国内多Ỡതᨍ做ᦪ大ᮉᐏ实ᤦṍចᨕ了“ᡮ
养丰富”ᐏᡕᔳ内容ṍ但ఱਜ਼ਜ਼了学፼在一
ṃ域ᐏᒁឥ体ᘌᐏॅṍᤈ对于ᒖᕈ፼后ಱᐏ创
ધᒯᐏ培养十分不利。షஉ们多ःᐏ学和ᒖᕈ
实ᤦ发ጝṍ学፼在ᡕ堂学到ᐏᒁឥ基ಶ上ఱᓄქ化
ᐏṍ不ᖩ੍ᦂ为完ெᐏ“体ᘌ”ṍ导ᝦᒖᕈ፼在后

二、“FIRST”五位一体培养体系的具体实施
以ᕽᔲட在学തᐏဣጶ学ᔞ为例ṍ介ᎅែ体ᘌ
ᐏ具体实ఁ。
1.ॅចᡕᔳ体ᘌ
ၕ光ᖓᔔ子体ဣጶఱỠᖩᮉ密घဣጶ前ໃᒖᕈ
ṃ域ṍ也ఱબᘣ್ᕛ变ᒖᕈᐏപ੶ᡕṑṍ在基ᒮ
ᒖᕈ和国Შṃ域具ಧᩕ᧫क前తṍఱ前ᕛ变ႈ
ၨᴖ临ᐏᩕ大ጝ实ᱷṑ。在ចᨕᡕᔳ体ᘌఛṍẗ先
உ们借ᮌ国外ᖓᔔ子体ဣጶᒖᕈᩕႈỠത和ᔞᒖ᳂
டᐏᎇẺṍ如ᔉ国Ḽ大学ᖓᔔ子体ဣጶ实Ẻ
室、៣国ᢣ尔໌ဨ女ႃ大学ᖓᔔ子体ဣጶᒖᕈ中
੶、ẝ克ધ·ಮ克-ᮉ子光学டᖓṍᎋ合国内ᖓᔔ子
体ဣጶᒖᕈᐏጝ်ṍஉ们团Ტ创ॅ了၎具ဨយᐏၕ
光ᖓᔔ子体ᡕᔳ体ᘌṍ如图 1 டᓭ。ែᡕᔳ体ᘌྶ
ᐫ了ಶᔞ፼ᐏ“ॏ场专ṑ”和“ဣጶ学前ໃᒶ合ច
ᨕ”、ᒖᕈ፼基ᒮᡕᔳ“Ỡᖓᎈ动力学”和“ᖓᔔ子
体ဣጶ基ᒮ”、专业基ᒮᡕᔳ“ᖓᔔ子体ᗧ子ො௳”
ᖓṍ同ఛ将多学ᔞ交叉ṃ域ᐏᒖᕈ内容ಧழᥭ入前
ໃ和ỠᲬᡕᔳ。为了ᤉ一ඊ੍完备ᐏᡕᔳ体ᘌṍ
உ们出ဖ了国内ᖉ一ಶ《ᖓᔔ子体ᗧ子ො௳》和《ᗧ
子ᦐ》ೇṍ受到多ட大学和ᒖᕈ಼ᐏႝ႐ൣ
ṍᨇ分ೇ作为ᎇ典ೇᦷ同ᦖᱱಱ使。与൴
同ఛṍஉ们᧫ᒖᕈ፼修ᡏ如“പဣጶ”
“Ỡᖓ光
学”
“ऄᦖᔳऑै发与ចᨕ”ᖓᦄ助ᡕᔳ。ᤈ一ᦂ为
完善ᐏᡕᔳ体ᘌ专ᱲ为ᖓᔔ子体ဣጶ学ᔞᐏᒖᕈ፼
ᮉᥡ定做ṍ在ᤆ十ःᐏᒖᕈ፼培养ᦪᔳ中ᡔ到了关
ᰳ作。

