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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

枪”的人感情最铁，青春际遇，同窗

之谊，扛枪之情，终生难忘。9月 22

日上午，经济与金融学院 14级新生齐

聚西区运动场，开展为期 9天的军事

训练。期间，有泪水有欢笑、有失落

有收获，但四百多个懵懂年少的心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在烈日下找到最真

实的自己，在军训中看到最美的彼此。

站军姿、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转、齐步、正步……平日看来最简单的动作在训练中竟然都有了

那么多的规则。炎炎烈日，方寸之地，漫长的军姿、踢不完的正步、湿透的迷彩服、绷直的双腿、挺直的

后背、来回的踏步、整齐的动作，都彰显的是每一个不屈服、不放弃学子的精神品质，让一直站在他/她

们身旁的我为之感动。军训，不单是简单动作的训练，更是自律意识的培养，坚强意志的塑造，同学们在

训练中苦中作乐、邂逅最真实的自己。

由班到排，由排到连，同学们在每天紧张的时间里，克服天气的灼热，领会教官的训示，散乱的动作

逐渐整齐划一，低沉的口号开始响彻云霄，生疏的氛围变得团结活泼。在过去 9天的时间里，经济与金融

学院新生接受着来自军训的身心淬炼，最终顺利完成各项训练任务，在军训阅兵仪式上展示了高质量的受

训成果。军训场上完美演绎，场下整齐的内务、火爆的节目都是大家齐

心协力的结果。9天的历程同学们共同协助、共同扶持、共经风雨，共

睹彩虹，在训练中看到最美的彼此。

“文武双全，看我一连；经邦济世，奋勇争先”十六字口号，同学

们从当初勉为其难的接受到最后骄傲的喊出，不是习惯使然，而是找到

归属和心理认同，因为他/她们属于这个连队，属于这个学院，属于

这个学校。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她们会淡忘，但永远不会

遗忘，不会忘记教官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不会忘记老师的指导

和关怀，不会忘记学长学姐的陪伴与问候，不会忘记小伙伴们

一起走过的艰辛历程。

感谢军训 ，我们一起走过；感谢军训，让我们在最美的青春年华，找到最真的

自己，看到最美的彼此。 (文/林高财老师)

http://xuehuifangqi.unjs.com/
http://leifengjingshen.un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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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2 日早 7:00，全体 14 级新生迎来了大学生涯第一课——军训。新

生还没全部到达军训场地，天空便下起了大雨。由于雨势越来越大，我们的军训动

员大会转移到陈嘉庚纪念堂举办。

20 余位校领导、教官以及 14 级全体新生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起

立并奏唱国歌。国歌奏唱完毕后，校党委副书记朱琦环发表讲话，她首先对 2014

级新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人民解放军致以衷心的感谢。随后，她对学校的事项

作了简单的介绍，并鼓励 14 级新生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与迎难而上的品质。

部队首长对即将参加军训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充分发扬吃苦耐劳的精

神，军训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对同学们意志力的考验，希望同学们能真正明白军

训的意义，发扬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去，圆满

完成训练任务。随后，来自法学院四排的新生代表发表了讲话，他带领全体新生宣

誓，从每位新生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认真态度与对军训的美好期望。

本次军训动员大会的圆满召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不仅让即将迎来军训的

14 级同学们了解了更多的军训相关事宜，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老师们和教官们的关心

与期望。更重要的是点燃了同学们的昂扬斗志，让大家更有信心，也更期待军训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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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2014 级新生的军训生活已经逐步走

上了平稳的轨道，这几天，经历过太阳的暴晒，也经历过风雨的洗

礼。趁着教官休息的时间，我们去采访了一连一排的教官徐超。

来自江西的徐教官，是一排的排长，他对新生们的表现很是满

意，因为新生们很听话，训练也很用心，并且学的也快。尽管有个

别同学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但是他们还是能在休息后继续参加军

训，精神可嘉。

徐教官不善言谈，当我们的小记者说要给他拍照的时候，他有

些拘谨和不知所措。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对徐教官的喜爱，通过一排

的新生我们了解到：

徐教官平时训练严

格，但严厉中带着笑

容，求精中不乏耐心，

同学们做的不到位的

动作一遍遍的教，在大家累的时候，也会带领大家做一些游

戏或者是唱歌来缓解大家的疲劳。

“定住！再坚持一会儿！”这铿锵果决的行令声是徐教官

在训练同学们踢正步。认真的他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

坦言道：“一天的军训确实是累，但每天一来到操场上看到朝

气十足的新生就又有了激情。”可见徐教官不怕苦不怕累的良

好品质。教官每天和我们一样风吹日晒，甚至比我们还累，

那么，我们还抱怨什么呢？

军训的生活苦，但苦中有乐。有了陈教官引领我们，减少了训练的乏味与劳累，而且也让我们体验了

不一样的军旅生活。因此，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配合陈教官，要让他感受到华大学子的热情与温暖。

