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院汪亨享 本版校对院郑彤云 勤学于恒 博学于融 思学于新 仁学于信 学院网址 http://www.xhtu.com.cn 新报第 版2 学院网址 http://www.xhtu.com.cn新报 勤学于恒 博学于融 思学于新 仁学于信 本版编辑：汪亨享 本版校对：郑彤云 第 3 版热点新闻 文明校园

为了深入宣传贯彻新时代总体
国家安全观，充分展示国家安全工作
成就，提升广大师生的国家安全意
识，提高师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引导师生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感、使命感，弘扬 " 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 " 的社会风气。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营造良好氛围。我院于 4 月 15 日
下午组织学生在音乐厅集体观看了 "
国家反恐办普法宣传片 "。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
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

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 " 总

体国家安全观 "，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方针政策。国家
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
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
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道路。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和社会公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国家安全法
以 " 总体国家安全观 " 作为指导思想，规定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
国家安全制度 ,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义务和职责。通过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让政府和社会公众有效地了解国家安全法提出的
各项要求，从而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大家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最后，有利于增强国家安全法普法宣传的效果。国家安全法设立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是为了集中地向社会公众传播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便于在短时间内
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接触和了解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知
识，特别是懂得如何依法履行自身的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责和义务。

国家安全需要 " 自主意识 " ,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 ,之

前就有新闻报道 ,国外间谍人员以媒体约稿、兼职招聘、网络交友等身份出现 ,
降低目标人员的戒备心理 ,利用普通公民 " 赚外快、兼职 " 的心理 ,套取信息情
报。有些人知道违法却深陷其中不能全身而退 ,有些人直到被逮捕才知道自己 "
兼职 " 的是什么工作。国家安全其实一直都在人民的身边 ,许多行业在合同中
会约定保密条款 ,有些财务会计工作者更会涉及多项保密条款、保密事项、秘密
数据 ,还有从事行政工作 ,许多政策文件也是有密级的 ,诸如此类都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但是人们却并不重视 ,或者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至于
对国家安全的内涵所知甚少。

此次普法教育大会，有效的提高了我院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强化了安全
责任意识。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身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家是多么幸福的时候 ,当
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时候 ,人们需要更多关于
国家安全的知识 ,通过学习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承担社会共同责任 ,真正实现维
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4窑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起笔人生未来，落笔情系国家，这是每个青年朋友身上肩负的神圣使命。
回望历史，百年前那份惊天动地的爱国情怀，在漫漫长夜里燃起熊熊火炬，

激励着一代代中国青年在荆棘丛生、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为了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国家富强接续奋斗、坚定前行。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
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
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
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一百年前，中国身处忧患，青年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科学民主
启蒙、以救亡图存求变，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传遍祖国大江南
北。他们以满腔热血和爱国热情，用行动和呐喊唤醒了一代人的觉悟：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

回首百年，这场声势浩大的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
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最鲜明的精神内核就是———爱国。

从 1919 年到 2019 年，跨越百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不变的是爱
国的热情、是接续奋斗的决心。旧中国满目凋敝、民不聊生，无数优秀的青年以
青春和热血，为今日之青年奋斗出一片大好河山。新中国，一桥飞架通南北、戈
壁马兰朵朵开、垦荒海岛变明珠，一代又一代青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春既是血雨腥风里坚守的铁骨，也是攻坚克难时创新的先锋。不管时光

如何变幻，不管岁月如何洗涤，五四精神都世代传承，不断激励着成千上万的
中国青年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五四运动的火种，一直燃烧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心中。百年后的今天，战火
和硝烟散去、贫穷和饥寒渐渐远行，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早已发生根本性
的转变。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代代追求进步的青年，始终明白什么是爱国，更
深刻懂得每个人的奋斗于国家的意义。

中国青年，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青年人传承
技能在故宫修画是爱国，维和战士远赴索马里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力量是爱
国，青年环卫工人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是爱国，快递小哥穿梭在街巷送
达每一份物件也是爱国……爱国，就是坚守岗位的踏实奋斗。在科技攻关最前
沿、创新创业第一线、脱贫攻坚
主战场等等，活跃着独属于青
年人的最美奋斗身影。站立在
新时代，国际化的视野不仅意
味着一种能力，更赋予青年自
信、包容、担当的精神气质。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中
国思考、中国方案、中国行动，
正跟随中国青年遍及全球的脚
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掀起波
澜。

