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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是高等院校精神 文明建 设和大 学生素 质教育 的重要 内容。军校 校园文 化建设与

地方大学相比, 具有思想性、战斗性、知识性、群众性、 综合性 更强 的特征。 正确 认识这 些基 本特征, 对于把
握我校校园文 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探索有效的建设途径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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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性、战斗 性、知 识性、群 众性、 综合 性很 强, 是

面, 即 / 培养什么人0 是建设的目的, / 如何培养 人0 是建

军校校园文化 建设 的基 本特 征。正 确认 识这 些 基本 特征,

设的手段。我们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思想教育的功能 作用,

对于把握军校校园文化 建设的 正确方 向、探索有 效的 建设

实现思想教育目的和 手段的 统一。鲜明 的原则 性体现 在军

途径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校校园文化建 设 中, 是 非、善 恶、美 丑 的界 限 不能 混 淆,

一、鲜明的思想性

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提倡什 么、抵 制什么, 都必须 界限
清楚, 旗帜鲜明。如 5 军队基 层建 设纲 要6 规 定, 基 层要

讲政治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 是 军队 建设的 灵魂, 军队

广泛开展读书、演讲、歌咏、影视欣赏、体育比赛等 活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必须坚 持讲政 治, 坚持党 对军 队的

做到队列集会有歌声, 周未假日有活动, 重大节目有 晚会,

绝对领导。这是关系到保持军队建设正确方向的根本问题。

每月体育有比赛, 用健 康向上、丰 富多彩 的文 化体育 活动

军校是军队的重要组成 部分, 军校 的校园 文化建 设是 军队

占领军营思想文化 场地。严禁 宣传 反动、色 情、淫秽 和封

军营文化建设 一个 方面, 理 所当 然 地要 保持 我 军的 本色,

建迷信的图书报刊音 像制品 流入军 营。又如胡 锦涛关 于社

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 传统。军校 校园文 化建设 中的 讲政

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的 / 八荣 八耻0 , 提倡 什么, 反对什 么,

治, 就是要在开展的各种 文化体 育活动 中, 表现 出鲜 明的

界限分明, 体现了鲜 明的原则 性。可 见, 军校 的校园 文化

政治方向、政治 立场、政 治观 点、政治 纪律、政 治鉴 别力

建设姓 / 军0, 军队和军人有比地方和地方 大学生更高的特

和政治敏锐性, 宣传、落实 党的创 新理 论成果, 讴歌 中国

殊要求, 这种特殊性决定 了军校 校园文 化建设 具有更 强的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军 队现代 化建设 的伟大成 就, 宣 传和

原则性。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 颂扬 以社会 主义荣 辱观 为基
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 表现 当代军 校大学 生的 精神

二、强烈的战斗性

风貌。通过 健康向上、丰富 多彩的 校园 文化活 动, 帮 助学

军校的校园文化建 设具有很 强的 战斗性 特征。这 一特

员端正政治方向、树立 远大理 想、坚定 信念信 心, 成 为政

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为军服务的意识。5 中

治上合格的新型军事人 才。鲜明的 教育性 是军校 校园 文化

央军委贯彻党的十四 届六中 全会精 神, 加强军 队精神 文明

建设的突出优势和重要特 色。毛泽东说: / 掌握 思想教育,

建设的意见6 指出: 军 队文化工 作的 方向, 是 在坚持 为人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 治斗争 的中心 环节。如果 这个 任务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同 时, 必须 坚持 / 为巩固 和提

不解决, 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 不能完 成的。
0 ( 5 毛泽 东选

高部队战斗力服务0 。军 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军队文化工作的

集6 第 3 卷, 第 1094 页 ) 。 那么, 如 何 / 掌 握 思 想 教 育0

重要组成部分, 军队文化 工作要 坚持的 方向也 是军校 校园

这个中心环节呢? 胡锦涛 2005 年 1 月 17 日在全国加强和改

文化工作必须坚持 的方 向。这种为 / 巩固 和提 高部队 战斗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性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培养

