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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把军事理论课教学

作为加强高校国防教育的主阵

地，与军事院校专家共同撰写、修

改和审定教材，并开设军事通识

课程，制作MOOC，丰富军事理论

教学。同时，把军训作为大学生

的“第一课”，具体分为共同科目

和重点科目两阶段组织实施，并

拓展训练内容，开展常用急救知

识和技能等训练。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构建“国防教

育必修课+军事类选修课+第二课

堂”三位一体的国防教育模式，推

动国防教育融入学校通识教育体

系。他们将军事教师职称评定纳

入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序列和发展

规划，将国防教育作为独立学科纳

入学校岗位设置计划，军事教研室

可自主决定讲师及助教职称的评

定工作，为国防教育工作可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从2000年开始，该

校独立招收国防教育方向硕士生，

至今共培养国防教育方向硕士生

70余名，90%的毕业生投身高校从

事国防教育教学工作。

临沂大学

临沂大学以大学生军事课为

主体，将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创新结

合，构建“一体三结合”国防教育新

机制。他们结合沂蒙红色文化资

源优势，打造了一系列文艺精品项

目；在学报、校报开辟沂蒙精神育

人专栏；创作了一批红色特色的雕

塑等校园文化景点，并积极开展国

防知识竞赛、国防教育征文比赛、

举办孙子兵法大学生辩论会等活

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国防教育。

吉首大学

作为湖南省培养国防军事教

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唯一一所高

校，吉首大学的国防教育学科专

业化、规范化发展走在了全省前

列。他们把《军事理论及训练》纳

入本科阶段公共必修课，共计2

个学分和36个课时。经批准，吉

首大学自设目录外二级学科“国

防军事教育学”获得招生培养资

格，目前已招收4届研究生。

一堂课上出一身汗。
11月上旬，新乡军分区国防教育教

员大比武，64名军分区机关干部、人武
部主官、乡镇专武干部和高校兼职国防
教育教员登台角逐。

第一天上场的 15名选手，有 9名因
讲课内容笼统、感染力不强、信息量不足
被叫停。

叫停并非空口无凭。记者看到，由
军分区领导、地方宣传部门干部、高校教
授等军地人员组成的评委，人手一份《比
武竞赛评分细则》，设置 7类大项、23个
小项，分值最小细化到 0.5分，最终依据

比武成绩对国防教育教员进行考评认
证。

这一新举在军地引起思想冲击波，
不少同志平添了紧迫感。卫辉市人武部
长杨玉栋感慨万千：“以往，我们拈张报
纸都敢去讲课，现在要是不用心，连上讲
台的资格都没有。”

前不久，河南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
院兼职国防教育教员、长垣县人武部副
部长代先红准备为学生宣讲十九大精神
“强军篇”，着重解读习主席提出的“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这一号召，
原本在网上收集不少讲课资料，但与国

防教育优质课标准一对表，就没了底气，
遂推倒重来。

这堂生动鲜活的国防教育课上，代
先红用分镜头图文并茂地讲解，PPT课
件里展示的是新乡市火车站军人候车
室、该校大学生士兵家门口挂的“军属光
荣”牌、轿顶山景区里的军人军属免费标
示……

当得知这些镜头是他奔波数日精心
拍摄的后，同学们掌声爆棚。这一幕，让
代先红心头一暖：“只有下了真功夫，才能
把课讲到学生心里头。”记者也不由感喟：
铸造“国防芯”同样需要有一颗匠心！

既要厚植匠心，又要广纳匠才。该
市有 12所高校、13万余名大学生，仅靠
现有师资队伍，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
钉。该市驻军多、军工企业多、院校退役
大学生士兵多、复转军人英模多，他们以
能者为师、借水行舟，按照“海选——精
选——培训——上岗”的培育生成链条，
组建国防教育人才库，650 多名各类英
才成为“客座教授”。

新乡市地处太行山革命老区，红色
故事俯拾皆是。今年 9月 30日烈士纪念
日当天，优秀复转军人、红色收藏家耿风
泉满载抗战实物登上河南师范大学讲
坛，他举起一把锈迹斑驳的大刀，现场教
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学子们纷纷
肃然起立、含泪高歌。一位学生动情地
说：“鬼子都投降几十年了，今天听来，仍
然让人同仇敌忾！”
（感谢夏宇、陈建华对本文采写提供

资料）

�找准弹着点

铸造“国防芯”需要能工巧匠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摘自党的十九大报告

高校国防教育阵地呼唤精准“弹道”
——河南省新乡市军地探索新时代国防教育调研手记

■陈 伟 谷巍峰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千秋伟业，必兴于青年。
历史洪流呼唤才俊弄潮。

