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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 2017年大学生军训团
合唱比赛抒发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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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三名）
1 .二营九连 杨浩男《蓝天白云，你我相聚》
2 .机电一体化 白成杨《快乐军训》
3 .三营十一连 代理指导员贺浩浩《西高———希望》

二等奖（六名）
1 .二营九连 刘佳瑞《阳光下挥洒汗水》
2 .警卫连 乔婷《军训最美瞬间》
3 .三营十二连 汪燕安《旗手》
4 .四营十六连 杨红《最帅教官》
5 .三营十四连 指导员赵轩《军训，一种人生体验》
6 .二营九连 王雪虎《最美学员》

三等奖（八名）
1 .二营九连 张超
2 .二营九连 李阳《西高，温暖的家》
3 .二营九连 王杰《西高，给予我最美的礼物！》
4 .二营九连 贺延辉《军姿》
5 .二营九连 辛佳豪
6 .二营九连 赵小锋《我的军营秀》
7 .软件技术 闻冲《我们的军训》
8 .软件技术 刘海宁《雨夜的军体拳》

优秀奖（十六名）
1 .二营九连 周蟠 《最美瞬间》
2 .二营九连 白锦男《我的热血军训》
3 .二营九连 蔡佳良《获奖的喜悦》
4 .二营九连 程育海《军训的快乐时光》
5 .李龙伟《最美军训》
6 .李天白《最美军训，红歌获奖》
7 .李郅慷《军训风采》
8 .王震《昂扬激情的合唱比赛》
9 .魏泽铄《我们的荣誉》
10 .吴亚军《最美时刻》
11 .张家乐《最美瞬间》
12 .张佩琦《我们是“家人”》
13 .赵晨栋《最美的军营，最美的兵》
14 .机电一体化 苟磊超《身影》
15 .机电一体化 王华《最美红歌秀》
16 .软件技术 靳祚豪《我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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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两名）
1 .四营十七连 苟晓通《青春无悔 为梦而狂》
2 .三营十四连 仁青明措《军训心得体会》

二等奖（八名）
1 .一营三连 王玉 《我懂》
2 .十五连 何德莉《青春，美在军训》
3 .二十连 杨春霞《军训，如花盛开》
4 .一营一连 徐盼盼《九月的迷彩》
5 .一营一连 柴宝丽《一次军训，一场青春》
6 .二营八连 胡泽涛《青春的一场洗礼》
7 .二营十连 乔勇《无声的离别》
8 .一营四连 徐霞《青春集结号》

三等奖（十八名）
1 .十九连 张珂《军训感想》
2 .四连 武新红《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3 .一营一连 李凡《汗水成就未来》
4 .警卫连 王梦华《迷彩的青春》
5 .三营十三连 徐浩《军训感言》
6 .一营四连 虎婷婷《我与西高有个约定》
7 .一营四连 柏雪茹《九月，再次起航》
8 .二营七连 梁亚康《军训感言》
9 .二营七连 闫军童《军训之行》
10 .四营十八连 杨兴岩《军训论文》
11 .一营二连 王刘叶《那些天》
12 .一营四连 徐颖《我和军训有个约定》
13 .一营五连 罗琴《在砥砺中自我不断成长》
14 .四营十八连洛智尼玛《大学梦，军旅梦，我的梦》
15 .一营四连 王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6 .一营四连 李刘婷《稍息，立正，我爱你》
17 .四营十九连 于帅《心怀梦想，何惧风雨》
18 .一营三连 马润润《军训·青春无悔》

优秀奖（二十名）
1 .二十连 赵淼《那抹绿色的回忆》
2 .三营十三连 韩旭《军训心得》
3 .二营十连 李英杰《军训感言》
4 .二营七连 刘涛《我们不后悔》
5 .贺新艳 《迷彩军训，青春无悔》
6 .一营五连 陈姣姣《军训，让青春飞扬》
7 .二十连 青梅卓玛《一路在成长》
8 .一营五连 李兰《军训，青春，梦想》
9 .一营五连 王蒙《欣欣向阳，铸青春之梦》
10 .二营十连 周瑜《军训感言》
11 .一营四连 高薇薇《生活因军训而精彩》
12 .一连 叶平《品味军训这杯苦咖啡》
13 .十七连 赵阳《九月不灭的挑战》
14 .警卫连 武靖儒《难忘的二十天》
15 .一营四连 滑童《迷彩军训，青春永驻》
16 .二营八连 李斌《军训感言》
17 .一营四连 王诗然《青春是用来折腾的》
18 .四营十九连 金泽华《“当兵”的这些天》
19 .二营十连 张印涛《军训的烙印》
20 .二十连 吕文杰《军·青春》

