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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的牵挂

——我校领导对全体军训教官及大一新生开展慰问活动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我校领导对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表示了高度

关注和重视。

9 月 20 日，我校校长杨军、武装部部长王军峰以及副部长李大

勇等领导冒雨来到教官宿舍，向本次来校指导军事训练的教官们表

示了亲切的慰问。首先，杨军校长代表学校对全体教官表示热烈欢

迎，也对教官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接着，他希望全体教官

能够将军人风范和优良作风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也能够切实体会到

军人的高尚品德，唤起学生对军人的向往、对于投身国防建设的热

情。最后杨校长代表我校为教官们发放了中秋慰问品，并祝全体教

官中秋快乐，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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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9月 21 日中秋当天，我校党委副书

记韩勇鸿来到军训场地，关怀思乡心切的游子们。此外，韩书记还

送上中秋关怀话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万家团圆的时刻，

也是爱的教育的时刻。韩书记对我校大一新生的精神面貌提出了高

度赞扬，认为新生们意气风发，精神抖擞，韩书记殷切希望全体大

一新生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磨练自我、砥砺前行，通过军训

加强团结意识、互助意识、大局意识这三个重要意识，为大学生活

奠定优良的身体基础、心理基础、团队基础。江山万重，皓月千里，

让我们师生共同体会“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此阖家团圆之际，教官们为了新

生的军训而忙碌着。这些教官们作为军人，多年离乡在外，保家卫

国为人民，是对家国情怀最忠诚的诠释，也是中国军人最真实的写

照。这次的慰问工作，教官们感受到了我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也体

会到了我校师生对于军人的推崇和致敬；展现了我校对于国防建设、

国防安全的重视，同时也让学校的温情中溢满家国情怀的色彩。

（传媒学院 王凯 戏剧与影视学院 游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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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一日思，一夜盼，思盼中秋月儿圆；一百年，一千年，百

千年来传统延；一句诗，一首词，诗词祝兴云追月，明月伴君

行千里，丝丝月光如我心，在这金风送爽、硕果飘香的季节，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如期而至，我们相约于山西师范大学，期

待夜晚共赏天上皎洁的明月!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是丰收的节日，是合家团聚、

把酒话佳节、举杯邀明月

的喜庆节日。关于中秋，

自古就流传着许多美丽的

传说，“嫦娥奔月”，不

但给人以无穷的遐想，而

且将中秋之夜点缀得浪漫

温馨!古往今来，多少文人

墨客在中秋之夜，尽情抒发自己情怀，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

句:“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古人用夏历，称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

秋”，八月十五恰在“三秋”正中，也便有了“中秋”的称谓。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半人间，家家团圆。”中秋是团圆

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

一年一度，我们同在一个世界，同观一片晴空，同赏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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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同拥一个中秋，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对亲人的思念，

对明天的期盼。

“几处笙歌留朗月，万家箫管乐中秋”。当一轮明月，如

同白鸽徐徐翔落，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在追寻团聚的欢乐。他们

品尝着香甜的月饼，在月光的皎洁之中，回溯历史，团圆今朝，

亦寄情未来。

（戏剧与影视学院 曹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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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专访

几处笙歌留朗月，万家箫管乐中秋。9 月 21 日是中秋节，很多

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家过节。关于这次中秋节，军训简报组的同学对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及教官们进行了一些采访。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吴睿欣同学来自我国的最南边省市海南。

记者：明天就是中秋节，你从海南来，南方那边与北方的习俗有什

么不一样？

吴睿欣：全家人在一起吃个饭，每到大型活动，我们就会杀鸡庆祝。

记者：第一次出远门能明显的感觉到太原跟海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吗？

吴睿欣：早餐豆腐脑这边吃的是咸的， 还有就是这边的人吃面比较

多，我们海南吃粉比较多。

而对于军训和中秋节的一些期待，山西太原本地的宗梓芊同学也有

着自己的看法。

记者：太原本地如何过中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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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梓芊：会举行庙会还有钟楼街，动物园都会举行一些中秋相关的

