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２２００1177 年 44 月 1122 日 星期三 视 点责任编辑 / 郝江震 Tel：０１０-６６720284 E-mail：haojz90@163.com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３４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３２ 发行部电话：（０１０）６６７２０７０２ 广告部电话：（010）６８５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０．55元 月订价：17.5元 年订价：21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
■张 宁 本报记者 熊永岭

“1897 年 11 月，德国以‘巨野教
案’为借口派兵强占青岛……”4 月 7
日上午，在青岛市崂山区第二中学活动
室内，区人武部政委葛祥走上讲台，结
合曾经的屈辱史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国
家安全教育课。

观看一件实物，浏览一块展板，品
读一组数据……记者来到市南区德县
路小学看到，区人武部精心制作的国土
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
资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 10 块展板
前，全校师生们认真观看，热烈讨论，接
受国家安全教育熏陶。

青岛警备区利用即将到来的第二
个国家安全日，协调国防教育办公室和
市教育局共同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进校园活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

年 11 月，日本侵占青岛，取代德国对青
岛进行军事殖民统治……”展板前，老
英雄邓树贞亲自当起讲解员，与学生们

一起回忆青岛那段屈辱的历史。
青岛各区（市）人武部联合相关单

位通过实地参观、军营体验、主题演讲
等形式组织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4 月 8 日，青岛科技大学 150 名师
生代表，来到驻青岛某部营区开展国家
安全教育活动。操场上，轻武器常识讲
堂气氛热烈，5 名战士娴熟的操作和生
动的讲解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学生们纷
纷上前体验。训练场上，30 名身着迷彩
服的侦察兵进行格斗表演，赢得师生们
如潮般的掌声。

青岛坚持把国防教育进校园作为
推动学生素质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的重要环节，作为筑牢国防建设基石的
基础工程来抓，努力培养青少年学生爱
国信念。

“经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
广大青年学生国家安全和国防意识得
到提升，并逐渐转化为携笔从戎的志
向。”市征兵办参谋王竹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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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更替，草木蔓发。第二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即将到来，形式多样的

国家安全教育活动蓬勃兴起，在全社会

形成热潮。巩固和深化这些成果最好的

办法，就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努

力建设好“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安全和

人民群众安全相互依存，国家安全问

题归根到底都由人民来感受、决定和

评价；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在于

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人

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国家安全只

有紧紧围绕人民安全这个核心，以人

民群众为坚强后盾和力量之源，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才能真正夯实

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凝聚起维护国

家安全的全民力量，共同构筑捍卫国

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形势发生

了巨大变化，它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

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影响因素更加

复杂。唯有矢志不渝提升人民群众安

全感，让人民群众获得国家安全的“红

利”，才能万众一心、共筑国家安全新

的长城，才能让危及国家安全的破坏

者知难而退。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乱”，居安思危是治国理政的重大

原则，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

普遍的愿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

发展，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使个人在维

护国家安全中的分量日益增加。近年

发生的生物入侵、网络间谍、个人泄密

等事件显示，个人已成为国家安全重

要主体的鲜明时代特征。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提升人民群

众安全感，是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一环。只有

人民群众自身的安全感提升了，维护

国家安全的责任感使命感才会水涨船

高，自愿地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避

免点滴行为有损国家安全。

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提升人

民群众安全感，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通过各种生动活泼、对接现实的

宣传教育方式，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

家安全形势，增强“安而不忘危”的忧

患意识；加大对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

义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

度，教育人们以法律划定行为底线，向

一切损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坚决说

不；让人们深切感知国家安全和个人

安全密切相关，明确维护国家安全的

责任和义务……既让每位公民心中有

国家安全意识，又使维护国家安全成

为一种公民的行动自觉，体现于每位

公民的生活与工作之中，久久为功，驰

而不息，在和平年代绷紧安全之弦、凝

聚安全共识，形成全民自觉维护国家

安全的生动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国家之安，人

民至上。行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奋

斗所指，聚力所向，就是为了国家安宁

和人民幸福。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的价值追求，奋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

民，人民军队就会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

今年的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如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宣
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居安思危，共筑国家安全精神长城
■本报实习记者 郝江震

国家安全形势面临

新的挑战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我们正在
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
考验和重大挑战。这既对国家安全工作
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
提供了新机遇。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形势日益严
峻，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传统安全威胁和
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方面，我国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
凸显期，公众安全期望值不断提升，各种
矛盾的复杂程度也急剧提升。另一方面，
随着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国际和地区局
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
灾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
成威胁，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
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
益安全问题凸显。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安
全、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也对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认为，西方
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的渗
透破坏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利用网

络把意识形态斗争从政治向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领域渗透拓展，想尽一切
办法对我党历史、英雄、领袖等进行诋
毁、抹黑和攻击，我们与敌对势力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将是长期的、复杂
的和异常尖锐的。”

拧紧群众头脑中的

“安全阀”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网友从飞机
上拍摄了一组中国某军港照片，照片中
疑现辽宁舰等一些军舰。诸如此类的事
情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无论是无意
泄密的，还是被间谍拉拢策反的，抑或
是主动卖密的，都给我国国家安全和国
家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江新
凤研究员认为：“总的来说，安全意识淡
薄、警惕性不高、防范意识差的人容易
遭受安全威胁。尤其接触秘密多又接触
网络多的人，如果安全意识淡薄，则相
对容易发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人
员的流动性逐渐变大，社会长期处于
和平年代，再加上缺少敌情观念，很多
民众头脑中的“安全弦”松了，认为国
家安全与自己关系不大，稍不注意就
会酿成大患。

