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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教研室李文主任对军训工作进行再动员

9 月 28 日傍晚，在军训开始后的第一个夜训中军事教研室李文

主任再次对军训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动员部署过程中提到:

各位学子是山西师范大学第一批

入住太原校区的大学学生，这次的军

训任务时间短任务重，而军训任务是

大家的必修课。同时，为了对大家军

事技能的检验,为了科目的检验，夜训

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一种补课，昨

天问同学们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说教

官很辛苦，一个教官带一个这么多人

的队伍,确实很辛苦，所以同学们一定

要积极配合好教官。

最后一点要表扬大家，刚刚报到的班级中 99%的同学都参加了

军训，这是我们山西师范大学

学子的风范。操场如同战场，

军训就要有军训的姿态，希望

同学们齐心协力，配合好自己

的教官，把夜训这堂课给上好。

（戏剧与影视学院 张冯禹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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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复兴之责，振民族之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宋因重文而受困于夷，清因兵羸而割地

饲虎。故而，国防教育实属国之命脉。而为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

长足发展，大学生军训成了必不可缺的课题。

今之青年，是国难当头的中流砥柱。疫情之肆，虐祸及氓黎，

危急时刻，有一群青年将自身安危置于脑后，敢为人先，在武汉封

城期间，赴一线的白衣天使百分之六十是 20 至 30 岁的青年。只因

民族到了危难时刻，我辈方能奋发不顾身。作为一名正在经历军训

的大一新生，磨炼自身意志，坚定内心信念，爱国爱党，成为我们

共同的任务，在千钧一发之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青年的使

命。

古之青年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

败，列强的野心昭昭，打破了所有中国人的幻想。内除国贼，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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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口号，如黄钟大鸣般敲响了每个青年的警钟，几乎震聋发聩。

这将沉睡的中国彻底唤醒，群雄皆起，将复兴之责担起。以笔为剑，

以字为刀，鲁迅将民族大义刻入脊梁，字字泣血。执书为剑，以思

想救中国，李大钊将这使命作为第一要务，责无旁贷。历史上从来

不缺，埋头苦干的人，更不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我们所站在的

土地，中国。一次次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一辈辈人的挺身而出。今

天的中国，没有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现在

的幸福生活。追思先人劳，感怀今日之享。

当今社会之青年，

虽不乏有钢铁意志和

赤诚之心，但也有一小

部分人喊着佛系口号，

遇事躺平，经不住挫折

的磨砺。军训，便是让

步入大学的新生，洗去

娇纵，在烈日下脱胎换骨，在军歌里荡气回扬。十日军训，终身受

用，在汗水中我们学到的永远不止这些，更有坚持与毅力。爱国薪

火相传，责任世代相承。

（传媒学院 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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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尽不知倦，入夜展雄风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不知不觉军训已到将近尾声，为了

最后的军训汇报演出完美进行，每个方队都展开了夜间训练。又逢

雨季，绵绵秋雨落，朦朦胧胧中蓝色的身影依旧坚毅，嘹亮的口号

刺破长夜，直抵苍穹。

夜色阑珊，灯光洒向草坪，每个方队齐整列阵，热火朝天的训

练场在黑夜中呈现出别样的美景。纵黑暗笼罩学校，同学们的激情

如同璀璨明星，闪烁出青春的锋芒。路虽迩，不行不至。夜训是额

外的付出，是铸魂锻魄的熔炉，是加速蜕变的催化剂。夜训的意义

就在于完善，在于提高，在于挑战，在于突破，在于一次次重复中

夯实基础，在于一声声口号中坚定意志。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在这多日的磨砺

中，有疲惫，有苦痛，也有激动，有喜悦。而此时的同学们俨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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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锋芒，看！他们整齐的步伐，听！他们响亮的口号，似乎都在诉

说他们的昂扬斗志。如今的他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

青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青年的信念是钢铁烈阳。以军训为契

机，我们带着一身军人气概，自当胸怀凌云志，于此启程，我们一

起历经繁华赴山河！

（传媒学院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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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铁血强军梦，碧海清波赤子心

