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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能够体验军训，是人生的一大幸事。生活或许本没有色彩，其可

爱之处正在于我们可以赋予其色彩。军训赋予生活的恰是生机盎然、

活力四射的绿，是冷静持重、恬淡质朴的绿。正是这生命之绿，让我

们深刻铭记这段岁月里破茧成蝶的喜悦与艰辛！时间不为任何人停留，

我们惟有追随；岁月不为任何人驻足，我们惟有向前。又是一年秋来

到，又是一年军训时。这一段年月的主题注定要叫做历练。 

 

 

 



 
 
 

【军训第一天】 

站军姿、踏步走、齐步走、正步走是他们每天的必修之课；一声声口号是他

们的铮铮誓言；军歌对唱是他们最美的军旅回忆；一个动作的一次次练习，一句

口号的一次次重复，宿舍内务的

一次次整理锻造着他们钢铁般

的军人意志。 

2015年 7月 13日，上海杉

达学院所有大一学生开始了为

期十天的军训。除了走队列，站

军姿，走齐步，踢正步这一系列

的传统军训训练任务以外，还有特色拉歌活动，内务教学等，大大增强了军训的

趣味性与实用性。 

站军姿，走队列——锻炼的是同学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意志力。十分钟一动

不动地站立，抬腿到同一个高度，摆臂到同一个幅度。一遍又一遍地在阳光下行

进，原本特立 独行的个体渐渐凝结

成整齐划一 的方阵。“一个都不能

少”的团队 友情就此建立起来了。 

激情，洋 溢在脸上，歌声，萦绕

在空中，那一 刻，满腔的热血，都随

着年少的轻 狂，喷薄而出。连队拉

歌活动也是 军训期间必不可少的

娱乐方式，连排一起引吭高歌。歌声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整个训练场热闹非凡

到处是喊声、笑声、歌声。 



  尽管这军训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希望同学们可以一改往日的慵懒，投入到

紧张有序的训练中去，感受到超越自己的快乐。军训不仅培养了我们坚强的品格，

也增强了我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使我们懂得了责任感的重要，更加强了我们的

团队意识。我相信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不管从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意志

力上，还是思维方式上，我们都将受益匪浅。 

 

【2014 级军训初体验】 

7 月 12 日下午，军训团团长和教官到校，提前给所有军训团学生干部（指导员助理、

副排长、班长）进行了军事技能训练，整队、喊口令、正步走，两个小时的训练效果良好。 

稍息，立正，整理帽檐，调整腰带……7月 13 日，上海杉达学院 2014级大一学生已然

开启了他们的军训之旅。10 天的军训，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怎样的考验？10 天后的他们，又

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教官★ 
                                          
 训练严谨 张弛有度 

“今天是军训的第一天，学生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乖的。

他们的表现还在我预期之内，我挺满意的。”连长介绍，新生

们进行了包括立正稍息、跨立、整齐报数、蹲下起立等在内的

各项基本训练，其中整理着装向来都是军训第一天的重点。 

 “一、二、三、四！”军训队伍喊着嘹亮的号子走过，

整个一上午的训练带来的经验值远远超出了疲劳值。“军训作

为大学的第一课，对同学来讲是很重要的。”连长说道，“军

训可以培养他们勇敢顽强的毅力，让他们树立良好的作风与形象，还能够增强大家的纪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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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服从意识。”而集体观训练严谨 张弛有度念和荣誉感，更是连长反复强调的内容。同

时他还补充，通过军训，同学能够增加对军人、对国防的基本了解，而教官在军训同时也能

帮助同学树立正确的观点，初步规划自己的大学。 

谈及教官本身，连长讲道：“教官太严厉不行，但不严厉也不好。毕竟是军训，如果

要求太过松弛，10天没有任何让同学难忘的事情，军训的意义也就消退了。教官严一点，

给同学的印象就会深刻一 点，影响也会深远些。”当然，

大学生和正规军人毕竟还 是不完全相同，“松弛有度”是

连长给出的标准。“该严厉 就严厉，该幽默就幽默。训练时

有个正规的样子，平常休息 可以适当放松。” 

 

 

 

 

