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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训工作  

     简 报 （第 2 期） 

上海杉达学院军训团                          2017 年 6 月 27 日 

   

卷首语 

对很多人来说军训是一种挑战，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并没有那么艰

难，连着好几天阴雨不断，一训练就开始下雨，训练结束雨就戛然而

止。但是不要窃喜训练变

得轻松，有句话说“出门

看队伍，进门看内务”，

内务也是军训极为重要的

一部分。今天开始，寝室

内务整理已经进入正式检

查阶段，希望大家都能积

极对待，认真整理，成为

内务优秀寝室。 

据悉，6 月 26 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禁毒日，嘉善县在我校举办

了 6·26禁毒宣传活动暨《国际禁毒日》纪念邮票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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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活动 

每年 “6·26”是国际

禁毒日。26 日上午，嘉善县

在我校开展主题为“无毒青

春·健康生活”6·26 禁毒

宣传活动暨《国际禁毒日》

纪念邮票首发式。 

活动对毒品的危害进

行广泛宣传，嘉善县领导汇

报了开展禁毒工作的整体

情况。县委宣传部、政法委、

县府办、县公安局等部门及

学院师生共计 400余人参加

了活动。 

另外，中国邮政于今日发行《国

际禁毒日》纪念邮票一套 1 枚，邮票

面值为 1.20 元。邮票整体风格简洁

明快，建筑、车辆、绿树、蓝天、彩

虹、和平鸽等元素组成象征光明与希

望的生活场景,右上方的醒目位置配

以禁止符号与典型的毒品元素——罂粟壳及罂粟花，中间以彩虹将画

面分隔为两个部分，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寓意在政府的多项措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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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共同行动，形成拒绝毒品、追求健康文明生活、共建和谐社会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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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教学活动 

6月 26日下午 2点 30分，军训团宣传部根据军训工作要求，组织军训团 30

位宣传副连长进行内务参观学习，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前往教官驻地参观。在学员

各自参观过后，教官们对被褥折叠方法进行了讲解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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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过后，宣传副连长们针对寝室的内务要求进行再次确认并提问，态度认

真。 

在此次内务学习中，教官还透露

了小窍门，整理被褥时，可以用坚硬

的物品辅助，使得被褥可以更加方正，

表面也能更加平整。仔细观察教官的

被褥，可以看到在折叠处有明显的印

痕，有些甚至有刮破的痕迹。据了解，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官兵的被褥都

是一样的厚度，长时间的使用并按固

定要求整理被褥，相应的地方反复折

叠而出现印痕。这也体现出官兵在内

务整理时的用心和细致，教官一丝不

苟的态度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27 日早晨，各指导员对内务进行

了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中，大部分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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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态度认真，积极打扫，情况优良，553 个寝室的得分达到 90 分以上；但是也

有部分寝室表现差强人意。主要问题在于：物品摆放不整齐，阳台地面不干净，

脸盆架上物品杂乱，甚至有个别寝室发现有违规电器。针对以上情况，团部将对

优秀寝室进行表扬，对脏乱差寝室进行通报批评，对有违规电器的寝室，根据《上

海杉达学院学生手册》管理规定进行处分。 

                

消防演习 

为增强同学们的安全防火意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掌握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处

理流程，6月 27日 14时，学校针对部分楼层组织了一次消防演习，参与人数达

到 13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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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点整，各楼学生安全员拉开消防烟雾弹，瞬间烟雾向各楼层蔓延。随着

工作人员一声“着火了”，各楼层层长按预案，大声地喊出“3楼着火了！”并

通知本楼层和临近楼层同学赶快下楼疏散。顷刻间，整个楼层烟雾弥漫。参加演

习的同学捂着湿毛巾，冒着烟雾，快速而有序地从各自的寝室疏散出来。 

在各个楼层工作人员正确地指引下，同学们有秩序、安全地疏散到了食堂南

广场。 

接着，安保办老师就如何使用灭火器作了现场培训，在介绍灭火器的结构和

使用方法的同时作了现场灭火演示。部分同学还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上场进行了使

用操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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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日记 稿选 