Ꭲᒖᕈ中ᥧ到ᱷṑṍᎇࣲᦷ“卡ᖶ子”ṍ从ᔵ发出“书
到ఛૅ少”ᐏକଦ。其实ᤈऄ不ఱ书ᡒ੩不多ṍ
“Ṭ单”ចᨕ੩不够丰富ṍᔵఱᒁឥ༡化不ઋ、ጶ
ᨂ不ᤱਖ਼和ெጶ不充分。
⃥3Ṋᩕ᧲团Ტ和ႍ境ॅច。导师在Ỡँ创
人培养中ᐏ作ඪशᔀᎦṍ他们就像ఱ“厨师+
ᡮ养师”。与൴同ఛṍႍ境ᐏॅច也ᗺ关ᩕ᧫ṍ好ද
ఱ“就Ṭ”ᐏ地ႈ和围ṍடಧᐏႍ境ॅច᧫ᘐ密

图1

围ᎍỠँᒖᕈ፼培养ᤈ个主፷ै展。一༁ᐏ导师

2.ᴘ学ොॐ

团Ტಧ利于培ᕼ出优ᔗᐏᒖᕈ፼ṍ优ᡘᐏ学习ႍ境

⃥1Ṋ᳓಼ᖩṍ主动学习。基ᒮ学ᔞᐏᒖᕈ፼

和ភ好ᐏᒖᕈ围ూಧ利于创人ᐏᖼṏᔵ出。

学ᴘఱ前ጶ工ᔞ᳂ത人培养ᐏᩕ᧫ᡕṑ。

激光等离子体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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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导师团Ტᐏ学ಸँ。