★学员★ 

虽不新鲜 但有滋有味 

夜色已深，结束第一天军训的新生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向各自的宿舍挪着。校园中不再

回荡嘹亮的 号子，抹去了星

星点点的军 绿色，连足球场

的大探照灯 也在一瞬间熄灭。

安谧的校园 愈加散出困倦的



气息。 

然而对于 2014级学生傅景颖来说，军训生活刚刚开始，都让她有种初体验的感觉。自

认为精力格外充沛的这个来自南宁的“女汉子”，在结束 一天

的训练之后，仍腾出手来扛下体力活。洗衣服、洗床单、 清理

水槽……曾在学校担任国旗班成员的苏心，在谈到大学军 训时

表示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和高中军训一样地苦和累。相 对于

其他人只一天便酸痛无比的情况，苏心两年的国旗班生活 让她

自感状态良好，“一天下来，脚很疼！” 

夜色中探照灯的灯光下，阵阵嘹亮的的口号让她们愈加体 会 到

军训的精神，“军训让‘我是 

杉达人’这个信念更加明确在心”。 

 
 
★指导员★ 

认真训练 融入大学 

谈及对军训的初印象，会计专业 14级的辅导员孙洪礼老师笑着说：“军训前，大部分

学生都很散漫，集合时总是很拖拉，但经过一天的训练，同学们的纪律性有了明显的提高，

我觉得很欣慰。”同时，孙老师表示：教官们的素质都很好，训练的方式也很新颖，效果也

很好——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对学生进行训练，每一次解散时，教官们都会对今天的训练进行

总结，哪些地方做的好，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够。我觉得这样很好，能把训练的情况及时地进

行反馈。” 



而提到对学生的军训要求，学生教育办周士心老

师说：“我希望同学们都够受到严格的训练，但严格

绝不意味着体罚。”最后，周老师对同学们寄予厚望：

“我希望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在军训中得到提高，同时

在内务整理和要求上进一步提高这是最为重要的；其

次，我希望通过军训能使更多的同学树立起他们的的

爱国理想，培养起他们的国防意识。也希望同学们能

够更好的学习军人的纪律严谨优良的作风。” 

 

 

军训内务整理 

              ------养成大学生活良好习惯的开始 

7月 13日晚，教官们来到学生宿舍，通过指导整理内务的方式来向同学们

展示了军人严谨的风采，督促同学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进入宿舍后，教官首先对同学们的宿舍情况进行了总体的评价，对宿舍内务

的摆放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之后，教官更是亲自上阵，

用实际行动向同学们演示了军人标准的整理内务。教

官首先将被褥铺置整齐，随后采用边操作边讲解的方

式，指导新生如何能够迅速而整洁的铺好床单。最让

新生们期待的莫过于在电视里见到过无数次的将被

子叠成“豆腐块”的形状了。看似简单的叠被子其实



是深藏着许多学问的，同学们都好奇的看着教官以熟练的手法折叠着本来软塌塌

的被子，不一会儿，一床整齐的被子便展现在了大家面前。 

  

教官指导同学叠被子 

  教官为指导叠被子而流下的汗水博得了新生

们的阵阵掌声。整理完了床铺，教官又从细节出

发，向大家展示了在军营里洗漱用品的摆放方式。

原来，在部队宿舍中，连毛巾的折叠摆放也是有

学问的。教官耐心的为新生讲解了毛巾的折叠方

法，同学们不禁对严格的军队内务制度发出了敬

佩的感叹。 

  

 

 

 

 

 

整洁的内务 

  记者在教官奔波于不同宿舍的间隙采访了解到，此

次内务整理的最大目的在于教育同学们以良好的军容去

面对接下来的军训，督促同学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军训小诗分享 

 
 

 

虽有流汗不皱眉，        虽有骄阳似火球，        虽有微怨且相候， 

 

但有洒泪难低头。        但有淌血仍坚守。        但有感恩心中留。 

 

且挥袖，               轻回眸，               便抬手， 

 

将艰涩拂落胸口。        留往事历历依旧。        摘取无上之成就。 

 

我本坚强，            我本无惧，              我本豪情， 

 

纵有万千挫折勿回首。    况有广大战友立身后。     更有嘹亮军歌声悠悠。 

 

