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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来教员”变成

“常驻教员”，是一件

幸福的事

不寻常的征途，开始于2018年 7月。
那天，军委训练管理部的一纸任务

书下达到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里面列出
了 64门需要学院完成的全军慕课建设
任务。其中，8 门课程被特别标注为
“试点单位急需课程”。

这是在调研收集全军十几家军事
职业教育试点单位官兵意见基础上确
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赫然
在列。

在军委机关和部队官兵的眼里，
政治学院享誉全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教学团队是完成这门慕课建设任
务的不二之选。但对团队成员来说，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攻坚
战。

习惯了带着厚厚讲稿走上讲台、
面对学员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朗声开
讲的他们，需要探出一条“上网讲经
典”的教学新路。

接到任务 3天后，学院第一批试点
单位急需课程建设筹备会召开。怎么理
解任务，成为会议焦点。在学习讨论之
后，“意外”之感逐渐褪去，“急需”二
字的意义越来越清晰。

团队负责人姜延军表态：“部队
官兵把我们的经典著作课程拉入首批
‘急需课程’序列，说明了习主席关
于原原本本学经典、原汁原味读原著
的倡导要求在部队深入人心。这既反
映了官兵的心声和需求，也鸣响了我
们课程建设迈入职业教育新战场的发
令枪。”

发令枪响，军令状立。经典著作教
学骨干们积极行动起来。一次次课程建
设推进会，记录了他们寻找慕课建设初
心的心路历程。

教授古琳晖参加了军委政治工作部
组织的“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随新疆
军区某边防连官兵同吃同住。在著名的
“小白杨”树下、在边防执勤点位上、在巡
逻路上，他为边防官兵讲了一堂堂理论
课。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古琳晖感慨地
说：“通过网络，我们的经典著作就可以
到达更远、更偏的哨所了。”

多次受邀到部队授课的教授杨瑞
茹，一直把“对象感”视为一门课程精
彩与否的关键要素。她说：“我们这门
慕课不是培养研究生，不能用学究式的
讲法，而应重在讲清经典的真理价值和
时代意义。”

教授韩刚清晰记得，4年前他给师
旅团政委班讲授《信仰之光：马克思恩
格斯经典著作概览》专题课时，学员们
提出的一个请求：“这样的课对我们帮
助很大，部队很需要，能不能把你们的
授课全过程录像刻盘带回部队？”

如今，经典著作慕课让这些部队政
工领导的愿望变成了生动的现实。

一位部队领导曾向教授杨宁请教：
“如何才能提高部队理论教育的吸引
力？”在杨宁看来，来自部队的这个疑问
正是慕课建设的出发点和发力点。他
说：“院校教员帮助部队推进理论武装走
深走实，需要这个直通车；反过来，院校
理论教学接部队地气、扎根官兵思想，也
需要这个通气阀。”

主讲《论十大关系》的教授李峻，
在准备慕课录制的过程中，对习主席
关于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有关论
述体会越来越深。她说：“慕课‘应需
而建’的‘需’，就是部队官兵学习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之
‘需’。”

教授许恒兵曾经被同一个单位 6次
邀请讲授《矛盾论》《实践论》。回顾这
段经历，他意识到，通过慕课，他从部
队读经典学原著的“常来教员”变成了
“常驻教员”。“这对教员来说，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他说。

即将要与网络慕课亲密接触的经典
著作讲授者们，逐渐找到了感觉，心头
热了起来。

10分钟点燃的理

论火焰，烘烤出一餐

餐思想盛宴

带头录制完前三讲，见惯了大场面
的姜延军由衷提醒团队成员：慕课虽小，
却不简单。

慕课的“小”，主要是指一节课只有
10 分钟。在学院请来作辅导的慕课专
家看来，这个时间要求大有讲究、近乎刚
性：“人的注意力曲线是‘倒U’形的，经
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后达到峰值，一般
在 10分钟左右。所以，一节慕课就是视
频 10分钟、稿本 2000字，在这个体量内
完整讲完一个要点。”

经典著作教学，朝深里、细里讲，是教
员们擅长的、拿手的。突然要在10分钟这
个“螺蛳壳里做道场”，最初实在有些挠头。

不必说浩浩 3卷本的《资本论》，即
便仅仅 3 页纸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如果不充分关联黑格尔、不深入讲
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是很难呈现出
其“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
第一个文献”这一里程碑意义的。

因此，把这 10分钟研究透，成了团
队集体备课的第一个“小目标”。打碎重
揉、系统整合，择重避冗、分条缕析，由繁
入简、深入浅出……这远不是删减教案
那么简单，而是学习互联网思维、重新走
进经典翻扒学术史、拉出新的逻辑线索、
转换成大众语言网络语言的系统工程。

