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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
的注释。做好国防教育工作，唯有统一
好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才能凝聚起全
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意志力量。”
戊戌年初，安徽省党政军主要领导研究
年度国防教育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把提
升国防教育授课质量突出出来，着力在
走心、走活、走深、走实上下功夫，不断
增强广大受众对国防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凝聚起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和行动
自觉。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金秋

时节，碧空如洗，万物竞辉，景色宜人，
记者行走在江淮大地，一路探寻他们奔
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开展国防教育授
课竞赛的生动实践。

只有教育者走心，受

教育者才会动情

“走心的教育才能打动人！”安徽省
军区司令员杨征告诉记者，要实现打动
人的目标，就必须着眼受众需求、回应
受众关切、解答受众疑惑，否则搞再多
的教育也难以触动受众的情感。

为有效推动国防教育取得实效，安
徽省委书记李锦斌、省长李国英审定全
省国防教育工作总体部署，省军区司令
员杨征专题研究全省国防教育优质课
评比方案，省国教办联合省委宣传部、
省委讲师团、省教育厅等单位下发评比
通知，明确教育对象、内容和评比标准。
“搞教育，离开了教育对象，无异于

‘朝天射箭’。”负责组织授课竞赛活动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确保教案质
量，他们要求教育者区分教育对象，实
施精准辅导。省市县三级在遴选教案
过程中，采取先单位推荐、后集中会审
的办法，层层筛选把关，力争做到每一
份教案、每一堂授课都具有针对性、富
有感染力。
“领导干部对国防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深度，决定着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力
度。”陆军装甲兵学院副教授汤晓嵋曾
多次为安徽省市领导干部授课，她在讲
解习主席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
想时，着重阐述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的
内在联系，“要让地方领导干部认识到
军事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也关乎所辖
地区安全，从而自觉地把国防建设职责
扛在肩上。”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教授
汤大荣在讲课中也谈到了相同的认
识：只有国防实力强大了，国家外部安
全才有保障。他联系国际安全形势及
周边军事热点敏感话题，深刻阐明我
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及诸多挑
战，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听后感慨地说，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保障，经济“蛋
糕”做得越大就越危险；要想自己不成
为敌人砧板上的“鱼肉”，就必须把国
防建设建强。

针对青年学生既崇尚英雄、向往军
营，但又害怕苦累、担心危险的心理，清
华大学毕业后入伍、曾受到习主席亲切
接见的火箭军某团副政委乐焰辉，联系
自己的从军经历，讲述有国才有家的忠
孝观、吃苦受累的成才观、战胜恐惧的
生死观，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事例、深情
的讲述，赢得青年学生的认同。“授课人

的真情实感最能拨动听众的柔软心
弦。”乐焰辉说。

淮北市海宫中学国家一级教师崔
敏担负学校国防教育教学任务后，经常
找学生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所盼，并有针
对性地进行备课示教。如今她的授课
在该校乃至淮北市都非常受欢迎。“要
把课讲到学生的心坎上，就必须了解他
们‘心尖’上的需求。”崔敏说。
“只有教育者走心，受教育者才会

动情。”杨征感慨地说，要让国防教育进
入受众思想、见诸行动，各级国防教育
工作者必须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
深入全面地搞好解疑释惑工作，以此来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好的内容要有好的

表达，好的表达才有好的

效果

“国防教育不走新路，就难有‘活
路’”。安徽省军区副政委南晓敏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时下受众需求日趋
多样，好的思想、好的内容，还需要用生
动的形式、多样的手段表达出来，唯此
才能取得教育的最佳效益。

该省国教办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为
确保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他们要
求教员着眼时代发展创新方法手段，让
国防教育既讲求政治性、针对性、地域
性，又具有时代性、知识性、感染性。

针对受众碎片化、快餐化的学习特
点，许多教员注重运用图表、PPT、卡通
漫画等形式展示授课内容，力图用直
观、简便的方式让受众接受国防教育知
识。记者在该省国防教育优质课评比
竞赛现场看到，宿州市第一中学老师刘
东用 12张 PPT讲完一堂国防教育常识
课，并获得竞赛二等奖。“读图时代，就
应一图在手，知晓世界春秋。”刘东满脸
自豪地说。

黄梅戏是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
一，是安庆市标志性的文化精品，深受
广大群众喜爱。记者在该市迎江区国
防教育进社区活动现场看到，迎江区
人武部政委潘发良每讲一个问题都会
选用一段黄梅戏唱段作标题，优美的
旋律，经典的说唱，让群众听得津津有
味。许多群众说，这种用家乡戏讲道
理的形式很新颖，而且一听就懂，很好
理解。

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是该省国
防教育授课竞赛的特点之一。记者在
铜陵学院看到，铜陵军分区动员处处长

刘小兵与青年学生畅谈参军报国话题
时，课件中运用抖音画面，穿插三维立
体动漫。不少青年学生谈到，这样的授
课模式不死板、对胃口，我们喜欢听，记
得住。
“为什么有些授课效果不好？主要