向前走，向前走，       放声吼，放声吼，          何须忧，何须忧， 

 

征途漫漫而今始，        吾辈气概在今日，        从来万事无一易 

 

一往无前莫言愁。         莫等老来悔白头。        若非成功岂能休 

 

摄影：笑笑、黄辉 作者：赖 天 



优秀日记展示： 

不做温室的花朵 

温室的花朵，永远都经不起风雨额考验。平静的湖面，永远都训练不出精悍的水手。我

们要懂得吃苦，更要经得起磨练，这样我们才经得起大风大浪，才不会被淘汰。 

今天是军训的第一天，阳光明媚，

教官领着我们在训练场训练。虽然我们

都是女生，但我们都很坚强，都坚持下

来了。教官说：“你们这还不算累，我们

在部队闭着累多了。”我从我们的训练中

可以体会到部队训练的严格与累。 

太阳不留一丝情面的在我们身上传

送着热量，整个训练场如同火炉一般，

将我们身上烤的炙热。从立正到稍息，

从起步到立定，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或许是因为大学一年锻炼的太少，好多

同学都晕倒了，但大部分人都还坚持着，教官响亮口号振奋着我们，让我们继续坚持。 

军训虽苦，但它却给我们的人生增添了无数亮丽色彩。我们不愿做温室的花朵，军训会

让我们如小草一样坚强的活在风雨中。 

-----2连 4排 3班于娇娇 

 

我是上海杉达学院军训团一员。很荣幸在今日正式加入军训团。今天是简短且富有意义

的一天。我就简短总结一下今天的军训以及我自己的感受。 

今天的开始是换上军装开始，换上军装之后不知怎么地，我

就把自己一直驼着背挺起来了。可能是这身制服给我带来了不一

样的精气神。至少这点我深有体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杉达

的学长，曾经当过两年的兵，他不会游泳，可是他宁愿冒着生命

的危险在淮河中救起落水孕妇，因为他穿着制服、军装。从某种

程度上，我与他相同，一种使命感。 

今天的军训实际并没有训练多久，但是说实话，体力依旧有

些支撑不住。这提醒了我，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身体素质之差。

平时体育考试都是应付。天气一热我窝在寝室，没有每天的基本

运动，缺乏锻炼。一个大学生除了拥有一个强大的大脑，还应具

备基本的身体素质。 

我会再接再厉，对未来的军训日子，我充满信心。 

                                     -----12连24排7班俞佳伟 



随着灿鸿羞赧的离去，随着校领导与教官的希翼话语，随着“晨号”的吹响，军训的生

活开始了。 

大一的军训生活旨在于提高大学生军事素质，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汗水中明白我们肩上

的责任！今天是入伏——就是进入三伏天——“烧烤”模式的开启。 

清晨的七点半，气温 33℃，十一连二十二排的我们相约在我校操场中心。昨天下午的

军训已经让我们有了思想准备，今天还只是一个开始。留下的汗水是让我们明白肩上的责任，

是锻炼我们的心 魄，磨练我们的意志。上午的

军训强度还不够 骇人，下午便重重给了我们一

击。三小时的不 间断的酷晒让我们尝到了三

伏天的厉害。 

今日的收获 还挺多，除了军训日常的技能，

更有军歌，同学 们的友谊，教官的幽默以及排

之间的联谊之乐。 在流汗磨练的同时，我更期待

这新鲜的事情发 生，这令军训生活不再一成不

变，不再枯燥乏 味。它增添了高丽的色彩，让

军训变得换乐。 

我不禁欣喜，训练的艰苦让我审视着自己的张力，同时令我在短暂的休息之余体会到了

无比的快乐，它放大了平时微不足道的幸福，放大了我们的缺点，扩展了大一生活的乐趣。

我开始期待着，之后几天的军训生活将会是如何呢？ 

-----11连22排1班周逸凡 

 

