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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失去了今天 袁你不算失败袁因为明天会再来曰如果你失去金钱 袁你不算
失败 袁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财富 曰但如果你失去了文明 袁那你是彻彻底底地失败
了袁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真谛遥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注重品德教育袁
个人修养的民族袁因此袁拥有美德袁讲究文明 袁就成为我们每个人心灵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遥 为了更好的建设文明教室袁西安
高新学院校报记着对 18 级软件三班班长曹
征同学进行了采访遥

做好卫生工作袁营造一个美丽尧清爽尧舒
适的教室环境袁能使我们学生在一个宜人的
氛围中静心尧努力地学习遥 同学们也可以提
高个人素养 袁我们是学校的小主人 袁应该自
觉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袁懂得野学校是我家袁
不能为他抹黑 袁要使她更加光鲜亮丽 冶这一
道理遥
记着问到院野怎样创建一个文明教室钥 冶曹征

同学表示院要定制班规袁每日小扫是必须的其次七天一次大扫除也是必要的遥对于
文明教室的保持他讲到院野班上各个学委班长都很负责袁她们负责监督 袁同学负责
保持 袁自觉维护教室的清洁卫生 袁不在课桌 尧墙壁上涂鸦 袁不损坏教学设施 袁不将
任何食物带入我们的课堂遥 冶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做好学校的文明监督员遥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认真做好值日工作 袁及时清理课室杂物 尧纸屑 尧灰尘 遥
定期拖洗课室 袁走廊 袁楼梯地板 袁主动捡拾别人丢在地上的垃圾 袁养成 野文明清
洁冶 的良好习惯袁大家共同维护文明教室这个小家庭遥 文明教室 ,人人有责遥

只有人人都树立起讲卫生的意识袁不随意破坏这分美袁尽自己所能袁从小事做
起袁才会有一分真正宜人的环境呈现在大家面前遥文明教室不只良好的卫生习惯袁
它更要求我们要从自身习惯抓起遥 (文院18 级软件三班 白倩 图院宣传处冤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院才能是大学知识的体现 袁礼仪是大学生素
质的体现遥 这句话告诉我们袁做一个文明的大学生袁才能只能证明工作的
业绩袁礼仪才能体现大学生本质遥
怎样做成为同一个文明大学生 钥 为加强我院大学生
文明素质建设袁 此次我们走进学生生活袁 对我院 17
级道路桥梁工程一班的学生代表郭子龙同学进行了
采访遥

作为一名大学生 袁 文明礼仪不仅是衡量我们为
人处世的道德标准袁 更是体现我们自身素养的重要
体现遥 我们要注意平日的言行举止袁让文明礼仪成为
一种习惯遥 并让这种习惯去影响身边每一个人遥

我院要将学生培养成有社会公德尧尊老爱幼 尧尊
重师长尧待人要有礼貌尧行为举止文明尧衣着得体尧谈
吐高雅有素质的当代大学生遥 大学完全是一个自学
的环境袁记着问到针对迟到尧旷课现象的看法及应如
何改善遥 学生代表表示院我们学院应强化教育措施袁引起学生重视并让学
生有高度自觉性袁健全课堂管理制度制度袁强化管理举措遥

针对存在的问题袁学生代表讲到院不管做什么都需要秩序遥 需要规则遥
忽视秩序和规则的行为都不值得同情和容忍遥 违反规则的人都会受到惩
罚遥 例如插队行为是在替排在后面队伍里所有人做决定袁而任何排在队伍
里的人都没有这个权力遥 这体现的是自己本身素质问题遥

郭子龙同学最后讲到院对于校园内说脏话尧随手扔垃圾尧损坏公物尧眼
里没有规则的学生来说我们我们应建立好的学风尧文明和谐的同学关系尧
师生关系袁增强节约意识和环境意识尧遵守大学生基本行为规范遥

尊师重道 袁讲文明 袁树新风 遥 遵守校内条例条令 袁争做文明大学生 遥
(文院18 级软件三班 白倩 图院宣传处冤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响应团中央、团省
委、院党委号召，铸造广大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心有国，梦系国”的有
志青年。近日，共青团西安高新科技学院委员会组织第十六期学生干部集训大
队在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开展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的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在院团委书记于京
玮老师组织带领下，100 多名学生
干部身着校服、整体化一，秩序井
然乘坐大巴校车前往安吴青年训
练班纪念馆参观学习，重温光辉历
史，弘扬优良传统。