活动。

记者：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中秋节是什么呢？

宗梓芊：在从小的时候，我所有中秋都是跟家人一起度过的，以前

的中秋就是我姥姥爷爷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去赶庙会，我们还会切一

块很大很大的月饼，每人分一块，非常怀念。

记者：那你更喜欢甜月饼还是咸月饼呢？

宗梓芊：更喜欢甜月饼。

记者：那你觉得军训是甜月饼还是咸月饼？

宗梓芊：甜的！教官和同学们都特别好，也比较甜。

接下来的采访对象是戏文学院的教官，教官收到了来自同学们的中

秋礼物。

记者：收到来自学生对您的中秋礼物，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教官：本来在这个中秋节，大家都应该与家人团聚，由于学校军训

安排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和同学们在这个操场进行着训练，大

家都非常的辛苦，也对同学们送出的礼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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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部队是如何过中秋的呢？

教官：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比如说跳舞，文化类的小游戏，晚上集

体看电影，吃火锅，吃烧烤，拍一些小视频。

记者：离家四年，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教官：自古忠孝难两全，在这个岗位上，父母特别的理解，也祝父

母和家人中秋节快乐。

同时简报组的同学也对送礼物的同学代表郭珈华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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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秋佳节，给军训教官送礼物，有什么想说的呢？

郭珈华：中秋是个团圆的节日，因为疫情特殊原因，我们大家只能

封校，虽然封校，但是我们过得非常有意义，在晚上我们每个营还

会去参加一个文艺汇演的活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我们送给

教官月饼，也是希望教官能把我们当成他的朋友，当成他的家人一

样，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比较特殊的节日。

戏剧与影视学院同学代表给教官送月饼

祖丽皮耶•提托合提同学来自我国西北边陲新疆，这是她第一次离家

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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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疆是如何过中秋的？

祖丽皮耶•提托合提：我们也会和同学朋友出去吃饭，一起吃月饼。

记者：你认为你的军训生活怎么样？

祖丽皮耶•提托合提：挺开心的，能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生活，刚来

到山西，可以在军训的时候与大家相识，真的很开心。

记者：你印象最深的中秋节是怎么样的？

祖丽皮耶•提托合提：在高二的时候，我们跟汉族同学朋友还有一些

少数民族的同学朋友一起吃饭，吃食堂发的月饼，虽然没有放假，

但是还是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坐在一起过中秋节。

记者：你想对在新疆那边的父母跟朋友说些什么呢？

祖丽皮耶•提托合提：虽然我在远方求学，但是我在这里也会有很多

的好朋友，希望他们能放心，好好过中秋。

王舒彤同学作为红三代，身体抱恙仍坚持参加军训活动。

记者：我们这边了解到一点情况，说您身体上有一些小问题，为什

么还要坚持军训？

王舒彤：因为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突破一下自己，但是因为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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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原因比大家虚弱一点，不能在阳光下奔跑，但是我还是很羡

慕大家，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军训在人生中也充

当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还是要经历一下的，可以让自己有一个

更好的突破。

记者：从小到大，你印象最深刻的中秋节是怎么样的？

王舒彤：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族的人在老家，因为家庭不

是很富裕，所以一起住在窑洞里，但是非常的温馨，在树下乘凉，

摇着蒲扇，老一辈会讲着从前的一些故事。

记者：那你作为红三代，这个身份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王舒彤：相比其同龄人来说，我更加有责任，有担当一点，因为我

从小就觉得我有使命，有责任感，需要给身边的人带来一些帮助，

带来一些阳光去感染身边的人。

提到中秋，很多同学都给出了不同的感受与分享，但最多的仍

是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幸福。而提到第一次军训，大家的

回答大都是累但很快乐，就像同学们记忆中的“甜月饼”，皮薄馅

多，一直能甜到人心底。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文 2 班 张冯禹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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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训 刹 那

