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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防教育学是教育 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 还处于 创生阶段, 其学科 归属问题 亟待学

界深入研究探讨。国防教育学宏观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是 教 育 活动, 国防教育 学研究的 问题从
属于教育学研究范畴, 国防教育功能实现 的途径是 育人 , 因此, 国防教育学归属 于教育学 更加合
理。国防教育学归属教育学也有利于学科发展和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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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催生新兴学科, 而新兴学科也当有合理归属, 如此方能更加健康地发展。国防教育学
是随着我国国防教育逐步走上规范化、
法制化的轨道后正在创生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与其他
交叉学科一样, 从它诞生之日起, 也面临着一个 认祖归宗 的学科归属问题。当前, 我国仅在军事
学科门类下的战略学学科群中的国防动员学里设置国防教育研究方向, 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学
科目录里还没有它的位置。应该说, 作为一门学科, 国防教育学还处在创生阶段。由于军事科学领
域已率先对国防教育展开研究, 并在我国部分军事院校中设立研究生培养方向, 因此, 有的学者认
为 国防教育学研究的范围是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 ,

[ 1]

应归属于军事学的大学科门类。 1989年

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军事 #在军事科学条目中就提出: 军事科学同其他领域中一些学科的
联系日益加强, 互相交叉, 互相渗透, 从而逐步形成一些新的边缘学科, 如 ∃ ∃国防教育学。
也有学者认为: 学科的产生与人的教育实践活动有关, 学科是教育活动的产物。

[ 3]

[ 2]

但

国防教育学

的创生是国防教育实践的产物, 同时又必须反过来为指导国防教育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教育法 #第五条规定: 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所以, 国防教育学为指导国防
教育服务必然是对全社会的全方位服务, 尤其是当前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已经普遍设置国防教育课
程, 并在部分高校设置了国防教育硕士培养方向, 更需要国防教育学理论的指导。因此, 作为一门
面向全体公民的国防教育学科, 把它局限在军事学科领域里, 既不符合客观要求又不利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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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主张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探寻国防教育学的学科归属。国防教育学是教
育学和军事学的交叉学科, 而教育学和军事学又是两门学缘相距较远的大学科门类, 在这两个大学
科门类面前, 归属哪一学科门类更有利于社会实践的需要, 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亦即更符合学科
发展规律呢? 对此, 笔者拟从分析国防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入手, 先提几点粗浅的认识, 作为引玉之
砖, 希望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国防教育学宏观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是 教育 活动
确定一门新兴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可以依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功能等多方面的特征
进行判定, 但是, 最根本的还是应该从学科的研究对象入手,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陈燮君先生
认为: 一门学科的创生必须有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科学定义和研究对象, 这是学科安家之本。

[ 4]

特定的研究对象是特定学科的标识或印记。因此, 只有搞清楚学科的研究对象, 才能根据学科研究
对象的基本属性判定学科的门类归属。
从宏观上说, 国防教育学要研究的对象是 国防教育 这项社会活动, 探索国防教育学的学科
归属, 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国防教育这项社会活动的基本属性。所谓属性, 即 事物所具有的性质、
[ 5]
特点 。 国防教育是一项比较特殊的社会活动, 从它所归属的社会领域角度看, 该活动具有 双重
属性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的总则中, 第一条就明确指出: 国防教育法是根据国防法
和教育法制定的。第二条则进一步规定: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 是增强民族凝聚
力、
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这两条法律条文既明确规定国防教育法的法源和作用, 又蕴涵着
国防教育的双重社会属性。国防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既是国防的问题, 又是教育的问题。军事科学
院原副院长糜振玉先生在 !中国的国防构想 #中指出: 国防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具有双重属性。它
既具有国防的属性, 隶属于国防系统, 又具有国民教育的属性, 隶属于国家教育系统。这一双重属
[ 6]
性使得国防教育具有浓厚的国防与民用兼容的色彩。 这是国防教育的特殊性所在。
要从理论上搞清楚国防教育学的学科归属, 仅仅明确国防教育学研究对象具有双重属性是不
够的, 还必须深入分析研究这双重属性中哪个属性是第一位的, 即本质属性, 哪个属性是第二位的,
即处于从属地位的属性。只有准确地把握国防教育的本质属性, 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其学科
归属。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 必须是同一范畴的事物才能进行比较, 才能从中找出 区别的质 。
诚然, 在教育的大范畴中, 国防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
高等教育等其他类别教育的 质 是 国防 属
性, 即在教育的大家庭里该项教育活动是为国防服务的; 但当我们要把握的是事物的社会属性时,
这就必须在 社会活动 的范畴中进行比较, 而国防教育在社会活动这个更大的范畴中与其他如政
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活动相比较时, 则国防教育的 质 是 教育 属性, 因为在国防教育这一矛盾
过程中,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 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 7]
的 , 正是 教育 这个主要方面决定着国防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 质 , 也就是说, 国防教
育在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较中, 首先被认识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一项教育活动, 这是该事物的本
质属性。毋庸置疑, 国防教育是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开展的教育活动, 其直接目标和最终的落脚
点, 无论是增强公民的国防意识, 还是提高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 都是为巩固和加强国防服务, 目标
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但我们应该看到, 这个价值取向只能对教育目标起导向作用, 规定这项教育
活动的服务方向, 而不能改变它首先是一种教育活动这个本质属性。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 而是全民族、
全社会的教育问
题。我国 !国防教育法 #不仅规定了 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 而且明确了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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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 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 江泽民同志
也强调要 把国防教育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 , 他指出, 这是 由国防教育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国防
[ 9]

