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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军训

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9 月 29 日下午，我校在南校区田径场隆重举行了 2021 级新生

军训总结表彰大会。校领导张晓永、杨军、韩勇鸿、党志峰、贾绘

泽，武警晋中支队副参谋长庞铁俊少校出席大会。学校军训工作领

导组全体成员，各学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新生班辅导员，全体军

训教官及参训学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武装保卫部（处）长、军训

团团长王军峰主持。

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庄重神圣的“迎军旗”

仪式后，校党委书记张晓永，校党委副书记韩勇鸿共同检阅了各方

队。同学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为校争光”的呐喊声展现出他们

的昂扬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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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29 个分列式方队整齐划一、英姿飒爽，同学们喊着嘹亮

的口号，迈着坚定的步伐依次通过大会主席台。在军事训练科目表

演中，女子队列示范方队动作整齐利落，队形变换多样，她们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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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角星队形表达了对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刺杀操方队表演气势

磅礴，擒敌拳方队动作精干有力，展现出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处置突发事件展示、战术表演，同学们动作熟练，配合默契；综合团

体操和武术操的精彩表演将整场汇演推向高潮，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校党委副书记韩勇鸿对本次军训工作了总结。他指出，全体教

官和同学们顶风冒雨、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军事理论课学习和相

关军事训练科目，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优异成绩。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承训部队的严格施训，学院部门的科学统筹以及同学们的严

格自律。他希望同学们继续保持和发扬军训中形成的好作风、好品

质、好习惯，把军训中养成的坚强意志品质、严格纪律观念、良好

生活习惯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把从教官身上学到的好思想、

好作风、好传统发扬光大，勤学善思、刚毅果敢，踏实奋进，勇于

拼搏，让“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刻画出矢志不渝的人

生追求，用青春和汗水在师大校园里书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人生！

大会上，副校长贾绘泽宣读了 2021 级新生军训工作先进个人名

单，校领导为获奖个人颁发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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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杨军代表学校向武警晋中支队赠送锦旗，

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至此，山西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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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副书记韩勇鸿在 2021 级新生军训

工作总结汇报会上的讲话

承训部队的官兵们，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2021 级新生军训工作，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

既定任务，就要落下帷幕了。

自 9 月 20 日以来，全体教官与

新同学们，戮力同心、并肩作

战，共同度过了一段充实而又

难忘的军训时光。在此，我谨

代表校党委、校行政，对承训

任务的武警晋中支队官兵，表

示衷心的感谢！向积极参加军

训、圆满完成任务的新同学们，

致以热烈的祝贺！

今年的军训，是我们师大迁建太原的首次军训，时间短、任务

重、压力大，极具挑战性。全体教官和同学们顶风冒雨、克服困难，

圆满完成了军事理论课学习和相关军事训练科目，达到了预期目标，

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刚才的汇演中，同学们口号嘹亮、军容严整、

英姿飒爽，充分展示了师大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展示了本次军训的

丰硕成果。

成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承训部队的严格施训。武警晋中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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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队伍，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部队。

这次军训，部队领导高度重视，选派了精兵强将，安排了丰富科目，

依纲施训、科学组训、文明施训、安全施训，切实保证了军训任务

圆满完成。特别是，教官们精湛的军事技能、出色的组织能力、优

良的军事作风，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将成为同学们永远学习

的榜样。

成绩的取得，还得益于学院部门的科学统筹。张晓永书记、杨

军校长等校领导多次亲临训练现场，检查、督促、指导工作，在人

财物等方面给予充足保障。各职能部门尽职尽责、全程跟训，后勤

等部门为教官妥善安排食宿、提供后勤服务，校医院坚持现场值班、

提供医疗保障；各学院全过程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倾力做好学生思

想工作。大家精诚合作、服务学生，充分展示了师大教职员工立德

树人、爱岗敬业的责任担当。

成绩的取得，还得益于同学们的严格自律。训练中，同学们积

极参与、刻苦训练，发扬了“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的精神。连续几天的降雨，不仅没有浇灭同学们训练的热情，反而