ᥬᡕ堂和 MOOC ᖓ多ᔝ学ඤṍಧ௺地ᩑ了

⃥2Ṋ三፣垂ᐵᖳጶ。ᖉ一፣ఱெ个大ᡕṑ፼ṍ

国外原ဖೇṍ将ᨇ分ᡕᔳᐏ内容ᤳ一分ᨂṍऄఇ

主᧫ᢥᢨ全体ᒖᕈ፼ᐏគைṑ和ैṑ、中ಱᔰപ、

出不少于 2/3 ᐏᒁឥႈᝫᒖᕈ፼参与ᒖऄ၎ᕦ

๖业ᖚᦞ、定ಱ交༁和学ಸຬΈṜᖉ二፣ఱ导师团ṍ

ీ。ᤈᔝ“᳓಼ᖩ上台、反客为主师”ᐏ

உ们为ඬ个ᒖᕈ向ᒽᕦ了导师团ṍ共同ఊ导ែᒖ

学໌Ṙ᧭了一ᡕ堂“填ὒॐ”学ॐṍᝫ

ᕈ向ᐏᒖᕈ፼ṍ同ఛ实ᦖẗ

ᒖᕈ፼ᑃ൳为学ᐏ主体ṍ充分发చ了ᒖᕈ፼ᐏ

፼会对学፼ᐏᒖᕈᤉ展ᤉᦖெ体౨Ṝᖉ三፣ఱᔞ

主动બ和ᖩ动બṍ学ᐶᱱṍᒖᕈ፼ᐏ创ឥ也

ᒖ小፼ṍ一ᎅ 3~5 名ᒖᕈ፼ṍᘐ密围ᎍ一

੩到了షᡸౣ升。

ᡕṑᔲᒖᕈṃ域ᐏ关ᰳᔞ学ᱷṑ੍ᒖᕈ小፼ṍ

⃥2Ṋॅᗷ

ᐏᒁឥ体ᘌ。ᎅ于ಶᔞᲬඤᐏᡕ

小፼内ᐏỠः፣博士፼协助ẗ

导师ᢥᢨ制ṍ᤹ᦪ

导师ఊ导ᒵ士፼ṍ

ᔳ大ᔳघ上ఱ介ᎅై基ಶᐏጶគᒁឥṍಧऊघ但

ᒵ士፼协助ఊ导ಶᔞ፼ै展๖业ចᨕṍ主动᎐ᒖᕈ

ᓯघṜᔵᒖᕈ፼ᡕᔳూ加໖ᩕ个ᒖᕈ向ᔲṃ

፼“压子”ṍ一ᴖై大ᔳघၕ发他们ᐏᔞᒖ创

域ṍ其中会ྞ及ᦂ多层ᐏᒁឥṍఏಧᔞ书上ળ

ឥṍ另一ᴖಧ力促ᤉ了低ः፣ᒖᕈ፼ᐏઋ

ᎋභᐏṍ也ಧైᐏᒖᕈᤉ展。在学ចᨕఛṍஉ

ᱱṍ使੩ெ个团Ტ௸一ᕱᎨṍஎ力੩到ౣ升。

们ಧᮚ对બ地࣯助ᒖᕈ፼ංጶᒁឥႈṍᩕႈ培养他们

⃥3Ṋ交叉ᥭ合、᤹力合作。ౣ倡大ᡕṑ፼内ᐏ

ᐏ创ឥṍᝫ他们尽ઋ在一ᒖᕈṃ域ॅᗷ

交叉ᥭ合ṍ小ᡕṑ፼ᐏ团ᎋ协作ṍ充分发చඬ一位

ᐏᒁឥᎋṍ࣯助他们尽ઋᣪ到学ᔞ发展ᐏై前ໃ。

ᒖᕈ፼ᐏဨᱱṍ各司其ᕖ、᳦体ೊ关。ද如ṍ善于ᔞ

⃥3Ṋ创学内容。᧫ᒖᕈ፼在ᤉ入ᡕṑ፼

ᒖ制图ᐏᒖᕈ፼ṍᢥᢨᡕṑ፼ᩕ᧫学ಸគைᐏỠँ

后᳃了学习基ᒮᡕᔳ外ṍᤊ᧫ᡒ大ᮉைၯ和书ᗟṍ

භએ图和ᓭ图制作Ṝ善于៣ை写作ᐏᒖᕈ፼ṍᢥᢨ

ᎋ合前ᔞᒖ实Ჴ和工ᔳक中ᐏ关ᰳᔞ学ᱷṑṍ

ᩕ᧫ேᕂគைᐏྭយṜ善于ᓎᔳ和值ො௳ᐏᒖᕈ

以ᱷṑ为导向ṍ᤹ᦪ丝剥、ᤱဇṍ反Ẍ到

፼ṍᢥᢨఊ导ᡕṑ፼ᐏᔳऑ使ṍైᒆᐏఛᱽᝫ其

ᐶकᐏ学内容上。同ఛṍஉ们᧫ᒖᕈ፼做好ᎈ

他ᒖᕈ፼上ᔳऑṍ出ጝᱷṑ及ఛᨂ决Ṝᔵဣጶᐵ᧵

子ᕽṍ将不同ᐏᒁឥႈఌႸᒖᕈ向ᤉᦖ॓፮ળ