不仅是军队的事, 而是整个国家的防务,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 当今世界, 国防实力的较
量已经演变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 而在国家综合国力较量的背后, 更基础的是国民教育的水平,
以及国民综合素质的较量。可见, 从战略高度认识国防教育, 它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更应该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防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属于国民的基本素质
教育, 国民素质的要素是多元的, 其结构是多维的, 国防素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它不仅是
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有机构成, 更是一个公民履行基本法律义
务的必然要求。提高全民国防素质的基本途径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防教育就
[ 10 ]

是国民的基本素质教育。 国防教育的核心是使公民了解国家任务, 增强国家责任感及对祖国的
热爱, 提高公民履行国家责任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 因此, 国防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国防教育与政治、
经济、
军事、文化、外交等其他社会活动
相比较, 其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项广泛普及于全体公民的 教育活动 , 这是它的本质属性。

二、国防教育学研究的问题从属于教育学研究范畴
在从总体上探索了国防教育这项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之后, 我们还必须从具体研究问题上做
进一步深入的考察, 即必须进一步探索研究对象特定的具体问题及其范畴体系与哪个学科更加紧
密相关, 属于哪一学科的基本范畴, 同时还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考察, 并借鉴先贤们在这个问
题上的做法, 从中探寻历史的脉络与延续, 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学科的归属。
作为一门学科, 国防教育学必须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而这三个问题都与教育学研究
对象紧密相关。
第一, 必须研究 国防教育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开展国防教育 , 亦即必须首先弄清楚国防教
育的基本概念、
国防教育的目的、
国防教育的功能。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 但关键是国防教育的目
[ 11]

的。对此, 倾向性的意见是 增强公民的国防意识, 提高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 ,
而 增强意识和
提高能力 恰恰就是教育最基本的核心内涵, 因为 从广义上说, 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
影响
[ 12]

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 都是教育 。 由此可见, 国防教育的本质仍然是教育。
第二, 必须研究国防教育中的一般关系, 亦即要研究在国防教育活动中各种行为人 ( 包括法人
和自然人 )和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换言之, 必须搞清楚国防教育的行为主体是谁, 国防教育的对
象是谁, 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等。固然, 国防教育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关系是纷繁多样的, 但最一
般的关系仍然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关系, 它所展现出来的基本问题是 教育者 与 受教育者
的关系问题, 反映的是 教 与 学 的矛盾, 而这一对矛盾正是教育的基本矛盾。
第三, 必须研究国防教育的一般过程, 亦即实现国防教育目标的过程, 换言之就是要让人们明
白这项活动怎样做, 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个 一般过程 不仅要研究普通的 教学过程 , 而且要
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探寻国防教育的组织实施过程, 特别是完成这个过程的一系列方针、
原则和方
法。这个过程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 教育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教育的组织形式, 实现教育目标的基
本途径, 教育过程所采用的方法, 以及教育的条件和技术手段等, 而这一切都是与教育过程紧密相
关的基本问题。
我国教育学界大多把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和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 归纳为教
[ 13]
育的 一般问题 。 同时还认为: 一般教育学的著作或教材中都会涉及的什么是教育 ( 教育本
质 )、
为什么教育 ( 教育目的 ) 、
谁来教育 (教育者 ) 、
教育谁 ( 受教育者 ) 、
教育什么 ( 教育内容 ) 、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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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方法和教育组织形式 ) 这些也属于教育学基本问题。