更加激发了大家挑战困难的勇气，不少同学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情况

下依然坚持训练，请假病号明显减少，参训率达 97.6%，为历年最

高，充分展现了师大学子勇于实践、敢于吃苦、直面挑战的优秀品

质和精神面貌。

同学们，军训是你们的大学第一课，是一次磨砺、一次考验，

更是一次升华、一笔财富。军训的落幕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同

学们继续保持和发扬军训中形成的好作风、好品质、好习惯，把军

训中养成的坚强意志品质、严格纪律观念、良好生活习惯带到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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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生活当中，把从教官身上学到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发

扬光大，勤学善思、刚毅果敢，踏实奋进，勇于拼搏，让“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刻画出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用青春和

汗水在师大校园里书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人生！

最后，祝全体承训官兵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祝同学们满怀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

对真理的信仰，启智扬长，勇敢前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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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军训

先进个人名单

1.优秀教官（10 人)

张溪沨 王 朋 祁水军 李晔民 孟楷祥

张世恒 王权威 郭懿峰 徐 同 李森强

2.学员标兵（20 人）

牛雅鹏 赵怡萌 康蓓君 朱晨萌 李明远 王子乐

徐欣瑞 姚晨远 李景锐 王之金 贾辰宇 杨紫安

路明辉 靳嘉源 芝 欣 李 硕 柴 涌 陈 洋

张玉玲 巨伯卿

3.优秀学员（141 人）

 传媒学院：（11 人）

郭丹丹 王泽鑫 雷佳艺 曹利楷丹 赵处亨 许佳怡

王栎玥 谷 畅 黄思涵 陈景元 戴梓旸

 外国语学院：（6 人）

赵钰洁 杨 雪 孟玉芯 李颖丽 芦若林 高璐瑶

 文学院：（7 人）

王雪洁 杨宇莎 乔璟琪 刘姿含 吴怡璇 杨雨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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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娇

 音乐学院：（6 人）

孙子婷 郭圣丽 刘晨曦之 柒司冉 刘杜伟

陈吉昊林

 食品科学学院：（4 人）

刘芯瑞 杨佳欣 王海珍 杨雅涵

 历史与旅游文化管理学院：（8 人）

黄小瑶 庞晓璇 于宏图 李宛睿 李晓奕 李雅馨

范一菲 李 博

 地理科学学院：（13 人）

李晋如 张 娣 阿ト杜热合曼 黎烘颖 孟雨欣

王江憧 吉珂瑶 薛可思 朱柏明 李慧琳 李锦梅

李康鑫 张欣宇

 社法学院：（3 人）

刘晓园 曹宏梅 刘宇露

 数计学院：（9 人）

谢金琪 任新茹 王馨源 吴晓霞 陈嘉源 乔文娇

徐雯雯 臧天冰 崔钰娜

 物信学院：（10 人）

柴 艺 李昕昱 刘偲偲 寇宇彤 聂亚栋 乔旭霞

畅子铜 穆永锋 张晓蔓 巩倩煜

 经济与管理学院：（3 人）

田诗言 聂嘉仪 景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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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与影视学院：（6 人）

张绮珊 赵宸琰 李琪佳 陈旭东 刘俊佳 游菁瑶

 美术学院：（5 人）

段灵艺 王世坤 赵栩婧 张婧雯 张琪

 教育科学学院：（12 人）

任雅琦 孟皓宇 师梓琦 郭亚楠 田婧怡 王婿娇

宋佳慧 马 燕 叶幼琪 宋炎霖 谢克靖 岳艳丽

 生命科学学院：（11 人）

程 用 王 瑜 郑若雯 王博同 韩元东 寇佳乐

刘文洁 张朵朵 薛梓悦 赵淑榕 王思涵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5 人）

李淑钰 李克勤 陈柳如 贾蕊馨 刘巾瑜

 体育学院：（14 人）

张晓霞 丁泽品 赵亚慧 霍 颖 苏林青 毛 强

伍ニ清 李昕潼 张 鑫 何少文 昌 栋 张静宣

罗 杰 何炎彬

 书法学院：（1 人）

李雅馨

 马克思理论学院：（7 人）

甄雁清 王严辉 武彦宏 郝可鑫 李震国威

姬瑞瑾 张阳晨

山西师范大学军训工作领导组 20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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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简报组的日常

