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国防视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军胜 潘娣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一声号令，人民子弟兵闻令而
动，逆行武汉，给全国人民带来信心和
力量。危急时刻，社会呼唤英雄，形成

了致敬英雄、尊崇英雄、学习英雄的浓
厚氛围。

今年 2月以来，湖南省中小学校组
织学生在线上观看由湖南省国防教育
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教办）、湖南省教
育厅联合打造的《致敬英雄》系列专题
课，全网点击量破亿，互动留言 300 余
万条。打造这一系列专题课，是湖南
军地联合开展“军队英模进校园”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以来，湖南省
把校园作为培育英雄精神的主阵地，
通过学习全军挂像英模传递主流价值
观，尝试创新教育形式宣讲英模故事
的生动实践，为加强新时代国防教育
带来诸多启示。

开展“五个一”活动

让英模成为青少

年“身边的人”

“战‘疫’英雄让人动容，他们是最
美逆行者，他们是我的偶像。”4月 13日
上午，湖南省安化县梅城实验高中高一
233班，一堂名为《在战“疫”中成长——
致敬英雄》的专题课开讲。听完 6位安
化籍官兵的战“疫”故事后，学生龚鑫睿
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军队英雄的战‘疫’故事，为今年

复学后的第一课提供了生动教材。青
少年心理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成型，
需要精心引导和培育。”谈及开展“军队
英模进校园”活动的初衷，湖南省国教
办主任谭柏林说，2019 年以来，他们结
合中小学实际和特点，开展了“规范一
个悬挂标准、举办一个活动仪式、讲好
一堂英雄事迹课、召开一次主题班会、
开展一次征文演讲”的“军队英模进校
园”“五个一”活动，首批在 47所中小学
开展，在学生、家长群体和社会上产生

了良好反响。
常德市武陵区育英小学是首批开

展活动的学校之一，校长罗玲对此深
有感触：“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一些电
视网络上的节目内容良莠不齐，一些
学生对热播娱乐节目情有独钟，而对
英雄模范和党史军史知之不详、理解
不深。‘军队英模进校园’活动引导青
少年关注英模事迹，树立报国之志，可
以较好地补足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精
神之钙’。”

长沙市望城区是全军挂像英模雷
锋的故乡，全区所有中小学每年开学
第一课讲的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
几十年来已形成传统。望城区人武部
政委文楚强表示，如今全区中小学从
学雷锋拓展到学全军挂像英模，就是
想让青少年学生在学习英雄、了解英
雄过程中崇尚英雄，让英雄情怀在幼
小心灵生根发芽。

校园内悬挂全军十位挂像英模画
像、定期召开军队英模主题班会……湖
南省开展“军队英模进校园”活动一年
多来，不少同学对全军挂像英模的英雄
事迹耳熟能详，许多学校学英模精神、
做英模传人的校园氛围越来越浓厚。
据悉，随着中小学陆续复课，“军队英模
进校园”“五个一”活动将在湖南省所有
中小学广泛开展。

创新学习教育方式

把“想讲的”变成

“想听的”

去年 5月，吉首市人武部一名干部
给高三学生讲授一堂以学习英模为主
题的国防教育课，课件制作精心，收获
的掌声却不多，传统宣讲模式在全媒体
传播时代遭遇“票房危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首市国
教办干事瞿芳在国教办的抖音账号上，
上传了自己宣讲英模故事的视频，这一
尝试赢得超高点击量。

同样是宣讲英模，缘何效果大相径
庭？吉首大学学生龙晋坦言：“10分钟
的短视频，讲的是感人事，聊的是强军
梦，搭配直抵人心的音乐和丰富多彩的
画面，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只有合学生‘口味’，国防教育

才能‘走心入心’。”2019 年 5 月，在湖
南省高校国防教育座谈会上，谭柏林
的一番话引起与会人员共鸣。他说：
“精准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思想脉
搏，才能真正触动他们的心窝，短视
频教学就是创新英模学习教育的办
法之一。”

