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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 我校开展“九一八”事变 88 周年纪念活动 

★ 历史中的九一八 

★ 英雄人物事迹 

★ 哀钟恸人心，警鸣引前路 

★ 诗歌中的九一八 

★ 同学眼中的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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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开展“九一八”事变 88 周年 

纪念活动 

为响应国家培养爱国青年的号召，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增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校在 9 月 18 日上午

10 点举办了主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勿忘国耻，铭记历

史”的九一八纪念活动。 

伴随着防空警报的响起，九一八事变 88 周年的纪念活动正

式开始。首先，在总教官的指令下，参训人员暂停训练，整个训

练场庄严肃穆。接着，本次纪念活动的主持人走上主席台，开始

向全体学生介绍九一八事变，着重强调了九一八事变给我国带来

的严重影响，并呼吁同学们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悼念先烈，铭记

九一八这个国耻日。紧接着，防空

警报再次响彻整个师大校园。为加

深同学们对九一八事变的了解，总

教官重新整顿各个方队的位置，要

求全体新生面向主席台，同学们都

神情严肃地悼念在九一八事变中

为国牺牲的抗战英雄和无辜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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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群众。最后，总教官组织全体新生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声响彻整个训练场。 

至此，我校九一八事变 88

周年纪念活动圆满结束。我校一

直对同学们爱国主义精神的培

养极为重视，此次纪念活动，使

同学们对九一八事变有了更加

深刻的感悟，希望同学们能够以

史为鉴，勿忘国耻，牢记振兴中

华的使命。 

外国语学院    崔晓雅 

 

历史中的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 事变过程 

1931 年 9 月 18 日

当晚 10 时许，日本关东

军、岛本大队、川岛中

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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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数人即所谓铁道“守备队”，在沈阳北大营南约 800 米的柳条

湖附近，将南满铁路（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的一段路轨炸

毁，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由，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

队立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 4 时许，日军

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 时半，东北

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

亡 300，余名日军伤亡 24 人。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

占了东北三省。1932 年 2 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

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 14 年

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 追溯前因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

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

能够进行阴谋的前提。 

早在 1927 年夏，日

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

方会议”，并制订了《对

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

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

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

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 7

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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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

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 1929 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

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

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 年 6 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

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

体步骤;7 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

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 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

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

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 回溯后果 

  九·一八事变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震惊中外

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

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

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标志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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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序幕的揭开，并打

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

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

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

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 

此次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日本国

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为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英雄人物事迹 

杨靖宇 

1905 年 2 月 26 日-1940 年 2 月

23 日，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汉族，

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

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

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

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1932 年，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

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 

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雪地，

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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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后壮烈牺牲。杨靖宇将军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黄显声 

满族，辽宁省岫岩人。在沈阳打

响了抗日第一枪，是东北义勇军的缔

造者之一。 

黄显声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

先接受党的领导的同志，并于 1936

年 8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

变后被国民政府扣押，1949 年 11 月

27 日被杀害于重庆白公馆监狱 1931 年“九一八”事件前夕，他

努力搜集情报、向上反映，请示对策。但由于张学良不可抵抗的

命令，使他不能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率领公安局各分局、队，对日军

进行了顽强抗击，直到确实无力继续抵抗，才下令退出沈阳。其

后，他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转战

于辽南、辽西一带，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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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钟恸人心，警鸣引前路 

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然过去了 88 年。纵使时光如水，

仍无法抚平这场灾祸给我们带来的疮痍，无法抹却的伤痕在这个

和平年代仍发出声声长鸣警钟。烽火照胜京，心中自不平。多少

英雄儿女蹈峰饮血，用自己一片丹心碧血谱写了这首悲壮的战歌。

多少人间惨剧，多少家破人亡，山河破碎不堪回首，侵略罪行铁

证如山，国之伤痛，深可目见。哀钟，长鸣。 

但没有哪一次的巨大进步是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3500

多万军民长眠不起，血染山河，这是我们为民族精魂的觉醒而付

出的代价。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并非是要沉溺于所谓的狭隘的民

族仇恨的深潭之中。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今日所纪念的，所追

寻的是那指引我们度过重重难关，在危难中觉醒并愈发壮大的中

华民族之精魂。今日之中国，正处在复兴的关头，代代人前赴后

继只为一个目标——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今日的我

们更加接近这一伟大的目标，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最后的一程路也是最为艰辛困苦的一程路。

要走完这一程路，便要警钟长鸣，时刻提醒着自己，从历史的教

训中汲取经验。让我们铭记九一八，将这沉重的三个字符烙印在

我们的心中。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品格

力量，是一个民族迈向复兴的应有之义。哀钟声响，但勿忘警鸣。 

                              外国语学院    安瑞刚 

 



 

 9 

 

诗歌中的九一八 

血泪振中华 

战争，是沙场英雄的金戈铁马， 

却是百姓的生灵涂炭; 

战争，是疯狂统治者的野心贪欲， 

却是士兵的出生入死; 

战争，是欺骗，是罪恶! 

