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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防教育
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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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添雄
( 中山大学 武装部,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

要: 高校国防 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重点, 深入进行 民族精神、国 防知识和军 事技能 教育。提

高大学生的国防观念, 增强爱国意识, 加强组织纪 律, 锻炼 体魄; 素 质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
本宗旨, 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造就

有理 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

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 接班人。本 文结合 开展国 防教育 ( 军训工 作 ) 的
经验体会, 就国防教育与素质教 育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了初步的阐述。

关键词: 高校; 国防教育; 大学生; 素质教育 ; 地位; 作用
中图分类号: G 643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792 ( 2006) 08-0163-04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军训工作 20年来, 使我们深刻的体会到: 高等学校开展国防教育,
如果仅仅停留在为国防建设的需要和服务上, 仅仅停留在对教育外部规律的认识上, 那是远远
不够的, 势必失去内在的动力和热情。因此, 我们进一步从教育的内部规律去认识高校国防教
育的重要意义, 不断深入探索高校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而进一步激发
搞好国防教育的内在动力, 自觉地做好这一工作, 开创素质教育新局面。发挥国防教育 双
重功能

的作用, 争取获得

国防效益

和

育人效益

的双重成果。

一、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的素质, 包括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业务素质, 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等。素
质教育是传授科学知识培育学生把知识转化为各种能力的教育。国防教育是以一定的战争观、
国家安全观以及国防理论、国防历史和国防知识, 对全体军民施加影响的活动过程。
(一 ) 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内容相一致。素质教育中提出: 寓德育教育于各学科教学
中, 坚持以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高校的德育教育, 主要是进行马克思基本理论与无产阶级世
界观,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革命理论和革命传统, 共产主义道德与法则, 艰苦奋斗和文明建
设的生活方式等教育。高校的国防教育 ( 军训 ) , 是按照国家教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下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的内容, 除了进行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训练外,

更重要的是学习军事思想, 接受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树立为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学习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及通过严格的军人生活的体验, 使他们在
思想、品质、意志等得到全面锻炼。由此可见, 军训的内容与高校德育的内容不仅相一致, 而
且是德育内容寓于国防教育 ( 军训 ) 之中, 把德育教育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
(二 ) 国防教育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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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决定

以下简称

教育决定 , 在阐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培养造就二十一世纪现

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中指出: 规范国防教育, 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继续搞好
军训工作并使之制度化。 可见, 党中央、国务院把国防教育和推进素质教育有机地结合起
来, 为我们搞好国防教育和推进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 国防教育能有效地把德育与
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
1. 国防教育促进了学生的智育发展。 智育工作要转变教育观念,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育教学, 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普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可见
生的

创新意识

和培养学生的

教育决定

已阐明了智育工作的重心是激发学

创新能力 。国防教育对于推进这一重心工作具有重要作

用。它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内容丰富、应用广博的综合性科
学。时代性的军事高新技术, 总是研制快、应用快, 起着领导科技新潮流的作用。军事斗争的
敌对性 、 残酷性

和

复杂性 , 孕育了军事思维的

创造性

特征, 即所谓

胜战不

复 就是这个道理。而创造思维正是 创新意识 和 创新能力 的源泉和动力。学习军事
科学内容, 不仅博览军事高新知识, 而且拓宽思维空间, 进一步提高创造能力和综合思维能
力, 增添智育内容。同时, 军事科学知识也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内容。我国著名科学
家钱学森在论述 21世纪公民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时, 就把军事科学知识内容列为其中的一
项重要的科学内容。另外, 军事科学本身也是人文社会科学, 学习军事科学更丰富了学生的人
文素养。参训学生从 西点军校 资料片中悟出: 西点军校之所以被誉为美国陆军军官的摇
篮, 就在于其独特的教育训练和人文素养的熏陶而闻名于世。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活动
家、教育家等出类拔萃的人物, 很大部分就出自于西点。
2. 国防教育扩展了体育、美育内容。国防教育中军事技能训练是一项强度很大的体育运
动, 特别是集中军训期间, 每天长达 12 14小时训练,

摸、爬、滚、打、练 , 对学生锻炼

体魄、增强体质, 为今后的体育学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促进

体育

发展。年轻的大学生,

大多喜欢曲线美, 个性美, 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军训中, 统一的服装, 标准的队列动作, 整洁
一致的内务等, 都是按照 军训大纲 的规定, 没有太多的个性自由。通过军训, 学生很快
就感觉到军队、军营、军人这种直线美, 整齐一致的美, 方块和挺拔的美, 十分威严与自信,
坚强而有力, 象征着团结和胜利。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了学生的审美观, 有效地促进和扩展
了体育和美育的内涵。

二、国防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 ) 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切入点。作战中, 无论那位军事家在制订作战方案时, 首先
考虑的是选择 突破口 , 突破后即能向纵深发展, 并攻克核心阵地, 最后取得全部胜利。这
是战争中的切入点, 军事上称为

