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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spirit of westward 
migration", this paper digs deeply into it and combines it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and revitalizing the army, trying to explore how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core values of our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 of 
westward migr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and the dream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 the core values of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soldier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actice. Combining the 
spirit of "moving westward" with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and revitalizing the army, we 
can find out the way to combine the two, so that the people's army can derive new connotations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its fine traditions, and provide new exploration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fighting spiri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put forward by Comrade Xi Jinping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words: The spirit of westward mig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army and revitalizing the army; links; 
Combination path 

 

“西迁精神”与习近平强军兴军思想的内在联系及

结合路径 
张振中 1 ，马永忠 2 

(1.2武警工程大学装备管理与保障学院，陕西 西安 710086） 

摘要：从“西迁精神”的本质内涵、当代价值为出发点，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并与之将习近平总书记强军兴军思想相结

合，力图从“西迁精神”这一全新的视野去探讨如何发展完善我军官兵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强军梦、强国梦，为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完善提供理论上指导，进一步增强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将“西迁精神”与强军兴军相结合，找出二

者的结合路径，使人民军队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新时代衍生出新内涵，在新形势下弘扬战斗精神、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

的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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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西迁高校，

在迁校过程中及扎根西部办学 60 余年的岁月里，铸就了 “西迁精神”。作为珍贵的精神财富，“西迁精神”

赢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必将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1]，实现“强军梦”、“中国梦”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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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迁精神的本质内涵 

交通大学在迁校过程中，及扎根祖国大西北，办学近六十载，始终秉承优良学风教风，发扬艰苦奋斗

精神， 2005年 12 月 6 日，经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审议批准，将西迁精神概括为“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2]。 

1.1 “胸怀大局”的担当精神 

交大西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蕴含的是交大人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服务人民的赤子之心，是一

代中国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上海扎根祖国大西北，为建设新中国无私奉献家国情怀。 

1.2 “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 

西迁过程中，交大人在迁校、建校过程中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经历和拼搏进取、排除万难的精神

体现的淋漓尽致[3]。西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在西北黄土高原，从零开始，建

成了西安交大这所国内知名学府。 

1.3 “无私奉献”的标杆精神。 

西迁过程中，不论是校领导、教授、青年教师、后勤人员，无一不是兢兢业业、工作第一、舍小家顾

大家，没有因为迁校延迟开学一天，没有少开一门课程，创造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1.4 “弘扬传统”的创新精神 

西迁后，老交大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为提高教学质量，数代交大人付出了艰辛劳动，办成

了一所高水准的大学。《人民日报》在 1961 年 5 月 17 日发表了文章，充分肯定了交大优良学风，60 年栉

风沐雨，如今的西安交大，已经是一所世界文明的高等学府，“西迁精神”已融入了交大人的血液，并发

扬光大。 

2 习近平强军兴军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强军兴军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南针和风向标，具有

科学性、可行性特征[4]。 

2.1 政治建军 

政治建军历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特色优势，是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要保证军队打得赢、不变质，首要标准和核心原则就是听党指挥。习近平主席也提出要求，筑牢听党指挥

这个强军之魂，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5]。这深刻地阐明建立社会主义的强军核心在于

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建军的根本体现，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法宝。 

2.2 改革强军 

当今世界军事局势变化很快，信息战、军备战等各种战争形式层出不穷，为了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实

现强军目标，履行好人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也只有全面深化军队改革，

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赶上世界军事发展的新潮流，抢占未来战争军事制高点。 

2.3 依法治军 

人民军队已经走过了八十多个年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党一直坚持着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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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也正是两项基本治军原则的坚守才保证了我国人民军队超强的战斗能力[6]，完成了诸多战争的胜利。

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推进强军事业，离不开法治引领和保障。 

只有打好法制化的基础，依法治军，人民军队才能永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纯洁性。 

2.4 科技强军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树立科学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7]，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建

设创新型人民军队。科学技术是强军的基础，不论是军事装备、战争形态，还是作战方式等都需要科学技

术支持，故而科技大国往往也是军事强国，科技毋庸置疑地成为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8]。 

3 “西迁精神”与强军兴军的内在联系 

3.1 倡导“西迁精神”是巩固军队思想根基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建设是人民军队的根本性建设，政治工作永远是生命线，“听党指挥”始终是人民军队的思

想根基。西迁精神的内涵，就是始终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与实现个人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4]，听党

