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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树岭、记者王赫报道：
“‘站’在了红军长征路，滚滚江水在脚
下流淌，前方是高耸的雪山……我体
验到红军长征的千难万险。”4月13日，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爱创者科技馆
内，一名中学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借
助智慧VR系统，“重走”长征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邯郸市军地按照实景重现、情景带入、
科技辅助的思路，在全市中小学校中
开展“VR学党史”活动。其中，智慧
VR系统成为一大亮点。据悉，该系统
利用智能穿戴设备，将红军长征之路、
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呈现在体验
者面前，让人身临其境“参与”历史重

要时刻，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凌云中学组织学生在邯郸市未
来科技体验馆体验 VR模拟射击；春
光小学组织师生参观强军主题 VR
数字展馆；育华中学开设新媒体账号
打造国防教育‘有声课堂’；刘村影视
小镇设置‘邯郸往事’爱国主义教育
体验基地 VR体验馆，再现邯郸抗战
史、爱国史。”细数各地正在开展的特
色活动，邯郸军分区政委周世斌说：

“相较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布局情景
式、体验式、沉浸式的红色地标场景
和项目，能够大大增强党史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的感染力，更易被青少年

接受。”
“野菜不能挖，留给八路军；粮食

不够吃，也送八路军……”3月28日，一
场以丁香树下小院为舞台的沉浸式红
色实景剧，在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
旧址首演。该剧演员全部由邯郸国防
技术学校中专部学生担任，主要讲述
了抗战时期涉县儿女支援前线的故
事。中专部学生们“边演边学”，小学
部学生沉浸其中。“我们历时半年完成
了实景剧的创作和彩排，除了在校园
巡演外，也定期进社区、进厂矿为群众
演绎。”校长赵树文介绍。

记者了解到，邯郸市中小学校纷
纷组建“小小先锋宣讲员”队伍，利用

当地红色资源优势，在晋冀鲁豫中央
局旧址、邯郸起义指挥部旧址等 10余
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演绎《爷爷的抗
战》《红色利剑》《地下交通站》等主题
的红色实景剧，重现红色记忆，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有了新科技，不丢老传统。他们
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以“爱党、爱国、爱
军”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和学生同上一
节国防课、学习一段革命历史、合唱一
首红色歌曲、观赏一部红色电影、制作
一份“三爱”主题手抄报、书写一份心
得体会、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发展一个
美好心愿的“八个一”教育活动，将红
色种子播撒学生心田。

忆烽火往事 做“小小红军”

河北邯郸：青少年“VR学党史”新意盎然

近日，有一组新闻引发关注：西
安一所学校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红拳引入体育课，成都迎宾路小学
体育老师教授学生祖传的五行刀法，
湖南永州一所小学将军事战术融入
体育课……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
并不是简单的“运动”，其本质是人格
的教育，可以养德、益智、勤劳、尚美。
正因如此，体育课“上新”受到热捧。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文武兼
修。“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
坤”是古代文人终身秉持的信念与追
求。春秋战国时期，读书人必须学习
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其中射
御就是军事技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都爱好体育，无论是在戎马
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
和平时期，他们都非常注重体育锻
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度重
视体育强国建设，推动落实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但受长期“重文化课轻体
育课”思维的影响，我国体育课程设置
单一，许多青少年对体育运动兴趣淡
漠、没有养成健身锻炼的习惯，近视
率、肥胖率居高不下。部分地区的征
兵体检合格率也逐年递减。这个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强健意志体魄，增强国防意识，是
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着眼未来，我们必须从强健娃
娃的体魄抓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
尚武精神，在点滴积累中练体能、强意
志，不断提高青少年的体育技能，弘扬
英雄之气，强化国防意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武术
文化，本身就内涵“侠之大者、为国为
家”的英雄气魄和“强身健体、精忠报
国”的忠义精神，将其引入校园里的体
育课，不仅能够锻炼增强孩子们的体
质，还可以培养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

品质和以身许国的担当精神。
体育课“上新”，将中国传统武术

与军事技能引入课堂，这不应该仅仅
是学校的特色项目，更应该成为开展
国防教育的创新设计，使之蔚然成风、
相沿成习，让新时代的青少年更加勇
武精壮、更加坚韧抗挫，为社会培养更
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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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 1212日日，，黑龙江省军黑龙江省军
区国防教育宣讲队走进该省区国防教育宣讲队走进该省
实验中学国防教育展馆实验中学国防教育展馆，，为为
该校航空实验班学生讲解航该校航空实验班学生讲解航
母建设历程母建设历程，，感受我党感受我党百年百年
辉煌辉煌。。

为进一步发挥国防教育为进一步发挥国防教育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听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听
党话党话、、感党恩感党恩、、跟党走跟党走，，培育培育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人，，33月中旬月中旬，，黑龙江省委宣黑龙江省委宣
传部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军区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全省全省
青少年学党史主题教育实践青少年学党史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活动””。。

连日来连日来，，该省各地一方面该省各地一方面
组织青少年就地就近参观革组织青少年就地就近参观革
命遗址遗迹命遗址遗迹、、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纪纪
念馆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开
展展““百万青少年走红色之路百万青少年走红色之路””

““团团寻足迹团团寻足迹””活动活动；；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依托新媒体平台依托新媒体平台，，推出推出““建党建党
百年百年””学习专栏学习专栏，，开展线上主开展线上主
题题““云宣讲云宣讲””，，以更具参与感以更具参与感、、
互动性的形式深化青少年对互动性的形式深化青少年对
党史的学习了解党史的学习了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衍海吕衍海摄影摄影
报道报道