还是教员的语言表达不够鲜活、不接地
气！”该省国教办负责同志说，为有效避
免这种现象，他们要求参赛教员讲究语
言艺术，多用耳熟能详的百姓语言、青
年喜欢的网络语言、大众能够听懂的事
例语言来阐述理论观点和相关要求。

思维一变天地宽，思路一改教育
活。记者在该省国防教育优质课评比
竞赛现场看到，参赛教员的授课多了事
实和分析、少了结论和概念，多了真情
实感、少了空泛说教，多了鲜活事例、少
了抽象道理，不时赢得听众的热烈掌
声。受邀担任评委的省委宣传部、省委
讲师团、省网信办等 7家单位的领导表
示，这些授课既“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又各具特色，听起来够味、带劲。
“新时代国防教育的生命力在于

‘活’，要做到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事
而变，以‘活’求效、以‘活’增效。”该省
国教办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国防教育
工作者只要心中有时代、眼里有受众，
就一定能讲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精品课程。

既要关注话语背后

的思想，更要关注言传之

后的身教

“一名优秀的国防教育工作者，必
须做到既重视思想引领，更注重行为示
范。”省军区副政委杨学伦说，国防教育
工作者既要善于运用丰富的形式、鲜活
的话语把深刻的道理讲清说透，还应按
照自己所讲的去做，努力实现“动人以
行”、增人以信。
“文章以华彩为末，而以体用为

本。”记者看到，该省多家国防教育机构
在组织实施教育时，既注重形式、手段、
技术的创新，更重视内容创新。该省国
教办负责人介绍，全省评比竞赛之前，
先后收到 300余篇教案，经过省市县三
级评审层层把关，最终有 52篇入围全省
决赛，“教育内容不深透、不过硬，即使
方法手段再好也不行。”

记者在全省决赛现场翻看参赛提
纲发现，有的教案直指领导干部的思想
困惑点，有的教案触及普通民众的情感
共鸣点，有的教案填补青年学生的知识

空白点，有的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精
品佳作让人振奋。
“要让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

教育者就应学会运用群众熟知的案例
来阐述深刻的道理。”亳州市谯城区人
武部政委潘正军宣讲习主席国家总体
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时，不是简单地
把习主席有关论述宣读一遍，而是从
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入手，引导
受众认清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威
胁，深化对习主席国家总体安全观重
要论述的理解把握。许多听众反映，
教育切入点很巧，让人耳目一新，听后
为之一振。

为防止国防教育“贴标签”现象，该
省要求教育者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解
剖麻雀”，切实掌握受众的真实思想和
问题的现实状况、改进的具体办法等，
不当“思想的懒汉”“行动的矮子”。
“史料翔实，数据真实，举例得当，

是一篇高质量的教案。”听完金寨干部
学院政教处主任马新民的授课后，该省
评委会给予高度评价。为讲好“传承红
色基因、投身强军实践”这堂课，马新民
查阅了近百万字的金寨革命斗争史，先
后深入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独山暴动
等十余处革命旧址寻访，认真核对引用
的相关内容。

身教不是语言，却胜过语言。该
省引导教育者在搞好言传的同时，注
重运用身教深化教育效果。淮南军分
区政委幸迎春已超过服役最高年限，
在军事主官缺位的情况下，积极担当、
主动作为，他所在军分区开展的国防
教育、征兵等多项工作受到上级肯定，
淮南市党政领导干部一提起他都会竖
起大拇指：幸政委不仅课讲得好，工作
状态更好！
“受众往往是先认他这个人，而后

才信他的话。所以，作为国防教育工
作者来说，要先塑造好自己再教育别
人。”芜湖市镜湖区人武部原政委李强
已经转业，得知市里想让他围绕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授课的消息后，立即从
千里之外的福建赶了回来，连续奋战
十多个昼夜，出色完成授课任务。“我
们不能这边教育地方领导要重视国防
建设，那边自己面对国防需求时却强
调个人困难。你要让他信，首先你要
行！”李强说。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

轻。”记者在江淮两岸看到，随着国防教
育深入落实，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
国防、保卫国防已经成为安徽广大民众
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该省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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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国

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启迪心

智、凝聚共识、成风化人的神圣使命。

近些年来，各地把国防教育作为

战略任务大事大抓、强力推进，有效增

强了民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意

识。但由于和平环境和思维认知的影

响，有的单位和领导干部还缺乏着眼

现实问题进行国防教育的自觉性主动

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防教育的质

量效益。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

力举措，不断增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

育的质效。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

导向。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强化问题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什么时候国防教育

