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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国防教育新路径
——对我国二次元军事文化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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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斜军港供水引接市政工程正式通水

军港官兵终于
“解渴”

“二次元”最初指动画、游戏作品等存在于二维空间的产物，后逐渐发展为包括动画、
漫画、
电子游戏及其相关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在内的
“二次元文化”
。
“二次元”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兴起。近年来，随着国产动漫
的蓬勃发展，军事题材类的动漫作品也日趋丰富，涌现出《闪闪的红星》
《那年那兔那些事
儿》
《聪明的顺溜》等优秀作品。人们看到，
“二次元”可以成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表现形式，也为开展国防教育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同时，当下的“二次元”军事文化作品
还存在质量不够齐整、运营监管相对缺乏等问题，需要找准主旋律内核，向更加良性的方
向发展。

乘势而上
军事文化搭乘二次元快车
1964 年，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
《大闹天宫》上映，成为我国动漫作品的里
程碑之作。
50多年后的今天，
国产原创的《大鱼海
棠》
《大圣归来》等动画电影在我国的票房屡
屡破亿，
二次元市场的受众群体之广、
消费
潜力之大可见一斑。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以来，
我国二次元用户每年以平均1.3倍
的速度增长，
从2015年的1.6亿到2019年
的3.45亿，
预计2020年将达到4.13亿。
二次元文化的魅力何在？拿最普通
的表情包来说，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二次
元传播源。据腾讯官方数据统计，目前网
络实时通讯软件中的“呲牙”表情使用次
数高达 303 亿次。小到一个微信表情，大
到一部动画电影，基于移动互联网，二次
元文化已演变为大众流行文化。
在庞大的受众群体面前，二次元文
化内容日趋多元化，以军事类动漫为代
表的各类二次元作品涌现，以互联网为
重要载体，吸引不同口味、不同偏好的用
户点击、观看、消费，推动我国二次元文
化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二次元文化具有强
烈的年轻化社会属性。数据显示，90 后
和 00 后是当下我国二次元用户的主力
人群，占比高达 94.3%。
作为年轻一代，90 后和 00 后大多拥
有相对良好的教育经历，国家认同感较
强，对党史国史军史感兴趣，同时不太接
受传统的宣传和说教方式。因此，以军
事类动漫为代表的二次元军事文化，以
超现实的想象力和审美趣味，巧妙回避
了网生代对传统说教的反感，赢得他们
的喜爱和关注。

崭露头角
国防教育打开发展新窗口
早在抗战时期，
我军就推出抗日系列
漫画，笔为枪炮、画作弹药，揭露日寇暴
行，鼓舞抗敌斗志。新中国成立后，一批
促进部队正规化建设、弘扬正能量的漫画
作品也相继推出。到了互联网时代，
受制
于传统媒体相关栏目压缩等多种原因，
一
些军事类动漫作品的创作人员转向其他
类型的创作。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
逐渐成为二次元军事文化作品传播的重
要渠道，二次元军事文化作品呈向上发展
态势。同时，二次元军事文化的创作主题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也从单一的军史战例拓展到军旅故事、军
人情感等多方面。
事实上，不少国家都已开始重视通过
二次元方式进行国防教育。如美军每个
兵种都有自身动漫形象，每逢重要法规制
度出台时会用形象直观的动漫形式进行
解读等。当前，
我国通过二次元作品开展
国防教育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2013年，
我国首部军旅题材动漫连续
剧《聪明的顺溜》发布。该剧因取材自真实
特种部队，
反映陆军侦察兵的励志故事，
在
全网迅速走红，
播放量超50亿，
粉丝累计突
破 2000 万，不仅吸引了许多青少年观看，
不少家长也持赞赏态度。今年1月，
该剧又
改编为动画电影《士兵顺溜：
兵王争锋》，
并
以
“献给每一个中国孩子”
为主题开展全国
青少年国防军事巡讲活动，再次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热血时尚、军事体验、励志成长……
时代赋予军事文化二次元作品国防教育
和军队形象塑造的重要内涵。”
《聪明的
顺溜》主创团队感到，军事文化二次元创
作不同于其他二次元作品创作，其政治
性、思想性、教育性强，蕴含的意义也更
为深刻。
实践证明，在全媒体时代，以二次元
形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征兵宣传等大
有可为。在漫画领域，揭露日本发动侵
略战争罪行的《国家燃烧》、讲述我国百
年前民族英雄故事的《国魂》等军事历史
动漫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在社交平
台，众多军事类表情包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其中，名为“我是八路军”的系列微信
表情包下载使用量已超 380 万次。
2015 年 8 月 1 日，中国军网制作了一
期网评为
“画风任性”
的 5 分钟动漫短片介
绍人民军队，迅速在全网走红；
同年，
中国
空军首部微动漫《苍穹之梦》发布，
被称作
动画版“空军宣传片”；2017 年，环球网发
起的庆祝建军 90 周年——
“我心目中的解
放军”动漫大赛，收到百余幅来自全国各
地的参赛作品，作者从 8 岁小学生到在校
大学生，再到一大批爱国军迷，作品表达
了浓浓的爱军拥军之情……
以二次元方式进行军事文化作品创
作，表现手法变“萌”了，更直观、易读、新
鲜，逐渐成为普及军事历史知识、进行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
方式之一。

