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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党委书记张晓永一行视察军训工作

为了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国防意识、

国家安全意识。9 月 24 日下午，我校党委书记张晓永、党委副书记

韩勇鸿一行在党办主任石斌、武装部部长王军峰、武装部副部长李

大勇的陪同下前往训练场地看望承训教官，视察 2021 级参训大一新

生军训工作。首先，军训总教官为张书记介绍了南北校区的训练情

况。军训团分有 29 个分列式方队和 6 个科目方队。为保证训练整体

效果，提高训练效率，军训团在南北校区操场分别展开训练。看到

同学们昂扬的姿态，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张晓永书记给予了高度

的赞扬，张晓永书记强调希望这届同学们能将爱国爱党的奉献精神

传承与延续下去。视察结束后，军训简报组的同学对张晓永书记进

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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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书记您好，您觉得这一届大一新生的精神面貌怎么样？

张晓永书记：精神面貌非常好。今年我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去年

高出了七十分，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届。不论是精神面貌、身体素质、

还是学习能力，我认为都非常优秀。

记者：您觉得这几天的军训，学生们表现怎么样？

张晓永书记：表现很好。据我了解，第一天有些孩子们，尤其

是女生，烈日下的训练可能会有些吃不消，但这两天情况明显改善，

表现得非常好。

记者：那您对这届大一新生有什么期待吗？

张晓永书记：期望大家都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可以强身健体，

安家定邦，为国效力。

记者：谢谢张书记的祝愿。

(戏剧与影视学院 张冯禹霏)



4

国防教育 军事训练

——沐红色之风 定戮力同心

硕果丰盈之季，阳光透过树影的斑驳与迷彩蓝交相辉映，一声

声哨声清脆入耳。在这个季节当代大学生也将迎来入学后的第一门

课程——军事训练。而对大学生

设立的军训是当前国际新形势下

国防教育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

是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当代四有人才的重要

途径与方法，为我国国防建设储

备后备力量，也是对中国大学生红色基因一种新的激发方式。

筚路蓝缕、幼芽新发。军训的开展得益于优秀的人民军队的组

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渐起烁

亮，在神州大地各处迸发着、

热烈着，炙热的火苗将人民心

中的祈盼彻底引燃。毛泽东主

席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随后又组建了军队，并历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一路发展而立，

培养出一支又一支秉承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这样的人民军队可以说是培养红色精神的摇篮，流淌绵延着纯正的

红色基因。而我校所采用的军训方法则可以将最丰盈饱满的红色基

因传递到最渴求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高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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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又名大学写给十八岁的最美情书，是青春沉淀徐徐而下

的小明矾，又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般的初次尝试，足以教会

学生们匪浅且受益一生之品质、戮力同心。在此特殊的军训之期，

我们生于红色之风下，沐于斯，长于斯，不断激发我们的爱国喷涌

之思，弘扬革命先辈们的红色精神，也于不觉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

经洗礼的精神流淌于心，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正是

这一个个革命红色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

山西省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重要摇篮，我校也十分重视红色基因

的传承，曾于暑期前往昔阳寻红色记忆，探访老兵战士。而于我们

大一新生的军训更是加深我们自身红色精神的烙印，沐红色之风。

使我们更易于接受红色教育，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筑牢我们

的理想信念之基。每一个学生既是欣赏红色艺术的观众，又是实施

红色艺术的创作者，让我们沐红色之风，定戳力同心，这便是我眼

中军事教育所迸发出的点点红光。

而于军训的齐步走，踢正步，站军姿等而言，这是磨砺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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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由之路，也是凝聚集体，同筑共识的绝佳机会。一张张青葱稚幼

的面庞，一个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与红色教育撞了个满怀，这一撞

也为大学生活添墨一笔。无论旭日东升，骄阳破晓亦或是烈日当空，

大一新生一丝不苟之举中都镌刻着“少年强 则中国强”，用那汗水

书写鸿鹄凌云之志，定要在百舸争流中乘风破浪。

作为师大的新生幼蕾，定会奋力汲取，竭力沐浴红色之风，磨

练意志品格，让爱国热情于

心中澎湃，将从军训中受益

的红色之风外化于行，内化

于心，化为不竭的动力去投

入学业生活，为之不断努力

学习进取，去为之奉献服务，

落实于日常点滴。这一课，

终身受益且难忘怀。这便是军事教育，红色精神的最佳写照与红星

烁亮之处。愿在祖国的春光中旅行，在红色之风下沐浴飞扬，在红

色大地上扎根成熟。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唤醒芬芳！

（戏剧与影视学院 游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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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铁俊副参谋长莅临我校指导军训