话跟党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始终服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是西迁人的价值取向，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决维护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权威，服从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9]。 

3.2 倡导“西迁精神”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西迁”不是短期的支援，临时的迁徙，而是永久的扎根大西北，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西迁

人铸就的爱国奋斗、无怨无悔的精神丰碑，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带来了许多启迪。当代革命军人应该学习西

迁人“个人的努力应与党和国家的行动同向同行”、“党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的精神内涵，以西迁精神

的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奋斗精神推进部队建设各项工作[10]，围绕军队始终能打仗、打胜仗为中心的首

要任务，注重科技强军，锻造制敌“利剑”，不断提升军队战斗力。 

3.3 倡导“西迁精神”是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 

西迁人怀着对祖国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离开大上海，来到在当时还属

于欠发达地区的大西北，义无反顾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成为黄土地上的拓荒人，这种义无反

顾的献身精神、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今天仍能给人以强烈感染，也对做好部队

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3.4 倡导“西迁精神”是为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增添的新活力 

对待军事文化，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既要继承其思想精华，又要根据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进

行创新，使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芒，彰显活力，既要继承人民军队固有的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又要吸纳总结当代军队和地方建设的鲜活经验，不断进

行创新，充实与发展军队文化，使之更好的在新时代武装广大官兵的头脑，使他们始终成为先进军事文化

的引领者和践行者。“西迁精神”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的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11]，这对于丰富和发展先

进军事文化必将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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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扬“西迁精神”，实现强军兴军“中国梦” 

4.1 不畏艰辛，续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西迁精神”中蕴涵着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勇往直前的精神特质，是我军的一大政治优势。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必须继续树立和弘扬这种精神，

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使他们成为有血性的现代革命军人，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内化为每一个革命军人

的思想素质，并外化为实际行动[12]。 

4.2 砥砺奋进，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 

交通大学西迁，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庄严出发，表现出开拓奋进的豪情壮志，彰显了艰苦奋斗的崇高风

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当前，我们踏上了改革强军的新征程，在这一征途中，必须要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以

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和使命担当，再接再厉，迎难而上，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向前进，在强军

兴军的征途中坚实走好每一步。 

4.3 激扬情怀，扛起强军兴军新担当 

在西迁人的身上，体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他们不忘初心，不畏艰难，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广大官兵要将“西迁精神”传承发扬，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3]，始终做到胸怀大局、心有大爱，想国家之所想，急人民之所

急，更好地为国家民族而勇于担当和不懈奋斗，奏响强军兴军新的时代华章。 

References 
[1] Jiang Tiejun, Yan Xiaofeng, Miao Runqi, Leading the Age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and 

Promoting the Army: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J]. Military History, 
2017, 6 issues: 1-10 pages. 

[2] Egret, White Crane, Promoting the Westward Moving Spirit of Jiaotong University, Opening a 
New Era of History --- Commemorating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Moving [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port, 2015, 25 issues: 241-242 pages. 

[3] Liu Lanxing. The value of the spirit of arduous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and its promotion [J]. 
Forum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2018, No. 1: 10-13 pages. 

[4]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airman Fu Jikui Xi'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raining a New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J]. Research on Military Political Engineering Theory, 
2015, 2 issues: 36-38 pages. 

[5]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airman Xi's thought on political army 
building [J]. Journal of Nav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Edition), 2017, 2 issues: 
6-10 pages. 

[6] Wang Chengan.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J]. 
Journal of Yan'an Cadre College of China, 2017, 6 issues: 44-48 pages. 

[7] Zhao Cunru. Holding firml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of invigorating the army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 National Defense, 2017, 10 issues: 24-27 pages. 

[8]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int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2002



5 
 

National Congress [J].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2017, 11 issues: 14-15 pages. 
[9] Shi Qingxin. To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we should work hard o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J]. Research on military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theory, 
2015, 5 issues: 21-23 pages. 

[10] Liu Zhengbin. Reflections on the training of a new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J].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2016, No. 1: 34-38 pages. 

[11] The Logical Connectivity between Li Houdong's Yan'an Spirit and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n All-round Way [J]. Journal of Yan'an Cadre College of China, 2018, No. 1: 116-120 pages. 

[12] Lv Hengyuan.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losely following the 
practice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y [J]. Journal of 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2013, 6 issues: 
133-134 pages. 

[13] Chen Huijun. Research on Core Values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Soldiers [D].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5.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