好、ጶគ功ऎॏᐏᒖᕈ፼定ಱ᎐大家分享国内外ై

ᎋṍ围ᎍᡕṑ串一“ᒁឥ༁”。对于从ைၯ中ᡂ

ᔞᒖ动ખ。ᤈ些ᐿ似ᖪ单ᐏ协作ṍਜ਼ਜ਼可以ᝫ初

取ᐏᒁឥṍᝫᒖᕈ፼务及ఛጶᨂ、༡化和吸ೇṍ

学ᔲ少ᣪ多ौᤤṍూઋᣪ上ᔞᒖ创ᐏ大ᥭ。

争取ᝫᒖᕈ፼ဨ别ఱ博士፼利不到一ःᐏఛᱽ

4.ᡮᥗ培养ႍ境

ᗷ

⃥1Ṋᥗഗುṍടᕦෂഩ。ᒖᕈ围ᐏᡮᥗ也

ᒖᕈ向ட᳹ృ౨ᐏ基ᒮጶគ੍ᐶ对၎ᕦᐏ

体ᘌṍ为后ᴖᐏᔞ学ᒖᕈ下坚实ᐏጶគ基ᒮ。

ఱ人培养ᐏᩕ᧫ႍឡ。在ఐࣲ学和ᔞᒖ实ᤦ中ṍ

3.加ॏ团Ტ协作

உ们一ᴖ努力ᥗ“学ಸഗು”ṍ一个ᔲ

⃥1Ṋ
“॓”
“ᤳ”ऄ举ṍ优化学ᓐᎋ。在导师

几个优ᔗᒖᕈ፼作为全体学员学习ᐏෂഩṍ如ᾮ励ᒖ

团ᲢॅចᴖṍႯ军事᳂ത人员ᓎ制ᘐॅṍ但ᤆ

ᕈ፼参加原ᕼᨇ“学ಸ人奖”ឣ、学തᐏ“学

几ःஉ们充分利学ത“双一༁”ॅចᐏ契಼ṍ从

ಸ之ఫ”以及国家ᩕ大ᔞீ专ᴹ“ఎஎ៣”ឣ

ੳ国ೋ塞尔多夫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中ᔞீ大学ᖓ

ᖓṜ另一ᴖṍᎇࣲ᧖ឿ国内优ᔗᒖᕈ፼ᡕṑ፼交

Ỡത॓ᤉ了多名Ốऀ师ṍ优化了学ᓐᎋṜ另一

༁ṍද如ඬःघᐏᢵ឴东ᖓᔔ子体奖ᡂ੩ᔲ、ႃ大ጱ

ᴖṍஉ们充分利国家᎖学基ᮊ委ᐏ专ᴹᎇᢾṍ

Ỡത学፼奖ᡂ੩ᔲ以及在ಶṃ域ᴶ፣ಱ刊发ᦠ学ಸ

ᤳỐऀ师ᣬఐಶ宇ᨍ宫大学、៣国ᢣ尔໌ဨ

គைᐏᒖᕈ፼ᖓṍ充分发చෂഩᐏ作ṍ寻ா差ᤛṍ

女ႃ大学和克ᠽੳ大学、ੳ国ଢ尼ᾘጶ工大学和

ᝫᒖᕈ፼ᗷ᧵੍你ᤱஉᣮ、争先创优ᐏភ好局ᴖ。

ೋ塞尔多夫大学、᧪ጲရẝੳᩔጶ工大学及国内ᐏ

⃥2Ṋᑦ准一༁ṍ“大家”学。ᑦ准世᎒一༁

上༜交᤹大学ᖓ一༁ᔞᒖ᳂டឞᱷ学习ṍಧ力ౣ升

᳂ത和ᔞீ企业ṍ充分利ᒖᕈ፼出国᎖学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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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制ṍᘐ密ᎋ合ᡕṑ፼ᐏᒖᕈ向ṍ主动᧖ឿ

