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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加强和改进军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是 我军校园 文化建 设应对 网络挑 战的必 然选择, 是 改善
军事人才教育成长环境的迫切需要。文章分析了目前担负 我军指挥军 官学历 教育合 训任务的 军校校 园网络 文化
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 并研究提出了优化和改进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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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twork Culture
on the Military Academy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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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N 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4,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campus network cultur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cope with the network challenge,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for
training military personnel.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campus network cultural establishment in
the military academies that are engaged in integrated training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s. It also give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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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加 强军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深远政治意义。

一、充分认识加强军校网络文化建设的
重要意义

( 二) 是改善军校人才教育成长文化环境的迫切需要
军队院校担负着为我 军培 养和 输送高 素质 新型军 事人
才的光荣 使 命。尤其 是 我军 院 校培 训体 制 实行 改革 之 后,

网络文化是网 络时 代的 产 物, 通常 是指 网络 中文 字、
声音、图像 等形态 的精 神性文 化成 果。网络 时代, 军 校的

我军 指挥类生长干部的教 育培 养任 务都主 要集 中在部 分综
合性或工程技术 类军 事院校。 这些 军队院 校校 园文化 建设

教育训练不 可能 脱离 网络文 化的 背景。因 此, 顺应 时代要
求, 不断加 强 和改 进 军校 网络 文 化建 设, 不 但 势 在必 行,

与思想政治教育 环境 如何, 将 直接 影响新 世纪 我军指 挥人
才的培养质 量。网络 文化 的兴起 和发 展, 一方 面给我 军校

而且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 一) 是应 对当 前 复杂 国 际政 治形 势 严峻 挑战 的 必然

园文化和军校思 想政 治教育 注入 了新 的活力, 同时也 带来
巨大的冲击 和挑 战。实践 证明, 对 于那些 从地 方高中 直接

要求
以美国为首 的一 些西 方发达 国家, 凭 借和 依托他 们在

考入军校的涉世 不深 的青年 学员 来说, 网 络文 化对他 们的
感染力和影 响力 的确是 巨大 的。因此, 加 强和 改进新 时期

信息网络技 术方面的 优势, 千 方百 计地向 我国 推销 他们所
认可的那套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生活方 式及社会制 度等,

军校网络文 化建 设, 保持 校园文 化的 健康发 展, 是改 善军
校人 才教育成长环境,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

企图实现他们 / 西化0 、 / 分化0 社会主 义中国 的图谋。特
别是, 他们一直都 把我 军军校 作为 他们进 行意 识形 态和文

( 三) 对促进和带动全社会网络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在我国, 高等院校 不仅是高层次优秀人 才培养的 摇篮,

化渗透的 重点 目标。对 此, 我们 必须保 持高 度警 惕, 增强
忧患意识, 自觉从应 对当 前严 峻挑战 的战 略高度, 深刻认

而且是传承中华 民族 优秀文 化、生 产社会 主义 先进精 神文
化产品的基 地。军队 要走 在社会 主义 精神文 明的 前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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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带头坚 持先进文 化的 前进方 向、弘扬 和实 践社 会主义
精神文明方 面, 负有 光荣 而重 大的责 任, 应当 而且 能够发

么标准和要求来 推进 军校校 园网 络文 化建设。 胡锦涛 同志
在主持中央 政治 局集体 学习 时, 曾强 调指出: 加强网 络文

挥先锋和示范作用。因此, 加强和改进军 校网络文化 建设,

化建设和管理, 充 分发挥 互联 网在 我国社 会主 义文化 建设

不但对推动和促进各军校自身思想文化建 设具有重要 意义,
而且对周 围各 个地方 高等 院校、政 府机关、 社会 团体、厂

中的重要作用, 有 利于提 高全 民族 的思想 道德 素质和 科学
文化 素质, 有 利于扩 大宣 传思想 工作 的阵地, 有利于 扩大

矿企业等, 都会产生积极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 辐射力 和感 染力, 有 利于 增强我 国的

二、当前军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
分析
校园网络已成为军校精神文明 建设和思 想政治 教育的
重要平台。/ 军向阳0、/ 军 之魂0、/ 兵 之道0 等网站, 在教

软实力。同时, 对 加强网 络文 化建 设和管 理提 出了五 项具
体要求。这 / 四个有利 于0 和 / 五项要 求0 , 为繁 荣发展军
校校园网络文化 指明 了目标 方向。 落实胡 锦涛 同志的 重要
指示 , 推动军 校校园 网络 文化建 设的 跨越式 发展, 从 端正
建设指导思 想上 说, 就是 要走出 五种 认识误 区、强化 五种