看，航母“驶入”黑龙江

“退役军人王某某，反映安置未上
岗，经查清核实，及时落实政策”“退役军
人闫某某，希望协调解决其子的医疗赔
偿问题”……4月12日，笔者走进河南省
漯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四调两服务解
学民工作室”，瞬间被案头一摞本子所吸
引，细数竟达14本之多、一尺多厚。

本子的主人是解学民，一个有着 20
年军龄、在信访岗位摸爬滚打10余年的
老兵。2018年11月，漯河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成立后，有着浓厚军人情结的他主
动申请“转岗”，具体负责该市退役军人
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工作。

笔者走进工作室没多久，就来了一

名退役军人。
“您别激动，慢慢说……”尽管解学

民一再安抚，但当事人怎么也控制不住
情绪。解学民仔细聆听，从对方逻辑性
并不强的叙述中厘清事实脉络。两个小
时后，解学民收下对方的材料，还专门列
出一份需要补充的再审材料清单，并留
下邮寄地址，嘱咐对方“寄过来就可以
了，大老远的不用再跑了”。

漯河市有 8万余名退役军人，退役
军人事务局成立之初，每天都会有数十
人前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面对这一
情况，解学民提议建立完善来访接待流
程、挂牌督办、局领导分包县区、专题接
待日等规章制度。

“接访日记主要记录来访人员信
息、每日访情、工作感悟等。”解学民
说，“通过写接访日记，我总结出来访
接待要做到‘六个一’：一张笑脸、一声

问候、一杯热茶、一把椅子、一站服务、
一办到底。”

去年10月的一天，工作室的门突然
被推开，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哭闹
着闯了进来。不管问什么都不回答，她
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解学民安静站在
旁边，等她情绪平复后，再搀起她扶到椅
子上耐心询问。

原来，这名妇女叫马金娥，儿子宁某
服役期间患上疾病，被评为三级伤残。
宁某退役后，一直精神萎靡，因常年吃药
治疗，家里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解学民
随后到其家中走访。眼前的一幕让他心
酸不已：斑驳的土坯墙、黑黢黢的土灶
台，就连桌椅板凳都是拼凑起来的。

解学民马上向局领导作了汇报，同
时联系宁某所在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主
管领导前来开会协商，最终决定协调解
决宁某的部分医疗费用，并帮其家庭申

请经济适用房。
“住进新房子、儿子找到新工作，马

金娥家的日子慢慢好转。她现在常来工
作室找我们聊天。”解学民说，前不久她
还包了饺子送来，非要请大家尝尝。

通过一次次实践，解学民探索出“人
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军地联合
调解”+“法律援助、心理咨询服务”于一
体的“四调两服务”工作机制。“很多来访
人员情绪比较激动，但我从未见过老解
对来访人员发过火、摆过脸色，他一直是
微笑接待、耐心聆听，依法依规办事。”同
事唐萌说。

笔者了解到，在解学民带动下，漯河
市自发成立了 56个退役军人矛盾调解
工作室，累计协调处理各类矛盾 1466
起，化解重点案件 137件。“各工作室刚
成立时，来访人员挺多，如今门可罗雀，
但锦旗挂满墙——这就是对我们工作的
最好奖励。”解学民说。

� 为他点赞

坚守在平凡而又特殊的岗位上，解
学民的14本接访日记，就是他做好分内
事、当好退役军人“娘家人”的最好诠
释。曾经戎装在身，如今继续发热，用一
腔赤诚慰藉着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和军
属的“心窝窝”。

14本接访日记里的温情
■李世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士刚

本报讯 记者贺志国报道：“国家
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
工作累计满5年的军人的子女，在户籍
所在地就读的，不受落户时间限制……”
近日，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自治
区教育厅、退役军人事务厅出台《内蒙
古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细则》，重
点向边防军人子女倾斜，让他们也能享
受优质教育资源。

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付进路介
绍，为解决好军娃入学问题，军区党委
多次赴边防听取驻军官兵建议，与地
方有关部门协调，反复对草案进行修
改，最终出台法规性文件，让官兵不再
为子女上学分心走神。

翻阅这份《细则》，记者发现文件
篇幅不长，但干货满满，对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报考高等学校等5个方面做
了具体规定：明确军人工作变动，其子
女需要转学、借读的，当地教育部门和
学校要第一时间办理相关手续；教育
部门在坚持就近就便入学的同时，要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协调安排教育质
量较好的学校。《细则》还对军人子女
教育优待的承办主体、职责划分、审
核、加分政策等进行细化，同时纳入双
拥模范城创建考评实施细则，以刚性
措施推动教育优待落实到位。

近年来，该军区各级坚持把军人
子女教育优待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常
抓常议，始终保持军地合力推进的强
劲态势。他们还充分发挥省军区系统
桥梁纽带作用，定期了解汇总驻军官
兵意见建议，并反馈地方相关部门。

刚性措施、硬性规范，让军娃入学
一路绿灯。截至 4月 13日，自治区 12
个盟市、104个旗县（市区）都已指定专
人，负责辖区军人子女入学入托工
作。目前他们正推进办理汇总名单、
核准手续等工作，让好政策尽快落地。

内蒙古自治区军地联合出台惠军政策

边防军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44月月1515日日，，江苏省南京市金肯职业技术学院国防后备班开展国家安全教江苏省南京市金肯职业技术学院国防后备班开展国家安全教
育宣传育宣传。。当日是第当日是第66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该学院通过系列活动该学院通过系列活动，，提高学生提高学生
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树立树立““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有责””的观念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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