也许太阳会将我们的皮肤晒黑，也许热风会让我们口干舌燥，但相信在陈教官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走的

更远，不畏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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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激情飞扬，是热血的，是朝气的。现在，华大 14 级新生的军训仍然在紧张的进行着。“一！二！

三！四！。”这铿锵有力的呐喊声，正是由我们的王银豪教官所带领的二排所发出的。

王教官来自山东，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汉子。王教官为人很好，对待学生们很友善，问到他对同学们

的印象时，他很满意的回答：“刚开始对同学们还不是很熟悉，接触下来后，发现我们的同学都很能吃苦，

并且都能够认真的投入到训练中来。可能做的还没有预想的好，但我能够看出他们的认真。”

军训苦，同学们苦，教官更苦。每

天早出晚归，还要在操场上到处奔波，

王教官一个人负责整个二排，要做的事

真的是挺多的。通过与二排的同学接触，

我们可以感受到同学们对教官的喜爱。

在军训场上，他是严厉的教官；在私下，

他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王教官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学生

们也是一样。做错事情的，他绝不手

软，但只要同学们的认错态度端正，

他还是会耐心地去帮助同学们。当

然，也不乏学生体力不支而晕倒的现

象。对此，王教官表示，现在的学生

体质太差，希望同学们能够加强对自身的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次的采访虽然短暂，但我却收获颇多。其实，所有的教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在以后的道路

上，不管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同学们都能拿出军人的风采，不畏困难与险阻。军训再苦再累，王教官都不

会说一句抱怨的话，我们还抱怨什么呢？王教官为大家做了很多，希望大家能够抱着感恩的心去军训，不

求最好，只求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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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风采，令人崇敬；军人的气质，令人赞赏；军人的性格，让人感到生命的感慨，时代的进步。

我们没有华丽的辞藻来赞赏军人，

我们也不能用天籁的歌声来

唱响军人，更没有无价的礼

物来赠与军人。我们有的，

只是一种朴实的橄榄情怀，

一群普通人对军人的无限的崇敬。

他是个有着黝黑皮肤的安徽帅小伙；

他也是个憨厚朴实又略带腼腆的真汉子。

他就是我们三排的刘栋梁教官。烈日炎炎的训练场上，面对着与他年龄相仿的男生们，他的身上弥漫着一

股成功男人的魅力，这应该就是军队赋予人的一种独特的气质。让我们都无法不对他崇敬。

每当太阳刚刚从东边爬起，刘教官就以整齐的着装，有力的步伐准时地来到军训场地。训练场上，尽

管汗浸湿衣袖，尽管炙阳烤红了脸，

尽管几多埋怨，刘教官依旧一丝不苟，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不厌其烦地

调整，指导。刘教官给三排男生们传

授的不止是军事锻炼，更是军人的精

神气质，是吃苦耐劳的人生姿态。休

息区上，刘教官褪去严厉的外表，显

得平易近人，与男生们谈笑风生。尽

管声音沙哑，却也掩盖不住心中的喜

悦，那是对新生军训的肯定与赞扬。

时刻遵从铁的纪律，成就了刘教官健壮的体魄，刚毅的个性。“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这就是军人们永恒的信仰。当刘教官选择做一名军人的时候开始，他便知道选择做一名军人，就等于选择

了勇敢；选择做一名军人，就等于选择了责任。军人们怀揣着肩负保卫祖国的信心，无论风吹雨打，还是

烈日寒冬，永远保卫着我们共同的家园。对此，我们深怀最崇高的敬意向刘教官致敬，向所有的军人们致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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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是新生进入大学的第一课，而教官就是我们进入大学的第一个老师，教官教

导的一切都超乎我们的预想。在四排新生的眼中，来自福建的洪建川教官和其他教官

是不一样的。他性格乐观开朗，有点小孩子气，有点可爱，有点成熟，有点稳重。

在同学们站军姿的时候，洪教官总是会让大家背对太阳，并且会讲很多话来分散

大家的注意力，以缓解同学们站军姿的疲劳。私下里，洪教官是大家的好朋友，四排

的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开朗的洪教官认为做任何一种事都是一种磨练，他坦言道：

“军训既是对新生的一种锻炼，同时也能提高自己，这是一种双赢。”