六月的雨，淅淅沥沥。 

早晨见了一个连队的同学，已然一身军装，脱了稚气。 

大家安静地坐在教室，说实话，军训

作为大一生活的结尾，因为这雨，变得有

些悠然。 

教官姓王，上等兵，据说是第一次带

军训，的确，他比我们还紧张，语无伦次，

倒也可爱。 

军训开营仪式在操场上举办，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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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成员们齐刷刷的站在草坪上。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亲眼看到这般景象，

只可惜乌云把这美好的景色档了大半。 

我踏着湿润的草坪，努力想去感受什么，晚上好有灵感写日记，可我只能感

受到:我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在离别面前，所有人变得脆弱又不堪一击。 

可岁月无可回头，希望晚上可以伴着雨声入睡，有个好梦，梦里没有离别。 

——3营 29连 6 排 徐逸辉  

 

周六的清晨，军训正式开始。 

对于军训，在我原来的意识里，就是在大学里新学期前，杀去你的锐气，变

得顺从，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经历了一天的军训，我发现自己错了，事实不是如此。在这一天里看似我们

只是学了立正、稍息、跨立、蹲起、敬礼与齐步走，其实我们学到的是团队的合

作，是学习的能力，是坚强的意志，是刻苦的精神，是一个大学生应有的面貌。

不时的小雨也更加历练了我们同学的意志。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是我们教官教导我们的军歌，我们与二十

四连的同学一起学习，气氛热烈，斗志昂扬。 

军训很苦，生活更残酷！ 

军训很累，生活更无情！ 

军训很烦，生活更无奈！ 

军训是意志的磨练，军训

是能力的培养，军训是大学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段美好回

忆，希望能跟同学们一起战胜

自己！ 

今天是军训第一天，感悟颇多，以此记之，也希望往后九天能做得更好，能

克服困难，使本次军训更有意义。 

三营 23连 1 排 郭裕峰 

 

军训的头两天在操场时的度日如年与休息时的稍纵即逝中悄然而过。从紧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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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鼓的紧张筹备与声势浩大的开训仪式到有条不紊的艰苦训练，纵然天公不作

美，欲浇灭同学们军训的热情,但官兵们在这两天的时光中展现出来的挺拔身姿,

充满爆发力的吼声，刚正不阿的原则性等等都令我备受鼓舞。 

军人在我的感受中，是有着与古人相近似的品格，他们的爱国、牺牲与奉献

精神与古仁人舍生取义，公而忘私何其相似，纵然没有许多流传千古的文章是描

述军人气质的，但他们没有被歌颂的事迹夹杂在历史书中，真实地传递给了我，

曾有进部队学习这种气质的想法，却因为身体原因而搁浅，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以往的军训中，我更多地将它们当作长大成人的养分，是必经之路，而过完

18 岁生日，已是成年人的我，对待这次高校军训，更多的是向军人致敬，学习

军人品质，我若想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子汉，这次军训就是必由之路。 

愿付艰辛与汗水，换得男儿铁骨铮铮硬汉柔情。在这次为期十天的军训中，

纵然天公不作美，我也期望自己能以饱满的精神姿态全情投入，克服一切困难，

不求脱胎换骨，但求不忘初心，方能始终。 

三营 23连 1 排 冯尧霆 

 

待到夏来六月天，杉达学子多少千。 

狂风暴雨倾盆下，穿着军装脸庞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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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战友不曾识，动员大会来相见。 

汗洒绿茵终无诡异，报效国家未曾退。 

——3营 29连 6排 季楠 

 

 

 

 

 

