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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部培训班

简 报
（“军事教育”专刊）

张湾区 2018 年青干班主办 2018 年 5 月 18 日

【培训动态】

◇简讯四则

【班级风采】

◇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

◇相信自己，收获喜悦——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委会、

临时党支部竞选产生

◇新时代张湾青年，我们不一Young——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部

培训班的使命宣言

【活动剪影】

◇唤起心中的“正能量”——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军

训小记

【宣传报道】

◇车都张湾网：张湾区青干班军训“唤回”干部意志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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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政府网：张湾区青年干部开展军训提振“精气神”

【学习心得】

◇不忘初心，扶贫路上继续前进——学习李璐同志在2018年青

干班开班式上讲话体会

◇挥洒青春不一样的精彩——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军

训心得体会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拼搏——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部培训班

军训心得体会

◇激扬青春再起航，锤炼品行逐幸福——张湾区2018年青年干

部培训班军训心得体会

◇微体会摘编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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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动态】

★5 月 15 日上午，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区

委常委、组织（统战）部长李璐同志出席并讲话；

★5 月 15 日上午，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通过演讲

竞选班干，成立临时党支部，召开第一次班委会议；

★5 月 15 日下午——5 月 18 日上午，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展军事国防主题教育；

★5 月 18 日下午，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进行军训

汇报表演。

【班级风采】

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青年干部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5 月 15

日上午，我区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区委党校正式开班，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党校校长李璐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

话。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及全区 44 名优秀青年

干部参加了开班仪式。

李璐指出，举办此次青年干部培训班既是提高年轻干部能

力素质的重要抓手，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式。

青年干部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责任使命，工作中要勇于

担当、善于担当，积极作为，切实发挥好青年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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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本次培训班学制一个月，采取一周一主题的方式，

实施板块式教学、分段式教学，通过专题讲座、调查研究、交

流讨论、现场教学、红色教育等方式，旨在提升青年干部的政

治能力、党性修养、发展意识和能力水平。（区委组织部 夏阳

阳）

相信自己，收获喜悦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委会、临时党支部竞选产生

5 月 15 日上午，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结

束后，2018 届全体新学员作自我介绍，参与本次青干班班委竞

选会。本次班委会竞选采用“毛遂自荐”的竞选演说形式，全

班 44 名同学全部参与，现场气氛亲切热烈，同学们毫不露怯，

大大方方畅谈推介自己。

“我叫毛艺，来自张湾区审计局，目前任局党组成员、区固

定资产投资审计局局长，之前我在柏林当过两年选调生，经历

和感受过基层的苦与乐……”

“大家好，我是来自黄龙镇的庹鑫，我这个人比较喜感，自

带笑点，希望以后跟大家相处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我是区委宣传部的叶航，主要负责车都张湾微信公众号的

编辑，以后希望能把咱们班的宣传信息工作搞得更好，让全区

都看到我们班上的风采……”

过程中，同学们踊跃自荐，有的带来一段绕口令，有的讲段

子活跃气氛，现场掌声不断。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的角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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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学脱颖而出，当选 2018 届青干班班委成员。他们分别是临

时党支部书记——毛艺，班长——王为，组织委员——怀有锋，

学习委员——王琳，宣传委员——叶航，文体委员——庹鑫，

生活委员——王蓓，以及 4 名小组长。

据了解，培训期间，全体班委成员将协助区委组织部、区委

党校的培训工作、安排好同学们的日常生活和风采展示，实现

自管自理，提升青干班学员的团队协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青

干班班委）

新时代张湾青年，我们不一 Young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的使命宣言

我们是新时代的张湾青年，我们是不一 Young 的班集体，

理想的光芒闪耀生辉，精神的旗帜迎风招展。在这里不是谁引

导了谁，谁塑造了谁，而是我们碰巧找到了彼此，相互呼唤和

温暖，让沉睡的苏醒，让失落的再现，让真实的、本原的、热

烈的那个自我，回到了掌握生活的状态，带给自我的失而复得

和回家般的归宿。

正如在慌乱前进的密林里重新找到了阳光的指引，沦为荒

原的心灵经过春天的浸润渐渐水草丰满，2018 届的青干班，将

见证着一群有理想、有头脑、有灵性、有意志的年轻才俊艰难

蜕蛹，美丽化蝶的成长足迹，在这里我们将重新燃起希望的火

把，聆听到青春的脚步。（青干班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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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剪影】