从高等学府学子被境外机构策反到
大数据时代网络上个人、单位、国家信息
泄露，从无人机航拍军事基地导致泄密
到外国间谍在部队驻地附近开店……其
实，国家安全问题发生在每个公民身边。

“我们的宣传教育就是要拧紧群众
头脑中的‘安全阀门’。国家安全为人民，
国家安全靠人民。没有国家的安全，难言
公民个体的安全与保障。只有每个公民
进一步树立国家安全的危机意识和敌情

意识,才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筑
牢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江新凤说。

国家安全教育探索

创新求变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搞好国家安全
教育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活动，政
府、军队、学校、企业、社区、媒体联合行
动，形成了强大合力，取得不错效果。

将国家安全教育引入高校课堂，纳
入高校教学体系，实现海南省内 18 所
大专院校全面覆盖, 确保新入学大学生
人人接受教育……海南省开展的“国家
安全教育进高校”活动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学校借鉴。把集中教育活动与日常教
育活动、课堂教育教学相结合，不断充
实教育内容，完善教学体系，使广大学
生在校期间普遍接受国家安全教育，正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园中一步步实现。

持续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军队
责无旁贷。国防大学举办了数十届“国
家安全研究班”，提高地方领导干部的
国家安全意识；各地开展军营开放日活
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是军队还
是地方，在保卫国家安全上都义不容
辞”；许多地市发动民兵预备役人员组
成宣传小分队在街头宣讲反间防谍的
注意事项，提高群众的保密意识。

“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安
全形势？如何走中国特色安全道路？如
何提升当代青年国家安全意识……”
2016 年 6 月，由国际关系学院多名教
授主讲的网上课堂“解码国家安全”一
经推出就受到网友热捧。原教育部副
部长刘利民介绍，国家安全教育教学
资源库正在建设中，网友可以在网络
上看到越来越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的在线开放课程。

提高全民国家安全

意识需久久为功

“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只停留在 4
月 15 日这一天，安全问题需要每时每
刻高度重视，因此我们要建立国家安
全教育的长效机制。”作为“解码国家
安全”的主讲人之一、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刘跃进认为，广播、电视、网络、报
纸、街头展示和宣讲等，都是进行国家
安全教育的良好形式，但要把国家安
全教育深入下去，仅靠这些形式还远
远不够，应该通过深入的国家安全理
论研究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安全
理论体系。

从教育的内容上看，不应局限于过
去的反间防谍、反颠覆、反渗透等方面，
而应是全面的国家安全教育。特别是，
需要补齐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短板,将
信息网络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等纳入国家安全教育，同时教育过程中
要具有非传统安全思维。

国家安全教育要反对形式主义，不
能为教育而教育，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
务，应付了事；又要反对蜻蜓点水，不能
水过地皮湿，敷衍了事。

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认为，开展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决不能“教育日”来
了抓一抓，搞“一阵风”和形式主义，必
须要统筹设计，注重系统性和连续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国家
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产品，它关系民
生，关系国家稳定，关系社会长远发展。
因此国家安全教育宣传要让国家安全
意识深入人心。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乱”这一千年古训，我们任何什么时
候都不能忘记。

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前夕，福建

省泉州市国教办

组织 100名小学

生参观“八·二三”

炮战遗址、安业民

烈士陵园等国防

教育基地，进一步

增强青少年的国

防观念。

祖亚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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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宣讲边防政策法规
■柯 穴

“我是镇康民兵……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誓死捍卫边防稳定！”4 月上
旬，南疆前沿一处界碑前，云南省镇康
县人武部政委黄勋带领民兵分队集体
宣誓。民兵班长高金华说：“每次面对界
碑宣誓，都是一次提振守边士气、铸牢
固防兵魂的洗礼！”

集体宣誓后，一场边境封控演练在
热带山岳丛林地打响。“按预定方案，登
车……”一声令下，民兵应急分队赶赴
指定地域，协同边防部队开展边境封
控、入境甄别等实战化演练。

临沧军分区所辖边防线长达近
300 公里，近年来，边境一线走私贩毒
形势严峻，不法分子活动频繁，维护国
家安全和边境地区稳定任务日益繁重。
“作为边防军分区，必须夯实民兵和边
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担起戍边使命。”军
分区领导说，他们把边境执勤、实战演
习等重大任务作为培育官兵和民兵战
斗精神的磨刀石，强化履职尽责的使命

感、责任感。
走上维稳一线，深入边境边寨。中

缅某号界碑旁，由耿马县人武部组织的
边境普法课正在举行。笔者了解到，年初
以来，他们选派 20余名乡镇专武干事进
村入户开展国防知识专题报告、辅导授
课和巡回宣讲，宣讲边防政策法规。

军分区政治部还联合市国安办深
入边境村寨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巡回
展”，发放《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
相关普法资料，让边民更加直观了解边
境维稳和隐蔽斗争形势，学习维护国家
安全知识。外事界务员毕世华说，守护
边境安宁人人有责，边民也是不穿军装
的边防卫士！

“在边境一线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增强了部队官兵、民兵和边民守护边境
安全意识，目前千余民兵和边民与边防
官兵一道巡逻执勤，形成了人人是哨
兵、村村是堡垒的管边控边格局。”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张继乾深有感触地说。

云南临沧云南临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