在株洲市渌口区金台小学，学校组
织小学生从认识军队英模人物画像开
始，比一比谁认识得多，还尝试通过学
生喜闻乐见的动画、视频、漫画等形式
宣传英模人物的事迹。在此基础上，金
台小学还借鉴吸纳“我是演说家”的节
目形式，组织学生登台讲述军队英模故
事，获得热烈反响。

与小学阶段的学习方式不同，益阳
市安化县第二中学针对中学生心理与
行为特点，采取扫描二维码观看 H5的
形式开展英模学习活动。这所中学设
计的“听歌识英雄”“学英雄的现实攻
略”“穿越时空学英模”等特色H5页面，
吸引了众多学生点击观看，学英模活动
很快风靡整个校园。很多学生说，趣味
性的学习让他们觉得学习英模活动不
仅有意义，更有意思。
“让学英模教育活起来，就是要把

我们‘想讲的’变成学生‘想听的’，用学
生‘想听的’提示我们‘想讲的’。”实践
中，株洲市渌口区国教办干事陈慧娟和
她的同事们深切地感到，只有与学生在
同一平台、同一频道、同一个语言体系
中同频共振，才能让学英模教育活动真
正拨动学生心弦。

形成常态制度机制

合力用英雄梦点

燃报国情

“时刻牢记我是英模传人，向英模学
习……”4月 12日，湖南省岳阳市第七中
学学生面对全军英模挂像，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岳阳市国教办干事张莉介绍，
为推动学英模活动常态化，岳阳市第七
中学已将 12项行之有效的做法机制化，
向挂像英模宣誓就是其中之一。

岳阳市第七中学是全军挂像英模张
超的母校。2016年，年仅 29岁的英雄飞
行员张超不幸牺牲。英雄远去，精神不
朽。近4年来，张超的事迹在家乡广为传
颂，“向英模张超学习”成为这所中学全
体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具体行动。

岳阳市第七中学党总支书记吴敏
华告诉笔者，学校勉励全校学生以张超
学长为榜样，沿着英模的足迹前行，并
将学习英模活动纳入校园文化建设，通
过经常性开展讲英雄故事、唱英雄歌
曲、播英雄影视等活动，让学生置身崇
尚英雄的校园氛围之中，时时处处受到
熏陶感染。

在岳阳市第七中学大礼堂的墙上，
笔者看到一张学英模活动统筹安排
表。表格内容显示，该校每月确定一个
学英模教育主题，每季度进行一次相关
考评，每年组织一次英模精神知识竞
赛，每年 9月 30日组织召开英模精神座
谈会、交流会……张莉表示：“学英模需
要启发自觉，更需要机制保障。”
“学校是开展青少年英雄主义教育

的主阵地。”湖南省国教办干事谭杰波
介绍，“军队英模进校园”活动是湖南开
展国防教育的重点工程，已固化为年初
进计划、全程有指导、年底有考评 3项保
障机制。他们还联合教育部门把英模
精神教育融入学科建设、教材选用、课
堂教学、课外活动之中，确保教育引导
深入、持久、系统。
“学习英模人物，让英雄精神融入血

脉，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
累。”湖南省国防教育讲师团讲师李先德
介绍，省内很多学校通过学英模活动挖
掘身边的榜样，在教室楼道、学生食堂，
随处可见“学英模标兵”学生的照片。

近年来，针对网上存在诋毁英模的
段子，长沙市高校依托国防类社团、军
迷协会等开展捍卫英模志愿活动；湘潭
市结合辖区资源优势，将学英模活动有
机嵌入中小学研学课堂；岳阳市推出英
模广播剧、英模红色书籍、英模文艺作
品；湘西州着力打造中小学生英模故事
讲解员队伍。

