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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铜像，两棵青松，英雄精神光
照魏都军民；

四站一厅，八舍两屋，双拥工作名
扬中原腹地。

初秋时节，河南省许昌市杨根思
双拥社区迎来又一批慕名前来学习的
中小学师生。在两棵高大的青松中
间，坐落着杨根思烈士半身黄铜雕像，
600余名师生庄严地向英雄致敬默哀。

“国防教育进社区，我们是全市
第一家；面向部队提供服务，我们是

全省第一家。”杨根思双拥社区副主
任、党支部委员申杉杉自豪地向笔者
介绍。社区以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
特等功臣杨根思烈士命名，虽然不
大，却是杨根思部队国防教育基地的
一部分。

瞻仰杨根思烈士铜像后，我们随
参观队伍走进社区。社区综合服务大
厅各站室墙上均悬挂着杨根思部队英
模画像、国防警句，各处细节都体现浓
浓的国防元素。

“杨根思部队英雄辈出、战功
卓著，是一笔宝贵的红色文化资
源。”该部队政治部主任丁冬向记
者介绍，为了让群众充分领略部
队英雄文化，他们组成国防教育
宣讲团，每月到地方学校和企事
业单位进行国防教育宣讲活动。

同时，也邀请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到
部队军史馆、杨根思教育基地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邀请许昌市“名人讲堂”
志愿者服务团定期进军营为部队官兵
讲座送学。近年来，由社区负责总牵
头，协调“请进来”和“走出去”进行国
防教育活动 150余场次，10余万人受
到洗礼。

“社区建设到哪里，国防教育就跟
进到哪里！”许昌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
任牛听甫介绍说，他们以杨根思部队
双拥社区为模板，以“党建为引领、部
队有需要、工作有作为、军地有影响”
为思路，将该社区经验向全市其他社
区辐射推广，大力营造爱军拥军氛围，
带动国防教育走进社区，走进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致力打造中原大地有
特色、有影响的社区品牌。

许昌市魏都区

双拥社区打造特色品牌
■胡宝玉

手指轻拨，一幅幅承载战斗岁月
的图片跃入眼帘；点开链接，一段段记
录革命历史的音频开始播放；纪念广
场上，一队队人们前来瞻仰杨靖宇将
军的塑像；街道社区里，一个个国防宣
传橱窗引人注目……

全民国防教育日前夕，河南省驻
马店市驿城区第四中学团委组织的杨
靖宇网上纪念馆在线“红色之旅”活
动，让孩子们在音视频中感受国防教
育多维化带来的独特魅力。

驿城区是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的故乡，是一片拥有红色基因的沃
土。近年来，驻马店市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活动中同步推进全民国防教育，探
索出国防教育与民间文化、广场文化、
校园文化、互联网文化联姻的新路子，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多维化辐射效能。

驿城区依托网络平台开设了网上
革命纪念馆、《驿武先锋》微信公众号

和《民兵月报》等多个新型国防教育阵
地，成立以“五兵”编外指导员（新兵征
集、现役士兵培养、退役士兵安置、民
兵教育管理、老兵服务保障）为主体的
国防教育宣传员队伍，使党史军史教
育延伸到村组、社区，市民们足不出户
就可聆听杨靖宇将军从确山暴动到驰
骋林海雪原、从刘店秋收起义到血战
白山黑水的传奇经历。

“我们是靖宇精神的传人，应当传承
好革命先烈的遗志，用奉献擦亮青春底
色，用行动展示男儿风姿。”黄淮学院大学
生新兵孙旭东在观看电影《杨靖宇》后写
下感言，字字铿锵有力。受靖宇精神感
染，驿城区今年大学生报名参军人数陡
增，“个人梦想与强军梦怎么融合”“个人
前途与祖国发展怎样匹配”等多个现实问
题，在扎实的国防教育活动中迎刃而解。

军地携手，整合山水生态、历史文
化和军事等特色国防教育旅游产品。

当地建成了孟庄、宋冲、庞阁等20多个
红色革命村史馆，收集整理 3200多幅
图片，并制作成红色旅游宣传册。

军地双方还组织力量制作具有老
区特色的书画、电影、纪念品等20多种
国防文化产品，协同影视媒体拍摄《杨
靖宇》《烽火岁月》等国防题材影视作
品，出版《驻马店革命老区》《驿城革命
故事》等系列国防文化图书，推动了国
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国防教育资源的多维化整合，使
辖区国防教育阵地得到拓展延伸，产
生了多重效益。据区委书记、区人武
部党委第一书记毕启民介绍，近年来，
驿城区征集文物、实物、图片、文献、资
料 4800多件，已有 10余个红色村史馆
和网上革命纪念馆被命名为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民兵
党建实践活动基地，给当地带来可观
的旅游和文化收入。

驻马店市驿城区

“红色之旅”感悟靖宇精神
■骆西中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韬

大河之南，英雄热土。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河南
军民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摧枯拉朽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无数英烈为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在这片土地上抛洒热血。