军训的时光短暂，大家的心情从刚开始的抱怨变为现在的不舍，不是舍不得这

种劳累的感觉，是舍不得

大家一起努力的日子，更

舍不得的是整天为大家

奔波却从不喊累的洪教

官。很多四排的同学表示，现在不会再抱怨军

训苦，军训累，只是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让

她们和教官相处的时间长一些，她们一定可以

做的比现在更好。

面对艰苦与汗水，我们犹豫过、动摇过、

畏惧过，但拥有青春奇葩的我们，年轻蓬勃的我们，心存高远的我们，又怎会轻易低头妥协，于是我们抗

争，我们坚持，勇敢的面对，潇洒的抹去脸颊上一滴又一滴汗水。洪教官教给大家的东西不只是军姿，匕

首操这样简单，还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勇往直前的勇气。本次的采访虽然短暂，我却收益颇多。愿每一个

四排的人都能够记住这段美好的军训时光，记住我们善良友好的洪教官，记住这个可爱的军人带给我们的

一段美好岁月！

http://wenwen.sogou.com/s/?w=%E5%A5%87%E8%91%A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9%AB%98%E8%BF%9C&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6%BD%87%E6%B4%92&ch=w.search.in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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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黄教官

憨憨厚厚的五官，坚毅的神情，壮实挺拔的身躯，一连连长黄艳伟教官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展现出

了一个军人的干练和果敢。如果说，军人是一座座巍峨的山峰的话，也许黄连长不是其中最高的一座，但

一定是最厚实的一座山。

在绿茵操场上，总能看见黄艳伟教官跑来跑去忙碌的身影，他也尽量顾忌到每一个方阵的同学。他总

是以平稳的声调讲授每一个动作要领的，“两脚跟并拢，两脚尖分开约六十度，两腿挺直，膝盖向后压，

上体保持正直，两肩微向后张，两臂自然下垂，两手微弯拇指贴于食指第二关节处，中指贴于裤缝线，头

要正颈要直两眼目视前方，下颚微收。”像这样精准的一个个动作要领，黄教官都能向我们徐徐道来。即

使有些同学不能很好地完成动作，黄教官也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纠正他们的错误。可以说，他是一个严肃

但并不严厉的教官。

黄教官也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也是许多同学敢和他探讨询问动

作要领。“教官，请问正步走停下来的动作怎么做？”每到这时，黄教官

总会先让大家做一遍，找出他们的不足之处，然后亲自示范一遍，让大

家都能看清楚，明白该怎么做。训练虽然是单调乏味的，但是一定要以

认真刻苦的态度来对待。这，就是黄教官教会同学们军训的道理，同样

也可以作为人生的哲理。

只要努力地对待这段难得的疼痛却又收获满满的军训时光，即使

做不到尽善尽美，黄教官也不会多加苛责。一旦有同学有中暑的迹象或

者是不舒服了，黄教官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就让他们来到大本营休息，尽

量地为大家的身体着想。一点一滴的感动，都体现在训练的每一天，训

练的每一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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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言：“人生一

世，草木一秋，都是一

个短暂的岁月。二者之

不同在于人的生命要活

得更有价值，若与草木

同腐，人与草便无区别了。”军训大抵如此，若仅仅抱怨苦与累，军训也就失去其价值。在一连六排的刘

教官看来，军训的价值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

与刚入伍年轻的士兵相比，刘教官资历更长，带领新生方面有自己的心得与经验。交谈时他提到，大

学生军训很有必要，军训有苦有累

很正常，吃过一点苦和累之后才知

道成长，会吃苦也有利于今后的生

活。军训的价值不仅仅是这一点，

等到新生不再是新生，自然就明白

其中道理，三言两语说不清。

与第一印象所差无几，刘教官

不善言辞，但是目光却很坚毅，对

事很淡然。从新生处获悉：“刘教官看似严格，但是很心疼我们，个人有什么做的不好的，从来都是走到

面前轻声告诉你，不伤面子。”刘教官对于学生的细致入微的关怀和体贴，我想是同学们对于军训难忘怀

的缘由之一。

军训生活虽短暂，但是其价值却无以言表，不容小觑。相信新生们不再是新生时，能像刘教官所说的，

更明白它带给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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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曾言：“痛苦本是欲望的产物，但也是磨练意志的试金石。”军训，是大学第一课，称不上痛苦，