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既是国
家三级旅游景点，又是全国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吴青年训练
班是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领导下，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泾阳
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自 1937 年 11 月起至 1940 年 4 月期间
共办 14 期青年训练班，组建了 127 个连（队），先后培养了 12000 余名青年干
部，分别输送到延安、抗战前线、敌后根据地等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工作。这个
“特大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
这所学校实施抗战教育，以多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吸引、团结、教育、训练
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立功至伟、彪炳史册，它无愧为抗日青年的旗帜、革
命青年的熔炉，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立下了新的丰碑。

到达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之后，院团委书记于京玮老师带领学生干部学
生持学生证排队有序进入纪念馆内参观学习。纪念馆内分布陈列的革命旧物，

看到馆内陈列的革命烈士雕塑，一个个雕塑把他们吃饭、谈话时的场景、上课
的情形等表现的栩栩如生。深深地吸引着学生们的眼睛，映入眼帘的革命旧物
把学生们仿佛带入到了革命时期。看到这些让我们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亲切的
感受到了革命时期青年训练班的氛围。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瞻仰了青年训练班名誉班主任朱德、班主任冯文彬和
副主任胡乔木的照片，他们青春洋溢的脸上写满了努力与拼搏。安吴青年训练
班校训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仅仅八个字道尽了青少年勤奋踏实的学习
态度，为人做事的方式方法。馆内陈列着青训班学员们训练、学习等照片，一张
张满载回忆的照片，充满了青训班学员努力奋斗的青春。青年训练班作为办学
的典范，按照毛泽东主席指示精神“扩大规模，来者不拒”，招收一批又一批不
同的求学者，这里留下了一代中国青年人的青春。

在参观学习后，院团委书记于京玮和百余名学生干部在安吴青年训练班纪
念馆内合影留念。同时于京玮老师做参观学习总结，她表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来临之际，积极响应学院党委号召，组织广大青年
学生来到青年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安吴堡参观学习，来到这个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我们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真正的体验革命烈士的青春时代。旨在
培养广大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情怀，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全面发展，
以革命烈士为时代楷模，做一代有为青年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大家了解了安吴青年训练班的创建背景、发展过程和
革命成果，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内那些记录着革命前辈勤奋好学、英勇奋战
的照片和遗物，令广大青年学生深受鼓舞。作为新一代大学生，心有国梦系国，
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怀青春之心，踏爱国之路，带着一颗青
春积极向上的心，心怀祖国发展，努力学习创新，为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
18 级工程造价一班 王心茹 图：宣传处）

民以食为天袁小餐桌袁大文明遥 为推进
文明餐厅建设我院校报 4 月 9 日对餐厅
中的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 袁 我们采访到
李家兴老师遥

记者提问到作为一名老师 袁 对于学
生买饭不排队尧插队的现象如何看待钥 李
家兴老师严肃地回答到院排队点餐 袁是为
了保证每个人快速有序的就餐 袁 插队点

餐不但会拖延点餐速度袁会破坏整个食堂文明排队就餐的良好秩序遥
就餐的环境是每位就餐人都注重的遥 李老师表示院学生时代的你们袁

我们一直是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袁一定要学会自立尧自理的生活习
惯袁而且饭后自主收残这是一个人生活中良好的生活习惯袁体现一个人的
素质遥用完餐不回收餐具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到其他人没有位置用餐袁拖延
用餐时间袁也会影响到食堂用餐秩序

最后袁李家兴老师对文明餐厅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遥 他认为院
排队点餐尧文明礼让尧文明就餐 尧节约粮食 遥 这些是我们作为大学生应该
明白并且积极落实的遥 从日常着手袁争做讲文明大学生袁把集体生活营造
出文明温馨的感觉遥 (文院18 级软件三班 白倩冤

关 注 学 生 发 展 ，着 眼 就 业 发 展
为了使我院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及就业方向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袁也为

了进一步加强我院在专业上的发展遥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于 4 月 9 日下午在
高新学院音乐厅召开了有关 IT 专业的行业发展及就业指导大会遥 本次指导大
会我院有幸请来了华为旗下公司负责人高骞及公司资深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遥