突破口 。在素质教育中, 也有选择切入点问题, 切入点选

对了就会事半功倍, 选得不对, 就会事与愿违。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进行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
最佳的切入点。
1. 国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比较容易注入。大学生在中学阶段, 主要是学习科学文化基础
知识。对于国防军事知识接触较少, 国防观念和意识比较淡薄。考上大学后, 第一课对他们进
行国防教育 (军训 ), 这时大学生的脑子里既空白又想学, 思想可塑性大, 容易接受正确的教
育和影响, 正是给灌注国防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时期。这样不但成效快, 而且会留下深刻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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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素质教育中, 大学生渴望学习国防知识。国防知识包容天文地理、内政外交、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等全面的知识群体。新一代的大学生刚刚踏入高等学府
之门, 各方面的知识都需要学习和掌握, 尤其是渴望从国防知识和军事素质上得到充实和完
善, 使自己尽快成为高素质人才, 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此, 这个时候学校有计划、有目的地对
他们进行国防教育, 加上解放军教官在教育方法上灵活多样, 教育内容上丰富多彩, 其理论
性、实践性、操作性、趣味性极大地吸引着他们, 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这宝贵的养料。这样,
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不断得到充实。
3. 国防教育是特殊的社会实践。首先, 国防教育既有广博理论知识的传播, 又有很强的
动手能力要求, 使学生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完善大学生的知能结
构。其二, 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长达十多年时间的 寒窗苦读 , 由于长时间的脑力劳动, 相
对处于精力集中, 精神紧张之中。因此, 进入大学后, 普遍存在心理脆弱, 身体素质不强等问
题。而国防教育 (军训 ), 进行队列、战术、射击、国防体育活动等是一种特殊的实践, 使他
们的身体得到较大的锻炼。其三, 新生进入大学, 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离开父母, 走向社会, 面
临着生活、学习等压力。军事生活虽然严格艰苦, 但在解放军教官的指挥、带领、影响下, 有
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教育训练, 使学生领略到一种全新的感受。通过军事教育和训练, 有效地
克服了脆弱心理, 增强意志和毅力,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是其它社会实践或教育手段都无
法达到的。
(二 ) 国防教育为素质教育开辟了新课堂。 教育决定

指出:

各类学校必须使学生树立

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一决定深刻地阐明了学校在进行素质教育中抓好世界观和人生观
教育的重要性。笔者认为: 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
军训, 就是开辟素质教育 (人生观、世
界观教育 ) 的新课堂。一是军营这种特定的环境起到了 大熔炉 的作用。刚考上高校的大
学生, 年龄大都在十七、八岁, 容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 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成型, 急待完
善, 让他们在

军营

中生活, 就是

磨掉

人的棱角,

杀掉

自我意识, 无疑是将一块

毛铁送进火红的炉中去 炼造 , 有利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健康成型。二是军队这个战斗的集
体起到了 染缸 的作用。军队是国家意志、阶级政权的体现。生活在军队的人, 无论是学
习、工作、生活、乃至个性, 都必须服从服务于

政权 、 阶级

的最高利益, 不得有太多

的个人因素。接触军队, 学生就会感受到: 军队是团结胜利的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许多传统
美德。军队是一个阵地, 是马克思主义占领的阵地, 是培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坚
强阵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董存瑞; 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黄继光; 助
人为乐, 无私奉献的雷锋等等。都是军队这个

染缸

染出来的。三是军人这个高大的

国

防巨人 , 有远大的理想信念, 高尚的情操,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坚定的爱国热情。
学生与他们朝夕相处, 晓之于理, 动之于情。既是 教学 关系, 更是榜样作用。军人那种
行为

和

风范

对受教育的学生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使学生的心灵从未有过的震颤, 思

想和行为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三、国防教育对素质教育具有特殊功能
(一 ) 国防教育实行自觉性和强制性相结合。军事教育与普通教育最大不同点就是: 军事
教育强调 自觉性 和 强制性 相结合。也就是说: 一方面教育、启发学生端正动机, 调
动积极性, 自觉接受教育和训练; 而另一方面又要采取 强制 措施, 达到教育训练所规定
的标准, 实现教育和训练的目的。这种

强制性

的军事教育, 是根据一定战争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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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 军人必须服从并达到这个标准, 那么, 平时的教育训练也必须以实战的要求为标准,
付出 强制性 的代价。不然, 在战场上就可能要付出流血牺牲, 失地丧国。这种强制性是
国家的需要、政权的需要、人民利益的需要, 是不能由军人自己选择的。进行强制性教育是从
学习解放军条令条例入手, 从规范养成抓起, 进行严格的训练达到类似实战的要求, 让受训者
在艰苦复杂的环境条件下磨练, 从而树立起正确的苦乐观, 有效地培养百折不挠的意志, 坚韧
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而这种意志、毅力和精神, 正是 教育决定 中所要求
的高素质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同时, 这种强制性教育, 既有形式又有内容。军训中,
步子怎么走, 被子怎么折, 衣服怎么穿, 鞋带怎么绑等都规定得很细, 都有标准和要求。这点
点滴滴的正规化养成, 使受教育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养成令行禁止的习惯, 是其它教育手段都难
以做到的。这又正是教育部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所要求并强调的
重要内容。
(二 ) 国防教育既培养了

国防

人才, 又培养了

四化

四有

新人的

人才。大学生军训, 是按照

兵役法 、 国防法 、 国防教育法 和 军训大纲 的规定进行。对学生进行强化的军事
教育和训练, 让他们受到严格的军事教育训练, 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思想上真正理
解、学习军人价值观, 对民族和国家高度责任感、荣誉感和献身精神, 无论将来是从事国防事
业或建设事业, 对学生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新形势下, 部队走质量建军之路, 减少数量,
提高质量, 提高现代化科技人才素质, 部队的人才除了在部队内部有计划地培养外, 将来要靠
地方输送。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 (军训 ) , 就是为部队培养预备役军官、后备兵员和高技术人
才, 直接输送到部队服现役或将军力、战斗力储备于民打下基础。一旦战争爆发, 这些大学生
将是人民战争深厚而又巨大的战争潜力。这样, 既节约了国防军费开支, 又能满足部队质量建
军的需要; 为国防的强大,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做出了 一举两得 的历
史性贡献。同时, 通过国防教育, 学生的素质得到了全面发展, 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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