磨练意志却不假。一连七排的李教官对此直言不讳：“军训，锻炼的就是坚持的意志。”

李教官年纪尚轻，入伍才一年之久，

也是初次带领学生军训。第一次见面，眉

眼带笑，我指明来意之后，他便爽快的答

应下来。

虽然与学生年纪相仿，李教官却很清

楚军训的目的和意义。他说：“自己是过来

人，知道军训的苦与累，但这不是军训的

全部，其实只要咬咬牙坚持，回头再看就

是不一样的感受了。”他表示，军训时间短，

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压力都较大，但是训

练休息间隙时与学生的说笑又让军训生活有味起来。对此，新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李教官是个特别有

意思的人，训练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是私底下很爱笑，虽然不是很健谈，但是笑容却爽朗大方。

军训为时仅是短短九天，但是却让新生初入大学便知道何为一名士兵的坚持。希望他们带着这种坚持，

开始正式的大学生活，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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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武双全，看我一连；经邦济世，敢为人先！”

在一阵阵清脆嘹亮的口号声中，我们找到了八排排

长。在他们休息的草地上，我们开始了这一次短暂

的谈话。

“我们也很辛苦，但我们的学生们更累。这次

军训时间紧，任务多，但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他们依然能够认真地，努力地接受训练，而且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我感到对这种吃苦精神表示由衷的

敬佩。”

“那你觉得男生和女生在力度上有很大差别

么？会不会女生更难达到训练要求？”

“男生体质好，比女生在力度上更好一点；不

过，女生虽然力度不够，但她们比较认真和刻苦。

所以男生女生目前的训练效果不会差太多。”

“你觉得这次军训结果有达到你的预期效果

么？”

“这次军训时间确实比较紧，来了之后第二天

就得加大强度训练。这确实对训练结果有一定影

响。上面给我们的压力大，他们（学生）的压力也

大。我们是一直给她们加大强度地训练。她们很多

人的脚都已经肿起来了。但经过这几天的训练，她

们现在不管是踢正步还走方阵都变得更有力量

了。”

“今年军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今年的军训才九天，以前是 15

天，所以时间急，压力大，军训要学习的内容却和

以前一样多，所以刚学完一下动作还没完全接受，

又要紧接着学下一个。训练过程中，看到他们的样

子还真的很不忍心。另外一方面是，尽管这次军训

比较辛苦，比较累，天气也比较热，条件比较艰苦

但他们依然能坚持下来，所以在吃苦意识方面，他

们这一届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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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7日上午我们来到军训现场采访一连九排排长——周涂

添教官。在他们中途休息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正与九排的孩子们说

着笑着。初次见面听到我们是前来采访时，他笑着推拖，样子还略带腼腆。

经过我们再三恳求及学生们的鼓舞起哄后，他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是 92 年的，入部队快第二年了，自己真的是第一次带大学生，

不像我们的老班长那么老道，入部队很多年了，所以这次军训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种锻炼。”

“你是第一次带学生军训么？”他低头略想了一下，嘴角弯出一抹微

笑，说道：““我是第一次带大学生军训！之前都是带的都是初中生和高中

生。”“你带大学生军训有和自己预期的差太多么？”“预感没多大差，因

为自己带大学我没有经验嘛。”“那就凭你带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经验来讲

呢？”“可能就是比较累，就自己而言，就是有点累吧，其他的都差不多。

还有就是军训时间比较急。”“那有没有觉得我们军训与其他学校比起来会

不会太早了？”“我们刚接到通知的时候说是在十月份军训的，后来时间

提前了，而且只有九天时间，时间真的比较急，像踢正步，很容易出现脚

痛，但时间不够（但又要达到训练目标），感觉大家都比较努力。”

“教官你对大学生军训有什么想法？”

“感觉不太懂，像我自己没经过大学。”我解释道：

“不一定说进了大学才叫读大学嘛，部队也是大学，

我是想听听你觉得军训对大学生初期进入大学有帮助

么？”“是说军训效果么？我感觉进入大学就是在锻炼

一个人，像我刚进入部队什么都不知道。像这种这么

热的天，大家一直都在坚持，所以来大学应该就是一

种锻炼吧。锻炼一下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也

就是多磨练磨练，等毕业了，面临职场，就是靠的是

这种坚持。人只有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会更成熟，

才会知道怎样去更好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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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军训，它的美让我懂得要团结。因为每一个人的

