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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支粉笔，写尽古往今来；三尺讲台，培育桃李满园。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教师如蜡烛般
燃烧自己、点亮他人。在他们当中，有这样一群人，甘当人梯铸造着无数青年学子的国防梦。
他们就是高校军事教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军事理论讲台，用真心感悟真理魅力，用真

情教育感染学员，用爱和知识培育出了众多军事人才。
三尺讲台虽小，却是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摇篮；教育岗位平凡，却事关军队和国家的未来发展。

加强高校军事理论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战争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从来
不曾改变人性。今天的课太震撼了。”5
月14日，刚上完《战争简史》的中北大学
大二学生李虎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
引得老师和同学们纷纷点赞。
“这几年，学生们到课率越来越高，

反响也越来越好了。”该校军事教师蔺
玄晋介绍，这些所折射的是近年来该校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成果。
“想上讲台，先要‘过五关斩六

将’”，回忆起当年竞聘军事教师的场
景，韩晓明至今记忆犹新。那年，看到
中北大学校园网站上发布了招聘军事
教师的信息，韩晓明就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前去报名。没想到，仅仅一个岗位就

吸引来了20余名应聘者。
该校军事教研室主任尹建平告诉

记者，作为我党我军第一所兵工学校的
中北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兵器类本科专
业最全的高校。该校已把军事教师纳
入了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充分发
挥兵器学科的传统优势，选聘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兵器学科专家学者担任军
事课教师。

专业的学科设置，庞大的专业师资
队伍，为该校军事理论课程的师资队伍建
设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是，对韩晓
明来说，却是极大的挑战。报名之后，要
经过一系列基本条件的筛选、试讲、专家
点评，韩晓明才顺利地走上了讲台。

健全师资队伍，只是该军事教研室
的第一步。据韩晓明回忆，来到军事教
研室之后，曾先后参加过多次教育部、山
西省教育厅和山西省军区组织的业务培
训和短期进修，还多次参加了山西省和
全国举办的军事理论教师教学竞赛。

上周刚上完军事理论课程的蔺玄
晋，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军事教研室会议
室参加军事课教学研讨会。对于蔺玄晋
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样的研讨会是他
们每个月的必开会议。“通过分组讨论，
针对当前热点对于军事理论授课进行补
充、整理，既能提高军事教师的教学水平
和任教能力，也能增强军事课教学的辐
射力和感染力。”尹建平告诉记者。

如今，该校军事教研室已经形成了
一支专业性强、军事素质高的师资队
伍，共有 26名专兼职军事教师，其中14
人获得博士学位，10人获得硕士学位，硕
士以上学历人数占军事教师队伍的
92.3%，军事教师与新生比例为1:333，有
力地保障了全校军事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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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教育部公布了 2016年国
防教育特色学校名单，西安交通大学榜
上有名。此前，教育部和陕西省教育厅
公示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指导委
员会名单上，西安交通大学军事教研室
张正明教授和问鸿滨教授分别担任委
员、主任委员等职务。

一位多年从事国防教育的教员告
诉记者，之前，军事课在高校属于“插班
生”，处于人文、社科、医学等数百门老
课程之中,显得异常“单薄”。加之国家
在职称系列中既没有专业职称，也缺乏
相关指导性文件规定，致使军事教师在
职称参评时不占优势。

“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
一桶水”。该校党委认识清晰：只有高
水平的军事课教师，才能培养出合格的
国防后备力量。2003年，该校走出实质
性的一步—— 军事教研室成为直属学
校的教学机构，与学校二级学院同等对
待，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分管。该校军
事教研室教授问鸿滨告诉记者：“将军
事课教师职称评定纳入学校教师职称
评定序列和发展规划，解除职称之忧，
增强教师队伍内动力，是破解难题的
关键。”

