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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峥嵘一二·九
立足时代再出发

缅怀一二·九——追忆战火里的青春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9 日上午分别

在新老校区举行了由校团委、校学生会主

办的主题为“峥嵘一二· 九，扬帆再起航”

的缅怀一二·九活动。

一二· 九运动又称为一二· 九抗日

救亡运动。 1935 年 12 月 9 日，一群血气

方刚，充满爱国豪情的北平( 北京) 大中学

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齐聚北

平新华门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

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

抗日救国的新高

潮。12 月 12 日，

北平学生举行了

第 5 次 示 威 游

行，高呼“援助绥

远抗战”、“各党

派联合起来”等

口号。声声呐喊，

字字泣血。口号

喊出了人民的心

声，更喊出了全

国人民对保卫祖

国疆土的渴望。

抵御外辱，维护

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也寓于其中。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 12

月 16 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 1 万余人又

举行了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

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

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

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

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

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

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书生意气赤子心，少年壮志爱国情。在

席卷全国的浪潮中，文理学子也积极开展

了缅怀一二· 九的活动。早上 8 点分别在

新老校区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旗

缓缓升起，燃起了我们心中的民族使命感，

学生代表发起了“怀百年国难情，承中华复

兴志”的倡议。随后，在有序的组织下进行

了“纪念一二· 九运动”的观影活动，观影

前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同学为大家讲解

了关于一二· 九运动的背景和发展历程，

现场同学们认真听讲，用心去感受一二·

九精神。校团委、校学生会还分别在新老校

区开展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的宣传活动，号

召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共同追忆战火里

的青春，传承一二·九精神。

我们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这一天，六十

九年前的这一天；我们更不会忘记，更不

会忘记那些在敌人的恐吓下高呼口号、发

放传单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

是他们，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振臂

高呼，促使了反动派的妥协。

是他们，在民族生死的危难之际，热血

横洒，促使了民族的觉醒。

他们，可敬可爱的青年，以他们的实际

行动，展示了青年的热血豪情，以他们大无

畏的勇气，诠释了青年的含义。

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可敬可爱的

青年，他们是民族的拯救者，是国家的守护

者，是中华民族的先驱。

一二· 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公开揭露了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

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

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标志

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二·

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

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

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只要有硝烟，就有

勇士；只要有危难，就有脊梁；只要有青年，

就有希冀。今天，我们告别了战争，告别了

苦难，但告别不了的却是历史上每一个血

与火的文字，是一二· 九运动中每一个奋

不顾身的英雄。时序更迭，华章日新，歌岁

月长情，咏报国之志，一二· 九我们从未

忘记！             （本报记者 王慧君）

本报讯 为响应共青团中央的

号召，部署全团开展“青年大学习”行

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青年中入耳入心，11 月

17 日，校团委在博文楼报告厅组织

开展以“学习浇灌初心，奋斗实现梦

想”为主题的 2018 年团校学生干部

培训班，培训活动由校团委副书记赵

昕主持。校团委副书记马睿、校团委

副书记刘飞、校团委宣传部部长张晓

宏、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陈童出席

了此次活动，校团委、学生会、社团联

合会、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学生干部代

表、2018 级各班团支部书记、班长

参加了此次讲座。

本次团课培训在嘹亮的团歌中

拉开序幕。马睿首先做出发言，她向

参会人员宣讲了团课培训的重要性。

她指出广大团员青年要努力做到：

一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厚实知识

功底，锤炼自身品质，努力提高自身

素质；二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学生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团学干

部要坚持高举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明确自身肩负的重任，充分发

挥学生干部的职能作用；三要唯党初

心，明确使命，争做团员青年的楷模，

要凝聚团员青年，服务工作大局，当

好桥梁纽带，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

法，切实提高团学工作的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马睿最后提出希望：全

体团学干部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努力实现各项

工作的新突破，让团员更像团员，让

团干部更像团干部，让团组织更具生

机和活力，让广大青年更具获得感，

在创建高水平宝鸡大学的征程中，让

团学事业奏响激昂的青春乐章。

宝鸡市团市委书记、宝鸡市青

联主席、团十八大代表魏莉向参会

人员做第一场主题为“满载初心再出

发——学习贯彻团十八大精神”的讲

座报告。在魏莉的专题讲座中，她首

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团十八大的大会

盛况，分享了团十八大的工作报告，

介绍了今后五年的共青团工作部署，

并与同学们共享了陕西省团十八代

代表团队在北京的所见所感。其次，

她提出了新时代对共青团工作的殷

殷嘱托和切切希望：一要指明根本

方向——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二

要明晰路径方法，把握广大青年的脉

搏；三要部署深化改革，增强自我革

新的勇气；四要落实从严治团：政治

上要严，队伍建设要严。最后，她向同

学们介绍了团章修正案，由团章修正

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原则、基本遵循、

实践导向、时代要求等方面普及了团

章修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冯飞龙向参

会人员做了以弘扬校园文明礼仪，做

知行合一大学生为主题的讲座报告。

冯飞龙首先从大学生生活实际出发，

结合“杨凡门事件”“学校吃饭事件”

