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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热切关注十九大 感受中国发展强劲脉搏

喜迎十九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5
年一次的盛会向来被视为观察中国发展的最佳窗
口，外国记者纷至沓来。这其中，有一支来自发展中
国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团，他们中有的人曾长期负责
报道中国新闻，有的人曾在中国工作和学习，也有的
人是第一次同中国近距离接触，但大家不约而同地
表示，将充分报道中共十九大，向世界传递中国发展
进步的强劲脉搏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坚定决
心。

解读发展密码
瑞伊·雷克约是菲律宾《马尼拉标准报》的资深

记者，从事新闻工作 20 多年。 11 日，他风尘仆仆地
从马尼拉飞至北京，开启了他的“十九大时间”。 12
日一早，他便同其他国家媒体朋友一道，到上海参观
访问。“能来华报道中共十九大，是我从事新
闻工作 20 多年来最为骄傲的事情。”瑞伊说。
“2016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广州、北京的现
代化程度令我惊诧。国际社会要求学习中国
经验、中国道路的声音越来越多，而我的所观
所感，更加坚定了我要了解中国经验、解读中
国发展密码的兴趣和决心。中国经验不仅是
中国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
义。”

约旦通讯社外事记者萨利赫和伊拉克
《晨报》政治组主任海达尔都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秘诀感到好奇。萨利赫曾于 2010 年和 2014
年两次来到中国，一次是在北京培训，一次是
参与报道在宁夏举办的 2014 中国—阿拉伯国
家博览会。萨利赫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
的带动作用显而易见，我希望通过此次对十九大的
采访，了解中国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规划。”

海达尔则表示，在伊拉克，几乎所有商品都是
“中国制造”，比如华为手机、奇瑞汽车等，还有中国
企业在伊拉克参与基础设施重建，因此他对与中国
经济相关的议题充满兴趣，“我希望得到采访机会，
充分学习和了解十九大的所有议题”。

哈娜奈·西摩尔是阿尔及利亚《晚报》的国内版

评论员。在正式开启对十九大的报道前，她随记者团
来到福建省采访。参观了福州滨海新区东南大数据
产业园后，她对中国的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
情况产生浓厚兴趣。“我希望在之后的采访中更多了
解中国在高新科技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
正在经历快速发展，我非常好奇中国经济如此蓬勃
发展的秘诀”。

传递改革决心
泰国第一大新闻网站“经理在线”网中国新闻专

栏负责人伍素乐，在过去十年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关
注中国政治、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内容，报道好中
国故事。为此，她还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了两年
汉语，现在她每天坚持阅读《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
媒体的相关报道。

谈起对中国过去 5 年最为深刻的印象，伍素乐

坦言是“改革”，并表示期待了解十九大为中国下一
步发展定下怎样的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
党、打赢反腐攻坚战、推进军队改革……这些名词在
伍素乐看来一点都不陌生。她认为，改革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能做成，而在其他很
多国家往往半途而废？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曾报道过中国两会，亲
眼见证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
献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民主制度。与此同时，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一项长远目标，中国
一代接一代人不懈努力。而在西方，执政党和反对
党为了彼此的政治利益争论不休，这届政府的政策
到了下届就得推倒重来，国家前进的步伐就这样被
时时打断。”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清晰的执政思路，为了人民

的福祉而努力奋斗，致力于经济的不断发展，追求
合作而非对抗的政治哲学，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不充当任何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能够带领中国取得一个又一
个成功的重要原因。”塞拉利昂《旗帜时报》记者卡
尔格博在其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

《印度快报》城市版主编阿普瓦说，在发展和改
革领域，印度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点，这次到中国采
访十九大，是近距离感受中国发展脉搏的最佳时机，
他要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举措传递给印
度读者。

分享发展机遇
观察中国发展的人士都不难发现，过去这 5 年，

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进展的 5 年。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实现
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全覆盖———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从未像今天这般频繁，中国与世
界关系也站上了崭新的起点。十九大将给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增添怎样的动力？世界将从中迎来怎样的
机遇与变化？这也是外国记者非常关注的话题。

福建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来到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重镇泉州，一幅“舶交海中，不
知其数”的画面徐徐展开，似乎也触动了在场
所有记者的心灵。突尼斯《新闻报》记者罗恩
兹十分认同中国的古语“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她对本报记者表示，通过此次对十九大
的报道，她希望让更多突尼斯人民了解中国
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她说，突尼斯
和中国应该加强人文交流，这也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意义之一。

阿富汗通讯社记者帕尔维兹·卡罗哈伊
勒曾长期跟踪中国新闻。“中国正日益成为国
际舞台上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中国从不干涉
他国内政，而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和平与机
遇。”卡罗哈伊勒对“一带一路”倡议印象尤为
深刻。“这个倡议致力于推动各个参与国和中