唤起心中的“正能量”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军训小记

立正、稍息、向右转……伴着口令、流着汗水，5 月 18 日，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们正在进行军训汇报表演，

学员们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斗志昂扬，步伐铿锵有力，展现了

张湾区青年干部别样的青春风采。

从 5 月 15 日-18 日，青干班 44 名学员迎来了一场身体与心

理的考验。在均温 35 度的天气，学员们身着长袖迷彩服，完成

了站军姿、蹲下与起立、停止间转法、齐步行进、正步行进等

项目。尽管汗水不断地从他们的脸上滚落下来，尽管衣服在训

练中浑身湿透，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放弃。他们在

不断感悟中提升自我，完成了党性与意志品质的一次升华。

意志力的提升，是不少学员对军训最切身的感受。“拥有

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军训首先是一次体能考验。”

来自西沟乡的陈磊认为，基层干部经常面临强度大、耗时长的

工作，只有不断强健体魄、磨炼意志，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军训让我学会了思考，在不断地与身体的较量中体会人

生。人生的路很长，每一步都要像走正步一样踩实、站稳。”

黄龙镇干部宋兆睿说，四天的军训，同学们共同经历、不断成

长，成为相亲相爱的同壕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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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生活紧张忙碌，充实而有序。”花果街道干部刘霄雯

认为，规律的生活方式、规矩的行为准则、规范的意识是她最

大的收获。

负责本次训练的张教官发现了学员们的另一面。刚来报到

时，大家都显得书生气较重，经过短短四天，都有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张教官说，军训让同学们的身姿更加挺拔、声音越发

洪亮，在表演节目时大家劲头特别足，同学们个个身怀“本领”、

多才多艺。

区委党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军训是我区 2018 年青年干

部培训班学习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青年学员们

吃苦耐劳、奋勇拼搏的精神，增强党性，严明纪律，提升素质，

打造一支讲政治、能吃苦、有思想、有活力的年轻干部队伍。

（区委宣传部 叶航）

【宣传报道】

张湾区青干班军训“唤回”干部意志正能量

本网讯（叶航 李玲）立正、稍息、向右转……伴着口令、

流着汗水，5 月 18 日下午，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们正在进行军训汇报表演，在均温 35 度的天气，不断感悟中提

升自我，完成了党性与意志品质的一次升华，展现了张湾区青

年干部别样的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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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的提升，是不少学员对军训最切身的感受。“拥有

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军训首先是一次体能考验。”

来自西沟乡的陈磊认为，基层干部经常面临强度大、耗时长的

工作，只有不断强健体魄、磨炼意志，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区委党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军训是我区 2018 年青年干

部培训班学习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加强参训学员的

党性思想教育，严明工作纪律和工作作风，培养有激情、敢担

当、能负重的优秀品质。（编辑：任英）

车都张湾网：http://www.zwxww.net/html/201805/18/176008.shtml?from=groupmessage

张湾区青年干部开展军训提振“精气神”

35 度的高温，16 组训练动作，忽晴忽雨的天气……5 月 18

日下午，张湾区 2018 年度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顺利完成

了军训会操演练任务。

为进一步增强青年干部吃苦精神、协作能力和纪律意识，

从 15 日到 18 日，张湾区委组织部组织 35 岁以下青年干部培训

班 46 名学员开展为期 4 天的全科目军事化训练。

军训期间，十堰户外气温最高达到 37 度，但学员们依旧不

顾炎暑，集体着装，坚持完成各项规定训练科目。从最基本立

正稍息、站军姿、原地停止间转法、齐步正步走、蹲下与起立……

各位队员一丝不苟，认真练习，充分展现了青年干部细致严谨、

作风过硬、能拼敢战的优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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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有效磨砺了我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们常常面临着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任