9 月 23 日下午，微雨蒙蒙，天空初晴。经过了秋日绵绵细雨，

同学们再次站在了操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训练。武警晋中支队庞铁

俊副参谋长来到操场，关心大一新生的军训生活，对军训内容做出

更高标准，细化军训任务。对于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走等项目，他

均细心纠正，做出更高要求。庞副参谋长与教官讨论接下来的军训

方向，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做出鼓励，表示对大一新生充满期待。

军训是我校新生进入大学的首要之事，在这十天中，庞副参谋长希

望同学们可以培养坚毅吃苦的品质，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操场上水坑未干，同学们依旧积极

训练，严格要求自己，毫不放松。相信在军训生活的十天里同学们

都会有所收获。

（传媒学院 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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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正当时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大雾散去，阳光便铺满了绿茵操场。撒

在了教官和每个同学身上，似明星闪烁，军训的第一天也由此拉开

了序幕。

行军者勇谋兼备

重气节，军姿课便是军

训的入门教程，看同学

们从最初的不适应到

将一道规范力挺的站

姿站好，这展现出了他

们良好的适应能力。从

远望去，蓝色汪洋般的

军装挺拔如山，教官洪亮的嗓音传遍操场的每个角落，展示了军者

之英气。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每一位同学的眼里都有星

辰大海，军训是一个新的起点，象征着同学们正式告别以往，开始

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开始了追寻理想道路，路上满是荆棘，坚硬的

意志便是我们的利矛，强健的体魄是我们的厚盾，而军姿的训练也

是我们持利矛，铸厚盾的过程。军姿站的是力量和骨气，练的是军

纪如铁，意志如钢。

口号回荡，军姿板正，战旗划破苍穹，志气直指云霄。每一滴

汗水都记录着我们的辛劳和坚持，每一滴泪水都包裹着我们的苦难

和希冀。一声“立正” ，是准备，是蓄势待发；一声“稍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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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是反思，是期待下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一排排挺拔的军姿，

展现出的是利剑出鞘的锋芒，是师大学子的青春志气、风华正茂，

更是中国军人屹立不倒的红色军魂。

忆往昔峥嵘岁月，两万里长征路始于足下，一步一个脚印的积

累，深深浅浅中新中国一路摸索走来。展望当下，师大学子意气风

发，我们的“长征路”也扬帆起航。

平凡方显伟大，一堂简单的军姿课，简单中流露着深厚，平凡

而又不失隽永。挫出锐气，磨出志气，彰显军人之红色军魂，尽展

中国风采。

（传媒学院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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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迷彩，筑梦远航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国自

古以来，就注重国防兵役。观我国兵役史，以歌谣熟记心间：

东西二周前，寓兵于农

泱泱大周朝，部分民兵

春秋与战国，全民皆兵

秦一统六国，罪人为兵

汉仍承秦制，部分民兵

魏晋南北朝，终身为兵

巍巍盛唐时，全兵皆农

结束分裂宋，禁军募兵

蒙古统治元，善用世兵

明朝太祖立，实行卫所

满清建国后，沿用世兵

中华民国初，实行募兵

第一兵役法，实行征兵

新民主主义，志愿兵役

兵役退伍制，预备兵役制

源自社会主义兵役法

改革开放后，修改兵役法

时变则法易，此后详细变

我国当前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战略，其实质是将国

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当中。为响应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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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力开展征兵活动的号召，我校积极进行了征兵宣传。我们心中

明了，祖国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我们有义务，更有

责任让广大学生越加了解征兵详情。部队是青年才俊，有志学子的

发展沃土，入伍的同学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补助，复学时有一系列

优惠的硬核政策，退役后可以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并且得到政府的妥善保障。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要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百年初心，勇挑

时代重担。部队是磨练意志，砥砺品格的辽阔课堂，身出其间，共

同进步与发展，筑梦远航。

希望广大同学情系迷彩，踊跃参军，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奋

力谱写时代华章，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的绵

薄之力！

（生命科学学院 谢涵）



12

军训实况

丹灵晖映，仍行而不辍，履践致远。

军训至第三天，教官与同学们已渐入佳境，双方熟识，因而体

能训练又有了全新进展：大一全体 4492 人以学院为单位组成 30 个

方队，九人一路，井然有序，每个方队各由一个教官带领。

在前两日的课时训练中，表现出色的同学被选出组成特别方阵

——威风凛凛、气势如虹的擒敌娘子军，手拿警棍、与坚固盾牌的

防暴队，神采奕奕的步枪队，双手持凌厉冷仞的尖刀的刺杀队，身

姿颀长、仪态端方的仪仗队，勤学苦练军姿的倒功队，积极发奋的

武术队。特别方队分别由教官细心教导，现在，他们的军训任务正

紧张地进行着。

军训简报组就此次训练过程，对教官和同学做了简短的采访。

采访内容如下：

● 擒敌拳教官

记者：“教官您好！可否由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擒拿拳的具体招

式？”

教官：“由三拳四腿，直拳

摆拳与勾拳组成。”

记者：“为什么擒拿拳要选

择女生呢？”