英雄功绩永垂不朽。70年天翻地覆，斗转星移。河南人民传承英雄精神，挖掘老
区红色资源，将国防教育不断推向深入。

新乡学院大三学生胡恩惠怎么也
没想到，经过漫长的假期返校后，最让
他怦然心动的竟是学校主干道上的那
面展示墙。

墙上红旗区2020年度入伍新兵形
象照中，几个同届同学显得那么英武，
穿上军装的他们仿佛换了一个人，几乎
要认不出来了。

带着十足的钦佩与些许不甘，胡恩
惠走到展示墙前，在签名区庄重地签上

自己的名字。
“哪有青春不热血，就看我们能不

能找到那个直抵心灵的触点！”面对
300多张照片和上千个签名，新乡市国
防教育办公室主任、新乡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主任陈伟欣慰地说。

红旗区是新乡市主城区，也是高校
聚集区。今年的征兵工作，在各高校积
极配合下，红旗区征兵办公室高标准完
成兵员征集任务，任务量占全市近
15%，其中大学生士兵占比高达89%。

役前训练阶段，红旗区人武部依
托辖区内尚未开学的新乡学院场地进
行封闭式集训。十几天的训练中，一
张张年轻面庞被汗水浸湿，一个个身
形初显兵味。

“要是在校学生能看到他们的样
子、感受他们的变化就好了。”新乡学院
院长刘兴友的话让人武部政委谷巍峰
心中一动。可是新兵11日基本起运完
毕，该校学生 12日后才陆续开学。而
且，按照封闭式集训规定，新兵和大学
生也没有机会面对面。

“那就留下他们的样子，录下他们
的誓言！”谷巍峰提议。人武部官兵为
每名新兵拍下照片，用即时贴留下入伍
誓言。

“迈步稳健，做事干脆，斗志坚强，
虎虎生威英雄美；苦练本领，不怕劳
累，保护人民，令人敬佩报国情。”“当
兵从戎幼儿梦，实现梦想榜有名；穿上
军装甘如饴，大展宏图征途中。”一份
份留言，不仅道出新兵从军报国的坚
定信念，也触动着菁菁校园中的有志
青年。

9月14日，展示墙一亮相就获得学
生们关注，数百名学生签名留言。

“这面墙，展示了报国的样子，记录
了报国的心声，凝聚了报国的意志。相
约来年，我在军旗下等你！”第 20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前夕，新乡军分区领导参
与国防教育活动并在现场发出号召，把
正在全市各高校开展的展示墙巡展活
动推上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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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本国防教育丛书，360名专职国
防教育教师，近 20万字的国防教育教
学教案，36个国防教育室外活动场，
1000余块国防教育宣传展板……一组
数据勾勒出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近年
来探索党委、政府、军队、学校和社会

“五位一体”开展国防教育方法路子、
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的火热图景。

“青少年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从小培植国防观念、爱国意
识、报国之情非常重要！”许昌市委书
记、许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胡五岳
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专程到
各学校调研国防教育情况。

“这套书系统回答了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对中
小学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体系是个有益
补充。”7月 16日，许昌市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国防教育现场观摩会在魏都区
实验学校举行。该校校长孙旭东向笔

者介绍，去年许昌军分区和市国防教
育办公室经过一年多努力，编纂了一
至八年级 16本《国防国防》教育丛书，
在该校试教后反响强烈。

“这堂课我讲了很多次，每当我和
孩子们一起走近长津湖畔，我都会被
感动，孩子们也悄悄抹起眼泪……”国
防教育课教师武姗，担任六年级五班
班主任和德育处工作。她在观摩会前
因意外腿部受伤，一度无法正常行走，
但仍坚持完成了《长津湖之战》观摩课
授课任务。“最震撼我的是冰雕连故
事。我将来当兵了一定要做这样的战
士，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守卫好祖
国！”课后，学生杨子墨告诉笔者，他最
喜欢上国防教育课，既学习了知识，增
长了见识，还明确了自己的“小目标”。

笔者了解到，魏都区实验学校为
学生们设计制作了军绿色的制式校
服，每年在开学仪式上向全军英模挂

像敬少先队礼。高扬的五星红旗下，
孩子们身姿挺拔，学生们的社会责任
感、集体荣誉感油然而生。

据悉，魏都区建立了110人的国防
教育教师队伍，启动国防教育优质课
和教学名师选拔工作；建立现役、退役
军人兼任中小学校国防教育辅导员制
度，在每个校园悬挂全军英模挂像，大
力弘扬英雄精神；安排学生开展军事
实践活动，邀请学生走进军营，感受军
旅生活。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形成国
防教育星火燎原的势头。”许昌军分区
政治工作处主任牛听甫向笔者介绍。
军分区和市教育局、魏都区教体局按照

“试点先行、全面推进”的思路，把国防
教育纳入教学规划，成立国防教育教研
组，制定教学计划，明确教学目标，实现
有教师、有课表、有教研、有督导，让国
防教育在中小学校全面开花。

许昌市魏都区

“五位一体”推进国防教学
■胡宝玉

春风化雨春风化雨，，国防教育遍地花开国防教育遍地花开
—中原大地开展国防教育掠影

图①：新乡市红
旗区在高校开展“国
防志愿墙”活动。

周荣凯摄
图②、③：许昌市

民、学生参观杨根思
部队军史馆。

胡宝玉摄
图④：驻马店市

驿城区新兵在杨靖宇
广场接受光荣传统励
志教育。

刘 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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