就充满生机活力、焕发强大威力；什么

时候忽视问题、回避问题，什么时候国

防教育就失去意义、难有作为。

要坚持领导为先。提升国防教育

质效，首先要解决教育者受教育不落实

的问题。教育者先受教育，这是思想政

治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有的地方开展

国防教育，总是上级教育下级，领导教

育群众，忽视了教育者本身，特别是对

领导干部教育不够，挂空挡现象较为普

遍。古人说：“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

化人者顺。”领导干部既是国防教育的

组织者、领导者，也是国防教育的重点

对象，只有自己先接受教育，才有资格

和底气教化群众。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习国防知识、带头参加国防教育、

带头组织备课示教、带头接受国防目标

考评，努力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辖区国

防教育落地见效。

要坚持内容为本。当下一些国防

教育效果之所以不好，除了形式、方法

等原因外，核心问题是内容缺乏针对性

和感召力。有的解疑释惑不够深透，有

的联系实际不够紧密，有的语言表达不

接地气等，致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

找不到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

共鸣点、化解问题的切入点。“文章以华

彩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没有好的内

容，即使有再好的形式、手段也不行。

国防教育必须坚持以内容为本的理念，

着力在走心走活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把

受众想听的与我们想讲的结合起来，把

“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怎么看”

与“怎么办”结合起来，找准现实问题穴

位，把准受众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对症

下药，以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来提升教育

质量的有效性。

要坚持创新为要。“明者因时而

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信息时代带

来的深刻变化，如果固守陈旧的授课

模式、套路，必然会被新时代远远地抛

在身后。不日新者必日退。国防教育

要顺应新时代要求，必须积极推进方

法、手段、技术等各方面创新。话语体

系要新，坚决摒弃陈词滥调的说教，做

到上与中央对标对表、下与基层接通

地气，说时代新话、讲时代新理、谈时

代新例，以清新的文风和独到的见解

赢得受众。表达方式要新，坚决克服

居高临下的腔调，做到平等交流、平视

沟通，多讲群众耳熟能详的百姓语言、

青年喜爱热追的网络语言、大众能够

听懂的事例语言，让受众在感受尊重

中听进去听得懂。技术手段要新，坚

决纠治一台电脑一个课件讲到底的现

象，充分发挥微视频、PPT等载体的直

观作用，借助微信、微博等媒介的快速

传播优势，不断增强国防教育的时效

性、感染力，扩大国防教育的有效性、

覆盖面。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只要我们踏着新时代节拍奋勇前

进，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就一

定能够赋予国防教育以新的生机和活

力，从而产生良好的教化效应。

（作者为安徽省军区司令员）

新时代国防教育应坚持问题导向
■杨 征

国防论坛

国防聚焦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学史用史，
反复强调要从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
历史中吸收营养、汲取智慧、凝聚力
量……”9月 24日下午，安徽省马鞍山
市翠湖社区党员活动中心内不时传出
阵阵掌声，今年安徽省国防教育优质
课精品教案获得者刘志玲正在为居民
宣讲党史军史知识。
“这是志玲老师今年第三次来我

们这儿上课了。上次她给我们社区的
青年讲依法服兵役的课，讲得真好，我
们这儿不少小伙子小姑娘听过课后
都跑去报名参军了。”翠湖小区王道兰
大娘赞叹道。

刘志玲的国防教育课在社区有了
好口碑，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有
其他社区的群众也都来听，在授课现
场，还有人不时用笔记下授课内容。

看到场下听众聚精会神的状态，
刘志玲深感为讲好国防教育课所做的
努力没有白费。交谈中，笔者了解到，
刘志玲本职工作是马鞍山市委党校教
师，因为爱好军事、关注国防，看到一
些民众国防意识淡化的现象后，决定
发挥自身从教优势，无偿为社会大众
开展国防教育、普及国防知识。
“全民国防教育，就应该是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作为党校老师，更是责
无旁贷。”刘志玲想法坚定，但在讲课
中她发现，国防教育课看似很好讲，要
讲精彩、讲出彩却是个不小挑战。

刚开始讲课时，刘志玲也曾遇到
“台上热火朝天、台下应者寥寥”的窘
境。后来她发现，要让受众自觉自愿
地来听课，就必须积极回应他们的关
切。一次，为回答受众想要了解的我
军建设现状，她翻阅了 2013年以来的
相关报刊，认真学习习总书记有关国
防和军队建设讲话的新闻稿件，作了
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理出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发展脉
络。授课中，她从军队改革的提出、推
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入手，深入浅出、
娓娓道来，为听众勾勒出一幅清晰可
见的改革强军画面，让受众“看”得清
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在准备“传承红色基因、推进国防
建设”这堂课时，她驱车数百公里，深
入奇袭官陡门、小丹阳战斗等革命遗
址调研，现地感悟革命精神，核实有关
事例，并专门找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
请教疑点，反复推敲、几经易稿，教案
才最终定稿。入深水者得蛟龙，她的
这堂授课获得省国防教育优质课精品
教案和市国防教育竞赛一等奖。

不少听课者发现，刘志玲习惯在
授课中用老百姓惯用的大白话来唠家
常，用民间谚语来举例子，用社会热词
来谈热点，用典型事例来讲道理。雨
山区雨山社区居民王华听过刘志玲的
国防教育课后说：“刘老师上课很有意
思，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咋个回事，就明
白我们应该干什么、怎么干。”
“要让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去，你

就必须讲老百姓听得清听得懂的话。”
刘志玲说，上好每一堂国防教育课任
重道远，未来她将继续努力，争取把每
一课都讲成精品课，感染更多人加入
到传播国防知识、普及国防教育的队
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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