国的共同发展繁荣，把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
联结在一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一带一路’更好
的倡议了。”他说，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所有邻国都是
中国发展的受益者，希望看到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因
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将全面客
观深入地做好十九大相关报道”。

缅甸天网电视台记者佐耶昂此次来中国采访，
乘坐了当今世界最快的高铁“复兴号”、看到了黄浦
江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目睹了中国在创新发展
领域的努力拼搏，这些都令他耳目一新。他最为企盼
的是缅甸人民也能早日坐上高铁，发展的道路越走
越宽。“所以，我非常关注中共十九大将为中国进一
步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发展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关系、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而提出的倡
议和举措，这将惠及世界，惠及周边”。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些
外国记者远道而来，关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盛事，为
的是把一个致力于发展、致力于和平、致力于共同繁
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分享中国机遇。

据《人民日报》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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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热议习近平给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的回信

2017 年 9 月 25 日晚，我院师生通过电脑、手机、
LED 大屏观看新闻联播，就习近平给南开大学新入
伍大学生的回信及大学生征兵工作有关内容谈心
得。

我院党委书记安宁说：“看了新闻联播习近平总
书记给南开大学八名参军入伍大学生的回信。我心
里感到十分亲切，时代呼唤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总
书记的讲话寄托了，党和国家对年轻一代人的殷切
期望。我自己在青年时期也有从军的经历。我感到正
像一首歌里所唱的人生里有了当兵的经历一辈子也
不后悔。我们学校每年也有数十位大学生应征入伍，
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把爱
国之心变成报国之志，用踊跃参军的实际行动为我
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院退役大学生士兵曹康说：“通过观看习近平
主席对南开大学生士兵的回信后，我深有感触！习总
书记这种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
人去学习，更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党性修养。另一方面
就是习总书记对士兵的深切关爱和殷切希望。虽然
我们离开了部队，但我们退伍不褪色！骨子里永远是
一个兵，如果祖国需要！我们一定会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我院退役大学生士兵汤硕璞说：“今天新闻联播
中提到习总书记给南开大学八名新入伍大学生士兵
回信，说明党和国家重视大学生士兵的发展，从古至
今有无数能人志士弃笔从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少
不了需要拥有高素质、高能力、高技能的大学生歇笔
从戎。这八名新兵有烈士子女、有农家子第、也有城
市青年。无论身处什么地位，我们首先是中国人，都
有一颗爱国报国的心。国家的教育制度培养我们，我
们也应该歇笔从戎，报效国家。”

我院退役大学生士兵张鹏说：“今天观看了习主
席给南开大学的八位入伍大学生士兵回信新闻，作
为一个退伍老兵，看完深有触动。在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一代选择
了携笔从戎，为部队注入更多新鲜血液，而部队也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大学生士兵，这一方面说明
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士兵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一个军人的真正价值。中国梦，强军梦。我们有责
任为了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年轻的我们是奇迹的创造者，也是见证者。强我国
防，神采飞扬中国郎。”

我院退役大学生士兵高嘉轩说：“通过观看学习
习总书记对南开大学生士兵的回信后感触很深，作
为一名新时期和平年代的退伍军人，我国军队事业
和国防能力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有志青年投身国
防事业，为军队融入更多新鲜血液，一批一批的大学
生士兵投身军营，说明党和国家重视，中国梦，强军
梦。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坚持退伍不褪色，永远是党
的一个兵，如果祖国需要，我们一定召之即来。”

我院退役大学生士兵李恩学说：“今天新闻联播
中提到习总书记在信中说：' 得知你们怀揣着从军报
国的理想，暂别校园、投身军营，你们的这种志向和
激情，让我感到很欣慰。 ' 习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
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国情怀。抗战时期，
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
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涵。如今，你们响应祖国召唤
参军入伍，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
年树立了新的榜样。”

我院在校学生也纷纷表示南开大学这八名新兵
有烈士子女、有农家子第、也有城市青年。无论身处
什么地位，我们首先是中国人，要有一颗爱国报国的
心。我院部分学子表示只要有机会，我们随时准备
着，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懈努力。

（宣传处 吕妍）

我院举行 2017年军训总结暨表彰大会

9 月 28 日上午，在长安校区足球场，西安高新
科技职业学院 2017 年军训总结暨表彰大会隆重举
行。学院党委书记、军训总指挥安宁，副总指挥于
萍、顾灏，相关处室负责人及 2017 级新生军训团全
体成员参加了军训总结表彰会。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2017 级新生军训总结暨表彰

会拉开了序幕。历经 20 槃余天的锤炼摔打与涅 蜕
变，2017 级学子们气宇轩昂、英姿飒爽，以整齐的列
队等待领导和老师们对军训成果的检阅。

由 2017 级新生组成的十余个分列式方阵，踏着
整齐的步伐、喊着铿锵的口号、昂首阔步依次走过主
席台，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勃发，赢得了学校领导
和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分列式结束后，同学们还进
行了气势恢宏的军训科目演练，匕首操方阵英姿飒

