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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9 月 28 日上午，我校 2019 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在一校

区田径场举行。校党委书记卫建国，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杨军，校党委副

书记郝勇东，校党委副书记高峰，副

校长王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许小

红，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车文明，临

汾市军分区参谋张建亮，临汾市武警

支队队长牛建军出席了大会。与会人

员有学校军训工作领导组全体成员，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所有新

生班辅导员，全体军训教官和 2019级

全体新生。大会由校党委副书记高峰

主持。 

    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在慷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在庄严

的迎军旗仪式后，卫建国书记，杨军校长，高峰副书记在校武装

部副部长李大勇和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对各个方队进行检阅，同



 2 

学们积极回应校领导的检阅，“为校争光”的口号响彻整个训练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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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本次军训总结表彰大会进行了分列式表演和军事训练

科目表演。伴随着雄浑高亢的《解放军进行曲》，30 个方阵紧随

国旗护卫队的指引依次通过主席台，分列式方阵动作统一，步伐

矫健，充分展现了 2019 级新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军事训

练科目表演中，擒敌拳方队带来的表演分别呈现出“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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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等图案，最后以“中国”字样为祖国七十年华诞献礼。整

齐划一的队列示范表演、英姿飒爽的刺杀操与匕首操表演、刚劲

有力的警棍盾牌术表演、气势磅礴的战术表演和综合团体操表演

都让现场师生感受到了 2019 级学子的斗志昂扬、热血沸腾。 

    紧接着，王军峰部长提出了关于军训的“五个特点”、“五项

成果”、“三个亮点”和“三条经验”。五个特点分别为：时间紧、

任务重、要求高、热情高、效率高。五项成果分别为：强化了同 

学们的纪律、规则意识，增强了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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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同学们的国防知识和国家安全观，培育了同学们责任意识

和奉献精神，养成了同学们吃苦耐劳、勇于克服困难的习惯。三

个亮点分别为：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表演方队阵容扩大、设

计并学习新时代军训科目。三条经验分别为：校党委统一领导，

为军训提供组织保障；各学院进行舆论宣传，为军训做好思想保

障；多个部门协调配合，为军训做好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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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郝勇东副书记宣读了 2019 级新生军训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名单，校领导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发了获奖证书。校党

委副书记、校长杨军向武警临汾支队赠送锦旗，并向他们为我校

军训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至此，山西师范大学 2019 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圆满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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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新生军训总结讲话 

——武装部部长 王军峰 

各位领导、武警临汾支队的教官们、老师们、同学们： 

    历时两周的 2019级新生军

训，今天就要圆满结束了。刚

才，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

分列式和军事课目汇报表演。

全面展示了同学们扎实的基本

功、严明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团

队协作精神，亮出了一张漂亮

的军训成绩单!这是全体承训

教官辛勤汗水的结晶，也是全

体同学、各学院、机关各部门

和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军训工作领导组

向全体参训同学取得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承担此次军训任务

的武警临汾支队的教官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用四个关键词对本次军训做简要总结。本次军训呈

现出“五个特点、五项成果、三大亮点、三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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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凸显五个特点：一是时间紧，我们用 12 天时间高质量

完成了一个月的军训任务，不仅白天紧张训练，晚上还要加班加

点;二是任务重，短时间内圆满完成了队列训练、军体操训练、

刺杀训练、消防演练、应急疏散演练、反恐技能训练、阅兵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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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等军训计划;三是要求高，今年，我校军训

的考核目标高于往年，那就是力争使参训人员总体考核成绩达到

良好(85 分)以上，个人考核成绩优、良率要达到 90%以上;四是

热情高，同学们参训热情高涨，参训率为历年最高，达 97.3%;

五是效率高。由于时间紧，军训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同学

们从把军姿、齐步走做起，一天一变化，两天大变化，短时间内

出色完成了军训成果展示和汇报表演。 

二、取得五项成果： 

    一是增强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针对新生中独生子女多，

自我意识强，纪律松散等现象，承训教官、各学院辅导员和各营、

各连团组织坚持以人为本，既注重思想教育，又注重纪律约束，

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军事化训练，为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奠定了基

础。 

    二是树立了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军训期间，通过开

展拉歌比赛、队列队形和军事技能竞赛等活动，引导同学们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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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竞争，又团结协作，在训练场上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

热潮，很好地培育了学生们为集体荣誉而战的团队协作精神。 

    三是强化了国防和国家安全观。军事理论课教学提高了同学

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国防观念；军事实践课教学使同学们

不仅掌握了基本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而且强化了国家安全意识；

纪念 9.18 举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勿忘国耻、铭记历史”

主题教育活动，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为将来投笔从戎，

献身国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是培育了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训练场上，同学们团结一