 总教官下达解散口令，同学们有

序撤回后，飓风暴雨将树立的观

看台刮得歪斜，教官们迅速的将

其井井有条的搬置避雨处。感谢

各位教官，你们辛苦了！

 军训第一天的下午，出乎

意料地，突发倾盆暴雨，

正在操课的学生们，纷纷

着急避雨，有些喜欢拍照

的同学们快速拿出手机来拍，有些同学戏称“求雨成功”。

 在苦重繁忙的体能训练之中，

也不乏有忙中偷闲的时光，我

们有才华的同学积极展示自己，

在同学们的燥热情绪中增添了

一丝凉爽，为他们的军训画卷

绘制了别样的色彩。

（生命科学学院 谢涵）



13

何事吟余忽惆怅，月圆苦练引思乡

金秋明月人尽望，海蓝迷彩寄愁思。千里迢迢之外，是心之所

向的故乡，而我们以刚毅的身姿坚定不移地昂首挺胸伫立在操场上，

鲜红的跑道面也被晒得软软的，向远处看去，有一层透明的雾气蒸

腾环上。天是澄澈的蓝，云也氤氲着润泽的大地。

可靓丽秋景也不曾排解我们离家在外的思乡之情，我们持续不

断地苦练军姿、正步，繁忙中偶然却回想起父母家人，我们以往都

会围在一起温情吃月饼，花前赏月景。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忙中

取乐的短暂休息时间中，与教官、同学们欢聚一堂，肆意地、自如

地、淋漓畅快地高歌一曲、舞态生风，竟能够蕴藉我们的惆怅。我

们团团围坐成一个饱满的

圆形，像一轮圆月，皎洁、

明亮、温暖。

我们坚信保家卫国的

教官们也与我们一样抱有

这样的心情，我们蓬勃的

活力也在感染着他们。有

的教官与同学们坐在一起，

亲如一家；有的教官高声唱着气势磅礴的军歌，满溢爱国热情；有

的教官，向同学们展示标准的军事训练姿势，利落俊逸；有的教官，

讲述着自己军旅生涯中远离故乡的感受，在问及他是否想家时，他

说，那是一定的，但他是忠于党和国家人民的战士，承担着保家卫

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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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佳节，心怀眷念；皓月当空，勇往直前。惆怅不可避免，

可纵使远赴千里，我们依然无怨无悔，这种愁思不会阻碍我们前进

奋斗的步伐——我们是战士、是栋梁，我们更将是祖国的未来！

（生命科学学院 谢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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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朝月夕

太原八月中秋

银杏摇摇

杏果欲坠

不知有“花朝月夕”

只知来年风雨见多

当激情招来

心不知在哪里停泊

道路已经抉择

没有蔷薇花

并不曾后悔过

人在月光里容易梦游

渴望得到也懂得温柔

要使血不这样奔流

凭十八岁的骄傲显然不够

要有坚实的肩膀

能靠上疲倦的头

需要有一双手

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

思念亲人的人

望着空中的明月

谁能把月饼咽下?

我所有的浓情都停留在了手边的月饼

我所有的浓情都凝聚成了眼边的泪水

（戏剧与影视学院 曹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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婵娟

我沉溺在满月的温柔

月色如银的清透

和淡淡的乡愁

摩诘说

游子异客，佳节思亲

自此

这便成了传统

长亭外的离别是抹不去的痛

芳草碧波汹涌

包裹我

吞噬我

我想用那

一汪秋水里的白玉盘

打捞起

家人的泪眼潸然

我想登上

朱红色的西阁楼

去捡起

鸿雁遗落下的羽毛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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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千里外，但共婵娟

我在师大

也找到了看懂一片月景的朋友

（传媒学院 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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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怜月圆缺

月隐重云之后

谁望着窗外出神

折一朵暮秋的花

寄予远方的思念

岁月如云烟转瞬飘散

从月缺到月圆

花开花谢

犹怜此间

中秋八月夜

盈月遥遥望灯火阑珊

初次离家

执手同窗

诉岁岁年年

（戏剧与影视学院 王语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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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中秋感怀

一汪秋水映月明，朱楼危亭，月出惊鹧鸪。西风凄凄寒山青，吹不

散寒衣浮萍。

经年青衿逢同窗，何须难眠，掩面泣涟涟。汨罗遄行思先贤，晨光

熹微曜霭山。

（传媒学院 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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