[ 14 ]

对照上述教育学基本问题, 可

以看出, 无论是国防教育的目的, 还是国防教育的一般过程和一般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所涉及的都
是教育的基本问题, 因此国防教育学研究的问题也从属于教育学研究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 #第六条规定: 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 进行理想、道
德、
纪律、
法制、
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这更进一步从法律的角度证明了国防教育属于教育学研
究的范畴。
国防教育这种增进受教育者保卫国家的意识和能力的教育古来有之, 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 一
些知名的教育家也都把这个问题列入教育学研究的范畴。例如: 我国古代 !周礼 #规定的教育内容
礼、
乐、
射、御、
书、
数 等 六艺 中, 射、御 是两项典型的军事教育内容。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不
仅主张承袭 !周礼 #把射、
御列入教育的内容, 同时还提倡 教战 思想, 子曰: 善人教民七年, 亦可
以即戎矣 ; 以不教民战, 是谓弃之。

[ 15]

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是非常重视向弟子传授御敌防身、保

家卫国本领的。孔子作为儒学的鼻祖, 其 教战 思想对我国的教育乃至国防教育有着深刻而久远
的影响。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加以发挥, 如他在和鲁国将军慎滑厘对话中说: 不教民而
用之, 谓之殃民。殃民者, 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 遂有南阳, 然且不可!

[ 16]

可见, 孟子也非常

重视教育和训练人民保家卫国本领。著名教育家蔡元 培先生更是 以务实的精神, 旗帜鲜明地
∃ ∃推行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重的新教育方
[ 17]

针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蔡元培先生坚定地把军国民教育作为教育第一宗旨有着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可见, 在我国的教育史上, 国防教育早已被列入其研究范畴。
国防教育发展到今天, 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增强公民国家责任意识、
提高公民履行国家责任能
力为核心内容的公民教育体系。西方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 也都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而且大多把它
归入公民教育系列, 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 一些有影响的教育家对此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
美国教育家约翰 ∀ 杜威 ( John Dew ey, 1859- 1952) 在 !民主主义与教育 #一书中, 就 将公民训练作
为教育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认为 20世纪初几十年对美国而言, 公民训练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
[ 18 ]

题和教育问题 。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 仅从 20世纪开始到 1917
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止, 移民总数就达 1300万以上, 这些移民的语言、
习俗、
宗教信仰、
文化
背景有很大差异, 如何消除隔阂、
增加理解、
达成共识, 即如何将这些移民 美国化 , 就是一个重要
问题。对此, 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必须用一定的手段培养这些公民的素质, 其中, 进行军事训练就
是他们提出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杜威则主张运用积极的教育手段, 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公民训练。
杜威提出公民训练的 首要问题是弄清楚国家的理想是什么 , 他指出: 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理想,
这个理想应真正是国家的, 它将把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凝聚在一起。

[ 19]

杜威教育理论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观点, 就是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培养和提高公民的国家意识、
责任意识以至综合素质。
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 ( George kerschenste in er, 1854- 1932)在 !国民教育概念 #一书中则系统
地阐述了国民教育理论, 凯兴斯泰纳认为, 国民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使学生 了解国家的任务, 激
[ 20]

发学生由于对国家任务的了解而产生的公民责任感及对祖国的热爱 。 他明确提出: 国民教育
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 国民教育的问题, 即国家信念的教育, 培养人们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
益之中的教育, 是一切教育问题最艰巨的问题。

[ 21]

凯兴斯泰纳的理论对德国的国民教育有着深刻

的影响, 德国二战失败后为什么能迅速恢复和发展, 重新成为欧洲强国, 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
是高度重视国民教育, 着力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民素质。德国的国民教育搞得好, 也源自它们有比
较成熟的国民教育理论。可见, 在西方的教育发展史上, 这种以培养公民国家意识、
责任意识为核
心的国民教育, 亦即我们所说的国防教育, 也早已被列入教育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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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防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是 育人
国防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防教育这项社会活动, 通过研究该项社会活动的功能及其实现过
程, 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析国防教育学的学科归属。因为, 就事物本身来说, 既有本质的属性,
又有非本质的属性, 而且, 究竟哪些属性对于我们确定事物的质具有决定作用, 还必须把人类实践
作为实际的确定者包括在内。人们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去认识事物与区别事物不同的质的。因
此, 我们必须从事物多方面的属性中抓住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本质属性, 确定符合实践需要的事物的
质。