9 月 17 日，军训简报组正式成立，开始了为期十三天的工作。

军训简报组宣传报道师大军训工作、向广大师生分享军训中的

点滴感动，传达领导重要讲话以及重要指示、传承红色基因。为保

证军训工作的顺利推进，简报组各位同学坚持参加早会与晚会，每

日结束工作后总结今日任务，安排明日工作，精准落实到个人；各

部门紧密合作、互相配合、积极协调，用百分之百的热情与专注投

入到每一天的工作当中。

军训简报组有四个部门，共 18 人，每个人在这个团队都是不可

或缺的。电脑部负责排版、修图与审核，作为简报工作的最后一项，

总披着月光回寝室是她们的常态。播音部总在主席台上坚守着岗位，

直接与各学院对接，在完成自己的本职播音工作之外还要完成上传

下达的任务。采编部的工作相对更辛苦，他们采访拍照，奋战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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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撰稿部提供素材。撰稿部负责大部分军训简报的内容，以不同视

角叙述军训中的感动瞬间。我很荣幸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工

作，并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军训简报组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感谢李文老师、任金虎老师与李

志登老师，他们给与我们莫大的支持与鼓励，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帮助我们一起审核稿件与排版，指导我们的工作。李文主任 2003

年就开始负责我校的军事训练工作，秉持着默默无闻的工作态度，

坚持至今。

经历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军训，有压力也有欢笑，有辛苦也有幸

福。我感到弥足幸运，我祝愿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个人历经千帆，归

来仍是少年。

（传媒学院 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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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伶

——改编自歌曲《赤伶》

星河转 岁月如梭

看梨花 催榆火 传新色

流水歌 层山复相和

看九州 风月同 齐欢乐

愿请长缨 不负青春 为山河

万千人中你和我 化作燎原星火

热血交汇 信仰融入 你我脉搏

位卑未敢忘忧国 哪怕无人知我

百年风雨过 赤心未蹉跎

百年有灯火 一心照山河

一腔爱清澈 浩荡襟怀 向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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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华夏 千秋愿 何远阔

繁华盛世 如君愿

万物正当春 你亦正少年

不忘来时路 不忘凌云志万千

望来时路 清风在侧

邻里谣 儿时歌 常欢乐

燃烽火 几多伤心客

鬓白归 离愁默 难相和

恍惚交错至爱已融入山河

断头魂归又如何 世间终有清浊

万千血肉铸就你我之家国

位卑未敢忘忧国 哪怕无人知我

看九州薪火 同唱一首歌

看同胞唱着 九州尽相阖

云开见月落 光照我万里山河

龙传人 华夏孙 在此和

我华夏 千秋愿 续新篇

莫相忘 白了头 心中有家国

（戏剧与影视学院 曹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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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字令

军训随笔

秋

雾里

祈天明

上下求索

云雨压山河

光明未曾降落

枯骨万里只身过

换戎装称须眉巾帼

燃灯举烛夺河山辽落

夜梦绵长谨守丹心报国

几载护魂魄流离失所

金戈铁马将士蹈火

听炎黄铿锵脉搏

雄关漫道走过

利剑长空破

胸中山河

天地阔

家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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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生于

新中国

盛世东方

华夏与炎黄

国家五岳向上

华灯初上展光芒

岩石松树郁郁苍苍

长江滚滚蛟龙驭狂浪

三千鸿宇藏心间放心上

无惧狂风骤雨风沙荡

着军装上阵搏魍魉

执笔也化作坚枪

少年意志飞扬

常思冲锋上

英雄谁属

新月下

将行

吾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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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我们伟大的祖国

