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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关于印发《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度高中阶
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办，湾里管理局教科体办，相

关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现将《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度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

训练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贯彻落实。

附件：1.《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度高中阶段学校学生

军事训练实施方案》

2.2021 年南昌市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训工作计

划（另行下发）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7 月 7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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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度高中阶段学校学生

军事训练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强军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

求，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

委办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17〕76 号）和《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的通知》（教体艺

〔2021〕4 号）等文件要求,全面规范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含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军事训练组织与实施，使学

生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提升综合素质，增强国防

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和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特制定本方案。

一、军事训练目标

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是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参加军事训练是高中阶段

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和学校国防教

育的主要形式，通过军事训练教学提升青少年学生国防素

养，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培育爱党爱国爱军情怀，

培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吃苦耐

劳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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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时、内容及评价

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军事知识和

基本军事技能两部分，教学时间不得少于 7 天共 56 个必训

课时。其中，基本军事知识必训 12 课时；基本军事技能必

训 44 课时。

健全完善学生军事训练考核评价机制。各学校要规范考

科目 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 课时

基
本
军
事
知
识

人民
军队

*
人民军队发展历程，
人民军队光荣传统

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主要内容；了
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
光辉历程，了解人民军队光荣传
统，培养热爱人民军队的感情

4

现代
国防

*

国防和军队领导体
制，国防和军队建设
成就，国家安全与公
民责任

了解我国国防和军队领导体制、新
时代国防建设主要成就、国防法规
定的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服
兵役中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国防观
念，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强化为国
防建设服务的思想观念

4

军兵
种知
识
*

军兵种常识，主要武
器装备介绍（轻武
器、坦克、火炮、军
舰、军机、导弹、卫
星）

了解军兵种基本知识，主要武器装
备，增强科技强军意识，激发民族
自信心和自豪感

4

基
本
军
事
技
能

队列
动作

*

《队列条令》，立正、
稍息、跨立、敬礼，
停止间转法，行进与
停止（齐步、跑步、
正步），步伐变换，
坐下、蹲下、起立

了解《队列条令》，掌握队列动作
基本要领，培养组织纪律观念、良
好的行为举止，磨炼顽强作风和坚
韧意志

24

战术
动作

*
单兵战术基础动作

了解战斗中可利用地形、地物的种
类，掌握卧倒、起立和侧身、低姿
和高姿三种匍匐前进的动作要领，
培养单兵战斗素养

8

格斗
基础
与军
事体
育
*

捕俘拳（军体拳），
跑步、俯卧撑、仰卧
起坐、蛇形跑等

学会捕俘拳（军体拳）和基础性体
能科目等基本动作要领，掌握格斗
技能，增强身体素质

8

卫生
与救
护
*

战场医疗救护常识，
止血、包扎、固定、
搬运、心肺复苏

了解战场医疗救护基本知识，学会
意外伤自救互救的基本要领和方
法，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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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组织实施办法，科学评定学生军事训练成绩。基本军事知

识考试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根据卷

面成绩、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综合评定。基本军

事技能考核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根

据学生参训考勤情况、训练表现、军事技能掌握程度综合评

定。考核成绩评定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作为兵

役登记的重要参考内容。

三、组织形式

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按照属地化管理

原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市各县区、学校高中学生军

事训练教学需求汇总、统筹、协调、组织等工作，并督促、

监督军事训练完成落实情况，在组织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

整改，对不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军事训练的，将在全市进行通

报，确保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工作顺利圆满完成。南

昌警备区负责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内容设置，且

与各县区人民武装部负责承训教官的协调、派遣、培训、资

格认证等工作。南昌市教育局、南昌警备区共同统筹做好全

市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人民

武装部共同做好属地高中学校军训任务对接、组织实施、检

查督导等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经费保障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江西省军区战备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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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9〕

3 号）要求，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向当地党委政

府汇报，争取经费保障支持,主动商请本级财政部门，按事

权划分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将全市高中阶段军事训

练经费纳入预算管理,按规定合理使用。民兵预备役人员担

负学生军训任务的计入年度后备力量训练任务,其误工补

贴、伙食补助、差旅费等从民兵预备役训练经费中予以保障。

为切实推进南昌市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城创建，规范全市中小

学校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市教育局向市财政局申请同意，

从 2021 年起，市财政局设立了“市属中小学校国防教育”