[ 22]

国防教育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 而应用型学科更需要强调实践性, 所以在探索学科归属问

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实践的问题, 尤其必须重点考察国防教育功能在实践中的实现过程。
首先, 国防教育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双重功能, 即巩固国防的功能 ( 以下简称 国防
功能 ) 和综合育人的功能 ( 以下简称 育人功能 )。这种双重功能从根源上探究则是教育基本功
能的具体体现。我国教育学家叶澜教授认为: 无论从历史, 还是从现实看, 教育之所以成为人类
社会所必需的活动, 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两大基本功能 , 即: 一是 教育具有影响社会发展的功能 ,
[ 23]
二是 教育具有影响个体发展的功能 。 教育的两大基本功能落实到具体的国防教育活动上就体
现出它的双重功能, 即: 一方面在国家的国防建设中发挥 国防功能 , 另一方面在影响个体的发展
上发挥 综合育人功能 。
从国防功能上讲, 国防教育主要体现在全面提高公民的国防素质上。国防教育的基本目的, 如
前所述, 就是既要使公民具有强烈的爱国心, 又要使公民具有一定的卫国能力。我国国防法律规
定: 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 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 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 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
[ 24]

激发爱国热情, 自觉履行国防义务。 这条法律既规定了国防教育的目的, 同时也明确了国防教
育应发挥的功能, 即通过开展国防教育, 不仅要在全体公民的心中筑起一道抵御外敌入侵的心理防
线, 而且要使公民具有较强的国防行为能力, 以更好地履行国防义务, 达到巩固国防的目的。
在育人功能上, 国防教育对于促进受教育者, 尤其是青年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
综合促进作用。第一, 国防教育具有很强的德育功能。国防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育公民的国防意
识, 增强国防观念, 而国防意识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而言, 国防教育的内容是有关国家
的安全防卫问题, 它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这种事关国家、
民族的荣辱兴衰、
生死存亡的大事, 最能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心理共鸣, 从而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因而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最有效方法, 也是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有效方法。第二, 国防教育有利于促进学
生智育的发展。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之一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
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 学习军事科学, 不仅有利于学生开阔眼界, 扩大知识面, 而且有利于学生打破
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 拓展思维空间,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 促进 智育 的发
展。第三, 国防教育还有利于学生 体育 的发展。军事技能训练具有很强的体能和运动技能的锻
炼功能, 集中军训期间的 摸、
爬、
滚、
打 , 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 而且有利于学生锻
炼体魄, 增强体质, 促进 体育 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以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 对于受教育者尤
其是青年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防教育与普通教育、
高等
教育最大的不同点是: 国防教育尤其是其中的军事训练科目对受教育对象的培养过程, 强调 自觉
性和强制性的辩证统一 , 一方面, 要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 调动积极性, 启发自觉性, 从而自
觉接受教育, 自觉搞好训练, 另一方面又要靠强制的力量, 达到教育训练的标准, 实现教育训练的目
[ 25]