力服务0 的战斗意识, 又 具体体 现为自 觉贯彻 和落实 胡主

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 是我国 社会主 义教育 事业 中必 须解

席提出 / 三个提供0 、 / 一 个保障0 的军 队历 史使 命意 识、

决的根本问题。正确地认 识和解 决这个 问题, 事 关党 和国

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培 养新型 军事人 才的责任 意识、为 打赢

家的长治久安, 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0 这段 论述, 既

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提供技术装备和智力支撑的服务 意识。

是军校整个教育的指导 思想, 也是 校园文 化建设 的指 导思

这些服务于部队现代化 和未来 高技术 局部战 争的战 斗意识

想。这一指导思想要 求军校 校园文 化建设 必须注 重两 个方

是由军校的性质、地位 和特点 决定的。二 是特 别能战 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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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胡锦 涛在党的十 七大报告 中指 出: 军队 / 要始 终坚

上文化含量 高。优美 和谐 和文 化含 量 较高 校园 文 化环 境,

持党对军队 绝对 领导 的根 本原 则和 人 民军 队的 根本 宗旨,

不仅有利于陶冶军校 教职工 的道德 情操, 促进 学校以 教学

深入进行军 队历史使命 、理想信 念、战斗精 神和 社会 主义

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 完成, 而且 也是向 社会展 示军校 形象

荣辱观教育, 大力弘扬 听党指 挥、服务 人民、英 勇善 战的

的 / 窗口0。因此, 营造优美和谐和文化含 量较高的校园文

优良传统。
0 / 英勇善战0 是我军优 良传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

化环境是校园文化建 设的重 要内容。校 园环境 包括自 然环

发扬 / 英勇 善战0 的 优良传是为了培养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三个方面。

而这种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又集 中体现 为牺牲奉 献精 神、艰
苦奋斗精神、勇于创新精 神等方 面。现代战 争具 有突 发性

四、广泛的群众性

强、武器装备先进、 物资 消 耗大 、战 争破 坏 严重 等 特点,

校园文化活动 主要 是 业余 时间 内 教职 员工 自 教自 练、

需要我们具 有艰苦奋斗 、百折不 挠的精 神。又因 为我 们面

自娱自乐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实践过程, 具有广泛的群 众性。

对的战争是高技术局部 战争, 面对 的对手 可能是 国际 上军

这种群众性特征主要 决定于: 一是活 动主体 的广 泛性。这

事实力最强的军队, 新的战 争和新 的对手 无论是 军事 指导

一特征要求在校园文 化活动 的组织 管理上, 做 到有计 划有

理论, 还是战法和武器装 备都处 世界先 进行列, 这就 需要

组织地开展文化活动 , 不能放 任自流, 要 把个 人爱好 与集

我们紧跟世界新军事变 革的潮 流, 完成具 有中国 特色 的军

体活动, 正面引导与严 格禁止 有机地 结合起 来。二是 活动

事理论、军事技术、 军事 组 织、军 事 管理 等 方面 的 创新。

形式的多样性。仅就文 化体育 活动而 言, 主要 形式包 括育

为此, 军队必须培养和确 立勇于 创新的 精神。军 校培 养的

才教育、读书阅览、歌咏 活动、 文艺 晚会、业 余创 作、广

是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 新型军 事指挥 人才, 是部 队现 代化

播影视、欣赏评论、体育 比赛、 游艺 游戏、板 报墙 报、参

建设和打赢未来现代战 争的后 生力量。培 养这些 后生 力量

观游园等。活动形式的 多样性, 表 明文化 活动 的具有 广泛

的牺牲奉献、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战斗精神,

的适用性。这一 特征 为活 动主 体的 广 泛参 与创 造 了条 件。

不仅是学校整个教育的 重要任 务, 也是军 校校园 文化 建设

三是活动功能的愉悦性。军 校的教职 员工在每天 紧张的教

的题中应有之意。三是地地道道的兵味。/ 兵味0 是指 军校

学工作之余, 为了消 除疲劳、恢 复体 力, 需要 文化娱 乐和

校园文化活动要有兵 的生活、 兵的风 采、兵的 情怀。 所谓

身体缎炼。这种普遍的 文化娱 乐和身 体缎炼 的需 要, 为校

兵的生活, 就是指反映和 体现基 层连队 的火热 生活。 在文

园文化活动主体参与的广泛性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化活动的组织上, 要按基 层连队 的组织 形式来 进行。 在文
化活动的内容和形 式上, 要坚 持 / 兵 写兵、兵 唱兵、 兵演