务，锤炼过硬意志和坚强体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来

自方滩乡的怀有锋表示。

从办公室到训练场，学员们始终斗志高昂，激情满满。艰

苦繁重的军训没有让学员产生松懈退缩的念头。在酷热的天气

里，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主动退出。大家都把这次军训当做

进入公务员序列后再次充电和提升素质的大拉练。

短短的四天军事训练结束了，对于每个青干班学员来说，

这次军训既是加油站也是新起点。通过军训，学员们在严格的

国防军事教育中，提振了“精气神”，铸就了“钢铁魂”，在

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学员们将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把军训成

果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以更高质量、更严标准、更实干劲，为

实现张湾转型跨越发展注入澎湃动力。（通讯员 庹鑫 李玲）

十堰政府网：

http://www.shiyan.gov.cn/xwzx_2477/xssm_2481/zwq/201805/t20180521_1381641.shtml?fro

m=groupmessage

【学习心得】

不忘初心，扶贫路上继续前进
——学习李璐同志在 2018 年青干班开班式上讲话体会

5 月 15 日上午，2018 年张湾区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区委党校

http://www.shiyan.gov.cn/xwzx_2477/xssm_2481/zwq/201805/t20180521_1381641.shtml?from=groupmessage
http://www.shiyan.gov.cn/xwzx_2477/xssm_2481/zwq/201805/t20180521_1381641.shtml?from=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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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区委常委、组织（统战）部长李璐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

讲话。

李璐同志指出，培养党的干部事关党的事业，希望大家利

用一个月的时间，静下心来学知识、方法和手段，经过组织培

养回到工作岗位后发挥更大作用。李璐部长对我们青年干部提

出了五点希望:一是做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人，把党和人民的事业

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理性设计未来目标，磨砺坚韧的意志，

锤炼高尚的品行；二是要保持激情燃烧的状态，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在主动适应环境中提升自我，不怕条件艰苦，不畏挫

折，不改初心；三是保持一颗童心，不老于世故，拒绝精致利

己主义，保持年轻人的纯真品行和豁达情怀；四是做一个善于

学习的人，养成持之以恒，终身学习的习惯，勤读书、勤思考、

勤积累，以量变求质变；五是做一个务实进取的人，坚持不懈

做好每一件小事，保持领跑和超越意识，勇于探索和创新，心

胸豁达，以平常心干好本职工作，学思践悟，创业落实，走好

人生每一步，走向人生新希望。

作为一名长期在方滩乡扶贫的基层学员，有时会感到无奈

无助，扶贫的工作很累很苟且。但通过此次学习李部长讲话慢

慢开始明白，自己的路，终要靠自己走。我们所应该做的，就

是不辜负那些走过的光阴，脚踏实地把心思放在干事创业上。

现状也许是残酷的，但还可以为群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还

可以为改变基层的现状作出自己些微的努力。虽然道路不是一

帆风顺的，但我们的梦却不应该是灰色的。方滩扶贫这两年，

可以说给我的人生好好补上了一课，我对工作、生活都有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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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认识。

自己要做的就是搞好自己的小目标，保持良好的心态，摆

正自己的位置，尽快收敛年少风华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内心的

浮躁，从清高的大学生变成能征善战的“兵”。在各种场合都

要听从指挥，必须要按照上级的决策部署，把事情简单高效的

做正确。不怕繁杂琐碎，不拈轻怕重，不自作主张，随意发挥，

要当好党和政府的手脚，把政策执行好。要用心的工作、用心

的生活，全心全意面对自己遇到的每一份材料，参加的每一个

会议，接受的每一次任务，搞好自己的小目标，从而实现区委

的大目标。

只有珍惜当下，才能把握住将来。基层太容易消磨人的热

情和斗志了，但如果想走得更远，就必须珍惜当下，掌握工作

生活的主动权，把当前的艰辛变成成长的底色。马云说:“从来

没有一种工作叫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在乡下扶贫的生

活还很苟且，但通过李部长的讲话，我觉得付出是有意义的，

苦点和累点也没有怨言，自己所作的一切组织都会看在眼里，

我希望沿着这条路，不忘初心，慢慢来、比较快，遇见更好的

自己。（方滩乡 王为）

挥洒青春不一样的精彩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军训心得体会

青干班短暂而紧张的军训结束了，但是宽大的迷彩服、烈

日下流淌的汗水、简单机械的口令、充满青春的笑脸，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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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深刻的回忆。在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氛围中,我们的