2017级新生军训动员大会成功举办
9 月 11 日，在长安校区足球运动场，西安高

新科技职业学院 2017 级新生军训动员大会隆重
举行，院党委书记安宁、副院长于萍、院务委员
党政办主任靳林弋、院务委员学生党总支书记
顾灏、教务处处长谢金鹏、基础部主任王传领、
宣传部副部长房鹏程以及各系部、处室、教研中
心、团委等主要负责人和 2017 级新生参加了动
员大会。大会由副院长睢宇恒主持。

2017 级新生军训动员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副院长于萍教授宣读学院关于印
发“2017 年新生军训工作方案”的通知，她就活
动指导思想、目的与要求、组织机构、军训对象
与时间、作训方法与军训内容、军训保障、军训
安排与考核和军训要求，进行了说明。

学院 2017 级军训学生代表即一营三连的杨
华同学作了发言。她表示，作为一名站在起跑线
上的大一新生，他们将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学会
自知，学会感恩，回报社会。在发言中，她代表全
体受训同学承诺，将坚决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
指挥、苦练基本功、磨练意志，激情洋溢的发言不
时博得阵阵掌声。

学院教师代表胡星老师在发言中表示，高考
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大学就是人生的新起
点。她号召新生们坚守初心，努力充实精神家园，
沉心静气做好每一门功课，秉承学院的“勤学于
恒、博学于融、思学于新、仁学于信”的校训，践
行学院“完整大学生活”理念。在快乐中找寻学习
的乐趣，在快乐中追逐内心的梦想，在快乐中健
康成长。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2017 级新生军训动
员大会举行了隆重授旗仪式。学院副院长于萍教
授授军训团团旗，王延国参谋长接旗，并带领新
生豪迈宣誓：“我是新中国的大学生，我志愿参加
军事训练，承担公民责任，履行公民义务，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不怕困难，吃苦奉献，爱祖国，爱
国防，爱人民，爱校园，为了国家的利益，为实现
强军梦，强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新生
们右手握拳，在教官的带领下积极表态，高亢激
昂的声音催人奋进。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安宁作了
重要讲话。他代表院领导热烈欢迎 2017 级新生
加入西高学院大家庭，他特别指出，军训是大学
生活的第一门课，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一
环，是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举
措，是全民国防意识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四
有”大学生的主要内容。

在讲话中，安宁书记对全体参训同学提出三
点要求，一要不断加强政治意识、树立起国防意
识和忧患意识；二要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发挥能
吃苦耐劳、磨炼意志、团结友爱的精神；三要树立
起为国家奋斗的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
领导核心地位，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宣传部 高敏）

9 月 19 日，西安高新科技
职业学院举办了“歌颂祖国·喜
迎十九大”2017 年大学生军训
团合唱比赛。副院长于萍、院务
委员顾灏等各处室负责人观看
了比赛，并为 20 个参赛连队打
分。

伴随着铿锵的步伐，有序的

出场，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
新生军训歌咏比赛以连队为参
赛单位，共有 20 个代表队参赛。
各参赛队演唱了 《祖国不会忘
记》、《歌唱祖国》、《保卫黄河》
等耳熟能详的爱国、军旅歌曲，
用激情嘹亮的歌声抒发了对党、
对祖国、对学校的热爱之情，用

饱满的热情喜迎“十九大”召
开。

此次比赛采取现场打分制，
经过激烈的角逐和评委老师的
综合评比，最终，九连荣获一等
奖，十六连和三连获二等奖，十
三连、一连、五连获三等奖，最
佳比赛精神文明奖由警卫连获
得，优秀连队流动红旗奖由三
连、六连、十二连、十六连获得。

副院长于萍在重要讲话中
指出，经过半个多月的军训，
2017 级新生们的精神面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通过比赛，调动
了新生们参加军训的热情，展现
出了英姿飒爽的一面，营造出积
极向上的军训文化，更加有利于
2017 级新生们用饱满的热情和
崭新的姿态投身于新学期的生
活和学习中，为我院的新发展谱
写新篇章。 （宣传部 高敏）