九一八的战火纷飞蔓延， 

在那战火硝烟的时刻， 

在那死伤无数的战争之后， 

不再是统治者称霸的梦想， 

而是沉默中死寂的家园和心。 

血泪中华史，振我泱泱华夏； 

奉天事变英魂犹在，忆古思今重责难却； 

今我华夏儿女，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传媒学院    王一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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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祭 

我曾见过她意气风发的样子 

漫山遍野的绿 

春意盎然 

流水迢迢 

当红光亮起在山坡上 

炮火轰进她的血肉 

她的儿女咬紧牙根 

用眼里不肯褪去的刚毅 

无声的抵抗 

松花江畔的英雄 

头顶破碎的天空 

脚染赤色 

浑浊硝烟模糊了面容 

大地悲恸 

混淆的乱世中 

谁吟唱着流离失所 

家园国土渐沦丧 

风雨飘摇，苦难深重 

天空撑起支离破碎的身体 

与东北儿女共同抵抗 

那伤痕累累的漫山遍野成了最后归宿 

 

                                   传媒学院    李亚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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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 

 

九月十八日，当划破天际的防空警报响起， 

我渐渐停下了脚步，抬头仰望天空，感受历史的浩荡。 

八十八年前的东北，国土沦丧， 

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几乎每一寸土壤。 

无数的人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那时的国土不再宽广，那时的天空也不再明亮。 

但在这战争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 

中国军队英勇顽强，奋勇抵抗。 

他们拿起手中的小米加步枪与敌人浴血沙场。 

一个战士倒下去，又一个战士冲上前， 

举起战友的枪继续构筑起血肉屏障。 

乡亲们，你们赶快转移，我们来掩护，我们也许不能和你们一起

去那个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接到的任务只有前进，抵抗！ 

致敬中国军人，致敬民族英雄，在祖国的危难时期， 

不卑不亢，挺起民族的脊梁。 

今天，步入新时代的我们身处和平年代， 

更要居安思危，牢记使命，将革命先辈的精神传承弘扬。 

这令人刻骨铭心的警报声更像是一种鞭策我们前行的力量。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我们共同努力， 

在这湛蓝而广阔的天空逐梦翱翔！ 

 

戏剧与影视学院    李思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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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眼中的九一八 
 

小雨开始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但同学们也未曾松懈，他们

努力地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在此期间，军训简报组

采访了几位同学，请他们谈谈对九一八的看法和自己的一些独特

的认识。 

记者：同学你好，请问你对“九一八”这一历史事变有何看

法，请说一说你对它的认识。 

同学：我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民族史上深刻的血泪史，

这个历史事件，让所有中

国人民开始觉醒，它改变

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自此

中国人民开始奋斗。同时，

我也对在“九一八”事变

中牺牲的同胞感到悲痛，

深深地默哀。我们一定会

铭记这次事变，以此为动

力，奋力崛起。 

记者：同学你好，请问你对“九一八”这一事件有何感悟？ 

同学：我认为“九一八”事变虽然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却促

进了国民思想的觉醒。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铭记。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时间可以消逝，但记忆不会风化。我们记住

耻辱，记住九一八这段沉痛的历史，也就是让我们记住一条颠覆

不破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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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是否了解“九一八”？提到“九一八”你会想到什

么？ 

同学：提到“九一八”我就会想起日军侵略中国同胞的血腥

的场面。而且在每一年我们国家都会进行鸣笛这一活动，警示我

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而且我也会想到我们当今的我们国家的

国际地位，让我觉得只有强国才能奋起！ 

明月祭秋，旧恨今朝。勿忘“九一八”！生灵涂炭、锦绣江

山被踏、白山黑水豺狼横行、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勿忘柳条湖，

铭记九一八！青青子襟，怏怏中华。为崛起而奋斗！向天长啸，

此殇未愈，不忘国耻，强我中华，匹夫有责。铭记历史，勿忘国

耻！ 

 

军 魂 颂 
 

雪漫残阳 白山黑水 铁骨傲风 

望百万雄狮 挥师荡寇 

皆投笔从戎  骏马半生 

看满城风雨  烽火狼烟 

叹丈夫立志  为复国兴 

谁能比  我中华儿女    铁血豪情 

凛然气冠山河  誓扫倭寇平天下 

忆当年  荣誉一肩当  为国为民 

看今朝  问英雄何在  后生可记 

展未来  愿九州大地  万古长青 

                                     传媒学院    卢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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