思想悄然发生了改变，大家开始学会了坚持，懂得了配合，领

悟了团结与合作的价值。

正如教官所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之前都是一个个独

立的个体，但是上了训练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二一、稍

息、立正”简单机械的口令，却让我们从一开始的交头接耳、

随意走神到会操时的全神贯注、神采奕奕，大家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见证了汗水、付出、收获的喜悦。齐步走、正步走时候，

个子高的走快了，脚步就放小点;个子矮的走慢了，脚步稍微大

一点，大家通过这样的 配合形成了最终那整齐划一的转身和队

形。

军训，作为培训的起点，用简单朴素的方式教会了我们用

汗水点燃青春，用青春实现梦想，让我们褪去了浮躁、萎靡，

用生命和热血拥抱未来，（红卫街办 王蓓）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拼搏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军训心得体会

为期一周的军训圆满结束了，在教官的关心指导下，我经

历了一个难忘而又充满喜悦的军训活动。这次军训时间虽然不

长，但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一次重要的洗礼。

此次军训距离大学入学军训已经过去 7 年时间了，再一次

站在队列里，似乎看到了当年的情景。“稍息”、“立正”、

“向右看齐”这些过去熟悉的口号又一次回响在我的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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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中最基本是“站军姿”，站军姿看似简单，要想做好

真的没那么容易，要求站的笔直，身体决不能动一下，精气神

要足，坚持几分钟下来，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军姿站的好，不

仅要求铁的纪律、严的标准，还要求良好的精神风貌，是锻炼

我们意志力的有效的方法。“向左转、向右转”，讲求的是配

合与协调，个人动作标准远远不够，还要讲求团队，不仅要有

配合，还要配合好，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齐步走、正步走”，

要求的是我们动作、想法都一致，只有心齐，我们这个团队才

能整齐划一的向前走，起初我们组正步走不在一个节奏，抬脚

高度、起步频率各不相同，我因为动作僵硬脱了队伍的后腿，

还被教官严厉的批评，拉出来单练。我们组没有气馁，寻找原

因，加强沟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练习较好的杨小波

同学主动帮助我，先练习分解动作，然后不断增加项目，不停

地鼓励我，让我慢慢融入团队节奏，加强配合，注重整体排面，

最后越来越有默契，越练越好，我们组受到了教官的表扬。

虽然军训时顶着酷暑，但随着身体一天天适应高强度训练，

我把这几天当成一种乐趣。每当汗水湿透全身，内心就多了一

份坚强;每当团队进行活动，就多了一份欢声笑语;每当想到别

的团队在努力，就多了一份不服输的团队精神。这让我觉得现

实生活中所谓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应该以一种更加积极、乐

观、豁达的态度面对工作、生活中的难题。经过一周的训练我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产生了变化，精神面貌也得到了提升，

团队意识也有了加强。

短短的一周让我渐渐的融入到了这个团队，这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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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训练中还是休息时我无时不刻感受到这个大家庭所带来

的温暖与力量。这几天的锻炼是对我的锤炼，教官对我的严厉

教会了我知耻后勇的决心。我们与“战友”只有一起努力、团

结一心，才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勇往直前、所向披靡。（黄

龙镇 宋兆睿）

激扬青春再起航 锤炼品行逐幸福
——张湾区 2018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军训心得体会

