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制定军训法律

美国的学生军训，主要由后备军官训练
团（简称后训团）负责。政府除了制定全民性
的《国防教育法》外，还专门针对青壮年制定
了《普遍军训与兵役法》，要求公民在规定年
龄必须参加军训。在全国 350所高等院校和
650 多所高级中学均设有后训团，由国防部
统一领导。

据统计，美国现役部队中有 30%的将军
和 40%的校、 尉级军官来自后训团的大学
生。 美国政府还在许多中小学校开设了“核
战常识”课程，邀请专家主持“核战争”讲座，
各州举办夏令营时， 还组织儿童过军事生
活，学习航海、航空、航天知识，使其系统了
解现代军事科技知识。

为军队培养人才

俄罗斯保留了前苏联的少年军校，少年
军校招收的对象是 14-16 周岁、 读完 10 年
制普通中学的男性少年。 在学校中，按照军
事教育大纲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如毕业考
试及格者，可免试进入中、高等军校和专科
军事学院。初等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中
的学生军训内容，不仅是队列和体能，还包
括专业军事内容的训练， 以便在应征服役
时，可以根据军事专业选择兵种。 地方高等
院校的学生军训，主要针对军民通用性较强
的专业，设置高等院校军事系。 地方青年考
入军事系后，享受军人待遇，军龄从入学之
日算起，军训伴随学生度过整个大学，训练
内容较为全面，包括队列、体能、军事法规和
军事专业技术等，毕业后将成为俄军的专业
技术军官。

学生和学校自愿参加

英国陆军在地方大学设立军官训练团，
他们对学生军训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而且
要求人人平等，就是王子也要参加军训。陆、
海、 空三个军种都在中学普遍招募学兵，对
自愿参加的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参训学生可
领取参训费。其中部分参训学生已与国防部
签订参军合同。 根据合同，学生学习期间由
国防部支付学费，并发给生活费，毕业后参
军。 如违约，学生将如数退还所有学费和生
活费。

英部分中学也组织学生进行少量的军训
活动，假期组织夏令营参观部队，以引起中学
生对部队的兴趣， 影响他们今后选择参军的
道路。 各中学是否组织军训由校长根据情况
自行决定， 中学生是否参加军训也以个人自
愿为原则。 以上学校的军训活动均得到英国
防部的资助。

一丝不苟相当严格

在韩国，有军训需要的大专院校甚至是
企业会直接向军队申请培训，这种正规兵营
中的军训一丝不苟、相当严格。事实上，很多
韩国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有军训的经历了，远
足、夜间登山都是常见的科目。

一般的韩国学校从小学就开始注重培
养学生们不怕吃苦的精神，每个学期都组织
学生们到一些专门的训练场所搞各种各样
的活动，包括夜间山行等，一来培养学生不
怕吃苦的精神，二来培养学生们互相配合互
相关照的团队精神。

� � 王储也必须参加

瑞典是世界闻名的实行总体防卸的国家。 全
国从 18-42岁的男女公民， 均为法定的预备役官
兵，都必须去部队接受 2-8个月的军事训练。瑞典
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是不上书本文化课的，而由
老师带领到各处参观、访问，学习怎样做一个好孩
子、好学生、好公民。与此同时，向孩子们灌输国家
意识，进行军事和国防教育。 在瑞典，从王公大臣
到政府要员，都是国防教育的对象，都是军事训练
的积极参与者。瑞典实行世袭制，王子或公主就是
未来王位的继承人，即使如此，也要军训，在瑞典
人来看，未来的国王参加军事训练一点不奇怪。

玩的都是真枪实弹

大力开展军训， 是以色列保证充足兵源的重
要手段。 以色列每个高中生每年必须接受为期一
周的国防教育。 主要内容是犹太复国史、 以军战
史、以安全环境、军队使命、军队纪律、各军兵种常
识、基础军事训练及军营生活等。

教育方式除授课外，还有听高级将领讲演，参
观博物馆、战史馆、烈士纪念碑及部队陈列室，观
摩军兵种部队演习，过两天军营生活等。每逢寒暑
假，还另行组织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训练内容有
40 多种，有队列、步枪射击、投弹、行军及军事体
操、徒手格斗等。训练中，主要是体现实战化，用的
都是真枪实弹。

拥有 112万人的国民学兵团

印度国防教育的最大特点， 就是通过建立庞
大的国民学兵团来组织。

印度全国分为 16个国民学兵团区队，每个区
下设大队若干个，全国共有大队 91 个，每个大队
下辖分队 6~7个， 其中每个大队至少要负责 1 所
大学，每个分队要负责若干所中学。国民学兵团根
据年龄和性别分为 3个组，即高年级组（26 岁以
下的大学生）、低年级组（13-18 岁的中学生）和女
子组。女子组又分为高级班和低级班，各组又分为
陆军、海军、空军 3个队。时至今日，国民学兵团已
遍及全国 1万多所大中院校,拥有 112万队员。 高
年级组队员每年训练 120 节课， 低年级组队员每
年训练 150节课。训练内容有射击、队列、驾车、登
山、滑雪、跳伞、野营及地图判读、军事文书、野战
技能等。 女子组训练的重点是急救、基本护理、无
线和有线通信及民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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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我
国各大中学的新生军训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 军训不是我国
学生的 " 专利 "， 而是世界各国学生
的 " 必修课 "。 只是，各国学生军训的
内容和形式不同，有的简单，有的却严格
到近乎 " 残酷 "。他们不仅设立了健全的
组织机构， 而且还制定了相配套的大
纲、教材和实施方法。 可以说，学生
军训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防

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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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小学生在参加艰苦的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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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官对女学生进行指导 哈里王子参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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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邢台市德润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电梯出厂合格证
书不慎丢失，证书号码为：
79NQ1788———79NQ1794
共计七份，特此声明。

声明
河北好兄弟食品有限

公司不慎将税务登记证
正、 副本丢失， 税号为：
130502601170179，声明作
废。

灭失声明
河北永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机动车冀E00627，车辆型
号轻型普通货车， 车辆识别代号
LGWCA2G677A000010， 发动
机号：D061285204。此车为黄标
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受委托， 我公司定
于 2015 年 9 月 7 日上
午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
厅举办拍卖会， 届时将
公开拍卖： 宁晋农商银
行债权一宗。 有意竞买
者请持有效证件及保证
金于 9 月 6 日 17 时前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

展样时间：2015 年
9月 4日至 6日

咨询电话：0319—
2211060��2211070
�������公司地址： 邢台市
中华大街 158号
� �������������������������
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