“硬核”力量
创作关键是找准主旋律内核
在看到二次元文化热的同时，也要

警惕其运用不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媒体时代，二次元文化传播的内容、途
径及表现手法多元多样，作品中可能夹
杂或隐含的一些暴力、低俗等元素，容易
导致其陷入良莠不齐的局面。
观察现有的军事类二次元作品不难
发现，一些国外引进甚至包括部分国内
作品中，不乏充斥泛娱乐化或带有不良
政治倾向的“伪军事”
“真陷阱”。有的将
铁血硬汉和软萌少女联系在一起，把阳
刚气质阴柔化；有的过于夸张或搞笑，背
离军史事实和严肃属性；还有的带有政
治意图，试图合理化“非正义战争”。
“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产二次元文
化，太多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
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
景。”中国动漫集团发展研究部主任宋磊
指出，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实
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
巨大的精神力量。
今年 5 月，全网首部特战题材军事漫
画《特战先锋》上线，
这部以实战化训练为
大背景，反映新时代特战尖兵励志故事的
国产漫画，吸引不少动漫爱好者为其“打
call”
。
据了解，为求展现新时代官兵真实
风貌，主创团队不仅深入军营实地体验
生活，还专门邀请退役军人和军事大 V
担任军事指导，并在每集故事结束后，进
行国防知识科普。
“年轻时尚的动漫作品深受青少年
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但作为军事漫画要
有底线思维，创作不能无边无际。”
《特战
先锋》创作方认为，彰显强军新风貌，普
及有趣、有料的“硬核”国防知识，为储备
优秀应征青年贡献力量，是军事文化二
次元作品创作的重要方向。
不难发现，近几年我国二次元军事
文化作品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内
容和形式上，依然与国防教育需求存在
一定差距。
“ 一味强化升级打怪的阅读爽
感、价值意义浅表化，是长期以来一直存
在的局限。”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
授詹庆生在谈到要提升网络文学精神境
界时表示。同样，对二次元军事文化而
言，成熟的体系尚未形成，与高水准的作
品相比，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
二次元军事文化的发展是一道时
代课题，要健康长远发展，主旋律的内
核不可或缺，必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底
线，跟随改革强军步伐，针对青年群体，
找准文化定位，塑造中国军人好形象,
传播中国军队好声音。
据解放军报