用军队英模培塑学生爱国情怀，也
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子投身军营、报效
祖国的热情。在吉首大学，校园 LED屏
滚动播放全军十大挂像英模视频，准备
报名参军的大学生胡航铭告诉笔者：
“每当路过 LED屏，看到挂像英模的事
迹，我就会心潮澎湃。我要以他们为榜
样，不负青春、逐梦军营。”湖南省征兵
办公室主任吴畏介绍，将宣讲挂像英模
事迹与征兵宣传相结合效果凸显，目前
全省适龄青年兵役登记率达 100%，大
学生网上应征报名2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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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十分重

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青少年传承

红色基因寄予殷切厚望。2018年儿童

节前夕，习主席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

小学的学生回信：“希望你们多了解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

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

一代代传下去。”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从发展心理学视角看，这一时期特

别需要人生榜样、青春偶像。英雄激发

的是向上的力量，指引的是人生航向，一

旦在青少年心中种下英雄的种子，日后

便会生根发芽，形成其内心一辈子的前

行动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发展延

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青少

年的精神世界如何，直接关系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在

积极向本国青少年讲授英雄故事、传授

优秀传统文化，以英雄的精神内核培塑

爱国情怀，锻造“勇敢的心”，培养走向未

来的一代。

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英

雄辈出的国度，英雄故事代代相传，红色

印迹随处可见。然而，每个人内心的英

雄种子，不会自然而然地长成参天大树，

需要不断地呵护、培育、浇灌，使其汲取

养料茁壮成长。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英雄之志，在青

少年心中种下英雄的种子，是培育社会

主义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应站在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在全社会营造尊

崇英雄的氛围，让英雄精神教育成为学

生的必修课。校园是培塑青少年英雄情

怀的沃土，把英雄精神纳入教学体系，不

断创新教育形式，真正让英雄情怀扎根

青少年心中、融入青少年血脉，学校教育

责任重大。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青少

年要健康成长，应让崇尚英雄成为自觉，

将英雄的崇高信仰注入心田，从英雄精

神中汲取力量，立鸿鹄之志、做有为青

年。这样，广大青少年才能成长为国家

的栋梁，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向着胜利

勇敢前进。

锻造“勇敢的心”
■冯 毅

4月 13日，是河南省郑州市高三和
初三学生返校上课的第一天。郑州市
第九中学高三学生刘野闻惊喜地发现，
校园的墙壁上新增了一组十分显眼的
全军英模挂像。新学期第一天，英模挂
像进校园活动给学生们带来别样的国
防感受。
“开学第一课先上国防课，新学期

第一讲先讲英模故事，这是市里的要
求。”金水区人武部部长周学军介绍，
原计划今年新学期第一课邀请英雄人
物到各学校作巡回报告，因受疫情影
响，将报告会改成学生自己组织的主
题班会。
“向英雄致敬，做时代先锋。”在郑州

市第四十七中分校九年级六班的主题班
会上，学生古思源饱含深情地讲述军队
医疗队员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人
事迹，赢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今年，郑州市把中小学生作为国防
教育重点对象，积极协调地方宣传、教
育部门联合开展“悬挂一套英模挂像、
举办一次学英雄活动、组织一场军事培
训、讲述一个英模故事、观看一组红色
电影、召开一次学英模主题班会、开展
一次征文演讲、讲一堂国防教育课”为
主要内容的“八个一”活动。

郑州市教育局领导告诉笔者，开展
“全军英模挂像进校园”活动就是要让
英模走进校园，让学生走近英模，用这

些带着热血与温度的英雄名字及其背
后的故事陪伴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去
年以来，该市把国防教育纳入教学计
划，坚持学科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
合，德育教育与国防教育相渗透，定期
开展“学英模、励斗志”演讲比赛和红色
故事会等活动，充分利用英烈纪念馆、
二七纪念塔等红色资源，组织学生参观
学习，让师生在缅怀先烈、崇敬英雄中
学习国防知识、树立报国志向。

来自郑州市国防教育办公室的资料
显示，目前，郑州军地已购买制作英模画
像 1.5 万套，发放英模故事 5000 余册。
今年，郑州市计划将“全军英模挂像进校
园”活动覆盖全市每一所中小学校。