标 。 这种强制性, 有利于受教育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磨炼自己, 有利于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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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观, 从而有效地培养他们百折不挠的意志、
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国防教育
的 强制性 特点, 还有利于培养教育对象高度的组织性和很强的纪律性, 而加强 遵纪守法 教育,
也是培养 四有 新人的重要一环。国防教育对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功能, 还体现在它的强烈的激励
性上, 这一点在军事训练科目中表现最为明显。军事活动的团体性和军事斗争的对抗性是军事领
域的显著特点。团体性有利于培养集体意识、协作精神、
激发集体荣誉感, 强化集体主义精神; 对抗
性有利于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激发竞争意识。人的潜能有的时候要靠 激 , 才能 发 出来。
正因为国防教育课程中的军事训练科目有着完全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显著特点, 更能激发人的潜能,
[ 26]
提高人的素质。对此, 笔者在 !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文中有过专
题论述, 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 国防教育功能实现的基本途径是 育人 。叶澜教授在论述教育的两大基本功能时还进
[ 27]
一步指出,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对人的培养实现的。 毋庸赘言, 国防教育的 国防功能 是通过
提高公民的国防素质实现的 , 因为公民的国防素质主要体现在国防意识和国防行为能力上。众
所周知, 国防的巩固, 不仅需要充足的物质条件, 更重要的是需要国民具有保卫祖国的自觉性和履
行国防义务的行为能力, 这是国防巩固的根本保证。公民的国防意识强, 保卫祖国的自觉性就高,
抵抗外敌入侵的意志就更加坚定; 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强, 履行国防职责的效率就高。因此, 在国
防教育活动中, 国防功能 的实现过程, 就是使公民增强国防意识、
提高国防行为能力的过程, 就
是提高公民国防素质的过程。因而, 国防教育 双重功能 的最终实现或者说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的素质的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防功能 实际上也是通过 育人功能 来实现的。可见, 国防教
育双重功能的本质是育人功能。
最后、
国防教育双重功能的实现过程是教育内外部规律作用的反映。我国教育学家潘懋元先
生在论述教育内部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之后进一步指出, 必须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教育
[ 28 ]
内部规律要受教育外部规律所制约, 教育外部规律要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 可以说, 国防教育
的国防功能是教育反映社会要求的结果, 是教育外部规律作用的表现, 国防教育的育人功能则是教
育内部规律的反映, 因此, 国防教育要发挥其双重功能就必须尊重教育内外部规律, 并正确处理好
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 必须确立 教育内部规律要受教育外部规律所制约 的观念。教育外部关
系规律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 遵循这个规律就应牢牢树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包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发挥 国防功能 正是国防教育的特殊性所在,
也是教育外部规律的要求。其次, 必须明确 教育外部规律要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 。教育的内部
关系规律的根本要求就是: 在教育过程中, 必须促使受教育对象在德、
智、
体诸方面都得到和谐的发
展, 以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很显然, 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关键是通过培养人、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实
现的。开展国防教育, 实现这项教育活动的 国防功能 正是全面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国
防素质的结果。因此, 发挥 育人功能 正是国防教育的本质所在, 也是教育内部规律的要求。教
育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 国防教育的 双重功能 归根到底
是通过全面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
尤其是国防素质实现的, 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 国防教育功
能实现的途径是 育人 。因此, 在国防教育的实践中应该紧紧把握住 综合育人 这个最根本的核
心问题, 只有正确地发挥了 育人功能 才能有效地促进 国防功能 的实现, 正是基于这一点, 我们
认为国防教育学归属于教育学才更合理。

四、国防教育学归属教育学有利于学科发展和社会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二者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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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教育学揭示了教育活动的一般规律, 概括了人类几千年来教育工作的一
般原理, 反映了各项教育活动带有共性的东西, 对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
义。国防教育学要借鉴、
运用教育学基本原理来研究和解决国防教育的特殊问题。换言之, 国防教
育学要在教育学原理指导下, 从国防教育的特定教育对象、
特定教育形式、
特定教育内容以及国防
教育的具体条件中探索和揭示国防教育的特殊规律, 并建立国防教育理论体系, 为指导国防教育实
践提供理论根据。就国防教育学而言, 它研究的是国防教育的一般现象, 但是, 与教育学相比较, 这
个国防教育的一般现象, 则是教育学研究的特殊现象, 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比如, 普通教育学研
究教育关系时, 主要研究教育者与被教育者、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其中教育主体与被教育对象之间
的关系, 则重点在师生关系。而国防教育的教育主体指的是行为主体, 这个行为主体是国家, 并且
这个国家是广义的国家概念, 而教育对象则是全体公民, 范围要广泛得多, 其中的关系也相应要复
杂得多。同样是研究教育关系问题, 国防教育学就不能像教育学那样仅从一般关系上揭示教育与
被教育、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而是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各个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与各种教育对象之间
的特殊关系, 以及如何运用法律规范、
行政措施、
教育形式以及教学方法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
题。因此, 国防教育学在运用、借鉴教育学理论时, 要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既要遵循教育的一
般原理, 又必须体现国防教育的鲜明特色。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国防教育学的定义应该
是: 国防教育学是研究国防教育的一般现象, 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并用于指导国防教育实践的科学,
是教育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 从属于教育学。
国防教育学科归属于教育学, 不仅在理论上更能反映客观实际, 而且也比较有利于指导我国国
防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一, 从国防教育的领导体制看, 我国国防法律规定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国防
教育工作 , 因此, 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学科目录里, 在教育学下设立国防教育学科, 使国防教育
纳入国务院的归口管理, 有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第二, 从国防教育的对象看, 国防教育对象涵
盖全体公民, 是全民性的普及教育活动, 只有在国务院的领导下, 举国一致抓国防教育, 才能真正抓
落实。我国国防法律在规定国务院领导全国的国防教育工作的同时, 还进一步规定: 中央军事委
员会协同国务院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作。驻地
[ 29 ]
军事机关协助和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 所以, 国防教育学归属教育学, 更有利于国
防教育研究的广泛开展, 可以更好地指导国防教育实践。第三, 从军事学与教育学的研究系统看,
军事学的研究主要属军事系统。教育学的研究, 对国民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研究主要属教育系统,
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则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因此, 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国防教育首先是全
民性的普及教育, 但其基础又在各级各类学校。我国 !国防教育法 #第 13条规定: 学校的国防教
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 可以说我国系统的国防教育活动主要在教育系统展开, 国防教育学科
归属于教育学, 从理论研究、
学科建设到在社会实践都形成配套体系, 这样就更有利于学科发展和
对国防教育实践的指导。所以, 从实践上看, 国防教育学也应该属于教育学学科门类。
综上所述, 理论上, 从宏观的角度看, 国防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是 教育 活动, 而从研
究对象的具体问题上考察, 国防教育要解决的问题从属于教育学研究的范畴; 实践上, 国防教育的
直接目的是为国家巩固国防服务, 而实现目的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教育手段培养人。因此, 国防教育
在国防领域发挥作用的途径是 教育 手段, 是 育人 ; 国防教育学与教育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国防教育学归属教育学的学科门类, 不仅有利于国防教育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而且也有利于指导
国防教育实践。
注释:
[ 1] 武炳、张彦斌、
杜景山等主 编: !国防教育学 #,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 5页。