工ᖓ单位ᡚᒖṍ与ᨇᲢ基层官兵和๖业፼औᡟṍᔲ

国内外学ಸ大师、工ᔳ师、军Ტ一༁专家前学ṍ

᧖ឿ优ᔗ๖业፼回തీᡕ、学ṍᝫᒖᕈ፼了ᨂ一፷

定ಱ᧖ឿ兄ॗᡕṑ፼导师为ᒖᕈ፼ᡕṍ介ᎅ国内

ᨇᲢ和企业对人培养ᐏ᳹ṍऄ反Ẍ于ᒖᕈ፼ᐏఊ

外ᐶ关ᒖᕈ向ైᒖᕈ动ખṍ᤹ᦪ共બᱷṑᒖᕈ

导ᦪᔳ中ṍᤳඊౣỠᒖᕈ፼ᐏ培养ँ和ᮉ。

以及不同ᒖᕈṃ域ᐏધଆၨើᐏᓑತṍ为交叉ᒖᕈ
ಅॅँ台ṍ为ᒖᕈ፼ᕦ体培养ᡮᥗ围。

三、“FIRST”五位一体培养体系的初步成效

⃥3Ṋᎋ合᳹ṍᕦ体培养。充分利学ത、军

᤹ᦪஉ们十余ःᐏᱱಱ坚ఈṍ
“FIRST”五位一

Ტ和国家学ಸ交༁ᐏಧழ಼制ṍ将ᡕṑ፼ై具ှ力

体人培养体ᘌᥬភ好ṍ在创人培养中取੩

ᐏᒵ士ᒖᕈ፼ༀਜ਼国内ᩕႈỠത学习交༁ṍऄౣ供

了一定ழṍౣỠ了ᡕṑ፼ᐏᒁ名घ和响力ṍऄ

全ṕᣉ助Ṝ将ᡕṑ፼ై᳹᧫发展ᐏ博士ᒖᕈ፼ᤳਜ਼

੍了ភ好ᐏ品ဗழक。ᦠ 1 ឯ᎖ᨕ了ᤆःᕽ

国外Ỡँ大学和ᔞᒖ಼ṍ依国家᎖学基ᮊ委

ᔲட在ᡕṑ፼๖业ᐏᒖᕈ፼在全军和南ᐺ优ᔗ博

ᖓᴹᐱṍ师从国外一༁大师ᕙ合培养ᔲೊᡒ博士

士/ᒵ士学位គை、ᐺ፣和ത፣创ᴹᐱ、ᕦ功受奖、

学位ṍ为ᒖᕈ፼全ᴖᱱ、ౣ供ై佳ႍ境。

奖学ᮊ以及以ᖉ一作ᔲ发ᦠ SCI គைᐏ૰况。

5.ᩕ᧲ᮉឣ估和反Ẍ

⃥1ṊỠ层人ᖼṏᔵ出。ᡕṑ፼培养ᐏᒖᕈ

导师፼以ጝ代ᕼឣ估ጶគ为ఊ导ṍ从“工

፼中先后ྟጝ了一以国家ᗷႯᔞ学基ᮊ优ᔗᴎः

ᔞ”᳂തᒖᕈ፼ᕼ工作ᐏ实Ჴ出发ṍᱱಱै展᳦

基ᮊᡂ੩ᔲ、南ᐺᗷႯᔞ学基ᮊೖ出ᴎः基ᮊᡂ

导向બ⃥DirectionalṊ、ᐨᑛબ⃥SupervisedṊ和ၕ励

੩ᔲ、
“ᴎः៣”ᡂ੩ᔲ和ᴀ៣东ᴎः师基

બ⃥InspiringṊ于一体ᐏឣ估实ᤦ动ṍो仅以ᔰ

ᮊᡂ੩ᔲ为代ᦠᐏỠ层人ṍᐶද兄ॗᡕṑ፼人

ឲឣ价ᒖᕈ፼ᐏ໌ṍ将ឣ价ᩕႈೋ在ᒖᕈ

培养૰况ṍᤈᔝᳰ后భᕺᐏ人᳦体“冒尖”

፼ᔞᒖ实ᤦ动中ṍ以ౣỠᒖᕈ፼ᒶ合ᘎ为ᐱഗ

ጝᢔṍఱஉ们创人培养体ᘌᐏై好ួᩓ。

导向ṍᤉᔵ॓导ᒖᕈ፼ᐏᱱ与ᤉඊṍᒽ保人培
[5]