《孙子兵法》开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

习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梦是强国梦，强军梦。我想说，中国梦

是强国梦，强军梦，更是我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仰慕军人，

他们驻守的边疆构成了万里长城；我钦佩医生，疫情面前他们不畏

死亡，筑起白色防线；我崇拜科学家，他们鞠躬尽瘁，一心为国。

困难面前，袁隆平、邓稼先、钟南山、李兰娟，一个个中国人物构

成了中国的脊梁，他们乃国之大幸，民族之骄傲。

《中庸》有言，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

家将兴的征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好的中国制度，我听过，坦克

连副连长，救下投掷手雷失误的新兵却被几十块手雷破片布满背部，

差点退出现役，但是新兵毫发无损，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党领导下的

党员干部，他们敢为人先，当好了排头兵。

海军国产航母的

下水、陆军的体制改革

的进行、空军的歼 20

翱翔蓝天、海陆空一体

化震慑周边国家，中国

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国

际空间上更是有世界

上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历史的潮流下，中国的五星旗帜正在被

越来越多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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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 百年屈辱，百年渴望，中华民族面临千年之巨变，

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入了世界强者之林。

展望未来，扬帆起步，2050 年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

今，中国国力蒸蒸日上，国防建设如火如荼。我辈当代大学生，有

着高等学府的资源，自当奋斗不止，为中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戏剧与影视学院 曹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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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者

天未明，紧张的神经被黎明的口哨声撞破，我们即将要迎来为

期十天的军训生活。届时，我们喊出的每一句口号，踏出的每一步

坚定步伐，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证明。

行军者，勇谋兼备重气节

正式训练前的准备工作是军事理论教育，那是报国情怀在心中

的定格。我们在锻练身体的同时，也应当做好思想有足够认知的准

备。因此，理论教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的知识，也更能

够帮助我们理解军训的意义，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勇气，加之谋略的

兼备，为期十天的军训生活才能苦中作乐，无惧风雨。

行军者，运筹帷幄胜千里

对于军训的后勤保障工

作，学校也做出了相应的安

排。学校餐厅布置了教官们

的专门餐厅，面对教官的工

作量，更加注重营养搭配。

教官们也对此作出了满意评

价：非常好，超出了预期。

同学们也会依据课程安排严格执行，严格要求。

军训当天校医们对军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伤病进行了必须准

备，白大褂出现在主席台上的瞬间，清晨的雾气好像也随之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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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达尔效应的出现，让军训前的光有了不同的形状。

行军者，大局为重轻私利

军训期限虽短，对于我们团体之间的整体性协调性却有着非同

凡响的意义。我们在口号声中前进，追求着教官目光中的统一；我

们在太阳下屹立，坚持着教官口中的能力。我们把集体利益放置于

我们个人利益之前，更大程度的接受我们个人力量的薄弱，继而凝

聚，获取集体的力量，这是军训的意义之一。而曾以为漫长的磨砺

日子，恍惚间也会被缩得好短。

行军者，为国为民竭心力

我们是国家未来的新人，面对社会发展的迅猛，我们理当接受

这样艰难困苦的洗礼。我们为这样的成长流泪流汗，也为这样的成

长坚定勇敢。疫情来临时，

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像

钟南山先生那样的人，军训

来临时，训练的终极目的是

成为国家的脊骨和血脉。想

到再次听到军歌时，竟是满

腔为国情怀，永志不忘。

行军者，一令如山号天下

踏进训练的操场，我们进入的是年轻热血的流浪，在每一声口

号里转身，在每一句口令里流汗，从叫苦不迭到苦中作乐，一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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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的是染尽大义的凛然面孔旁闪闪发光的袖章。烈日炎炎我们不

会流泪，大雨滂沱我们不会动容，而结束时教官利落的军礼或许才

是整场军训印象最深刻的瞬间。待到训练结束，那一声声口令仍会

刻在我们心田中，凝在我们血液里。

行军者，手握荣光。

（戏剧与影视学院 张冯禹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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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时事

