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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国防教育中的作用
刘玉芳，徐建军
(中南大学学生工作部，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大学生国防教育是大学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效地开展国防教育，
以全新的实现途径来发展国防教育，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和平与发
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加强和改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带动国防教育的开展，促进大学生全面认识
当今世界的形势，增强爱国主义和国防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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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全民教育
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更是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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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和国防政策了解不够、理解不足，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开展。

要求和社会的需要。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

江泽民在 2000 年 6 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以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为目的、以理论教育为手段

讲话中指出：
“开展国防教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

的国防教育，在国防建设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并发挥着

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思想教育总体系中

重要的作用。开展国防教育有利于强化大学生的爱国

有着重要的位置，应当把它纳入到这个总体系中去。
”

意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

这就是说，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包含了国防教育在

发展。

内的。为此，本文将以往不包含国防教育的思想政治

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

教育称之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认为，加强和改

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

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带动国防教育的开展，在

活要提高，这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我国人民在中

一定程度上为高校的国防教育工作打开新的局面。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建设，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我们的国防

一、政治形势教育能促进大学生全面认识当今国
际形势，增强国防观念

意识相对淡漠了，国防教育放松了。尤其是现在的大

政治形势教育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持久的课题，

学生长在红旗下，远离炮火和硝烟，生活在幸福甜蜜

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我国已经

之中。“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军事，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国事，天下事，关我啥事”等消极思想在高校中还具

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有一定的市场；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机遇和利

天下并不太平。领土争端,经济利益争端，意识形态，

益的同时，也极大地撞击着每一位青少年的心灵，影

民族歧视，无疑给世界布上阴影。特别是随着中国的

响着他们的世界观的形成；一些青少年热衷于追求时

不断发展和壮大，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会

尚、追求金钱，而民族自强意识和保家卫国的观念在

迎接到更多的挑战，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

他们的心中弱化了；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参加国防建

性质的恐惧，向世界宣扬中国威胁论，目的是要让中

设乃是成年人的事，为国防事业而奉献都是将来才做

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如：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

的，很多大学生缺乏起码的国防常识，对国家的安全

借口“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把台湾问题当作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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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我国的重要筹码，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海峡两岸不统

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和奋争，涌现出无数可敬可爱

不独的局面。又如：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公然

的民族英雄，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南

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充分表明了美国

宋时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赴刑场,

“先发制人”安全战略的冒险性和侵略性，进一步暴

元主忽必烈亲自前去劝降，许以丞相之职，文天祥斩

露了美国无所顾忌地运用军事手段谋求全球霸权的

钉截铁地说：
“宋朝已亡，我只求以死报国。”又如流

野心。

胡守节的苏武、精忠报国的岳飞得以流芳千古，备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也存在

人们的赞赏；而秦桧、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则遗臭万

地区不平衡、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加大等有待解决的

年，为世人所唾弃。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

问题。某些敌对势力和境外勾结，企图利用我国在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形成的

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暂时暴露出来的矛盾和困难，

爱国主义精神，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

对我国实施颠覆和破坏活动，走私贩毒、国际犯罪、

牲精神，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

重大传染性疾病、邪教组织、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等，

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

开始成为社会直接或潜在的重大隐患。总之，我国的

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等， 就是我们民族

安全形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既有来自外部的威胁，

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的优势，也就是中华

也有内部的威胁，既有潜在的威胁，也有现实的威胁，

民族国防意识的精华。

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就有可能使经过多年努力来之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限定。江
泽民总书记说：“爱国主义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在今

不易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形势教育，能为应对国际国内

天，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

复杂形势提供思想准备，使大学生认识到霸权主义，

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

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有利于引导大学生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从全局来观察国防问题，促使大学生站在国家安危、

育，越来越注重把民族精神教育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民族兴衰的高度，认识巩固国防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

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

的必要性，树立强烈的国防观念，增强他们关注国防，

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

自觉接受国防教育的责任意识。

攫取营养，以便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

二、爱国主义教育能培养大学生国家至上意识，

新能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这也是国防教育的目的所在。

强化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全民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利
益，树立国家荣誉高于一切的观念。具体而言就是要
培养大学生的三种意识：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保护
[6]

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能促进大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自觉接受国防教育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唤醒学生的国防自觉性

国家利益的意识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意识 。因此这三

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个意识是国防教育的核心和灵魂，是国防教育永恒的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

主题。而我们给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目的是要让这

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一套理论就是

三个意识能深深地在他们身上扎根，要牢牢地留在大

为了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学生的头脑中和意识里。

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修养，增强社

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会责任感。这是一套非常完整和先进的价值体系，代

容，通过政治理论，历史，人文及社会等系统知识的

表着社会的进步方向，并且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反复

教育和学习，使大学生了解到爱国主义是我们祖国的

检验，是过得硬的价值理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的内

优良传统美德，从远古时代开始，先辈们生于斯，长

心价值分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唤醒大学生对党、

于斯，利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了解、熟悉着祖国的地

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认识和深厚

理环境，并不断受惠于祖国的物质资源，创造了文化，

感情，使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

积累了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面对异族的入侵，中国

必然趋势，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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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为党、国家和人民不顾一切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牢

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固地建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坚定报效祖国的信心和

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纳入学校的师德建设之中，增

决心。而一旦大学生有了这种信心和决心，他就必然

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广大教

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国防教育，搞好国防训练，因为军

师注重品德修养，追求学术创新，讲究学术道德和节

事训练要求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练兵，在艰苦的环

操，坚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全面提升军事教师素

境中磨练自己，培养正确的苦乐观，从而培养出百折

质。使教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

不挠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

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潜移默化的影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自觉接受国防教育，树立崇

响[7]。因此，通过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提高

高信念、远大理想，培养社会责任感。

老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也是促进国防教育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国防教育的全面

有效实施的重要途径。

开展

通过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灵活运用思想灌注、活

大学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营造大

动渗透、媒体宣传、环境熏陶、文学艺术感染等多种

学校园的思想政治文化氛围。这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认

方式，能使国防教育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

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觉肩负起国防建设的重任，

之中。如利用开学典礼、新生入学军训、重大节日、

有利于引起大学生对提高自己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重

重大事件、升旗仪式等机会，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

视，有利于他们树立自强、自励、成才、奉献的意识，

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利用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

这也为国防教育的创新发展需求提供了美好前景。

等媒介，通过形势报告、知识展览、文艺演出、法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

宣传等形式，都能有效地增强国防教育的感染力和吸

个多元的、复杂的、迅速发展的世界，各种物质利益、

引力，重现校园内国防教育环境的建设。另外，利用

不同的价值观念都在影响和干扰着他们的判断和选

网络等高新技术来开展军事国防教育，能够拓展大学

择，可以说单凭他们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完全处理好个

生国防教育的渠道和空间，并吸引广大学生参与讨论，

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

更能提高大学生的军事理论水平。

而国防教育特别强调团队与合作，在国防行动中，受
到集体成功的鼓舞，个人表现也会更加英勇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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