专项资金。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做好学生军事训练经费保障。

（二）场地保障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主要在学生军事训练基地

或者在校内组织实施，也可以到具有承接能力、符合南昌警

备区要求的训练基地组织实施。在校内进行军事技能训练

的，训练场地及训练设施由学校自行保障；在校外军事训练

基地训练的，由学生军事训练基地负责保障；学生军事训练

通用器材由学校负责保障。从 2021 年起，具备军训所需基

本条件的学校原则上在本校进行军事训练。

（三）人员保障

基本军事知识授课教师由军事教官担任或由学校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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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职办法配备，基本军事技能组训教官由现役部队、预备

役部队、民兵骨干出任，全市各高中阶段学校要与南昌警备

区、南昌市教育局共同确认的对应承训单位（详见附件 2

《2021 年南昌市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训工作计划》）沟通协

调，聘请现役或退役军人参与学生军事训练。各学校要与派

出单位密切联系，对军事训练教学人员从严把关，努力提高

思想素质、军事素质和业务能力。不得聘请工作计划表中以

外、不具备承训资质、未经南昌警备区和市教育局共同确认

的单位承担本校学生军训工作。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是高中

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普通中专、职业高中）必须开展的

教育活动，是《国防法》《国防教育法》等法规的明确要求，

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国家

安全观，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实施素质

教育的重要措施。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应将学

校军事训练教学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制

订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管理制度，明确分管领导，并指定具体

部门和人员负责学生军训教学的计划安排和组织实施，切实

履行学生军事训练教学主体责任。

（二）稳步推进，规范军训。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切

实履行组织指导、统筹协调和督导检查职能；各高中阶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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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健全落实校长负责、党政分工负责的学生军训管理体

制，把学生军训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和议事日程，服从上

级部门工作部署要求，协同做好当年的军训工作。

1.及时上报计划。按当年文件要求，根据学校高中招生

计划，结合学校实际及与正规承训部队（单位）协商情况，

确定所需承训人员数量、军训时间及场地等重要信息，科学

制定学校年度学生军训工作计划并及时上报，年度学生军训

工作必须在当年 10 月 25 日前完成。

2.积极协调师资。各学校要按照南昌警备区和市教育局

的统一安排主动与承训部队（单位）对接协调，确定军训师

资，确保正规师资承训。

3.提前报备方案。各学校在正式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前，

应提前一周向南昌市教育局报备具体实施方案。（时间、地

点、师资情况、训练计划等）

4.严格安全日报。在军事训练活动期间，各县（区）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建立学生军训日报告制度，每天向南昌

市教育局与南昌警备区报告军训开展和安全情况。

5.坚持按纲施训。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

纲>的通知》（教体艺〔2021〕4 号）规定抓好训练内容、训

练时间、训练人员、训练质量，落实必训课时，确保学生军

训“不变形、不变味、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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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真总结上报。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训结束后，10 月

31 日前，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市直属高中学校要将

学生军训工作总结报告和相关新闻报道素材，以及图片、视

频等宣传资料报送南昌市教育局。

各相关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要指定专人加入“南昌

市高中学校军训工作群”(QQ 群号：677345497)，负责在线

完成以上每年的计划上报、师资对接、军训报备、安全日报

等工作。相关通知文件、数据报表将在群内发布，各单位负

责人应随时关注，及时反馈。联系人：市教育局体卫艺处，

赵俊，079183986479，21170491@qq.com。

（三）管控风险，严守纪律。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要坚决杜绝违规开展学生军训商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

作，要加强军训风险管理，建立健全学生军训意外伤害保险

制度，做好安全分析，抓好隐患排查，要制定好防火防盗、

防中暑、防食物中毒、防训练受伤等安全防范预案和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学生训前要进行安全教育、应急救护教

育和健康体检，不适宜进行军事训练的要实行减免措施。学

校校医要配足必备的防暑降温物品和急救药材，加强值班巡

诊。组织实施军事训练过程中，学校领导要落实每日值班督

导，全过程关注学生训练情况，做好舆情动态监控和处置，

全力营造学生军训良好氛围。

南昌市教育局和南昌警备区将根据省厅、省军区要求联

mailto: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赵俊，079183986479，21170491@qq.com。
mailto: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赵俊，079183986479，211704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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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督查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训，对不开展或不规范开展

学生军训、军训期间发生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校将依法依

规进行通报和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