爽、军体拳表演虎虎生威、真实展现战场环境的战
术表演精彩纷呈。

院务委员、大学生军训团副总指挥顾灏同志宣
读了《关于表彰 2017 年大学生军训团先进集体和优
秀个人的嘉奖令》及《迷彩青春 扬帆起航》征文活
动获奖名单、“最美军营秀”摄影比赛获奖名单。大
会为优秀集体、一营优秀学员和标兵、二营优秀学
员和标兵、三营优秀学员和标兵、四营优秀学员和
标兵、优秀指导员、优秀教官、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奖
状。

在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2017 年军训汇报表
演暨总结表彰大会上，学院党委书记、大学生军训
团总指挥安宁教授，向长城基地领导赠送了锦旗，
感谢 20 多天来，部队领导与教官对西高学子的精心
培训，让大学生们上好了步入高等学府的第一课。

学院副院长、军训团副总指挥于萍教授作了
2017 级新生军训总结报告。她代表我院对本次军训
及军训汇报表演的圆满成功示热烈的祝贺，向为这
次军训付出辛勤汗水的教官们表示诚挚和敬意。向
参加军训的全体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在军训中
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她表示，
本次军训领导重视、动员到位，管理严格，施训科
学，军训生活丰富，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宣传报道
及时，达到了树立爱国心，严格纪律，培养意志，自
信自立的目的。

学院党委书记、军训团总指挥安宁书记在军训
总结暨表彰会上，从感谢、祝贺和希望三个方面做了

重要讲话。他说第一要感谢教官们以身作则、一丝不
苟的作风，你们挑战困难、奋发向上的军人风采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军训指挥部的各位干部、
全体老师和辅导员们；二是祝贺学子们在军训中培
养了讲团给、讲协作的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大家磨
练了意志，强健了体魄，接受了苦与累的考验；三是
希望学了了们保持军训中的高昂斗志，做生活的强
者，要将军训中培养起的良好习惯带到今后的学习
生活中，坚定超越同龄的信心，快乐学习，快乐生
活，创新学习方法，牢记校训，为自己学习，为父母
争光，为学院续写辉煌，并祝大家双节快乐。

(宣传处 高敏 )

西高广播电台
西 高 学

院广播站成
立 2006 年 ，
是院党委宣
传处的直属
宣传机构。在
广播站基础
上成立的西
高广播电视
台是院党委

具体指导下的院一级学生组织。主要
致力于学校日常活动的主持，学院重
要影像宣传片配音，音响设备的使用，
管理，维护，主持校园广播电台节目等
工作。近些年来，随着学校的快速发
展，设备的日益完善，团队也逐渐壮
大。

西高广播电视台现共下设两部十
二组：主播部 :闻说天下，音悦部落，情
感调频，光影播客，环球娱乐，体坛风
尚；技术部：导播组，后期组，新媒体

组；以及独立出来的两个组别 : 录音
组，采访组，主持组。随着广播站夜间
节目的开播，广大的师生朋友们可以
在晚间锁定收听 FM86.7，充实大家的
大学校园生活。

每天它都会与你相伴一起，无论
是每日要闻，还是生日点歌，无论是校
园动态，还是美文共赏，我们愉悦于我
们 的 付 出 ，
因为我们广
播站的每一
个成员都热
爱 并 在 乎 。
如果你觉得
它已成为你
每天中午必
不可少的一
部分，那就
是我们最开
心的事。

学生工作室
学生工作室成立于 2008 年，隶属

于我院党委宣传处。并在宣传处老师的
带领下，经过九年的长期发展，学生工
作室已经发展成我院不可缺少的重要
部门之一，成为我院对外宣传的“心
脏”，我们通过老师们的指导，不断的
学习，不断的探索，已经较强掌握了
Photoshop ,Coreldraw ,Dreamweaver ,Office ,

Flash,Premiere ,
After effects
等软件，能够
独 立 完 成 平
面设计，网页
设计，后台的
管理与维护，
Flash 制作，摄
影摄像，影视
后期，并且在
不 断 的 实 践
创 新 中 积 累
了 较 多 的 宝

贵的经验。
工作室由网络部，平面设计部，视

频部构成。网络部负责高科，高新两院
网站的设计，更新，改版，维护，后台的
管理和运营，Flash 制作等任务。平面设
计部负责高科高新的招生简章，通知
书，各类广告报纸（对外），各种大小型
喷绘，校园展板，宣传单设计，图片处
理，新闻编辑校对，组织和预约稿件，
对外稿件进行校对，修改和润色；视频
部负责对我院新闻的拍摄（西高新闻）
及重大活动摄影，视频剪辑，视频特
效，视频处理等任务。

学生工作室以校训“责任创造”为
座右铭。我们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努力学习工作，为我校
全面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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