鲁迅曾说：“石在，火种是
不会绝的”。青年就是那石，激
荡而生的火种生生不息，跨过
春夏秋冬，越过崇山峻岭，为国
家、为人民、为这个更好的新时
代一往无前。

新时代，前路一片光明，干
事谋业氛围正好。在实现中国
梦的历史进程中，青年是主力
军。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当实
干家，吹响青春奋进的集结号，
让我们以青春之热血、青春之
干劲，在五四精神召引下，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奋勇向前。

鲜 衣 怒 马 少 年 时 ，意 气 奋 发 正 青 春
在繁花似

锦,柳絮纷飞的 4
月里, 我们迎来
2019 年西安理
工大学高科学
院、西安高新科
技学院 2019 年
春季运动会。全
院师生齐聚操场
内, 只为迎接这
一年一度激动人
心的校运动会。
伴着响亮的口
号, 迈着整齐的
步伐, 我院同学
历时近一年的辛
勤付出终于得以

绽放。纵使烈日当头,看我青春如火。院领导的希望同学们在这次运动会上发扬 "更高、
更快、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努力拼搏，奋勇争先，积极参与，公平竞争，赛出成绩，赛
出风格。同时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用同学们的无限活力和青春风采展示我
院学子的精神风貌，用运动场上的每一次激情跳跃，每一步热情奔跑，为西高学院谱写
壮丽篇章。运动员裁判员的演讲宣誓依次进行之后，会操表演开始，同学们个个衣着整
齐，面带笑容，为大会献上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演出。

首先由我校的校卫队拥护
着的国旗与校旗，向主席台走
去，他们整齐的步伐和英姿煞
爽的正步，传达出了军人般的
气质。走在后面的是 18级学生
组成彩旗方阵。面面彩旗迎风
飘扬，五颜六色，喜庆而热烈，
象征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也象征着我们的运动会也会像
这迎风飘扬的彩旗一样五彩斑
斓，充满生机。

" 造化钟神秀，大地青未
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基础部的小仙女们迈着她们那

青春洋溢的步伐朝着主席台走去，他们用不同的舞姿合成一体，充满活力又散发着民族
魅力，有梦的地方就会有飞翔，她们成为了运动会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建筑美如画，结
构稳如磐，一桥架南北，天堑变通途。2018级土木工程系踏着整齐又坚定的步伐，灿烂
的笑容表达出他们的热情，嘹亮的口号体现了他们的实力，他们在本次运动会上展示出
了土木的风采，抒写了时代的新篇章。书山有路网络为径，学海无涯电脑作舟。信息管理
系方阵，蕴蓄着蓬勃的生机，凝聚着不竭的活力，本着 "走出宿舍走出操场走向网络 "
的指导方针，用科技奏响生命华美的篇章！是雄鹰，就该博击长空，让啸声响彻云霄；是
蛟龙，就能畅游四海，惊涛骇浪任我逍遥。机械电子工程系方阵紧跟其后，一腔热血，昂
首迈出坚毅的步伐。不为掌声的诠释，不为刹那的辉煌，只有永恒的自信，洋溢着青春的
笑容，财经系方阵迈着逍遥豪气的步伐，他们面带微笑，英姿飒爽，笑傲西高。

：
腰鼓方阵是由管理协会、腰鼓协会、

英语协会组成的方阵。一群意气风发、精神
抖擞的年轻人活力四现。整齐的步伐踏着
他们的坚定，灿烂的微笑写着他们的热情，
嘹亮的口号体现了他们的实力。一个 64人
组成的团体，他们团结友爱，勤奋好学。舞
动的腰鼓慷慨激昂，热情似火的鼓声振奋
着每一个人的心。他们的汗水挥洒赛场，他
们的活力感染着每一位运动员。这就是他
们，这就是永远的、激情飞扬的腰鼓人！