军歌嘹亮 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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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编辑部成立于 2000 年，是院党委宣传处的
直属宣传机构，主要负责半月刊即《新报》的编辑出版工
作。

关于我们
《新报》是学校党委及行政的机关报纸，为校内公开

出版物。校报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负责确定每期校报
的宣传重点，制定报道计划、定期召集编辑会，组织编辑
部工作。校报编辑对各自的版面负责，按照编辑部的报
道思想和要求，按时采访、写稿、组稿、编稿，策划相关选
题和栏目，并负责本版面内容的核对事实、润色文字、挑
选图片、制作标题、设计版面和校对等工作。

组织机构
编辑部和排版组

负责收集学生记者的各类稿件，负责校内外征稿工作，
撰写相关文艺稿、编者按等，并做好审稿校稿工作，对各类稿件进行整理与修
改，对报内文字进行校对工作以及报内的排版工作等。

办公室
负责督促报纸的发放及落实报纸的发放，刻贴条幅，制作宣传海报以及每

次开会的会议记录，运用和掌握实用性的电脑软件进行各种宣传工作。除此之
外，办公室还要携手其他各个部门，共同完成部门之间的工作。

摄影部
用相机记录美。优美的环境、精彩的歌舞表演、奋斗的热血青年都是他们镜

头下的故事。摄影部定期开办部门培训，从零教授摄影技术。同时，为编辑部的
文章配图，使文章更加生动。

新媒体
负责能够独立运营微信公众号，为粉丝策划与提供优质、有高度传播性的

内容；负责增加粉丝数，提高关注度和粉丝的活跃度，并及时与粉丝互动；挖掘
和分析网友使用习惯、情感及体验感受，及时掌握新闻热点，有效完成专题策
划活动；紧跟微信发展趋势。

主要工作
立足校报平台，挖掘学校的先进典型和榜样力量，

力争向学子传达最真实的消息，力争通过专题策划挖
掘每一个优秀人物或先进事迹背后的动人故事。集中
凸显学校发展理念和发展特色，广泛传播校园文化，
加强母校与校友之间联系、沟通。

自创刊以来，《新报》编辑部在院党委的领导下，
积极报道学校大事要事，及时宣传学校教学工作，先
进人物，先进事迹，在学生和教师之间起到传播信息
的作用。《新报》是校园文化的宣传窗口，是广大师生
的交流平台。

有 一 个 地 方

感恩—人生的阳光雨露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去看待生活中
的种种，只要心怀感谢，人生就会过得幸福而充实。

一个青年丢掉了工作，身在异乡的他四处寄求
职信，但都石沉大海，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回信，回
信人斥责他没有弄清楚该公司所经营的项目就胡乱
投递求职信，并指出求职信中语句不通顺，借此把青
年好好地嘲笑了一番，青年虽然有些沮丧，但他觉得
这是别人给他回的第一封信，证实了他的存在，而且
回信人在信中的确指出了他的不足，为此，他还是心
怀感恩地回了一封信，里面对自己的冒失表示了歉
意，并对对方的回复和指导表示了感谢。几个星期
后，青年得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录用他的正是当初
回信拒绝他的公司。

这是我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我一直以该
青年为榜样，正是他那颗感恩的心，打动了用人单
位。

孟郊在《游子吟》中写道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字里行间流露着深情，字字句句倾诉母爱之魅

力。我们如今正沐浴着母爱织成的阳光吮吸着充满
母爱的琼浆玉露。母爱伟大，父爱亦然，父母给予我
们的是他人所不能及的无私的爱。常怀一颗感恩的
心，这个世界在我们眼中就会变得愈加美好老师，三
年的时光已悄然过去。也许我曾让您头痛，也许我曾
让您担忧，也许我曾让您舒心，也许我曾让您骄傲
……无论怎样您始终是我敬爱的老师。也许您桃李
满天下，不一定会记得我，但是我始终都会铭记您的
教诲。

时光匆匆，到分手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师生
情是多么地深厚，相信我们这三年的情谊，可以浓缩
成一杯茶，帮我们驱逐我们心头的，我相信我们的情
谊，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不会因为时光而消失，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虽然我们将来分散在天涯海
角，我相信我们的情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
我们的心田！我感恩……