河南省郑州市中小学校

开学先讲英模故事
■焦景宏 黑姗姗 冯 立

“大家好！我是全军十位挂像英
模故事宣讲员、来自高三 28 班的何熙
然，今天我给大家讲述英模张超的故
事……”4月 17日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兆麟中学校园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主
题班会在“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塑
像前举行。何熙然讲得认真，同学们
听得入神。

记者在校园内看到，全军十位挂像
英模塑像栩栩如生，分列教学楼两侧。
塑像由锻铜打造，下半部是大理石基座，
基座上镌刻着英模的生平事迹。
“在校园竖立英模塑像、悬挂英模

挂像，目的是让英模事迹走进广大青少
年的心灵，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雄的良

好氛围。”哈尔滨警备区政委韩玉平介
绍，去年 4月，警备区与市委宣传部、市
教育局联合启动“全军挂像英模进校
园”活动，该市 2000 多所大中小学校不
到 4 个月时间全部完成十位英模挂像
悬挂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展“英
模塑像进公园、进校园”活动，定制数十
组英模塑像，竖立在该市各国防教育主
题公园和国防教育示范校内。英模挂
像和塑像每进一所学校，警备区和所属
人武部领导都会组织一场英模事迹宣
讲，让学生们对英模的事迹有更深入的
了解。

何熙然宣讲完张超的事迹后，同学
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学习体会，气氛

十分热烈。何熙然告诉记者，为讲好张
超的故事，他翻阅了大量关于张超的报
道和资料，在这一过程中，自己深受教育
和鼓舞。

兆麟中学校长吴险峰介绍，英模塑
像相继落户校园后，他们结合主题团日
和主题班会等契机，开展“讲英模故事，
传红色基因，做时代新人”活动，引导学
生们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英模塑像已
成为全校师生心中的精神坐标。每当大
家从塑像前经过，敬意油然而生。”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

涌……”离开该校时，这堂学习英模事迹
的主题班会也接近尾声。师生们齐唱校
歌《露营之歌》，歌声嘹亮，响彻云霄。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中小学

丰碑矗立学生心田
■田志国 张庆锋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危急关头，董存瑞毫不犹豫地托
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4月20日，是湖
南省醴陵市左权红军小学复学第一天，
该校5年级218班班主任易红霞为学生
讲授的是《英雄精神教育读本》中董存瑞
的故事。

这本《英雄精神教育读本》由醴陵
市人武部和该市教育局共同为中小学
生编写，读本内容是全军挂像英模的故
事，每篇故事都配有图片，附有相关链接
以及课后讨论题。

浓缩在教材里几页的内容，易红
霞绘声绘色讲了 40多分钟，从董存瑞
为什么要舍身炸碉堡，讲到抗美援朝
英雄的故事。最后，讲课 在《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声中结束。易红
霞告诉笔者，为上好这一课，她备课时
查阅了大量资料，还剪辑了一段影视
资料。

左权红军小学校长邱道芳告诉笔
者，以前学校开展国防教育，主要是在
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学生故事
会”“英模报告会”的形式讲英雄故事，
内容比较零散。湖南省开展的“军队
英模进校园”“五个一”活动，让英模精
神的培育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有利
于引导学生全面学习英雄事迹、培育
英雄情怀。

为巩固教育效果，醴陵市人武部
还挑选优秀民兵与多所学校学生组建
英模故事宣讲小队，将国防大视野与
个人小视角相结合，阐述对英雄的理
解，并将国防元素融入课外活动，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学校提供场地资
源、老师进行教育引导、学生跟进吸收
消化”的立体模式。

醴陵市人武部政委孙福涛告诉笔
者，自活动开展以来，越来越多的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搜集相关资料，通过多
种渠道了解军队英模事迹，从“让我
学”变成“我要学”，在当地中小学校掀
起向军队英模学习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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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聚焦

国防论坛

4月7日是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新学期第一天，理艺班班主任贺风华为学生讲述战“疫”故事。 姚艳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