由青年志愿者协会、舞蹈协会、文学
社、轮滑协会的俊男美女组成的华尔兹
方阵，迈着美丽优雅的步伐款款走来。他
们脸上洋溢着灿烂自信的微笑，一首《泰
坦尼克号》，让他们要用优美的舞姿向大
家诠释爱的温柔。每一个动作柔情似水，
每一个旋转迷人心弦。他们坚信，他们的
存在会成为春天盛开的最美丽的那朵
花，令人赏心悦目，目不暇接。

由博弈社，轻音社，武术协会，组成的
武术方阵。整齐划一的脚步抒发着生命的
喜悦，舒展大方的动作洋溢着生命的欢快。
他们充满活力的表演让同学们身临其中。
武术运动的力量与美感他们表现的淋漓尽
致，动作和力度的配合随着音乐的此起彼
伏，让同学们不由得鼓舞着双手并高声呐
喊 "好 "。他们的表演展示了体育健儿的潇
洒与激昂！意气风发的面孔向我们展示了
中国功夫的魅力。

由电竞协会，吉他协会和现教协会组成
的爵士舞蹈方阵，气质昂昂。燧石在敲打中
发光,钢铁在熔炉中成器,这是一个紧张、团
结、活泼的集体。鹰击长空不足以概括他们
神勇,英姿飒爽不足以诠释他们的蓬勃,意气
风发不足以形容他们的自信。每一个动作干
脆利落，一步到位，帅气逼人。他们坚信:"年
轻没有失败!"他们不狂言自己最好, 但他们
会努力做到更好!

由交际心理协会，汉服协会，数学
建模组成的 90 人女子汉服方阵，身着
汉家衣裳，齐胸襦裙，华冠汉礼，万福
想敬，引人注目。这是汉族女子相见时
常用的礼节，万福，双手微握，交叠放
于小腹之处，目视朝下，迈着优雅的微
步。一袭红装，柔美如画，翩翩舞动的
衣袖，舞出了汉服的优美和文化的深
含。他们的表演让人想窒息观叹，他们
的精神不容破坏。美丽的舞姿让人留
恋往返。

由动漫协会、乒羽协会、口才与演讲协会
组成的啦啦操方阵。他们手捧色彩斑斓的彩
球，伴着欢快的节奏，迈着催人奋进的步伐，
舞动着他们心中的激情。快乐是他们心中的
阳光在播撒，呐喊是他们心中的的热情在释
放。他们以其特有的活力与魅力展示了高新
学子的朝气蓬勃！

春风千里送歌，绽放万千和谐花
朵。由足篮协会，跆拳道协会组成的抖
音方阵，在这个操场上成为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律动的音符装扮着青春的倩影,欢
快的舞姿托起欢腾无限。洁白的裙子
在他们的手中舞动，美丽的让人不敢
去靠近，中间的红色裙子摆成的心型，
让同学们的嘴角流露出温馨的微笑。
年轻的生命在阳光里展现风采,生命的
凯歌在舞动中走向激昂。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由音艺
协会、书画协会、民族舞协会组成的民
族舞方阵别具一格。不同民族的服装，
象征着不同民族的风格。他们的舞步欢
乐，轻快，带给同学们不同的文化特色。
生命的魅力在这里挥洒,青春的风采在
这里绽放,在这激情飞扬的时刻,让我们
也想一起起舞。

最后是由我们的
教师组成的队伍。他
们昂首阔步，心中装
满的是教育的神圣。
他们精神抖擞，眼中
关注的是学生的成
长；他们团结进取，爱
岗敬业，关爱学生，无
私奉献。他们用拼搏
的汗水挥洒赛场，他
们用满腔的热血奉献
西高。他们相信：有梦
的地方就会有飞翔。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新的一年里他们一定
能开创教肓教学工作的新局面。

运动场上的表演方阵以及啦啦操以其特有的活力与魅力展示了西高学子的朝气蓬
勃。也淋漓尽致的诠释了学子们的风采。这次运动会既展现我院学生的团结与拼搏精
神，又丰富同学的校园生活。在比赛中，我院参赛运动员们本着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
的积极心态投入比赛。而每个运动员也用自己的汗水与意志向我们诠释了运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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