很多很多的人……
感恩，让我懂得“天下父母之心尤为贵”。感恩，

让我懂得“承膝于祖辈的乐趣”；感恩，让我领略到
阳光的妩媚；感恩让我明的什么是披肝沥胆，风雨同
舟；感恩，让我明白……

感恩鸟语花香，感恩春和景明，感恩蔚蓝的苍穹
……

感恩，生命如此不平凡，生命长河中确有宝石在
熠熠生辉，感恩，生命如此丰富与多彩，万物生灵赐
予的永不泯灭的生活热情。

感恩深深，真情切切，感恩使我懂得如此之多，
甚至有超脱世俗的情愫。那我们为什么不感恩“感
恩”呢？

那么，让我们合上双手，闭上双眼，向上天诚心
的祷告，愿天下人都学会感恩“感恩”！

人，应该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随手打开小学毕业时的留言薄，映放眼帘的是

老师熟悉的字迹：“短暂的师生情令人难忘，彼此信
任，使我们更像朋友。人生道路多曲折，要豁达、开
朗、善待自己，使自己永远坚强。”感谢您，老师，感
谢您两年的不倦教诲！真的很怀念与您谈心的时候，
似乎那时的天总是那么蓝的，日子过得很慢，总以为
毕业遥遥无期，但转眼来不及说声感谢就要告别。

教师是火种，点燃了学生的心灵之火；教师是石
级，承受着学生一步步踏实地向上攀登。

您像一支蜡烛，虽然细弱，但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这无私的奉献，令人
永志不忘。您讲课的语言，悦耳像叮咚的山泉，亲切
似潺潺的小溪，激越如奔泻的江流……

春蚕一生没说过自诩的话，那吐出的银丝就是
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敬爱的老师，您从未在别人面
前炫耀过 ,但那盛开的桃李 ,就是对您最高的评价。

(强震 )

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曾在那里为了梦想努力
奋斗，我们曾在那里做过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们
曾在那里遇到过这辈子第一个真正喜欢的人。那个
地方承载着我们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那里就是我
们的大学。

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在地面上留下斑
驳的残影，清风徐来，携带着那边小花园里的芬芳。

当我再次回到这个曾肆意挥洒青春的地方，我
心中竟不断涌出幸福与感动。我低头，暗嘲自己矫
情，然后起步，往曾经的教室走去。教室里，那些桌
椅还是按原来的方式排列着，学弟学妹们还在上课，

我怕被他们发现，不敢多待，刚要走，便碰见了我们
之前的导员。他叫住我 :“哎，××，你们放假啦”？我
笑答 :“是啊，放假了就回来看看”。他笑了，说 :“对，
不管你们到了哪，这儿也都算是你们的家，没事就回
来看看，是好的。”我笑着点点头，说 :“是啊”。他又
说 :“现在工作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能老是迟
到，要努力工作……”我看着他有停不下来的趋势，
才猛地想起这个老师可是以唠叨闻名全校的，我嘴
角抽了抽，连忙说 :“呃，老师，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个
事，我下回再来听您的教诲啊，拜拜。”说完，便一溜
烟的跑掉。

气喘吁吁的跑到操场上，仰面躺倒，注视着这片
久违的天空，想着，这里也有着许多曾经的影子。我
们曾在这里拼尽全力奔跑跳跃，也曾声嘶力竭为他
们打气加油，还曾绕着跑道走过一圈又一圈。天空的
那片云也好像当时我们一起看见的那片，那个台阶
的一角，还是跟之前一样缺着。快毕业的那几天，我
们也在这里留下了专属于我们的印记，看着手机里
面傻傻的我们，不由自主的笑出声来。

毕业，这个词带给我们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带给
我们离别的心酸。年少轻狂的我们，一直想飞得更高
更远，摆脱父母的唠叨，摆脱老师的束缚，可是真正
到该我们飞的时候，心里涌出的却全都是不舍。再也

没有一个地方，教我们做人的道理，给我们指明人生
的方向。

毕业时的学校不再那么讨厌，不再那么破旧不
堪，她的一草一木都显得那么可爱，那么生趣盎然，
她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家。当我们在外打拼遇到困难
时，我们会想起她 ; 当我们人生地不熟处处受排挤
时，我们会想起她 ;当我们被沉重的压力压到喘不过
气时，我们会想起她。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她一直在
那里，给我们力量。 （刘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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