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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课堂：
微课堂成“金字招牌”

“1927年 10月 6日，毛泽东与袁文
才在大仓村林家祠堂举行了第一次会
见，共同商讨了在井冈山建立后勤机
构等有关问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台上，讲者白发苍
苍，激情澎湃；台下，听者全神贯注，
座无虚席。在井冈山市龙市镇大仓村
的“大仓讲习所”里，红军后代、退休
老将军何继明正在讲述当年井冈山斗
争时期发生的“大仓会见”。这是井
冈山市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
生动场景。

近年来，吉安市军地大力实施“红
色基因代代传”工程，组织开展永新
将军讲堂、红领巾小小讲解员等活
动，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井冈山精
神。全市涌现出“最美奋斗者”毛秉
华、全国优秀组工干部曾建、井冈山
市人武部等一大批践行井冈山精神的
先进个人和单位。与此同时，他们坚
持把领导干部国防教育作为关键环节
来抓，市县两级党校把国防教育课程
纳入领导干部主体班次培训课程，专
门组织驻吉高校专家和教授编写教
案，负责全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国
防教育授课。

“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个个震撼
心灵的视频，丰富多彩、新颖活泼的
线上国防教育课，我们没听过瘾！”近
日，吉安军分区组织开展的线上国防
教育课深受驻吉学校师生的好评。受
疫情影响，今年 2月以来的国防教育
无法正常开展。为此，军分区与教育
部门、学校领导进行沟通协调，将国
防教育课纳入中小学生网课的总体计
划，利用学校“线上课堂”平台同步进
行。“感悟国家力量”“践行群众路线”

“最美逆行者”等系列微课堂，增强了
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唱响了爱国主
义最强音。

“常态在线，不落一课。”吉安军分

区政委邹铁平介绍，“线上课堂”通过
丰富鲜活的教学素材，引导学生树立
家国情怀，有效推动了国防教育的落
实。如今，这一教育形式，已经成为
该市深入开展国防教育的一块“金字
招牌”。

国防+文化：
让革命文物“说话”

日前，从吉安革命老区传来消息：
一部取材于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实的电
视剧《井冈山儿女》开机。

为了让历史资料“发声”，让革命
文物“说话”，近年来，吉安军地加大对
红色革命史料的挖掘整理，在推出研
究成果的同时，创作出一批脍炙人口
的红色文艺精品。现代京剧《碧血慈
云》唱响京华，好评如潮，获评江西省
优秀文艺作品“五个一工程”；红色文
化读本《井冈山革命故事》在当地耳熟
能详，红色家书诵读活动如火如荼开
展……

吉安，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红
色博物馆”，星星点点分布的红色遗存
达 980多处，国家级、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多达26处，红色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深厚。为守好、用好这块红
色阵地，吉安军地通过出台地方性法
规保护红色资源、规范红色教育培训，
统一机构管理、教学内容、师资管理、
标准标识。2019年，井冈山市先后举
办培训班 7300期，培训学员 43.57万
人，成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

“建设革命场馆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广大市民铭记那段光荣的历史，传
承红色基因。”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
刘宇祥告诉记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经过多次扩建，现已建成集声、光、电
于一体的现代化展馆，警醒着人们牢
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此外，井冈山烈士陵园经过多年
持续投入，已成为全国规模较大的纪
念性陵园。同时，他们对三湾改编纪
念馆、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吉安
县将军公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
行改扩建和环境整治，免费对公众开
放，每年接待参观人数达 8000万余
人次。

国防+科技：
轻划指尖缅怀先烈

“‘扫一扫’就能追忆革命先辈的事
迹，不仅给‘低头族’带来崭新体验，更是
对我们心灵的一次洗礼。”暑假期间，在
井冈山市坳里乡“红军驿站”广场上，“背
包客”刘新元打开微信“扫一扫”功能，一
个个感人的红军故事立刻映入眼帘。

坳里乡是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
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的第一
站，被誉为“井冈首站”。2018年，该乡
结合上枧村历史文化，大力推进上枧

“红军驿站”精品示范点建设。在“红
军驿站”广场入口处设置了二维码标
识，前来参观的人们，通过手机“扫一
扫”，就能登录到微信公众号，全面了
解井冈山的斗争史以及红军在井冈山
的革命战斗故事。

传统与现代手段相得益彰，使国
防教育呈现出生机和活力。吉安现有
报社、电台、电视台 26家，互联网用户
近百万。近年来，该市充分利用现代
传媒资源优势，在全市构建起报刊、电
台、电视台、网站“四位一体”的宣传阵
地，形成“有固定时间、有固定版面、有
固定波段、有固定频道和有固定网页”
的“五有”新格局，实现全方位、立体式
传播。《井冈山报》长期开设“国防园
地”专版，吉安电视台开辟国防教育专
栏，对各项纪念活动进行全方位报
道。各县（市、区）内部刊物、广电媒
体，全部开辟了国防教育专栏（版），国
防教育内容的比重持续加大。

今年年初以来，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三湾改编纪念馆、东固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 3家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网上数字展馆建设工程，正紧锣
密鼓推进。360?沉浸式“云”逛展成为
深受网民喜爱的教育方式。

与此同时，市国教办依托政府网站
开辟国防在线、国防形势、国防纪事、战
争岁月等 10个栏目,13个县（市、区）政
府网站同时开通国防教育专页，大力宣
传国防法规知识、国防战线上的先进典
型，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和支持国防的浓
厚氛围。中国电信、联通、移动等通信
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开辟国防教育短
信平台，不定时给手机用户发送国防教