育和促进广大学员思想 道德建 设方 面发挥 着越 来越 重要的

意识 。
走出 / 自 我满足0 认识 误区, 强 化政 治忧 患意 识。即

作用, 成为 全军院 校一 道亮丽 的风 景线。但 是, 比之 于时
代要求和一 些先进单 位, 目前 我军 校园网 络文 化建 设也存

不能满足于本单 位在 网络文 化建 设方 面已取 得的 成绩, 而
要把思想和建设 标准 统一到 党中 央、中央 军委 的战略 决策

在一些明显差距和突出的问题。
一是认识滞后。对 于加 强军校 校园 网络 文化 建设, 目

上, 统一到胡 主席关于加强 网络 文化 建设 和管 理的 / 四个

前不少人的认识仍停留 在改善 和活 跃本单 位业 余文 化生活

有利于0 和 / 五项要 求0 上, 不断 增强 政治 忧患 意识 和政
治责 任感。

的层面, 没有自觉 提到 积极应 对当 前错综 复杂 国际 国内政
治形势挑战, 打好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仗的 政治高度来 认识。

走出 / 消 极防堵0 认识 误区, 强 化抢 占阵 地意 识。即
面对互联网上日 益猖 獗的各 种反 动、腐朽 文化 的对抗 与进

这是影响和制约军校校 园网络 文化 建设实 现跨 越式 发展的
主要认识障碍。

攻, 我们不能 一味 地回避 和防 堵, 而是 要积极 应战 , 主动

二是资源稀薄。军校有着丰富的 文化教育资 源。但是,

打好进 攻战; 不仅 要 / 师 夷长 技0 , 也 要 有 / 制 夷 之 技0 。
网络文化的 冲突 与对抗 不能 忽视, 更 不能回 避, 必须 主动

目前军校校 园网络文 化资 源却十 分有 限。一是 思想 教育资
源稀少。二是科学文化知识资源单薄。

反击 , 积极抢 占网络这一新兴的思想舆论阵地。
走出 / 自 我服务0 认识 误区, 强 化社 会使 命意 识。就

三是栏目偏少。 栏 目是 校 园 网 络文 化 的 载 体。目 前,
有不少军校 在发挥网 络沟 通互动 功能 方面, 不 仅可 利用的

是不要把校园网 络文 化建设 的着 眼点 和目标, 仅仅局 限于

文化栏目偏 少, 而且 现有 文化 栏目的 互动 功能不 强。相比

服务 本校、本 单位人 员, 而是 要努 力将其 延伸 和扩大 到校
际之间和校园之 外, 不断 增强 和提 升军校 校园 网络文 化的

之下, 目前不少的 地方 高校都 普遍 建立和 开通 了网 上舆论
引导、心灵 沟通、党 团建设、解疑释惑和 心理咨询等 栏目,

社会辐射与 服务 功能。要 自觉认 识到, 军 校在 传承中 华优
秀思 想文化、生产和 传播 社会主 义精 神文化 产品、建 设健

并开发了支持学生 / 自我教育0 的软件。
四是影响力弱。以我校校园 论坛为 例。我校有 几千名

康文明的网 络文 化、繁荣 发展先 进的 校园文 化等 方面, 负

军事指挥类 基础合训 本科 学员, 其 中有不 少学 员都 不同程

有特 殊的责任, 肩负着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走出 / 与 己无关0 认识 误区, 强 化文 化先 锋意 识。就

度地存在着 各种心理 困惑 和矛盾, 校园论 坛本 应成 为他们
心理宣泄和 思想 交流 的理想 场所。但 实际 情况却 不然。校

是要求作为信 息时代的军校各级领导者、广 大教师和 学生,
都要把加强网 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 掌握网 上舆论主 导权,