“教师家的拜访”等校园典型案例，提

出了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文明礼

仪缺失的现象。其次，冯飞龙向同学

们介绍了大学生校园文明礼仪的基

本内涵，向参会人员科普了文明的仪

表礼、仪容礼和站姿礼仪。冯飞龙要

求广大同学遵守大学生校园文明礼

仪规范，遵守上课礼仪、就餐礼仪和

宿舍礼仪。最后，他希望我校同学能

够提高自身文明素养，遵守各方面文

明礼仪，努力培养和践行良好的文明

礼仪习惯，为建设高水平宝鸡大学贡

献力量。

陕西科技大学团委副书记李鹏

向团员青年做了主题为“不待扬鞭

自奋蹄，初心不忘正当年——做勇

担时代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专题讲座，李鹏在报告中以

风趣的语言和幽默的故事向同学们

阐释了成长成才，提高自身综合素

养和能力才干的重要性。李鹏由爱

国、励志、求真、力行四个主题出发，

强调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与社会发

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

制度运行息息相关，青年成长要投

身到祖国建设的大环境当中去。当

代青年学生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要有成熟理智的心

态、实事求是的了解、真心实意的认

同和脚踏实地的奉献。最后，李鹏希

望各位团员青年可以牢记使命、坚

定理想、不忘初心、不负时光，始终

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

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

记、校党政办副主任张鹤向团学干部

进行最后一场讲座，题为“常用应用

文写作规范和技巧”，张鹤首先向团

学干部介绍了掌握应用文写作技能

的重要意义，其次，他向团员青年科

普了公文写作的五项基本要求，并详

尽介绍了通知、请柬、启事、倡议书、

广播稿和请假条等常见应用文的写

作要求，报告内容通过典例示范的形

式让参会人员参与思考。张鹤鼓励广

大学生干部遵循应用文写作格式，掌

握应用文写作技巧，提高自身的应用

文写作能力。在团歌的歌声中，此次

团课培训活动顺利结束。

此次团校学生干部培训活动是

加强我校团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

以培训基层团干部为主体，引导广

大团员青年深度体悟了团的十八大

精神，提高了团员的思想政治理论

素养，增进了同学们对团组织的了

解与热爱，加强了团组织的凝聚力，

使团校学生干部对自己的工作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为造就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社会主

义接班人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激励

团员青年坚定信念，不忘初心，脚踏

实地，继往开来。
（本报记者 马馨怡）

本报讯 为不断提高大学生骨干、团干

部、青年知识分子等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素

质、政策理论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组

织协调能力，提升青年团员跟党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成长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2 月 7 日下午，校团委于新校区木铎厅举

行了“青马工程”第十六期培训班开班仪式

暨开班第一课。

本次开班仪式由校团委副书记马睿主

持，校党委副书记栾宏、党政办副主任、校

团委书记党建波、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郭理

想、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崔小丽、学生部副

部长、学生处副处长官莉萍、校团委组织部

部长张磊、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陈童及各

二级学院领导、第十六期培训班参训学员参

加了此次仪式。

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校团

委组织部部长张磊宣读了《关于成立宝鸡文

理学院“青马工程”第十六期培训班团支部

和团小组的通知》，介绍了经团支部大会选

举的新一期团支部学生会干部名单。为加强

学员管理，促进今后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陈童宣读了培训班

纪律规定，要求学员们端正学习态度，树立

学员意识。之后，校党委副书记栾宏为第十

六期培训班授旗。接下来第十六期青马班

学员宋洪杰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他代

表第十六期青马班全体学员首先表达了对

各位指导老师的感谢，同时做出承诺: 坚定

信仰，努力学习，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仪式最后，校党委副书

记栾宏讲话。他教导学员们，青年人应该确

立自己的理想和方向。同时对学员们提出四

点要求：第一是要求大家讲诚信，保证终身

学习。第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

与实验相结合。第三，要讲团结，坚持集体利

益。第四是要讲纪律，不做有悖纪律的事。最

后，校党委副书记栾宏宣布第十六期青马班

开班。伴随着嘹亮的团歌声，本次开班仪式落下帷幕。

开班仪式结束后经过短暂的休息，校党委副书记栾宏

为学员们上第一节党课。他重点强调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鼓励青马学员要

善读书，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综合素质，争做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完成审核评估和早日建成

宝鸡大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徐晗 贾璞）

学习浇灌初心，奋斗实现梦想
——校团委举办 2018 团校学生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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