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有志向的人自信自强。

君子量不小，胸吞百川流，有志向的人心有远方。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有志向的人情深意长。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有志向的人不会虚度时光。

人生敢义气，功名谁复论，有志向的人看淡名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的祖国一步步从落后走向繁荣，他

以顽强的毅力，不甘落后的努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两弹一星的

研发成功、载人航天的发射成功……无不展现出他的繁荣强盛。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一代的青

年应当砥砺前行，回报祖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我们如

何才能续写中华民族的伟大篇章呢？

生在中国，我们应当感到自豪。在 2015 年也门事件中，我国在

极短的时间里制定和完成了撤侨行动并且对非中国籍公民进行了人

道主义救援；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国家更展现出了大国应有的担当。

在短短几日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接连不断的输向武汉。在我国

疫情大有好转之时，便腾出手来对有需要的国家进行救助。正是因

此，我们对祖国充满了浓浓的爱国之情。有了爱国之心，我们才能

更好地为祖国做出贡献。

有了爱国之心，我们更要具有报国之情。古有岳飞精忠报国，

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现有年逾古稀钟南山，为了疫情而持续

奔走。为使全国人民能吃饱每一顿饭而奉献一生的袁隆平令人尊敬；

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坚决回国的钱学森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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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我们也许无法像他们那样伟大，但我们可以抱着“国家需要，

必不推辞”的报国之情，响应国家的号召，不负国家的期望。

时代选择了我们，时代培养了我们，为了获得时代的认可，新

时代的新青年应当担起重任，努力学习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完成好

自己的学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投身建设浪潮之中，成为时代的

弄潮儿，为祖国的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志，则国志；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梁启超先生的《少年说》至今仍振聋发聩。担起少年之责,强国之梦，

成为民族希望，是我们青年的责任。纵观历史，从新中国成立时的

百废待兴，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再到现在的新时代。短短几十年，

新中国迅速发展起来。我相信在发展的背后，不仅仅有中流砥柱的

老前辈们，更有着充满一腔热血的年轻人的努力付出。

新时代的新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祖国的壮丽河山要我们来

保护，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由我们来传承，我们应当树立远大目标，

从现在做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而奋斗。

（戏剧与影视学院 曹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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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经历了数十个日日夜夜的磨砺，为期十

天的军训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数十日的风吹日晒，200 多个小

时的艰苦训练，我们在炎炎烈日中站军姿，在朦朦秋雨中踢正步，

从最初的颤颤巍巍到如今的步履铿锵，从青涩稚嫩到雄姿英发，蜕

变的过程布满了苦痛的荆棘，也迎来了鸟语花香。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历经炽热烈日，历经绵绵细雨，驰骋于

充满荆棘的军训征程，我们多了份沉稳，少了份浮躁；多了份坚强，

少了份娇弱。海军蓝是军人的风采，是刚强和坚毅的代名词，是军

魂的象征。而同样身着海军蓝的我们也应同样具备这种精神，在这

次军训中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军人风范，耳濡目染之下也初具英姿。

强健的体魄，如钢的意志是我们在这次军训中最大的收获；朝气蓬

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对于军训之风的延续。

所有将来，皆有可期。虽然军训已到达终点，但大学生活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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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起航。军训之风也会具象到学习生活乃至以后的人生中，军魂也

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的精神和骨髓，外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家国

情怀照亮漫漫余生的奋斗路。愿诸君自此乘风破浪，我们顶峰相见！

（传媒学院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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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军事理论考试圆满结束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颁布的《普

通高等军事课教学大纲》，检验学生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成果，我校

于2021年9月30日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举行了军事理论课程的考试。

这次考试的圆满完成也宣告大一新生的军训工作彻底落下帷幕。

军事理论课程全面的涵盖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的相关知识，

着眼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使军事领域的新形势、新理

论、新知识与大学生充分对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国防观

念和国防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基本军事技能，是我校素质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这次考试有利于大一新生更好的掌握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进

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推动了国防预备役的发展壮大。令学生与时代同频

共振，使青春焕发出红色光彩。

（传媒学院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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