轻“舟”已过万重山，层峦山外是故乡

2021 级新生军训已近尾声，当我们在军训场上挥洒汗水时，

一则国人持续关注的新闻空降热搜——孟晚舟女士乘坐着政府包机

回归祖国怀抱。

孟晚舟女士停滞在加拿大 1028 天，在此期间不能实现人身自

由，被迫带上电子脚铐。她回国后首次露面，就有民众细心观察到

了她脚上的淤青。这些重重加诸于她身上的枷锁，从来都没有磨灭

掉她对祖国的忱忱热爱。“我想感谢我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对我的支持

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她在回国前的讲话中动情地

说道。

孟晚舟女士在归途中亲手写下了感言《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

途》，其中表达了她对党和国家的深情歌颂，对默默支持她的中国人

民的无尽感激，真诚地祝愿了祖国母亲华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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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祖国坚定不移地走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上，昂首阔步走

向繁荣与昌盛。祖国一直将维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摆在首位。中

国永远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孟晚舟女士获释回国，归功

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

中国实力和凝聚力不断提升与中国人才辈出息息相关。而在江

山代有人才出的今日，国家对中国青年的成长抱有浓厚的期待。

刚刚在大学这一崭新的舞台上开始活跃的我们就是中国青年。

虽然我们仍然很青涩稚嫩，虽然我们仍旧在日常军训中叫苦喊累，

但是我们始终不忘我们是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我们的信仰是中

国的红。

祖国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我们亦渴望成为建设祖国的基石，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筑就中国的钢铁长城！

（生命科学学院 谢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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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师大黄昏

看着窗外随风摇动的树枝，我坐在宿舍憧憬在大学里未来四年

的旅程。

军训的时光转瞬即逝，我不知不觉中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与那些

新认识的人一起度过了十多天的时间，也正是这不长不短的十多天，

我和大家从初见时的小心试探变成现在的吵吵闹闹。这是一种很奇

妙的感觉，我不禁想要感叹——原来女孩子之间建立友情真的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情。

等到半下午，我和舍友披上外套在师大校园散步，路过湖边，

波光粼粼的湖面有些刺眼，在夕阳照耀下，沥青路熠熠生辉。我们

感受着秋天微凉的风吹拂脸颊，看着树枝、高草自由地摇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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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放空，任由灵魂失重，迷失在关于未来的思路迷宫，我感觉自

己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性，微弱的光在我心里愈发耀眼，照亮了风

吹往的方向。

“找到一条路，梦想与思绪朝着目光指引的方向就能即刻起

飞。”

年年有风，风吹年年。当银杏大道的落叶与路过的晚风寒暄，

夕阳的温度就足够融化我们对未来的迷茫。

此时此刻，师大的风景在我眼中渐渐清晰，那种美像是在文艺

复兴中沉迷。

我们甘愿沉醉在校园平凡却让人心悸的美景中。

我感受着舍友手心的温度，收起思绪，坦然地想着，时间会帮

我们记录未来四年的点点滴滴，年轻的灵魂会永远灿烂，会永远炽

热。

（戏剧与影视学院 王语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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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军训汇演彩排有感

微风摇曳，泛叶凋之，盈一怀婉约，将一笺心语吟成满纸风情，

让斑驳的印迹诉说着秋水长天的故事。这是军训汇演的前夕，彩排

之期，这也是最燃的军训岁

月，又是一年点兵际，沙场

英姿无遗留。身着戎装的新

生历经军训的磨练与洗礼俨

然成为了威风凛凛的行军

者。“稍息、立正、侧身转体、

齐步走正步走。令行禁止，

军纪如钢，每一寸肌肤都肆意挥洒着青春的汗水，每一股血液都纵

情涌动着芳华的跃律。这是每一个行军者的必经之路。

整齐威武的连队踏着刚正不阿的步伐走过，脚步声有如振奋人

心的战鼓雷鸣，强劲有力的动作似军旗在烈烈罡风中飘扬。目所及

之处，皆是我校大一新生跃跃欲试的自信之情，新生们矫健的步伐，

坚毅的姿态，不觉间竟于脑海中的阅兵式上的景象重合。当同学们

每踏出一次方步，都意味着军队的服从性，当同学们每喊出一次口

号，都意味着集体的团结性，当同学们摆出那有力的姿势，包含着

一股坚毅的意志。这是军训汇演前的彩排，也是每一位同学的洗礼

与淬炼之果。让我们共同期待山西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军训汇报表

演，一睹我校新生雄姿风发！

（戏剧与影视学院 游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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