参加本次指导大会的
有我院 17 级 尧18 级计算
机网络技术 尧 大数据 尧软
件等于 IT 行业相关的专
业学生遥

会议开始后袁 华为公
司负责人高骞作了自我
介绍并简要阐述了本次
会议的主要内容和会议
要领遥 他讲到有关未来在
互联网通信的发展及华
为公司在未来更加注重
的发展领域遥 本次指导大
会袁一是让我院 IT 专业有

关学生对自己专业及就业有所认识和进一步的了解曰二是此次指导大会 袁华为
公司也向我院学生抛出橄榄枝袁向我院学生打开招贤纳才的大门遥

会上袁华为公司负责人高骞分析了现在大学生对找工作的问题遥 他针对未
来互联网及华为公司招聘岗位作了详细解说袁 也向我院学生发出了诚挚邀请遥
他从公司体系入手袁 由基础讲到更深层次袁 参与大会的学生也听的津津有味遥
对于面临将要实习走上工作岗位的 17 级学生来说袁 此次指导大会是在指点迷
津曰对于 18 级新生来说这个指导大会就是给我指明了就业方向遥

会后袁学生陆续离场袁也有学生作了进一步了解向其负责人遥负责人耐心答
疑袁学生们热情高涨遥 学生们收获满满 袁指导大会在学生们充满信心的状态下
落下帷幕遥

当今社会是高速发展的社会也是信息高速传输的网络时代遥 IT 行业作为网
络发展的核心行业袁是当今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行业领域遥

此次指导大会从学生发展出发袁将学生未来发展需求进一步落实遥 着眼学
生就业发展袁使我院相关专业学生在以后得学习发展上更加充满信心袁脚步更
加坚定遥 至此袁我院将全面关注学生教育发展袁从学生基础发展入手袁为学生解
疑解难袁把有关学生发展问题解决措施落到实处遥 (文院18 级现教一班 李淑娟
图院18 级智能控制一班 王秦飞冤

怀 青 春 之 心 袁 踏 爱 国 之 路
-----暨"青春心向党袁建功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动

为激励和引领广大青少年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袁矢
志投身新时代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遥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及五四运动 100 周年来临之际袁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积极响应共青团陕西
省委号召袁于 2019 年 4 月 3 日袁由学院院团委书记于京玮及学生干部集训大队
组织并开展了野青春心向党袁建功新时代冶之清明节祭英烈活动遥

4 月 3 日早晨八点十分 袁我院参与此次活动的学生统一身穿校服 袁整齐划
一遥 在院团委于书记及学生干部的组织带领下袁我院学生秩序井然袁乘坐校车遥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路途中袁 参与的学生始终满怀期待遥 在清明节到来之前袁此
次 野青春心向党 袁建功新时代 冶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袁我们去到了 野杨虎城将
军陵园冶遥 抵达灵院后袁我院学生听从指挥袁遵守秩序袁在有序的组织下进入陵
园遥 进入陵园后袁我院参与此次活动的学生和与老师进行了合影留念 袁之后与
老师进行了参观安排及注意事项袁同学们认真聆听并遵守遥

走进杨虎城将军的墓冢 袁一旁葱郁的松柏和庄严肃穆的氛围袁让我们对因
烈之魂肃然起敬遥 在于书记的组织下袁我院参与学生进行了集体默哀 袁默哀三
分钟后袁学生代表进行鲜花袁集体向杨将军墓冢鞠躬行礼 遥 在杨将军的坟冢旁
边有他的妻子谢葆贞及儿子杨拯中的墓冢 遥 学生集体对他们的墓冢进行了瞻
仰袁在瞻仰过程中袁于书记进行了简要解说遥

简单的扫墓完成后 袁我们集体去到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袁在馆外一个旗帜
上写着野继承先烈遗愿袁弘扬爱国精神遥 冶杨虎城将军是著名爱国将领走进纪念
馆内袁我们了解到阳江镇的视频简介袁1893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于陕西蒲城袁1911
年反清抗暴袁投身革命遥 在纪念馆内袁我们看到杨将军生前所用的物品袁更有幸
阅读到了杨将军读入党申请书袁 申请书上有 12 个字吸引着我们袁野革命尚未成
功袁同志仍需努力冶遥 1915 年袁青年时期的杨虎城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袁在华县袁
华阴等地截击袁军 遥 青少年时期奋勇救国 尧反强反暴 尧投身革命 袁始终心系祖
国遥 1937 年 2 月 15 日袁杨虎城袁于学忠联名向五届三中全会提出野全国一致袁积
极抗敌冶案遥 1937 年 4 月 30 日袁蒋介石免去杨虎城军政职位遥 同年 7 月至十月袁
杨虎城在欧美各国宣传持久抗战和中国必胜思想遥 同年 11 月 26 日袁杨虎城与
眷属尧随员以及其在国外动员组织的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回国抵达香港 袁回国后