养ᐏᮉ 。

⃥2Ṋᒖᕈ፼培养ெ体ँషᡸౣ升。ష᎖ᨕṍ
ಧ 38.4%ᐏᒵ士๖业፼和 28.6%ᐏ博士๖业፼ᕦ三

⃥1Ṋ定ಱງṍ及ఛ反Ẍ。᧫ᒖᕈ፼ඬ周定

ᖓ功ṍᤊಧᒵ士๖业፼ᕦ二ᖓ功。可᧮ṍஉ们培养

ಱງᒖᕈᤉ展和ધଆ动ખṍඬ定ఛ召ैᡕṑ፼

ᐏᒖᕈ፼ᖩᦩᤨकᨇᲢ᳹᧫ṍᤈ੩ᐣ于ᱱಱ坚ఈᐏ

学ಸຬΈ、小፼会以及师፼ᴖ对ᴖ动ṍೇ᳦ᒖᕈ

ᨇᲢ᧮习和交༁反Ẍ಼制。在创ᣉ助ᴖṍಧ 85.7%

፼对ᡕᔳ学、ᒖᕈ፼培养、导师以及团Ტᐏ᧮

ᐏ博士፼ᴺ利ᡂ੩南ᐺᐏ创ᴹᐱᣉ助ṍᤞỠ于同

和ॅᝯṍऄᎇ导师፼ᒶ合ឣ估后反Ẍ到培养ႍឡṍ

ಱ其他学ᔞᐏ博士፼ද例Ṝ在优ᔗ学位គைᴖṍಧ

不ᡚெᡕᔳ内容、ీᡕॐ和培养ᖛ。在ᒖᕈ

42.8%ᐏᒵ士学位គைᡂ军Ტ南ᐺ优ᔗ学位គ

፼参加国外ᕙ合培养ᐏᦪᔳ中ṍẗ

导师始ᎀ坚ఈ

ைṍಧ 25%ᐏ博士学位គைᦷឣ为全军南ᐺ优ᔗ

对学፼ᐏಧழᐨᑛ与ఊ导ṍ᳃了ఐࣲᐏ交༁外ṍඬ

博士学位គைṍᤈ主᧫੩ᐣ于ᒖᕈ፼ॏ႐ᐏ创ឥ

个在外ឞ学ᐏᒖᕈ፼Ḹ参加国内ᡕṑ፼ᐏ፼会

和创ᥗᖩ力。与൴同ఛṍ参与ᕙ合培养ᴹᐱᐏ国外导

ऄಪ写ળᎋ告向ẗ

导师ງᔞᒖᤉ展ṍ出ጝᱷ

师对ᕽᔲᡕṑ፼ᐏᒖᕈ፼也᎐予了Ỡघឣ价ṍऄᦠᦥ

ṑ再ᎅ导师及ఛ做出反Ẍऄ与对导师充分ຮ᤹。

出Ꭲ合作ᐏॏ႐ଜṍᖩᔂ了ᡜᨂ备ઃੇṍᤈ也ఱ

⃥2Ṋ交༁᧮习ṍ优化ᡚெ。ᾮ励ᒖᕈ፼关໖ᔞ
ᒖ೨ᐏᥬ化和ṍॏᡚ“军ᥭ合”ॐ᤹ீ

உ们ភ好学ಸ围和Ỡழᐏ团ᎋ协作ᐏႯᎋ೨。
⃥3Ṋ基ᒮᒖᕈṍᒵ೨ᘒᘒ。ᡕṑ፼培养ᐏᒖᕈ

ಸᒖᕈṍ一ᴖ࣯助ᒖᕈ፼ᤨकᨇᲢ᳹ṍ另一

፼中ಧ 71.4%ᐏᒵ士ᒖᕈ፼在๖业ఛ

ᴖ为地企业ᮉᥡᥗீᖩ型人。在ᦪ去ᐏ几ः

ᔲᥡ份发ᦠ了ᗺ少 1 ᗂỠँ SCI គைṍಧ 42.9%

ᩔṍ导师团ᔪೞ参与“导师ᨇᲢᦖ”和企业᧮习ᖓ

ᐏ博士ᒖᕈ፼作为ᖉ一作ᔲ发ᦠ了ᗺ少 5 ᗂ SCI គ

动ṍ多人ᣬẝ兰基地、༜军、ᕌ军、中ᥧ、三一ᩕ

ைṍ几乎டಧᐏគைᨍఱ团Ტ合作努力ᐏᎋ೨ṍ凝

ᎇ以ᖉ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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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激光等离子体课题组近年来人才培养情况（%）