五、建设的综合性

兵0 。通过开展 具有 浓厚 基层 连队 士兵 特色 的 校园 文化 活

发展校园文化, 不 能只停 留在 文字 上、口头 上, 一定

动, 使军校学员顺利 地完成 从地方 青年学 生向现 代军 人的

要把重点放在 / 建设上0。而 / 建设0 又具有综合 性很强的

转变。所谓兵的风采, 就是指 反映和 体现当 代军 人的 品格

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于 三个方 面: 一是建 设的 内容相 当庞

特征, 表现 我军优良传 统的精 神风貌。 上述可 见, 为 军队

杂。其内容大致包括 活动的内 容、活 动的载 体、活动 的环

服务的意识, 特别能战 斗的精 神、地地 道道的 兵味, 是军

境等。这些内容 涉及 到校 园生 活的 各 个方 面和 各 个环 节。

校校园文化建设所特有 的战斗 性特征 的具体体 现, 能 否显

二是涉及的范围十分 广泛。它涉 及到人 财物等 方面的 投入

现这些特征, 是衡量军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和尺度。

和管理, 需要学校各级 领导的 高度重 视, 机关 各部门 的通

三、丰富的知识性

力配合。如必要的资 金投入, 需 要后 勤部门 来保 障; 活动
骨干的引进、培养和保 留需要 干部部 门来协 调; 活动 的计

校园文化, 就文化活动 而言, 其 丰富的 知识 性至 少表

划和组织需要宣传部 门来完 成; 活动 时间的 保证, 需 要训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文 化活动 的内容 上知识 含量 高。校

练部门来提供; 等等。因 此, 要真 正有效 地发 挥校园 文化

园文化活动 的内容、包括 开展健 康有益 的文体 活动、 组织

建设对学校中心工作 的推动 和促进 作用, 各级 领导必 须高

课余文化知识的学习、开展 形式多 样的文 学艺术 鉴赏 和创

度重视, 机关各部门 必须通力 合作, 齐抓共 管。三是 建设

作演出活动 以及各种体 育运动、 军体训 练等。在 这些 活动

的过程比较艰巨。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 建设。

中, 集信息传播、知识积 累、文化 娱乐 为一体, 让丰 富的

硬件建设方面, 只要 有投入, 很 快可 以见成 效。但软 件建

知识成为润泽学员人生的甘露, 成为滋补学员人体的佳酿。

设方面, 如制度建设、人 才队伍 建设、活 动内 容和形 式的

二是在文化设施器材建 设上科 技含量 高。在文体 器材 和设

完善, 特别是具有军 校特色的 精神 风貌、道 德体 系, 以及

施建设上, 要有计划地建 立和完 善文化 活动网 络体 系, 包

校训的落实、校风、教风、学 风的 建设却 是一 个长期 的过

括网上虚拟俱乐部、网 上图书 馆、网上 文化馆 等。除 了已

程。急于求成是难以奏 效的。我们 只要从 本单 位文化 建设

有的各类球 场需要进一 步完善 外, 应增 加网球 场、旱 冰场

的实际出发, 既 立足 现 实, 又 着 眼长 远, 领 导 高度 重 视,

等现代化程 度较高的体 育馆场。 学校各 基层单 位, 应 在按

业务部门通力合作、群 策群力, 军 校的校 园文 化建设 就一

总部要求完善各类体育 设施和 配发各 类文化器 材外, 还应

定能够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根据学员需要, 增 加大屏 幕彩 电、基 层小 影院 系统、DVD
片库、闭路电视和信息网 络等。三是 在校园 文化 环境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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