    体验了两天的军训生活，我讨厌那炙热的太阳，闷热的空气，这让我浑身都黏黏的，

而且都晒黑了呢。不过，我很喜欢大汗淋漓之后，冲身温水澡的清爽，虽然脸被晒得有些疼。 

我更喜欢过着作息很有规律的自己。自从上了大学，我周末生活渐渐变得不像样子。我

从周五就开始通宵看电影或者电视剧。然后周六凌晨 5 点多睡觉，之后一直躺在床上除了上

厕所和吃饭……一般都不出门，都是吃泡面或者叫外卖。工作日的我也会熬夜，以至于我早

上一般都简简单单地吃些零食。我不喜欢以前的生活，厌倦那样的生活，更讨厌过着那样生

活的自己。 

现在我早上能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昂首挺胸，迈出寝室，呼吸着早晨那新鲜的的空气，

整个人都有了活力，然后吃上有营养的早晨，迎着阳光，走到了指定地点等待着充实的一天

的开始。 

好喜欢这样的自己，有着青春的活力，好想给自

己拍张站军姿时阳光柔和地打在我侧脸上的照片。 

我的军训生活就像是一杯咖啡，当你舌头触碰的

一瞬间，会感觉很苦。但是慢慢品尝，便会觉得香甜

醇厚。 

-

----2连4排6班马绚绚 



    

 

不知不觉中，军训已经过去了 2 天，之前盼望的风雨也并没有如期而至，虽然有偷懒的

幻想，但在毒辣的太阳曝晒下却都化为了泡影了，在这次军训中，有幸成为了 12 连 24 排的

副排长，虽然管着一百多个兵，但也自认为没有做好身先士卒的榜样。第一天下午迎来了教

官，个子很高，不苟言笑是大家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但

是却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晚上学唱了《强军战歌》，

慷慨激昂的节奏，铿锵有力的歌词，唤醒了心中隐藏的

担忧，之后又观看了阅兵式，庄严的仪仗队。整齐的步

伐，坚毅的脸庞，让我充满了羡慕，也为国家拥有这样

一个铁血战旅而感到了骄傲。军训不仅锻炼了身体，强

健了体魄，也磨练了意志，希望在接下来的军训中再接

再厉。 

-----12连 24排 4班倪鹏涛 

第一天的军训生活，犹如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曲，苦与乐构成了他的主旋律，值得回味，

难以忘怀！ 

那铁的纪律，严酷的训练

就是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的

军训。我们不断的进行着枯燥

的训练，有时在太阳底下站军

姿，站的脚软头晕，眼冒白光。

每一次训练都是接受汗水的

洗礼，每一天的生活都在进行

意志力的扛争。但即使军训再

苦再累，我们也要挺过去。这

是钢铁般的意志，遍布了整个

军训操场。 

火热的太阳无情地炙烤

着大地，然而即使太阳毒辣，

我们却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尽心的练习。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太阳狠，然而比你狠的却是

我们钢铁般的毅力。是啊，付出总有回报，你看那动作，虽然没有军人那么标准，但也有一

般阳刚之气，这是我们付出和回报的必然，这是用汗水浇灌的成功之花的绽放。 

刚开始时，那种严格的动作要求，让我们 锻炼的身体难以适应，一个下午就把我们的

腿酸的站都站不稳，我有点动摇了，但最终还是克服了软弱，始终坚持着，一天后我微微的

适应了军人的生活，我们面貌一新：不但身强体壮，充满活力，而且我们的意志也得到了强

化，个个有钢一般的毅力。这对于我们这四年内学习和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2连3排4班谭红兰 



可以说这次军训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以来我都十分期待

能有一次军训，但因为高中学校没有开

设，所以对我这大学的军训格外有好感。

可是没想到这次姗姗来迟的军训安排在

了夏天最热的时候，让我措手不及。在

第一天的时候，认识了温柔呆萌的教官，

他教我们军姿，踢正步。半天排练下来，

我一刻也没有停下来休息，他的执着与

坚韧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军人的风采，

很是佩服。 

第二天，教官他又教我一些基本动

作，拉了军歌，闲暇时他含了颗敬桑子喉片，原来是嗓子哑了，又一次让人佩服。

他的军人热情在酷暑中带给我们几丝清凉，我下定决心趁这次军训，好好磨练一

下自己的意志，不管多苦多累，也绝不旷课，绝不偷懒，哪怕不是军人，也要学

着去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因为我知道，只有磨练了坚韧的意志，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人生中收获成功的