啃下满树桑叶，吐出娟娟蚕丝。如
今，下尽功夫的 10分钟所点燃的理论火
焰，正烘烤出一餐餐思想盛宴，照亮了众
多选课者的终身学习之路。

在课程讨论区、公告栏、资料区，在
不见面的彼此交流和深度互动中，教员、
学员的思想碰撞全天候、不限时。

某医院机关干部张大圣，学习《共产
党宣言》的 10分钟视频后，马上到资料
区下载了《青年马克思》传记影片。他
说，自己产生了走近这位“千年第一思想
家”的强烈渴望。

既要读懂经典，

更要读懂时代、读懂

官兵

采访团队负责人姜延军，探问课

程成功建设运行的奥秘，他说，起到
根本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这门课
不间断讲了 40多年所形成的厚实积淀
和历史传承”。

43 年薪火相传，“一往情深爱经
典、凝神静气学经典、皓首穷经研经
典、与时俱进用经典”的精神在教学
团队中一代代接力。如数家珍的老故
事，弥散着醇香，厚实着底蕴。
“模范理论工作者”、教授严高鸿

为讲好《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
义》，对列宁在其中提到的每一位哲学
家都搜集整理了厚厚一摞手写记录资
料。向严教授学习，肯下苦功夫，一
直都是团队的教学科研传统。

因为某位教员在讲 《共产党宣
言》 时“过度发挥”，教授蒋建新不
顾心脏病，动了真火。“吃透文本才
是硬道理，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从
那一天开始，这句话始终是团队的教
学高压线。

为了讲深经典著作，教授王荫庭
长期埋头研读翻译外文文献，成为
为国人译介多部汉译名著的著名翻
译家。王荫庭只是一个缩影，这支

扎根军校讲台的团队，始终紧盯着
国际学术界前沿。

集结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
读》慕课建设的“山头”下，这支政
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厚实的教员队
伍发起了新的冲锋。

年逾花甲的军内外知名学者、人
到中年的全国模范教师、尚未而立的
著名大学哲学系高才生，名家与新锐
共 同 走 出 院 校 课 堂 教 学 的 “ 舒 适
区”，告别传统教案，从熟悉的讲台
走向慕课的镜头。

他们探索着，也收获着。
年逾六旬、两次延长工作年限的三

级教授何怀远，为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不仅逐招逐式推敲琢磨，还专门请学员
到录制现场帮忙“找感觉”。每个“10
分钟”都录了至少 3遍。即便如此精益
求精，他的自我打分还是：“不太满
意，可以更好。”

老中青集体攻关，磨脚本、活语
言、谋场景、纠体态、配素材、构画
面……团队的集体备课有了新的大协
作、大会战、大练兵的架势。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黄高晓，努

力用“经得起‘快进’，也经得起‘慢
放’”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经典著作
教学“精准度”。他说：一遍遍重录，
对我是一种“强训”，让我收获了新的
成长。

评 论 区 180 多 页 、 近 2000 条 留
言，或不吝赞美，或抛出疑问，或争
锋辩论。这让教授卢继元联想起恩格
斯关于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
《资本论》 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
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
述”这一著名评价。
“我们的慕课是讲给今天的官兵

听的，能不能把准他们的现实思想
脉 搏 ？ 能 不 能 把 经 典 讲 准 讲 透 讲
活？”卢继元说，“关键就在于我们
既要读懂经典，更要读懂时代、读
懂官兵。”

学院职业教育中心主任张容介绍
说：“学院慕课建设伊始，我们就提
出了‘将军大家上慕课+中青年教员
岗位成才’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研读》 这门慕课‘火了’，我
们的教学团队也拔节了。这是‘双喜
临门’。”

这门经典理论课

的“网红”故事，还

在继续

一年间，教学团队研讨、撰稿、录制、
上线、答疑、互动、补充、完善……不期然
间，各方的关注和认可纷至沓来——
“我们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研读》这门课，讲得不错。”
“我们将这门课指定为干部们的必

修课。”
提出课程建设需求的军事职业教育

试点单位，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反馈：
“我们鼓励官兵选修经典著作研读课。
这门课让我们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魅力，拉近了与经典著作的距离。大家
普遍反映收获很大。”

2019年 7月 14日，课程讨论区出现
第一条注册学员的留言：“这门课讲得好，
教授教员水平都很高，听得很舒服，很有
收获，继续努力！”很快，又有人跟帖：“的
确能学到不少知识。”