园论坛的 交互 性并不 强, 学员 点击 率低, 跟 贴人 数少; 论
坛话题往往 是 一些 对现 实 的不 满或 是 无意 义的 琐 事闲 扯,

弘扬校园文 化主 阵地, 唱 响网上 思想 文化主 旋律, 视 为自

档次不高; 教员和教 学管 理人 员很少 关顾, 不 能主 动开辟

己的神圣 职责, 当 作自己 的崇 高事 业, 自觉打 头阵 、当先
锋, 积极贡献 自己的聪明才智。

积极的话 题, 导向 作用 不突出, 等等。校 园论坛 在帮 助学
员化解心理 困惑和矛 盾方 面, 没有 发挥出 其应 有的 积极引

走出 / 自 我封闭0 认识 误区, 强 化文 化开 放意 识。就
是在推进军校校 园网 络文化 建设 过程 中, 要进 一步解 放思

导和教育影响作用。
五是辐射力 小。军校 无论 是在教 育与 人才 培养的 理念

想、更新观念, 克服本 位主 义和自 我封 闭的做 法, 充 分发

上, 还是在社会主义 核心 价值 体系建 设、思想 道德 建设和
先进文化建 设等 方面, 都 应走 在地方 高校 前列, 对 全军乃
至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强大的 辐射和影响 作用。
但目前无论 从认识的 层面 还是从 实际 效能的 发挥 上, 我们
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找准军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
所谓找准军校校园网络文化 的目标 定位, 就是 要真正
清楚为什么 要加强军 校校 园网络 文化 建设, 以 及懂 得按什

挥本校综合 学科 和数字 技术、信 息技 术优势, 通过整 合全
校语言、技术 和文 化资源, 在确保 国家、军 队信 息安 全的
前提下, 建立一个 专门面 向世 界的 完全开 放的 宣传文 化窗
口, 一方面 促进 和加 强 军校 与 世界 著名 大 学的 文化 交 流,
另一 方面进一步扩大与提 升军 校校 园网络 文化 的对外 辐射
力和 影响力。

四、打造特色鲜明的军校思想文化主题
网站
建设军校思 想文 化主题 网站 的目 的, 正是 为了更 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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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和利用 全校思想 政治 教育和 文化 资源, 建 立统 一的舆
论宣传和思 想文化阵 地, 及时 了解 和掌握 学员 思想 心理动

络信息安全和网 站的 可持续 发展, 促进校 园网 络文化 对全
体教职员工 能真 正发挥 其滋 润心灵 、陶冶情 操、愉悦 身心

态, 有针对 性地开 展舆 论引导、 思想教 育和 心理 疏导, 促
进学员世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集体 主 义 与 爱国 主 义、

的作 用。建立 网站的资金预算和审核制 度, 保证专款 专用,
使有 限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意志品质与审美教育的有效开展和优秀品质的形成。
坚持正确导 向原 则。主题 网站建 设首 先要 注重政 治思
想和舆 论的 导 向性, 坚持 传播 正 面的 信 息, 注 重 科学 性、
知识性、趣味性的统 一。要贴 近学 员需要 和思 想实 际设计

五、营造综合互动的军校网络思想文化
氛围

网站内容, 增强网站的吸引力。围绕学员 当前主要的 思想、
心理问题开 展在 线讨 论, 帮助 学员明 辨是 非, 树立 科学的

军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一 个长期 而复杂的 过程, 其
良好效果的达成 是通 过各种 方式 综合 作用的 结果。网 络思

世界观和人 生观, 努力 把网站 建设 成为深 受广 大学 员欢迎
的网上精神家园。

想教育与文化 建设有其独特的优势, 但是并 不能包揽 全部。
因此 , 要集成 化地使 用全 校各种 思想 文化载 体, 营造 校园

科学设计网 站栏 目。栏目 设计是 主题 网站 建设的 关键
环节。结合军校的特点, 应着重规划和建 好以下栏目: ( 1)