深秋时节，习主席对 8
名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的
殷切嘱托尚在耳畔回响，党
的十九大热流再次激荡学子
心扉。挺立新时代，回望高
校思想阵地，国防教育面临
哪些新情况新矛盾？需要重
塑哪些新思维新理念？探索
哪些新模式新路径？

今年以来，河南省新乡市
军地对此进行了初步摸索。
11月上旬，记者实地调研、取
样分析，以期对做好新时代高
校国防教育提供有益启示。

——编 者

台上铿锵激昂，台下“冲浪”正忙。
9月中旬，一位人武部领导精心准备

的一堂《青年学生的国防使命》课，却在
某高校遭遇冷场——他在台上激情满满
地讲使命、话责任，而台下的学生却在刷
微信、玩手游。

为活跃气氛，这位人武部领导提出
和大家互动。很快，一位“军迷”放下手
机举手提问：请对比介绍一下歼－20和
F－22的作战性能。结果，他一时语塞。

尴尬的还不只此。今年 9月初开学
季，该市国防教育办公室要求高校开展
“国防教育第一课”活动，某院校由一名
兼职武装干事授课，因相关知识匮乏，只

好从网上大段复制粘贴。课刚讲完，校
园网教学互动 BBS论坛上就有了“拍砖
帖”：“要是这样讲，偶也能！”

记者对 6所大专院校 300多名学生
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防教育课的满意
度仅有 67%；翻阅 40 多份教案，呈现出
“三多三少”：抽象概括的多，因人施教的
少；鼓舞号召的多，触动思想的少；老生
常谈的多，新颖鲜活的少。

长期从事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河南
师范大学原武装部部长单培勇也感叹，当
下青年学生国防教育存在“三难”：高中
“先天”基础薄，“后天”补课短期见效难；
大学生独立思维和逆反心理强，情感认同

难；国防教育面孔严肃板正，青年学生个
性多元多样，主动接受难。
“不能光怪学生！”卫滨区人武部政委

吴继军反躬自省：“我们有的一堂国防教
育课讲了好几年，手段粗糙、内容粗浅，过
时的老腔调怎能拨动青年的心弦？”

近期，新乡军分区联合市教委组织开
展高校国防教育情况大摸底、问题大排查、
工作大调研活动。该军分区政委胡伟政告
诉记者，借助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
一历史机遇，要尽快实现“四个转变”，即育
人目标由粗略瞄准向精准设计转变、课程
设置由粗放作业向精准细化转变、方法手
段由粗浅漫灌向精确滴灌转变、课堂内容

由粗糙加工向精心定制转变。
一场晚会让文艺青年赵修康成了热

血青年。7月底的一天，正为没抢到偶
像演唱会门票而郁闷的他，却意外收到
河南科技学院武装部发出的驻军某部
“八一”双拥晚会电子邀请函。铿锵豪迈
的 强 军 战 歌 、别 开 生 面 的“ 迷 彩 街
舞”……这场晚会看得赵修康和 30多名
同学热血沸腾，随后他果断报名参加了
学校国防兴趣班。

校园学子如云，缘何青睐于他？该
校武装部部长朱松梅打开“国防教育对
象分类数据库”告诉记者，他们从政治条
件、价值取向、学历专业、身心素质、兴趣
爱好等 13个维度综合分析，将学生分为
青春激情型、“铁血军迷”型、“网瘾宅男”
型、活泼时尚型、内向封闭型 5个类型，
配置个性化国防教育菜单。

精准理念催生精品课堂。今年以
来，该市先后有 38堂国防教育优质课受
到学生点赞。

�修正瞄准点

没有精准理念就没有精品课堂

对经历十年寒窗的学子来说，最熟
悉的莫过于课堂。

为了讲好这堂课，刚从作战部队调入
红旗区人武部任部长的陈爱国，不可谓不
用心。今年 6月，为配合征兵宣传，他结
合参加重大军事演习的经历，备教案、做
课件，为新乡学院部分学生上了一堂《我
眼中的强军梦》，不料，反响平平。

课后，返校复读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刘增辉将一帮军事发烧友拉到真人 CS
游戏场，按照实战要求讲解战术动作、组
织班进攻，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士兵突
击”。尽管大家筋疲力尽，但群情激昂，
嗷嗷叫着“要到军营闯一闯”。

一旁观战的陈爱国不得不竖起大拇
指：“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才能真
正触动他们的心窝！”

高校国防教育座谈会上，陈部长谈
及的这件事，引发大家共鸣。在该校任
辅导员多年的徐甜说：“新鲜、动感、时
尚，对年轻人有天然的亲和力，国防教育
要少走老路、多走新路，少绕远路、多找
近路。”