本报讯 （通讯员张毅）11日上午，
南
下水对身体不好。
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在麻斜军港举行供水
“军港供水关乎部队官兵身体健康，
引接市政工程通水仪式。
与后勤保障工作息息相关。”如何解决军
“开闸，通水！”
港饮用水问题一直是基地党委领导的
随着战区海军保障部领导一声令 “心头大事”。今年年初，
基地党委把
“加
下，4 名供水班战士同时拧开码头上 4 组
快推进麻斜军港供水引接市政工程”
列入
水阀，清澈的水从管道喷涌而出，哗哗洒
为基层办实事计划安排，
并多次进行实地
在码头（如图）。现场掌声如雷，
军港官兵
考察。引接工程自 3 月 10 日正式启动以
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激动。正式通水，
标志
来，基地与湛江市水务集团、参建各方积
着困扰军港 60 余年的饮用水问题得到解
极沟通、密切协作、科学推进，克服了疫
决，
官兵终于能喝上质量达标的饮用水。
情带来施工人员力量不足、材料供应不
笔者了解到，因各种原因，供水引接
及时、管道施工难度大等困难，3 个月内
市政工程不满足开工条件，此前麻斜军
完成了水表报装、5000 余米供水管网、
港一直供的是地下水。受近海地质影
2000 立方米水池主体工程建设以及设
响，地下水源杂质多、浑浊度高。加之供
备消毒冲洗工作，实现了军港半数码头
水系统老旧引起的储水仓清洁不到位等
和港内北侧大部分营区接入市政供水。
问题，一直影响着军港水质。
该基地领导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
“以前码头供的地下水经常又黑又
进市政供水覆盖全军港营区，
并对供水管
浑浊，得在船上经过好几道过滤才能使
网控制系统、排污系统进行改造，实现营
用。”某部水电班班长黄志强告诉笔者， 区供水分区域控制，提高供水稳定性，切
他们每次出海前，船上官兵们都会自费
实把军港供水引接市政工程打造成部队
购买几箱“大矿”，担心天天喝净化的地
满意的精品工程、
官兵称赞的暖心实事。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开展实战化训练
□通讯员吴亢慈 李维
“呜——”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近日，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呼
和浩特舰、玉林舰依次解缆启航，奔赴南
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
刚离码头，玉林舰随即拉响战斗警
报。一场实战背景下的近距反击作战随
即拉开战幕。
“方位××，
距离××，
发现
‘敌’
舰！
”
雷达兵陈思路第一时间发现“敌情”。
“主炮做好射击准备!”玉林舰舰长
余胜超立即命令主炮系统投入战斗。
“砰！砰！”随着呼和浩特舰两枚信
号弹升空，呼和浩特舰率先发起袭击，实
施主炮突袭。
“开火！”玉林舰以连续射击方式立
即猛烈还击。很快，模拟“敌”舰的红色
漂浮靶应声破碎沉入海底。
“一旦发现‘敌’舰炮口火光，我们必
须在数秒钟时间内反击回去，才能达到
与‘敌’舰同时开火的作战效果，确保打
起来不吃亏。”余舰长告诉笔者，近距反

击作战，必须发现情况快、口令指挥快、
系统反应快，这对舰员的战斗技能和心
理素质都是不小的考验。
首轮演练结束后，玉林舰和呼和浩
特舰互换角色，开始了第二轮训练。近
距反击作战刚刚结束，玉林舰雷达部位
发现险情：不明目标向舰艇高速来袭。
玉林舰立即实施对空防御。各侦查
探测部位严密舰空当面海空情况，一道
道数据流汇聚到作战室，各武器系统备
便，随时做好抗击准备。
“发射干扰弹！”数枚干扰弹向不同
角度连续发射，在舰艇左右舷形成一张
巨大保护网。同时，舰艇迅速实施大角
度转向，成功规避来袭导弹。
航行一路，演练一路，对抗一路。编
队指挥员表示，此次海上训练严格按照
实战实训要求，紧盯短板弱项强化专攻
精练，通过背靠背对抗，实际演练了防空
反导、对海突击等科目，检验了方案预案
有效性和官兵实际作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