通讯报导 

精神饱满参军训 志气高昂洒青春 

今日，是非常值得人期待的一天。每位同学都身着整齐的军装，透露着一股

精气神。我们三营二十三连全体成员参加了教官、指导员见面会，以及开训仪式。 

即使天气不好，大家的情绪依然高涨。在教室里看着教官进来的那一刻，真

的很激动，教官用他的热情和大嗓门让我们对正式的军训生活满怀期待。整个活

动我们二十三连始终像一个整体同学以认真而饱满的态度，积极的参加了今天的

各项活动。下午连队教官教我们如何站军姿。半个小时的军姿同学们虽然感到累，

但是依然笔直的站着。教官教了我们一首歌：我是一个兵。这首歌光看歌词就足

以体会其历史韵味。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教官并没有枯燥地直接灌输式的教授，

而是加入竞争机制，奖惩分明。充分地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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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23 连和 24连来了一场军歌比赛。体现了我们之间的团结友爱，与此同时也

展现出了杉达学子的精气神。 

接下来就是期待已久的开营仪式。每个连队在有序进场的前提下，形成一个

网格式的站队，井井有条。在这个仪式的过程中，有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情节，

就是来自女营的挑战书。这个情节具有创造性，其中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让

人印象深刻。当然，男生也不甘示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挑战。一位副校长的演

讲让人震撼，在演讲的过程中多次被掌声打断。十分精彩。 

今天的军训活动完成以后，我们的军训服是湿透的，完成的成果是可见的，

我们收获的——是这巨大的精神财富。你若问我们累不累，我回答我不累，真的

不累。我们还将面临后几天更为艰巨的任务，对此，我们没有轻易地放松，我们

为着明天做了更好的准备，期待着我们连拿出最辉煌的成绩。 

我们知道，我们挥洒的是汗水，获得的是一种意识，一种吃苦的意识，一种

坚持的意识，一种团队的意识，一种遵守纪律的意识，还收获一种责任，一种为

过奋斗的责任，一种奉献自己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二十三连全体同学，明天会做的更好！ 

——三营二十三连 

 

转眼间，大一的生活就要结束了。而我们也开始了期盼已久的军训生活。 

序幕     跋山涉水之干部开会 

     好久没有早起的我们，伴着雨

水，沿着花坛的石头，前往报告厅参

加学生干部的培训大会。真的就是军

训刚开始的样子，大家吵吵闹闹，还

有迟到的同学。不过我相信，十天的

军训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成为不一样

的自己。不只是学生干部，而是每一

名同学。 

第一章     美丽可爱之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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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财管专业跟的是仝皎老师。她会很严厉但也很有趣。先跟我们强调了

纪律。很喜欢她说的“做十天的女兵，相信今后的你一定会怀念并感谢这 10 天

的自己。”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巾帼不让须眉！ 

第二章      严厉害羞之教官 

带着对帅帅教官的憧憬，我们迎来了我们自己连队的教官。虽然他并不那

么帅气，可他身上却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吸引着我们。哈哈。真的特别容易害羞，

跟同学们讲话都很不好意思。最好玩的是，他老一说“len（人）不要讲话”，

大家就会开始偷偷地笑。不过今天已经他已经不讲人这个字了„ 

第三章      压力与努力之特色连队 

很荣幸我们被选为特色连队，学习擒拿拳。这就不仅要求我们要站好军姿，

走好队列，更要求我们要记住拳术的动作，做到整齐划一。一整天我们都在室内

体育馆训练。虽然训练真的很累，但大家都还是积极配合。说到这个，我就不得

不夸一夸我们连队的同学了。昨天下午开训仪式退场的时候，虽然雨势越下越大，

但我们十五连的女兵们没有一个人撑伞，没有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我们踏着整齐

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井然有序地回到自己的团训教室。 

     未完待续„„ 

军训前两天很开心，但是也真的很累。特色连队“巾帼十五 奋勇擒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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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一式 尽显气质” 

我们是十五连女兵。加油。 

——二营十五连 
 

 

 

 

 

 

 

 

 

 

 

 

 

 

 

 

 

训练话外音 

-----------------------------------------再苦再累有战友在都会充满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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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好鞋子才能把军姿站的更稳------------------------------------------ 

 

------------------------------------------吃饱饭才能更好的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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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教室哪怕看视频也如部队般有组织有纪律------------------ 

 

 

 

 

（2017 年军训团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