之后，该校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他们将军事课教师纳入学校教师

岗位设置计划，在评定职称时与其他学
科等同对待；根据学校总体教师队伍建
设规划，制定军事教研室中长期教师发
展规划，每年报送岗位设置需求，由学
校组织专家论证后下达高级职称岗位
设置方案，并面向校内外进行公开招
聘；职称评定方面，由军事教研室自主
决定讲师及助教职称的评定工作，评聘
结果报学校备案；对于教授与副教授岗
位的聘任，根据学校高级职称岗位设置
数目及有关文件要求，严格审核教师评
聘资格及条件，确保军事课程学术带头
人和骨干教师素质过硬。

好政策带来了好效应。目前，西安
交通大学已有由 3名教授、5名副教授、
1名讲师组成的国防军事教育学人才队
伍，有力地保障了全校军事理论教学和
国防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

该校军事教研室主任张正明介绍
说，下一步，他们将努力在教师年龄结
构、学历结构、职称比例结构和梯队层
次结构等多方面进行优化设计与建设，
确保军事课教学和学校国防教育工作
的现实质量与长远发展。

破除职称之忧，激发内在动力——

教师职称不再是烦恼
■余 飞 本报记者 曹 琦

“军事教师应该加强军事理论的学
习”“创新课堂模式也需要得到提
高”……5月 15日，在江苏省南京大学
军事教研室的一间会议室内，该校的军
事教师们正在召开关于军事教师如何
提高教学水平的研讨会。
“这样的研讨会，我们每个月都要

举办好几期。”该校武装部部长滕维元
告诉笔者，研讨会的内容主要围绕如何
加强军事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而展开，
每次会议的主题也各不相同：有关于如
何提高军事教师的军事素养的，有关于
如何创新教学模式的，有关于如何紧跟
时代发展更新教学内容的……
“通过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既能增

强军事教师之间的交流，又能提高其业
务水平和教学能力。”长期从事军事理
论教学的专职教师杨新向笔者回忆道，
除了定期的教学研讨会，他们在开设选
修课之前也会邀请该校的学生和专家
们参加选修课程教学研讨会。

去年11月19日的一堂课，对于杨新
来说印象极为深刻。那天，该校召开了军
事谋略思维选修课教学研讨会，和以往授
课不一样的是，台下的听众不仅有自己的
学生，还有多名校内外、军内外专家。

“在开设之前，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更
能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该校军事教师王
书群向笔者盘点，现在学生们不仅到课率
达到了99.9%,及格率也达到了99.9%。

除了校内研讨会，杨新还向笔者回
忆道，这些年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多
达几十场：曾参加过第六、第七、第八届
《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参加多届海洋
强国战略论坛研讨会及其他全军性学
术会议20余次。

杨新告诉笔者，最近他们研讨会的
主题是关于军事理论课“导研式”教学
模式的初探，由老师精讲基础理论和
前沿理论，并适当讲授研究性学习和
研究军事理论的方法，由学生进行研
究性学习。

在该校武装部的一面墙上，笔者看
到：在全国首届军事训练营军事课教师
军事教学展示中，杨新老师获军事理论
课授课展示一等奖，滕维元的《论普通
高校军事教师的科研使命》获军事课科
研论文展示一等奖，孙冶东的《试论大
众传媒在国防教育教学中的运用》获二
等奖……件件奖杯仿佛在向我们诉说
着，建强军事教师队伍，在他们的努力
下正在得到实现。

定期交流培训，提升教学水平——

从闭门造车到集思广益
■陈雅洁 裴子皓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
学习，却要讲授军事理论课程，”5月 11
日，一见到记者，北京化工大学军事教
师刘刚就诉说了自己的烦恼。

然而，不只是刘刚有这样的烦恼。
很多军事教师都面临这样的窘境。刘
刚向记者回忆道，最开始该校在招募军
事教师时，应聘者很多，但是留下的却
很少。究其原因，兼职军事教师和具有
从军经历的教员在军事知识储备上存
在明显差距，有很多军事教师很难完全
胜任军事教学工作。

为了提高军事教师师资队伍，该校
在选拔军事教师时，第一个条件就是具
备较强的军事素养。刘刚依然记得当
年自己应聘军事教师的情形，可谓是
“过关斩将。”要先进行内部试讲，还要
接受军事院校教授的讲评，最后再由学
生来试听。