内容 军/省级优 校优博/ 省级创 校级创
博/硕论文 硕论文 新项目 新项目

比例

三等功 二等功

光华奖 周明鸂 校级优秀 校级优 出国联
学金

奖学金 毕业生 秀学员 合培养

以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 SCI 论文
>1 篇 >3 篇 >5 篇

硕士

42.8

30.7

-

38.4

38.4

7.7

38.4

7.7

7.7

38.4

7.7

71.4

15.4

博士

25.0

0

85.7

71.4

28.6

0

28.6

14.3

14.3

0

71.4

100

87.5 42.9

0

ᎋ了டಧ参与ᒖᕈ工作ᐏᒖᕈ፼ᐏ੶ᦓ和ຍ。值

以 及国Შᩕႈ 实Ẻ室ᐏ学 ಸỐऀത 任ᕙ合 导

੩一ౣᐏఱṍᡕṑ፼培养ᐏᒵ士ᒖᕈ፼ᤊ发ᦠ了学

师ṍ协助ఊ导ᒖᕈ፼。

തᖉ一ᗂ《ᗷႯ·᤹ᝰ》គைṍ同ఛᤈ也ఱ国内ॏ

⃥3Ṋ对ᖳጶᔲᐏ᧫。“FIRST”人培养

场ᮉ子ᎈ动力学ᒖᕈṃ域ᐏᖉ一ᗂ《ᗷႯ》子刊គ

体ᘌྞ及ᡏ多ᴖṍ对ᖳጶᔲ和ᖳጶ制घಶᥡ也ౣ

ைṍ॓ᡔ了国内外学ᔲ和国Ჴ大ᔞ学ᦾᔀ如ᓷẝ尼

出了᧫ṍᤈ᳹᧫உ们ᔪೞోᘏ人培养和学ಸ

亚ೞᕰ光ចఁ⃥಼ELI-NPṊᐏॏ႐关໖。以ᒖᕈ

交༁ᐏᱱழ಼制ṍ免因为லᖛ和人员变动带ᐏ

፼为主导ᐏ学ಸ೨ᤊᡂ了 2015~2017 ःघ中国

ᦷ动局ᴖṍ᳹᧫各፣ᖳጶᔲ和决ᖛᔲ充分利

ᦎ射ဣጶṃ域“十大ᔞீ创ᤉ展”。

லᖛṍై大ᔳघ保ហெ个体ᘌᐏ健ङ、ँᔼᦖ。

四、“FIRST”五位一体培养体系的未来发展

ಧ

“FIRST”五位一体人培养体ᘌ同ഩᤨ于
地Ỡᖓ᳂ത学、力学、ᨕᖰ಼ᔞ学、化学和፼

Ⴏ“FIRST”五位一体人培养体ᘌ取੩了

ဣ学ᖓ基ᒮ学ᔞ。与军事᳂ത不同ᐏఱṍ地Ỡᖓ᳂

一些ழṍ但ఱ具体实ఁᦪᔳ中也存在一些ှ在ᱷ

ത在实ఁ“FIRST”五位一体人培养体ᘌᴖ具ಧ

ṑṍ᳹᧫在今后ᐏ实ᤦ中ᤳඊ完善和ᨂ决。

ూ多ᐏ天Ⴏ优势。一ᴖṍ地Ỡതᐏ学ಸ交༁ూ加

⃥1Ṋ对导师团Ტᐏఎஎ。
“工ᔞ”᳂ത人培

ၭṍ出国出境ᕙ合培养、与ᒖᕈட和Ỡത交叉合作

养ᐏ使命和᧫᎐导师团Ტ带了全ఎஎṍᤈ

以及ಶᔞ፼交༁ᖓᴖ಼会ూ多ṍూಧ利于ែ人培

促使உ们一ᴖ᧫ᕨ在基ᒮᒖᕈ发展ᐏ前ໃṍ同ఛᤊ

养体ᘌ发చ作Ṝ另一ᴖṍ地Ỡᖓ᳂ത主᧫ᴖ向

᧫ఛ刻关໖军事变ᴘ和一ᔞீᴘ命ᐏ发展ᤁ

企业和ᔞᒖ᳂டṍ少ᐵ్ᴖ向军事᳹ṍᤈഩṍ基

势ṍ不学习ጶគ、ᒁឥṍᤉ一ඊ௪宽学ಸ᧲ᩖṍ

ᒮᒖᕈ前ໃᐏᕛႫూ加తᒽṍ交叉ᒖᕈᐏ围ూऊṍ

ऄ反Ẍ于ᒖᕈ፼培养ᐏெ个ႍឡṍᤈ在உ们前ᴖᐏᡕ

培养ᐏ人ᤨબూॏ。军事᳂തᗷ 2018 ःै始௱

ᔳ体ᘌॅច以及学ᴘᖓႍឡ

ೇఎ军ᗟ地ಶᔞ፼ṍऄᎢல大地ᒖᕈ፼ᐏ௱፼

ᎇಧ了一些ᔰᣲṍ

但ఱᤊ不够ṍᤊಧ多工作᳹᧫ै展ṍද如ṍ在ᡕᔳ

᧰ොṍᤈ为உ们ోᘏ和完善地Ỡᖓ᳂ത“FIRST”

体ᘌॅចᴖṍ᧫尽可ᖩᎋ合国家和军Ტᐏᩕ大᳹

五位一体人培养体ᘌౣ供了ᐏ契಼。

ṍᡕṑᐏ௺᧫ᕛႫ前ᩕ大ጝ实ᱷṑᖓ。
⃥2Ṋ对培养ᐱഗᐏ定位。军事᳂ത௱ೇ大ᮉ
地ᒖᕈ፼以后ṍ如何ँᦛᨇᲢ᳹、企业᳹和
基ᒮ学ᔞᐏ发展᳹ṍ培养出复合型创人ṍ也
ఱែ人体ᘌᴖ临ᐏᱷṑ。உ们培养ᐏᒖᕈ
፼᳃了ᖩ在企业ா到工作ṍ在ᔞᒖ಼从事ᔞ学ᒖ
ᕈ外ṍ如何ᤨकᨇᲢṍ如何ᨂ决ᨇᲢỠீಸ发展
中ᐏ实Ჴᱷṑṍ᳹᧫在培养体ᘌᐏᴶ层ចᨕ上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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