∀ 72∀

[ 2]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军事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年, 第 21页。
[ 3] 孙绵涛: !学科论 #, !教育研 究 # 2004年第 6期。
[ 4] 陈燮君著: !学科学导论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 第 229页。
[ 5] !现代汉语词典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 1267页。
[ 6] 糜振玉等著: !中国的国防构想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 第 147页。
[ 7] 北京师范大学等 十一所高 等院 校哲学 教材 编写组 编: !马 克思 主义哲 学基 本原 理 #, 沈 阳: 辽宁 人民 出版 社,
1980年, 第 80页。
[ 8] [ 24]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第 2、3、6条。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 宣传局、
福建省委宣传部合编: !国防教育文选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 37页。
[ 10] 邵贵文、
谢素蓉: !国防教育是国民的基本素质教育 #, !国防 # 2006年第 1期。
[ 11] 吴温暖主编: !高等学校国防教育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第 15页。
[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教育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年, 第 1页。
[ 13] 参考叶澜: !教育概论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
[ 14] 刘伟芳: !我国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历时考察与现时探讨 #, !当代教育科学 # 2005年第 13期。
[ 15] !论语 ∀ 大学 ∀ 中庸 #,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年, 第 103页。
[ 16] 邱少华、
牛鸿恩: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 # (上册 ), 北京: 军事科学出 版社, 1985年, 第 227页。
[ 17] 梁柱: !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 !高校理论战线 # 2006年第 10期 。
[ 18] [ 19] [ 21] 吴式颖、
任钟印主编: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九卷 (上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 361页。
[ 2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 !世界著名教育家 #, 贵阳: 贵州人民出 版社, 1989年, 第 125页。
[ 22] 肖前等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 213页。
[ 23] [ 27] 叶澜: !教育概论 #, 北京: 人民教育出 版社, 1991年, 第 32- 34、34页。
[ 25] 朱如珂主编: !军事教育学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 第 43页。
[ 26] 吴温暖: !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 2000年第 2期。
[ 28] 潘懋元主编: !新编高等教育学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第 12页。

[ 责任编辑: 陈双燕 ]

On th e D iscip lin ary C lass ification of National D efense Education
WU W en- nuan, ZH ENG H ong
( T each ing and R esearch U n it ofM ilitary Education, X iam en U 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Fu jian)
Abstrac t: N a tiona l de fense education ( NDE) is a disc ip line w ith a rem arkab le feature of inter- disc ip linar ity wh ich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brought fo rth and deve loped. It is im perative that the problem of disc ip linary classification o fNDE
be studied and so lved prom ptly. It is argued that the d isciplina ry classification o fND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pecific cha r
ac teristics o f its ob jec ts of study. T hrough a tho rough ana lysis o f the fundamenta l a ttr ibutes o fNDE, the re lationship of sub
o rdina tion am ong the ob jects o f study w ith in NDE, and the process o f realization of NDE% s func tion, th is study conc ludes
tha t it is m ore reasonable to class ify NDE as a d iscipline in the bro ad field of education.
K ey word 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class ification of d isc ip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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