虽然走向了讲台，但是对于刘刚等
军事教师来说，这些还远远没有达到标
准。该校军事教师必须通过《北京市高
校军事理论课协作教学资格认定》的专
题认定。据刘刚介绍，该校目前已完成

8个专题的资格认证，在此过程中逐步
培养出 6名具有课题研究能力的中青
年教师。

如何提高军事教师的军事素养？
该校军事教研室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
是提高军事教师的军事理论储备。据
刘刚回忆，大大小小的军事理论课程培
训，他参加了很多场。不仅有本校内部
举办的各种学习培训，还有到外校的交
流培训。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该校还
加强军事教师的实践活动。“去军事院
校进行参观，观看各种大型军事活动视
频，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军
事、了解部队。”刘刚这样认为。

在该校的一堂军事理论课上，记者
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所有军事教师都穿
着迷彩服上课。“我们不仅要求军事教
师在知识储备上加强军事理论的学习，
在行为上也要学习军人的素养和作
风。”刘刚说。
“这样的课太有意义了，期待有一天

自己也能像老师一样穿上军装。”该校化
工学院学生张琦告诉记者，老师们穿着
军装上课，激发了很多同学的国防梦。
身边很多同学都表示愿意参军入伍。
“学生们的肯定，就是老师的动

力。”刘刚告诉记者，提高专业水平，加
强军事素养，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增强知识储备，提高军事素养——

这堂课的老师“军味”浓
■本报记者 郝江震

宋代学者李觏在《广潜书》中说：“善

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古往今来，无

数教师如红烛般燃烧自己、点亮他人。

作为热血青年国防梦的筑梦人，军事教

师肩负重大责任，事关军队和国家的未

来发展。

伴随着高校军事理论课程的开设，

军事教师应运而生。自1984年以来，我

国开始了军事理论课的发展历程。虽然

历经30余年发展历程，但军事教师队伍

建设不容乐观，仍存在着质量参差不齐、

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追根溯源，虽然身为军事教师，但大

多数人却缺乏系统的军事知识学习。从

总体上看，大多数军事教师都非军事院

校毕业，没有深厚的军事素养。他们基

本上是由相近专业调剂过来的大学教

师或者学生辅导员。缺乏必备的军事

专业知识、军事专业素养，以至于他们

在授课时，脱离国内外军事现状，习惯

照本宣科，很少去更新知识，导致教学

内容陈旧。

加强高校军事教师队伍建设迫在眉

睫。当前，我国军事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不高、人数不多，课程设置没有强制要

求，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开设军事理论

课。但对于高校学子来说，长期形成的

国防教育“欠账”，要想彻底还清，恐怕不

那么容易，需要出重拳，用狠招。加强军

事理论建设刻不容缓，当务之急就是“改

头换面”，精神抖擞走向崭新的明天。

针对当前教师人数缺乏的现状，

加大力度引进高素质军事理论人才，

要严把入口关，候选人首选博士研究

生或具有高级职称的军事人员。同

时，对现有的军事教师，学校要加强专

业技能、军事素养的提高。每年可选

派一部分教师出去参加专题培训或研

讨会，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理论水平

和综合素质。

当前，军事科技浪潮澎湃而来，知识

密集、技术密集，现代化信息化程度越来

越高，军队建设迫切需要具备厚实科技

底蕴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军事教师

更需要提高自身军事素养，强化“知识恐

慌”“本领恐慌”，自我加压充电淬火，促

进自我素质升级，在三尺讲台上演绎精

彩人生。

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作

为国防梦的筑梦人，称职的军事教师需增

强自身的军事素养，增添人生的迷彩底

色。唯有如此，才能用自身的知识和才

华，滋养出茂密的军事人才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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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军事教师，培塑学子国防梦

5月14日，中北大学军事教师蔺玄晋正在为学生讲授选修课《战争简史概论》。

苗勇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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