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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号),军事理论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的必修课程。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强军
兴军史,军事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讲好军事理论课,用其蕴含的红色基因影响人、感召人、凝
聚人,用生动丰富的红色故事打动人、说服人,引导广大学子爱党爱国爱军,自觉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命
运同频共振,提高献身国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关键词] 军事理论课；红色基因；课程思政；高校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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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挖蕴含的红色基因具有重
要意义

明确指出,军事课的课程目标是：普通高

中指出：
“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

等学校通过军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

课程……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1.1《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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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

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

配合的问题”。深挖本课程蕴含的红色基

纲》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巨

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因,并与其他思政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

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深挖军事理论

协同效应,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

位大大提高,但同西方军事强国相比,

课蕴含的红色基因,符合《大纲》目标要

创新之举。有助于大学生对党史军史有

军事力量仍十分薄弱。国外敌对势力,

求。军事理论课教学,就是要紧紧围绕立

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更加珍惜国家来

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等

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现有条件,找准切

之不易的发展成就,进一步提高政治认

错误言论,妄图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入点和契合点,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用

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自觉传承红色

导、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达到分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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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的目的,因此,加强国防教育刻

聚人。

2 军事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红
色基因

不容缓。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
“我们的

1.3深挖军事理论课蕴含的红色基
因是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

2.1红色基因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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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靠接班人。
1.2深 挖 其 中 蕴 含 的 红 色 基 因 是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明
确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1.4深挖军事理论课的红色基因是
课程思政的必然需求

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无一例外
因为“红色”而书写了历史。
“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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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精神纽带。依据林高标 的观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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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事迹。例如：土木专业可增加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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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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