喜悦，让自己的人生发光发彩。 

通过这两天的军训，虽然 T恤早已被汗水浸透，浑身难受，但我也因此学会

了坚持。 

-----2 连 4 排王美华 

 

今天是军训的第一天，前几天还是狂风大作，今天就瞬间阳光高照。我怀着激动的情绪

迎来了我向往的军训生活。 

我对军人总是有一种崇敬的向往之情。早上，我早早的起了床，换上了新领的军装，瞬

间就感觉自己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女兵。8：3030 参与排长、班长的培训活动，了解了我们

的活动日程和需要做

的事情。下午，我们与

我们的教官见了面，教

官感觉充满了精神，说

话大声爽朗。在教官简

短的自我介绍之后，我

们整了整队，被带到了

操场，正式开始了我们

的训练之旅。 

教官在点了名之

后，教了我们最基本的

军姿—立正、稍息、向

右看齐。第一天训练，

教官对我们还是很“仁

慈”的，只让我们站了五分钟军姿。虽然天气很热，但也不能打败我努力做好每件事的信心。

虽然我距离教官的要求还是很远，但是我会一点点进步的，我想，既然我穿上了这套服装，



就要以高要求严格约束自己，把自己当成一名兵来看待。 

今天我也有做的不足的方面，在纪律方面，今天在开训仪式结束后，我没有组织好。在

之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更快适应军训生活，做好副排长的工作，以身作则。 

经过这一天，我感受到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本钱。今天，在开训仪式上，很多同学都晕

倒了，我认为大学生不仅仅是要学习，更是要拥有一个强壮的体魄。经过这一天，我最切实

感受到了团队精神是十分重要的，纪律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如今，我们都身为独生子女，往

往都会以个人为中心，很少也很难体验到团队和团体的概念和生活。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会改正自己的不足，努力积极的去帮助同学。我也十分期待之后的

一系列活动。我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越做越好。 

-----8连16排张砚哲 

结束了接踵而至，忙忙碌碌的期末考试，经过 7 月 11 日一日的调整休息，伴随着耳傍

“灿鸿”猛烈的呼呼风声，对于终于到来的大一军训，我既紧张又期待。终于在 7 月 12 日

今日，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迟来的大一军训。 

虽说高中已有过三次军训体验，但是大学中长达 10 天之久的还是从未有过的！早上换

上一身戎装，军帽、军外套、军裤、军佩带，从头到脚，准备齐全，向着集合地点迈进。指

导员与学员见面，讲解注意事项，第一次对连、排、班有清晰的认识和意识。大学军训不比

高中军训，要求更加严格，甚至是在着装、考勤、时间观念等重要方面。简单精要的见面、

讲解要求之后便散会了，午餐及午

休之后，才是与教官见面。一进入

集合地点，便看见两位教官端坐在

一旁，手上拿着待会儿要讲的讲稿。

待全员集合完毕，指导员便欢迎两

位教官上台作自我介绍，第一位教

官讲的内容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要讲究八连的集体荣誉感，相信

自己是最棒的，不比别人差。第二

位教官个子娇小，上台便以正步走

上台，一副军人的姿态展示在我们

面前，每个人都觉得他可爱。他的

讲话简短，走下台也是正步走！之

后便带领我们直接奔赴操场训练。“灿鸿”已走，前晚拜的“雨神”萧敬腾也没有用。今日

知道我们要开始军训了，“天公作美”，艳阳高照！我们身穿长袖长裤，脸抹防晒，恨不得把

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留一点缝隙给阳光得逞。还没开始军训多久，就有同学不舒服到一

旁休息。今天简单训练了一下向右看齐和立正姿态，同学们已是叫苦连连。教官不是很严厉，

对我们女生宽容，还时不时带着幽默，惹得我们好几次哄笑。四点，便开始整队，开始军训

开幕仪式以及动员大会。高温加上站了将近一个小时，好多女生支撑不住，纷纷倒下，嘴唇

泛白，有的甚至还昏了过去。晚上，宗美老师教育我们，今后不论做什么事，拥有健康的身

体是至关重要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督促我们平时勤锻炼身体，活用学校硬件资源。宗美