5 月 15 至 18 日，我有幸参加 2018 年张湾区青年干部培训

班封闭式军训活动。参训以来，我克服家庭困难，认真对待军

训每一个环节，个人体能素质不断拓展，纪律意识不断强化，

综合能力得到不断高，作风习惯不断改变，可谓收获满满。现

将我参训以来的心得体会汇报如下：

一、时间很短但收获多

这次军训虽然只有短短三天半时间，但给了我沉甸甸的收

获。三天半时间内，先后开展了军姿、正步、齐步走和跑步走

等项训练内容。学员们身着军装，全身心投入。教官们严格要

求，一丝不苟。抬头、挺胸、收腹、重心前移……，看似简单

的动作，长时间保持或者规范到位就非常吃力。特别是这几天

遇到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更是“火辣辣的考验”。这时候，

尽管我们都怀念起宽敞明亮舒服的办公室，但更从训练中收获

了责任、自强、勇敢、担当。说责任，是因为经过这次短暂而

又难忘的军训，让我少了份娇气，多了份坚强，明白了自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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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还有任务，应该为学习、生活和工作尽一份责任，无愧

于人生。说自强，是因为艰苦的训练都能挺下来，说明自己还

能行，没有了依赖，自己也可以变得强大。说勇敢，是因为军

人的榜样启发我，不要怨天尤人，要勇往直前。说担当，是因

为我们作为年轻干部，既有工作压力，也有家庭重担，工作有

酸甜苦辣，人生道路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但是，我不再逃避，

而是勇敢挑战。

二、过程很苦但提升快

三天半的训练中，尽管头顶烈日，挥汗如雨，但我从未想

过退缩和逃避。因为知道，这次军训就是一次洗礼，我在训练

中提升了自己。首先，端正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通过军训，让我明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把报效国家和造

福全人类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做追逐幸福的奋斗者。其次，

强化了我的纪律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军训统一服

装、统一作息、统一步伐，最后方能完成任务。作为一名公务

员，是机关团体中的一员，必须要强化纪律意识。一个有完备

的纪律规定并严格遵守的集体必定是一个团结向上，充满活力

的集体。反之，若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意愿

行事，没有规章可寻，那么久而久之，这个集体必然是一盘散

沙。第三，培养了我的团队精神。军训中没有每个人的配合，

就不可能有整齐的队列，更不能走出一致的步伐。无论是站方

队，还是喊口号或者是齐步走，都需要每个人之间的互相配合

与协作。这就如在工作中，只有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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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很长但劲头足

这次军训很快就结束了，全体学员又将进入新的学习板块

和学习主题。但是，军训开启了党校培训好的开端，也为我今

后漫漫人生路积累了力量。军训后就是“建功立业”的开，我

立志从平凡工作做起，用军训精神武装自己，激扬青春，走好

人生路。首先，用坚毅精神提高品德修养。发扬军训中的坚毅

精神，更加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坚

定理想信念，积极靠拢党组织，简简单单生活，兢兢业业工作，

从辛勤工作中追寻幸福感。其次，用奋斗理念指导工作实践。

发扬军训中的奋斗精神，投身工作一线，努力补齐个人短板，

在实际工作中为报效国家和造福全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三，

用执着精神锤炼工作作风。发扬军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韧劲，从生活点滴做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对自己已经

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加快整改，争做生活的强者和战斗者，成为

追逐人生幸福的“许三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人生道阻且长，但

幸福的人生一定属于奋斗者。我将以本次军训为契机，从完成

本期学习任务做起，开启新的漫漫人生征程。我相信，有了这

样一个好的开始，我一定能够成为追逐幸福征程中最努力的那

个人，我也一定能够通过奋斗追寻到幸福!（黄龙滩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局 佘文菲）

微体会摘编：精雕细琢始得玉，千锤百炼方成钢。在短短

的四天军训中，既磨砺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意志，也培养了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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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敢于吃苦的精神。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不忘初心，坚持为

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品格。在今后生活工作中，我将自觉把军训

成果转化到实践中，以更高质量、更严标准、更实干劲，认认

真真做好每项工作。（黄龙镇 庹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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