谈到“路”，该军分区司令员万丽华
深有感悟：“我们抓国防教育的视野，不
能光盯着教室的黑板，要用精准的思路
寻找新路径。”

循着这一路标，新乡军地共同探索

“三个精准进入”：知识进课程，对进入校
园内的国防教育电子和纸质读物精准过
滤，按照新时代国防教育要求推荐参考
书目；课余进社团，院校武装部会同校团
委、学生会建立 17个军事爱好者协会、
国旗护卫队等社团组织，从驻军和优秀
大学生士兵中选拔辅导员；假期进军
营，变以往的“正步加内务”为训练场现
地观摩、军营文化现场体验等主题军事
日活动。
“国防教育一阵风，夏天里来，秋天

里走。”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新乡医
学院三全学院党委副书记王金文说：“高
校国防教育往往在征兵期间惊天动地，

兵一走完鸦雀无声，存有功利化、短视化
倾向。”

塑造家国情怀是场持久战，不能毕
其功于一役。高校国防教育从突击式向
分级式转变，是新乡军地今年努力的方
向，他们提出要精准设计国防教育分级
推进“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河南科技学院，被确立为国防后
备生的生命科技专业大二学生罗玉团告
诉记者，他从小就有从军情结，大一时被
考察确定为入伍重点对象，学校专门为
他准备了分级式国防教育“路线图”：大
一培塑入伍志向，大二系统学习国防知
识，大三做好入伍条件准备。像他这样
量身订制的国防后备生在该校已有 240
余名。

精准路径走来大批精兵。该市今年
大学生占总征集量比例比 3年前提高了
12个百分点，大学生连续 3年出现入党
热，70%的国防后备生入伍后提干或立
功受奖。

�校准击发点

打通精神家园的“精准路径”

在海量信息中搜寻时代热词，“工

匠精神”名列前茅。打开百度搜索引

擎，相关条目达1250余万个。

词中寓深意，背后藏乾坤。纵观

千古传世之作，无不呕心沥血，匠心独

运。我国万里长城，历经千百年风霜

雪雨而岿然屹立，凝聚着极其复杂精

细的工艺技术，浸透着一代代能工巧

匠的智慧心血。

构筑我国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

精神长城，既需要一腔腔热血，也需要

一颗颗匠心。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

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

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这一时

代号角，奏响了新时代开展国防教育

的最强音。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规定：“学校的国

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

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值得警惕的是，

当前在高校国防教育实践中，精致的

“手工打磨”课堂少，机械化生产、流水

线作业、快餐式打造的课程多；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制造商”少，复制粘

贴、拼凑整合的“搬运工”多。感染力、

渗透力、吸引力、影响力不足的背后，折

射出工匠精神的缺失缺位。

工匠精神是一种高度负责、踏实

执着、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卓越追

求。司马迁写《史记》耗时18年，达尔

文写《物种起源》用了28年，马克思写

《资本论》历时40年，曹雪芹写《红楼

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路遥写

《平凡的世界》，光是一个开头他就想

了3天3夜。由此可以看出，作品创作

中的工匠精神对新时代的高校国防教

育同样大有裨益。

国防教育是凝心铸魂的工作，事

关国家安危、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

价值高地一旦出现“豆腐渣”工程，精

神长城的根基就会变软。构筑高校思

想阵地，必须脚踏实地千锤百炼，来不

得半点残次品和粗制滥造。国防教育

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要牢固树立

精准出精品的意识，精准把握新时代

青年的思想脉搏和心灵律动，精准理

念只有在施教者头脑中扎根，才能为

青年学子们输送味道好、养分高的精

神大餐。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

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

青春代表的性格。”近年来，浙江省国

防教育办公室在中小学校设立 2900

多块“最可爱军人、最骄傲校友”荣誉

墙，使立功受奖的官兵成为母校学弟

学妹心中的明星，引发崇军尚武的递

进效应。这给人启示，要针对青年学

生认知方式、心理需求等特点，以激励

启发为主导，探索创新学生喜闻乐见

的教育形式，在精神家园精耕细作，最

大限度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师者匠心。流传千古的经典名

作，既有炽热匠心，更有精湛匠艺。国

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从图书馆管理员成

长为深受欢迎的名师大家，讲的课荡

气回肠，振聋发聩，源自于他“十年磨

得一剑成”的工匠精神。当前，国防教

育成为国防动员系统新职能新任务，

要以“本领恐慌”的紧迫感，补齐素质

短板，积淀专业知识，聚焦强国强军时

代主题，在精准施教中打造精品课堂，

筑牢精神长城。

用
匠
心
打
造
精
神
长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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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国防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