老师虽有时很严厉，但我感受得到她是为了我们好。 



第一日的军训还算轻松，开了个好头，希望接下来几日大家都能坚持下去，留下一个难

忘的回忆！ 

-----8连15排4班林蔚 

今天期待已久的军训终于来了，作为军训的第一天，伴随着台风“灿鸿”的到来，早上

的天气风雨交加，可是这样依然阻挡不了我们积极去参加军训活动的热情。 

早上起床后和平常不一样的就是同学们今天都穿上了迷彩军装，虽然天气很热，但是我

也还是很乐意的穿上了长袖的迷彩外套。随后和平时一起去吃了早饭，等到十点的时候大家

去了教室集合。到了教室以后，指导员给我们安排好了各自的座位，讲了关于这十天军训的

详细事宜。然后教官和我们见了面，两个教官做了自我介绍。看着他们挺拔的身姿，我突然

感受到一种澎湃之情，我想今天他们能这样站在这里，像一颗大树一样，一定也是经历了很

多艰苦的训练。我想着有一天我也能迈着这样

一种自信的步伐去面对我的生活，只要我肯坚

持。就这样，早上的时间很愉快的过去了，为

期十天的军训就此拉开了帷幕。 

中午吃过饭后，照常午休。午休过后，本

来还以为会下一天的雨，却惊讶地发现天空放

晴了，也许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军训，天气都这

么配合。心里这样想着，不觉都笑了起来。下

午教官带我们去了操场，确定了各个连队接下

来几天的训练场地，迎着烈日，我们也没有退

缩，按照教官的指示，我们动也不动的站在操场上。后来又在操场上举行了正式的军训开幕

仪式，领导和学生代表们对这次军训发表了演说，由此我深刻的意识到我必须严肃认真的对

待这次军训。军训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锻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不是梦。不过在开幕式那一会儿时间里，有很多女

生晕倒了，我想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按时吃饭，坚持锻炼身体，这样身体才不

会这么弱。 

这一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很开心，教官也很幽默，接下来的时间里应该会很愉

快吧。我也会学到不少东西吧。我憧憬着…… 

-----8连15排5班杨曜熙 

军训感悟 

军训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对于军训大家也有更深刻的感受了，让我们来听一

下吧！ 

 



一大早为了整顿纪律，教官给予了我们“奖励”——做蹲姿，短短不到十分钟的

时间就给全排战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纪律！纪律！纪

律！这是教官对我们最大的要求，作为男生部队里唯一的军

体拳排，我们有着比其他部队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纪律绝

对不能放松。或许是教官的和善让我们忘记了什么叫做军队，

在“奖励”过后我们才想起我们是一个部队，是一个有着艰

巨任务的部队。中国军人之所以让外媒惊叹就是因为我们的

军人有着令人震惊的纪律性。而此刻的我们也是军人，我们

不能丢下纪律，给自己的部队抹黑。下午，吸取了教训的我

们终于让教官冷峻的面庞再度展示出满意的笑颜。相信重拾

纪律认真训练的我们，能给全体官兵展现出我们打出的军体

拳的风采！ 

                                       ----12 连 23排王子兮 

第一次看到大家如此整齐的站到一起。虽然在步伐协调上还是有欠缺，但这并不

会成为我们是最棒的的障碍。我相信，十天后，大家可以以一种自信昂扬，朝气

蓬勃的姿态来迎接大二本部的到来。太阳很大，晒的我们两眼发花。有很多人倒

了下去。但也还有人在坚持，哪怕我站不稳，哪怕我低头，都不会倒下。我们要

像远处的高楼一样，管它艳阳高照，我自屹立不倒。  

----14 连 27 排杨阳 

 

 

通报批评：  

 

军事训练是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程，

它对提高新生国防意识和集体主义

精神，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具有重要

意义。要求每一位参加军训的同学必

修按时出席。    为严肃学院学风建

设以及军训纪律，现对上海杉达学院

2014 级军训考勤情况予以公布，对于



无故缺席的同学予以通报批评，请大家引以为戒！ 

 

 
 
再出现类似情况，取消此次军训资格，明年参加 2015
级军训！！！ 

-----------上海杉达学院 2014 级学生军训团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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