心、互帮互助，做好事争先恐后，遇困难勇于担当，同学晕倒了

就主动搀扶到医疗服务点，教官嗓子哑了主动送上一杯热，训练

结束后主动协助教官承担起整理枪支器械的任务，你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当代大学生乐于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形象。 

    五是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勇于克服困难良好习惯。军训有意识

安排了吃苦体验和困难体验。让学生在风雨中摸爬滚打，在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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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坚持训练，在训练中褪去了娇惯之气，在一次次克服困难中树

立了斗争精神，增强了意志品质。这些体验和经历将成为同学们

人生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三，突出三大亮点： 

    一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

把支部建在连上。为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军训中的引领作

用，军训团在各营建立了团总支，分别由教官担任团总支书记；

在各连建立团支部，分别由学生干部担任团支部书记，充分发挥

团支部的教育功能、导向功能和凝聚功能，引导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有效强化了军训的组织管理。 

    二是扩大了各表演科目的方队阵容，为了更好地展示军训成

果，让更多学生有机会参加相关科目汇报表演，学校及时增加了

军训器械，扩大了学生参与面，表演阵容更加壮观。 

    三是开展了趋向于实战化的训练科目。大学生已经成为新时

代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按照习总书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我们设计了反恐演练、救护演练、战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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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疏散演练等模拟实战化科目，使同学们对新时代军队和国防

建设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四、总结三条经验： 

    一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为军训工作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障。校党委、校行政高度重视大学生军训工作，多次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出台了《2019 级新生军训计划》，成立

了军训工作领导组，给予了充足的经费保障。特别是在军训期间，

卫建国书记、杨军校长亲临现场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为做好军

训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宣传为军训工作提供了坚强思想保障。

军训中，我们始终坚持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相结合，把典

型教育和正面相结合，把军训育人与三全育人相结合，设立军训

宣传报道组，现场累计报道各类新闻稿 135 条，编印军训简报 8

期，此外，各学院也配合军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例如，音乐、戏曲等学院领导深入连队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美术

学院推出九月迷彩专栏，展示学院军训风采；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坚持每天推送一篇军训日记，宣传报道新生典型事迹。这些正面

的、正确的舆论宣传为做好军训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三是多部门协同配合为做好军训工作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

障。无论是承训部队、还是学校各职能部门和各学院，都能顾全

大局，克服困难，形成上下一条心，整体一股劲，全校一盘棋的

良好局面，做到有难必解，有困必助，为做好军训工作提供了强

有力的后勤保障。 

    同学们，十多天的军事训练，在人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能

参加这样一项特殊的活动，却是十分难忘和珍贵的。希望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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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巩固军训成果，把从军训教官身上

学到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促进学风和校

风建设。共同维护好、发扬好在军训中培养出来的军训精神;那

就是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团结合作，热爱集体；英勇顽强，吃

苦耐劳；积极进取，争先创优。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合格大学生。 

最后，祝同学们大学期间学习进步，生活愉快。 

红旗迎风扬，少年当自强 

 

    身着绿军装，口喊一二一，国旗班的精英踏着整齐的步伐，

傲然立于训练场上。他们认真严肃地做好每一个动作，摆臂英武

有力，正步走得英姿飒爽，每一个脚印的落下都是信仰。 

    手里的枪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道具，而成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

伙伴，举起是热血澎湃，放下是芳华内敛。他们年轻而有朝气，

面向肆意飘扬的红旗许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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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雄心壮志。 

    因为热爱，所以相遇，因为梦想，所以坚持。一身傲骨，一

身戎装，每一次的“摆臂，齐步走”都会在心里激起无限的涟漪，

泛起一片爱国赤诚。他们从被国旗班选中的那一刻，就好像被赋

予了一种使命感，督促着每一次训练的踏实努力。“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以前总不能理解这一句话

的深刻含义，直到现在才终于明白，穿上这件军装，心里便装了

家国。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曾写到：“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

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今日国旗班的少年，迎着朝阳的方向，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

旗，心中的激荡化成了“男儿当自强”的呼喊，他们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传媒学院  李亚彤 

铁警忠魂铸盾牌 

    清晨的薄雾还未完全散去，晨熹透过云层折射在黑色的防爆

帽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警棍盾牌队的同学们开始了新一天的

训练。 

    “哈！”同学们发出了振耳欲聋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余音回

响。一劈一戳，警棍在手中如刺刀凌厉狠绝，直中要害；一抡一

扫，朔风霎起，尘土飞扬；一挡一砸，“呵”地一声盾牌矗地，如

山兮气力盖世，尽显男儿英雄本色。再“呵”一声队形转换，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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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盾牌依次倚叠，似紧密镶嵌的龙鳞组成的城墙巨幕。逶迤的