被囚禁生活长达 12 年之久遥 1949 年 9 月 6 日午夜袁 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国民
党特务秘密杀害袁终年
56 岁 遥 1950 年 2 月 7
日袁被安葬在西安南郊
韦曲征杜甫祠西侧茔
地遥

出生在动荡不安
的年代袁青年的杨将军
肩挑使命与义务袁积极
投身保家卫国的爱国
事业当中袁年少的他反
清反暴 袁 积极投身革
命 袁 中年时期又被囚
禁袁甚至被暗杀遥 这个
爱国将领在动荡不安

的年代袁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历程袁给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辈留下的楷模精神与
学习榜样遥 就像馆内的八字题词"千古功臣袁民族英雄"遥

清明祭英烈袁共铸中华魂曰这个简单的扫墓活动袁让我们铭记历史袁铭记英
烈袁励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袁铸就中华民族的英雄魂遥 革命万古长青袁烈士永垂
不朽曰我们要将楷模精神发扬袁将历史铭记于心遥

此次野青春心向党袁建功新时代冶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遥 通过此次教育实践活动袁使我们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遥 我院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将爱国主义思想落到实处袁大力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袁大力增强广大青少年的野四个自信遥 冶致力于培养
心怀祖国发展的有志青少年遥 (文院18 级现教一班 李淑娟 图院18 级智能控制一
班 王秦飞冤

----- 暨野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冶

是缘分让我们在茫茫人海相遇 袁 是宿舍温馨的小
家把我们的心凝结在一起遥宿舍是友谊见证地袁也是我
们异在他乡的港湾遥 大学里的生活环境袁宿舍就是家袁
舍友就是家人遥现就对文明宿舍建设袁我院校报记者对
西一 403 的同学贾璐瑶 袁刘志华 袁胡媛媛 袁杨紫怡进行
了采访遥

进入她们宿舍袁不同的装饰映入眼帘袁整洁干净的
宿舍卫生让人心情舒畅遥 记者就关于宿舍打扫卫生安
排进行提问 袁她们讲到院宿舍打扫卫生轮流编排 袁轮流
值日袁一人一天让宿舍干净整洁遥她们也讲到在宿舍里
每位同学都严格要求自己 袁 每天固定的时间起床 袁洗
漱袁吃饭遥 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坚持运动和读书遥

在采访的过程中同学提到如果把垃圾食品不小心撒到了地面上油脂比较大袁
地面要清洗好几遍袁才可以变得干净整洁袁也希望同学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多注意遥
宿舍如家袁舍友就是家人遥让我们一同携手营造出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袁注重文明
建设遥让爱住我家袁让情寄宿舍袁祝愿我们在西安高新科技学院度过一个美好的大
学生活遥 (文院18 级电商二班 赵鑫冤

学院为了进一步培养德尧智尧体尧美尧劳全面发展的当代青年大学生袁落实学院野勤尧博尧思尧仁冶 办学理念袁学院自 2017 年 11 月在全院掀起野五个文明
活动冶袁野文明校园冶尧野文明餐厅冶尧野文明宿舍冶尧野文明教室冶和野文明大学生冶等五个文明活动得到全院师生一致好评袁为全院师生创造一个温馨舒适
的学习尧生活和工作环境遥 同时希望全院师生积极参与文明校园建设袁为共建美丽西高而奋斗遥

党委宣传部将时刻抓拍不文明行
为进行持续报道 袁在此倡议全院师生
摒弃不文明行为 袁严于律己 袁知行合
一 袁关心学校 袁我们的职责 曰爱护学
校 袁我们的义务 曰热爱学校 袁我们的心
声 遥 积极参与文明校园建设 袁充分展
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袁让文明的
气息洋溢在学校的每个角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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