较早就注册选修了这门课的某院校
教务处参谋王晓军，起初感觉工作强度
大，分身乏术很难安心学习。不承想，一
学起来很快“转粉”，一有空就去点开课
程持续学习。“我在这门课里更深刻理解
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很幸运选
修了这门课。”他说。

即将完成硕士阶段学业，立志要继续
考博的学员谭晓男，把选修这门课作为研
究生毕业的“打卡”内容。在他看来，“经
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在于它被多少人赞美
过，而在于它能真切地帮助你认识自身和
世界，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

随着又一个月末考试期开放公告发
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慕课
第一个开课期即将收尾、第二个开课期
就要开幕。

这门经典理论课的“网红”故事，
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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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经典理论课的“网红”之路
■许 迪 武吉云 本报特约记者 李习文

新学期开学之际，一个数字的节节攀升，让国防
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慕课建设
团队成员在忙碌中洋溢着几分喜气——截至 8月中
旬，在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6757名官兵选修了
他们制作上线的课程，走上了“学马列经典、在军营

成才”的道路。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数字，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军

事职业教育平台工作人员说，一门讲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的政治理论慕课，第一个教学周期就能有将近
7000人的选课量，是出乎他们意料的。

在课程负责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姜延军
心中，这个数字不仅折射着“慕课+经典”这条路子的
可行性，还见证着一门在传统讲台上耕耘了 43年的
理论大课，分身于网络、变形为慕课的不平凡的再出
发之旅。

经典原著不仅散发着智慧的光

芒，更折射出人格的魅力。习主席指

出，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

家本领。

曾几何时，一度令人敬而远之的经

典著作课，甫一登上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立即成为全军

官兵追捧的“网红”课。在快餐文化、碎

片化阅读大受追捧的今天，经典著作课

程能够让官兵驻足、静听的密钥何在？

确实发人深思。

这密钥，藏于历久弥新的真理背

后。在卷帙浩繁的人类书籍中，有一部

分优秀著作，穿越时空的阻隔，成为诸

多时代思想文化的砥柱，具有持久的价

值，成为不朽的经典。从《共产党宣言》

到《资本论》，从《论权威》到《国家与革

命》，从《实践论》《矛盾论》到《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每一本著作都是时代精神

的精华，始终闪耀着璀璨的真理光芒，

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武器库”。经典著作课的魅力，

根本就在厚植于经典作家的思想土壤

之上，既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积

极回应时代之问，既保持了原汁原味又

散发着时代气息，因而能直抵人心、常

读常新、回味无穷。

这密钥，蕴于与时偕行的创新之

中。信息时代是终身学习的时代，如

何打造全员全时全域的泛在学习平

台，对军事职业教育课程提出了新的

要求，势必要求来一场头脑风暴和教

育革命的“新会战”。经典著作慕课，

紧盯试点单位任务需求、军官职业素

质提升需求、部队典型岗位履职需求、

官兵学历继续教育改革需求，突出新

知识、新理论，学习新思维、新语言，善

用新手段、新技术……彻底变革陈旧

的教材、教案、教法，增强了课程的“含

金量”“含新量”“含军量”，让经典“巨

著”搭上了时代快车，让网上“微课”突

破了院校围墙。

这密钥，砺于厚积薄发的智识之

上。沉甸甸的成果背后，往往凝聚着一

个团队的心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教研团队，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

深研经典、播火铸魂的优秀集体。王军

旗、姜延军、杨瑞茹……伴随着党的创

新理论的每一次与时俱进，伴随着经典

著作教学的每一次创新发展，一茬茬心

许马列、播洒真理的理论教育工作者茁

壮成长。正是他们的努力，政治学院把

经典著作教学与研究作为立身之本、发

展之要、办学之基；正是他们的带领，经

典著作成为理论学习取之不尽的源头

活水；正是他们的坚守，经典文献的真

理价值、永恒魅力从院校辐射至全国全

军。

这密钥，源于日益浓郁的认同底

色。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官

兵的思想行为认知也呈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征，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多、期待

更高，对理论武装的兴趣更浓、认同更

深。经典著作课程有深度、有温度、有

锐度，契合了新时代部队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实需要，顺应了官兵对提升自

身理论素养的迫切愿望，引发了官兵

积极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和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大军的思想情感共

鸣。在教学相长的思想激荡中，广大

官兵在回归经典中把握时代、在领悟

方法中强固信念，以提升的阅读力思

维力信仰力深度融入课程，为促进经

典著作课程的更好发展提供了丰沃的

实践土壤。

让经典成为“网红”的密钥何在
■陶传铭

记者调查

锐视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学团队成员在听团队负责人姜延军试讲。 周宇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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