育公益短信，使社会不同群体在互动中
接受国防教育，增长国防知识。

国防+旅游：
体验“红军的一天”

重走朱毛红军挑粮小道、吃一顿
“红军餐”、看一场红色歌舞……一堂
课带富一个村，红色教育体验为村民
探出一条致富路。

初秋时节，记者来到井冈山市茅
坪乡坝上村。晴空映照下，村口“全国
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
牌子格外醒目。据悉，近两年，坝上村
投入 500多万元打造“红军的一天”特
色体验项目，仅2019年就接待游客7万
多人，户均增收达4万余元。

64岁的坝上村村民吴云月，早年
丈夫因病去世，独自抚养一双儿女。
为了贴补家用，女儿不得不选择辍学
外出打工。吴云月每天起早贪黑，靠
着种田养猪养活一家人，一有空还去
附近村镇打点零工，生活过得艰辛。

随着特色体验项目“红军的一天”在
坝上村落地，吴云月参加了村里的“红军
餐”接待，当年就有 3000多元的收入。
后来，随着“红军餐”逐渐成为坝上村的

“招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红
米饭、南瓜汤、红番薯、山野菜……为了
七菜一汤的“红军餐”，她每天早早就
得起床准备食材。看着游客对她做的
饭菜赞不绝口，吴云月脸上笑开了
花。游客也在品味“红军餐”中，体验
到当年红军生活的场景，感受井冈山
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历程。

吉安军地借助“红色之旅”这股热
潮，在井冈山大仓、茅坪坝、坳里等村
庄发展全域旅游，打造集观光、休闲为
一体的红色旅游项目，协调科技公司
引进 3D仿真、动漫技术，实现“大仓会
见”“八角楼灯光”“红军驿站”等红色
故事的数字化、虚拟化产业升级。

厚重的革命历史，教育着新时代
的井冈人，也吸引着海内外游人前来
瞻仰参观。一处处红色旅游景点，已
成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如今的
红色历史在井冈山革命老区正散发着
新的时代光芒。

““国防国防++””，，让老让老区焕发新活力区焕发新活力
—江西吉安军地挖掘红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龙礼彬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
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在
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改编旧址旁的

“红色讲堂”里，一名身着军装、头发
花白的老者，正在给游客讲解革命
历史。

这位老者就是红军后代、76岁
的老将军何继明。

从 2006年至今，何继明义务在
三湾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宣
讲红军精神，每年讲课达 180多场，
听众累计超 4万余人次，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好评和赞誉，并入围“中
国 好 人 榜 ”。 在 众 多 耀 眼 的 头 衔
中，何继明最看重的还是“红色宣
讲员”。

2006年，回乡后的何继明为宣
讲红色历史在三湾乡设立了“红色讲
堂”。“红色讲堂”起初没有固定场所，
不是在枫树坪下宣讲，就是在党员服
务中心宣讲，哪里有人听，便在哪里
讲。2015年，在永新县委、县政府和
县人武部的支持下，何继明将原三湾
乡粮食仓库改造成可以一次性容纳
200人的“粮仓大讲堂”，同时还添置
了投影仪、音响、话筒等设备，“红色
讲堂”也正式成型。

为深入挖掘三湾改编的精神内
涵，何继明重走红军路，咨询专家教
授，寻访老红军，并认真阅读党史、
军史、老红军回忆录等，扩充自身理
论体系，以便更翔实、更生动地讲述
那段历史。此外，他还为“红色讲
堂”编写了一套理论性与实践性相
结合的参考资料，撰写了数篇有关
三湾改编精神的研究报告，分别被
中央党史研究协会和军事杂志采纳
刊登。

何继明的父亲李立是老红军，也
是三湾改编光辉历史的亲历者和见
证人，一家两代军人对三湾改编有着
特殊的情愫。父亲李立用自己的积
蓄和稿费捐赠了一座毛主席铜像，置
于三湾枫树坪下；何继明也跟随父亲
的脚步，用自己的生活费捐赠了一座
毛主席站像，置于三湾乡党员服务中
心一楼大厅内。

三湾蕴藏着先辈的记忆，更寄托
着先辈的希望。当年毛主席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初到三湾时，父亲李立就
是在这里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燃起

革命的火种，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
事业中去。“父亲的愿望就是希望下
一代可以铭记革命历史。胜利果实
来之不易，我要继承父志以传承三湾
改编精神为己任。”何继明饱含深情
地说。

近些年，何继明为宣讲红色历史
仍然在不停地忙碌奔走，在中小学课
堂上经常活跃着他的身影。“红色基
因要代代相传，要从娃娃抓起，”这是
何继明矢志不渝的心愿与坚守。年
逾古稀的何继明坚毅地说：“只要我
身体承受得住，我便会坚持把‘红色
讲堂’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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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八角楼的微弱灯光穿过浓浓暗夜，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如今，坐落于青山绿水间
的八角楼游人如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国防教育一度按下“暂停键”。为适应新形势，江西省吉安市军地充分发
挥井冈山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优势，通过挖掘红色资源、巧借科技手段、创新表现形式、规范红色
培训等举措，线上线下齐发力，把井冈山红色旅游景区打造成全民国防教育的精神高地，让八角楼、
枫树坪、大仓村等红色地标迸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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