教官：“没有男女之分，因

为大家都是战士，而且女生脸上洋溢着自信，也非常刚强。这些女

孩子非常能吃苦，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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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经过训练，您希望同学们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教官：“标准，要做到标准。”

● 倒功队教官

记者：“教官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倒功队吗？他们是依据什

么标准选拔的呢？”

教官：“擒敌配套的最基本动作，第一要看身高，有一个大概标准，

第二要看身体素质，身体素质达到一个基本条件，按照学校要求配

合武术队的工作。”

记者：“那您希望达到什么

预期效果呢？”

教官：“我们会严格按照部

队纪律来进行训练，做到

整齐，整齐，再整齐。”

● 受伤坚持训练的同学

记者：“同学你好，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学院吗？”

答：“王建华，体育学院。”

记者：“通过两天的军训生活，现在也分队了，你对这两天的军训生

活有什么感受呢？”

答：“很疼，很累，大家都比较辛苦。”

记者：“那你觉得实际上的大学军训生活和你想象中的军训生活有什

么不同吗？”

答：“起初没怎么摔，全是站军姿等比较基础的动作，不过有些没想

到大学的训练内容这么丰富。”

记者：“听闻你在军训的过程中受了伤，但你为什么仍然要坚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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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呢？”

答：“总得贯彻不怕吃苦不怕艰难的精神嘛。”

记者：“在军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令你感动的人或事？”

答：“我对自己蛮感动的，因为在做飞扑和前倒的时候磕到石头了，

把手臂都磕破了。”

军训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烈日阻碍不了同学们对军训的热情。

（生命科学学院 谢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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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感悟

一生有一生的细水长流，一程有一程的没齿难忘，人的一生就

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汗水越多，收获越多。

晨光微熹，在清脆的军哨声中我们起床，洗漱，穿上迷彩色的

做训服，为一天蓄满精神

活力。莘莘学子们伴随着

太阳的东升，从远处那苍

山如海中几缕晨光出发，

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进

行一天的活动。

教练让我们要有“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要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豪迈;要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魄，要像

一个真正的军人一样，流血流汗不流泪。不得不说，不经风雨，怎

见彩虹？暑期蒸人的阳光再炽热也阻挡不住我们的决心，密集厚实

的雨滴再冰凉也磨灭不了我们的意志，斗志昂扬的口号总是响彻云

霄。冉冉升起的国旗下，我们不忘初心，心潮澎湃。军训很累，如

长跑一般，每每坚持不下的时候，我便告诫自己：我身着军装便应

该把自己当作军人，可以喊累，但绝不认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香？”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为期十天的军训定会圆满成功，因为

每个人都清楚，万般苦楚都不会白费，所有的泪与汗都是我们的勋

章。军训虽然短暂，意义却非凡，我会永远记得我属于五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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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飒爽的连队，我们曾并肩作战，我们曾砥砺前行！

军训不仅磨练我们的意志，而且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洗礼，在

以后的日子里做一个逆光的骑士，战胜自我，克服懒惰，拒绝拖延，

在青春最丰腴的年纪里，永不退怯，大声喊出：“我若不勇敢，谁替

我坚强？”

愿场上那抹灵动的天空蓝，永远昂首挺胸，坚定无畏 ，活出自

己的精彩。

（教育技术学 教科学院 曹尹）



17

少年中国说

我们以一个后人的视角回看历史时，竟不知泪水已经打湿了眼

眶，当时的战士们并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祖国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能否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做那头令西方恐惧的雄狮。在那样艰苦抗

战的背景下，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原来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一切，是用他们的鲜血所铸成的钢

铁长城。

那些庸人也想不到会有今天，我们的生活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旭日东升，万里长虹。

而那些最可爱的人，也一直在坚定着这样的信仰。

梁启超先生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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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无数学子从小上学苦求的寒窗苦读十二载，一朝成名天下知，

又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亦或是丹墀对策三千字，

金榜题名五色春，而今，我们来到了山师大的校园中，每个人应当

担负起复兴吾之中华的荣耀。

去唤醒心中的那沉睡的梦想，为梦想插上一双翅膀，让它带你

飞跃这艰难忐忑、踏过滚滚往事，迎接属于你的明天。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泱泱华夏，唯我少年！

问我们为何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我们为何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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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之蓬勃而立志

读书不以学生为界限

立志不以少年为界限

少年不以年龄为界限

90、00，甚至 10 后

作为中国又一代的脊梁

必将萤火成炬，火炬成海

穿云破浪，终成耀日之光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时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雨，少年时

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虽然韶华不为少年留，但不论我们行走多

远，归来仍是少年。

先生您看，山河换了新颜飞机也不用飞两遍。曾经的十里长安

街，如今繁华如斯。山河无恙，国富民安，这盛世，如你所愿。

愿吾辈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之

光明。

（戏剧与影视学院 曹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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