综合互动 的思 想文化 氛围, 达 到 / 随 风潜入 夜, 润物 细无
声0 的育人效 果。

知识类栏目。该栏目 主要 体现 网站的 教育 性和知 识性, 充
分利用网站 的浏览功 能和 存储功 能, 通过 互联 网下 载有时

构建大网络环境。 以主题 网站 为平台, 多方 链接 校园
网内 各站点。加强校 园网 内各个 站点 有效互 联互 通, 相互

代气息和现 实意 义的 新闻、评 论; 上传学 校的 各种 讲座录
相和各种 人生 美文、电 子书籍; 建立丰 富的 知识 文库, 如

配合 , 实现优 势互补, 是 加强 校园 网络文 化建 设的重 要举
措。要充分利 用军 网, 特别 是全军 政治 工作网 , 建立 与军

马列经典, 各种人文知 识等。 ( 2) 教 育类栏 目。该 栏目要
与思想政治 教育 相 结合, 体 现 思想 教育 主 题网 站 的特 色。

内各兄弟院校校 园网 的链接, 加强 与地方 著名 高校的 思想
文化 交流。在 设立归 口管 理和防 泄密 措施的 前提 下, 大力

一是设立网 上调 查, 及时 了解 掌握学 员的 思想动 态, 发现
普遍突出的 问题。二 是开 辟思 想理论 探讨 区, 就当 前理论

开发 利用互联网资源, 为我所用。
搭建思想互 动平 台。随 着 时代 的 发 展和 技 术的 进 步,

前沿和共同 的思想认 识问 题进行 交流 探讨。三 是设 立在线
专题咨询站, 就学 员关 注的或 身边 的典型 问题 邀请 有关专

校园网络文化的 影响 力和育 人功 能将 会大大 提高。作 为网
络时代的军校教 员和 管理干 部, 都 应树立 正确 的网络 文化

家在线答疑解惑。 ( 3) 服务 类栏目。 该栏目 主要方 便学员
的生活和学 习。比 如 发 布 各种 讲 座、课 程、 考 研的 信 息;

价值 观, 自觉 把教书 育人、管 理育 人的职 责进 行延伸 和扩
展, 充分利用 校园 网络平 台, 积极 学习 运用新 技术 , 加强

设置学校规 章制 度的 查阅; 建 立学员 网上 档案和 邮箱, 等
等。

与学员的网上互 动, 不断 提高 自身 网上引 导能 力和艺 术水
平, 走出军校 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工作的新路子。

加大校园网 改造 力度。针 对当前 军校 校园 网承载 能力
差, 速度慢等突出问 题进 一步 扩大带 宽, 升级 各站 点服务

综合利用大众传 媒。将军 内 外重 点报 刊、电视 台、广
播站等大众传媒 信息 通过数 字化 处理 后移置 到校 园网, 实

器, 加强各终端计算 机硬 件和 软件的 维护 和保养。 组织研
制开发相 关应 用 软件。 如开 发 / 心之 桥0 心理 咨 询软 件,

现军校校园 网络 文 化与 大 众传 媒的 有 机结 合和 优 势互 补,
进一步拓宽学员 信息 来源, 增 强军 校思想 政治 教育和 校园

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很好 地解决 工作 人员少 而需 要咨 询的人
员多的矛 盾。另外, 利 用军 校技 术优势, 特别是 计算 机模
拟技术, 研究开发思 想政 治教 育虚拟 环境, 通 过模 拟各种

网络文化 的辐射 力、吸引 力和 感染 力。通过校 报、电 台或
广播站宣传校园 网思 想政治 教育 和先 进文化 的内 容, 发布
网络论坛典型话 题和 专家在 线答 疑, 扩大 校园 网的影 响力

可能遇到的 情境 和 问题, 增 强 教育 的现 实 针对 性 和效 果,
吸引更多学员积极参与和接受主题网络教育。

和覆 盖面。
实现网上网 下互 动。网上 思想政 治教 育是开 展思 想政

拓展网站服 务功 能。一方 面应进 一步 整合 全校的 网络
资源, 建立 联结从 校机 关到各 院、系、所 , 从学 员队 到各

治教育的一种形 式, 网上 思想 政治 教育和 网下 思想政 治教
育必须同 步开展 , 取长补 短, 既要 发挥 网上优 势, 又 要做

教学科研单 位, 从在 职干 部到 离退休 教职 员工, 以 及具有
对外实时联 通端口的 大校 园网, 以 扩大网 站的 覆盖 面和服

足网 下文章, 实现网 上网 下互动。 真正建 立起 从网上 虚拟
空间 到现实生活, 从各级政治部门到各 学员队, 贯穿 教学、

务空间。另 一方 面, 应 组 织 专门 力 量, 对 蕴 藏 于 校 ( 院 )
史馆、科技馆以及 各院 系档案 资料 中的思 想文 化教 育资源

训练、管理各 个环 节的全 员育 人、全程 育人、全 方位 育人
的思 想政治教育立体网络。

进行整 理和 发 掘, 加 速这 些资 源 的数 字 化、网 络 化进 程,
使之尽快转 化或 形 成具 有我 校 本土 特色、 体现 时 代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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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高雅的 优秀网络 文化 产品, 以 提高军 校主 题网 站对内
对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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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主题网站 领导 小组、开 发小 组和管 理小 组, 做好 网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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