城墙捍卫着祖国辽阔的疆域，是人民坚固的倚靠。呐喊声持续回

响，同学们动作整齐划一，行动迅捷，势如破竹，大有气吞山河

之势。 

    晌午至，阳光灼烈，防爆帽在炙烤之下更加闷热难耐，同学

们的额头上汗珠密布，左手肘截住的盾牌似有千斤重，右手紧握

的警棍也沾满细汗。尽虽如此，警棍盾牌队中的同学们依然头顶

骄阳，咬牙坚持。这正是一种铁警忠魂的精神，巍然屹立，气势

磅礴，纵要跨过千山万水也分毫不犹豫的勇气与担当。 

    树影婆娑，沙沙作响，同学们的呐喊声依然斗志昂扬。他们

呐喊出的不仅是士气，更是青春与梦想。经历过军训的洗礼之后，

大学学习生涯之门已然向他们敞开。带着这股冲劲，带着这股韧

性，他们为全体师生振出了一方新斗志，以挺拔的姿态去迎接新

的挑战，用科学的武装去保卫我们的祖国。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庄芷逸 

 

虎步生风之擒敌拳 
 

    握拳如卷饼，出掌如瓦楞，出手软如棉，沾身硬似铁。观田

径场擒敌方队训练我颇有感触。每一位同学笔直的站在那里，如

同“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松树般笔直挺拔。突

然我的眼前一亮，精彩训练开始了！ 

    第一招贯耳冲击。垫步抓腕快，右膝前冲猛，落步肘击狠。

第二招抓腕砸肘。垫步抓腕快，转体砸肘猛。第三招挡臂掏腿。

转身外挡快，上步抱腿准，转体推胸猛。第四招先砍助击胸。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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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砍肋狠，弓步击腹快。第五招缠腕冲拳。缠腕迅猛，冲拳快捷。

第六招上架弹砍。上架有力，弹踢迅猛，砍击到位。第七招接腿

涉摔。进步接腿准，撤步涉摔快。最后一招横踢鞭打。垫步横踢

快，转体鞭打猛。这一连环相扣的动作轻如飞腾，重如霹雷，形

如捉兔之鹘，神如捕鼠之猫。虽是女生，但通过擒敌拳的洗礼，

我已经体会到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气概。汗水滴湿了

她们的迷彩服，一招一式，一脚一拳，永记于心，虽然很疼、很

累，但在训练过程中收获的技能和友情是无法言喻的。她们在风

雨中洒脱激情，在阳光下释放希翼。 

    以前总觉得跆拳道和柔道让我特别崇拜，但现在才发现，擒

敌拳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番味道。这种味道也需要你去细细品尝，

品出它其中的韵味。擒敌拳的学习是军训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中学生既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又年轻力壮，他们是国家

最有希望的一代，是国防兵员的主要来源。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

首选要加强学生的国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提高他们的国防观

念。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军

事训练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人民军队的传统教

育，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责任

感，从而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发展，弘扬中华民族崇勇尚武的传

统美德，使全体公民都树立起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有备无患的

国防观念。擒敌拳的学习提高了她们的综合体能，也展现了女同

学们的精神风采。 

    行云流水、刚劲有力、气吞山河、势如破竹，这是他们对擒

敌拳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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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  李怡佳 

 

 
 

刀锋寒光闪，所向自无前 
 

    十六式刺杀操，一招一式皆展风华，一举一动均显血性。他

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音乐声也无法掩盖他们响彻云霄的嘹亮

口号，刀锋一出，所向披靡。这就是山师大刺杀方阵。 

    在刺杀操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掌握了刺杀的基本动作，了解

了在各种情况下的刺杀技能，并更进一步地，在训练中培养出了

英勇顽强的战役风格。无数次的挥枪时冷峻的寒光闪烁，将我们

带回了那段浴血奋战的悲壮岁月。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

石间。70 年前，我们仍处于国家危亡的时刻，民族飘摇，前途

未卜。纵使处境万般艰难，英勇的先烈也未曾放弃。在那个危亡

的年代，是他们的铁血和军人的坚韧意志开拓出了这繁荣盛世。

手握着这五六式步枪，不仅历史的痕迹雕刻其上，更有那军人的

魄力浸润其中。我们学习并训练刺杀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强身健

体，更是为了坚韧精神，培养军人气质，勇担时代大任。我们来

到大学，不仅仅是来到了自己的大学，更是来到了党的大学，人

民的大学，军训是大学的一门必修课，是为了增强体质，更是为

了报效祖国，回报社会。我们在刺杀操中学到的，是坚持，是奋

进，更是一种军人气概。 

    刺刀在手，一往无前。在刺杀方阵的我们，领会了刺刀的使

用技巧，更领悟了那闪闪寒光下的血性与军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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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安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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