努力，我们在阅兵式上才有可能谱写出辉煌的成绩；因为

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在与别的连队的拉歌中，才能唱出

如此嘹亮的歌声；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让我们变成我。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布满了荆棘，而团结就是中坚力

量。“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相信只要大家都献出

一份力量，我们的校园会更加美丽！我们的祖国会更加强

大！

美在军训，它的美让我懂得要担起责任。我们的教官叫徐超，来自江西九江，身材挺拔。很喜欢和我

们开玩笑，而且笑的时候原本就不大的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但在训练的时候，他那稚气未脱的脸上沾写

满了严肃和认真。敬职的他让我不得不对他感到敬佩！

—— 一排 景万钧

有位哲人说过:“无法回味的感觉才是最美妙的感觉。”对于军训，我的感觉究竟是什么？现在还无

从得知，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去感受。军训，于每个人来说各不相同，都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对于

我来说，那应该算是一种颇为珍贵的难得的经历，将会写进我的记忆中，成为难以抹灭的一部分。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军

训似乎就是如此，只有先去经历过一番才能承担大任。

就算是被罚站，也要马上振作起来。凭着这种不甘心的心情，全排人员认真对待军训和玩。训练得起

来也玩的起来，誓要赢回荣誉。 —— 二排 庄超

苏轼有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军训不但培养人吃苦耐劳的精

神，而且能磨练人坚强的意志。军训是艰苦和紧张的合奏，更是无常想起的那集合的哨音，军训生活成百

上千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闪现在我的眼前。是的，军训很苦很累。但这是一种人生体验，是战胜自我锻炼

意志的最佳良机。

在烈日酷暑下暴晒，皮肤成了黝黑色的，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一种更好地朝人生目标前进的勇气，

更增添一份完善自我的信心吗？ —— 三排 陈昭阳

村上春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也是一个人的真相。”

无论天气怎么炎热，身心是多么的疲惫，我们绝不打乱我们的节奏，喜欢的事情比较容易坚持，而

不喜欢的事情再怎么艰难也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即使是做不成最好的那一个，也要越做越好，让迈

出去的每一步都铿锵有力。 —— 四排 邹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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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训生活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第五天，隐形的精神背包已然有所收获，是一份青春的执念，是一种

不屈的意志，是一种无悔的拼搏，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亦或许只是一份与身俱来的自尊使我们无法放弃追梦

的旅途和曾经的誓言。退缩不仅懦弱更加遗憾，半途而废绝不应该是 90后或是军人的作风。凭借对未来

的憧憬，对曾经年少轻狂，豪言壮志的执着，更凭着对美好，幸福的热爱。我们走过大半个军训的旅程。

我们亦会保持这份热情完成未来的训练与考验，给自己的大学第一课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 五排 温欣

其实我知道，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你们，离别时不该说再见，而是珍重。此生看似漫漫无期，但一

次再见，更多的是再也无法再见。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大脑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也许此刻，我仍对军训

心绪万分。这些日子在我心中，难以磨灭。可是，不知再多久的明日，我就已想不起，我以怎样的心情来

回忆军训几日的感触。我只能以杂乱无章的回忆来为离别做结。 —— 六排 孙茜楠

这一站，我们或徘徊不前，或谈笑嬉戏；或亦师亦友，或载歌载舞，一点一滴都是时光赠与我们剔透

的记忆，不可复制的专属。

这一站，我们静等灯起灯灭，在朦胧中坚持行走的脚步。汗湿衣襟，眼角尝尽汗的咸涩，斜视摇摇欲

坠的睫间汗珠。

下一站，身影被拉长在灯影之下，投射出一排一排欣长的身影。我们用时间和汗水等待军训汇演，在

变化中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相信。

下一站，有些人不能用照片来回忆，只能用记忆去铭记；有的事，不能用时间来衡量，要用精力去分

享。

下一站，我们沉思往事，终迎汇演，才明白，有时候，很多事，当时只道是寻常。

—— 七排 卢湘桂

虽未离别却早已有了淡淡的伤感。即使相处时间不长，对生命中的过客还是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亦

师亦友，其实每一位教官也没有比我们大多少，多则三四岁，少则一两岁，但他们早已练就了军人的毅力：

不会喊痛、不会喊累……虽然军训的时间很短，不及其他学校的一半。对于我们来说，八天半的训练疲惫

不堪。但在教官眼里，这或许是难得的休息。与我们做游戏的时候，他们是开心的快乐的，因为这一刻他

们也能得到难得的放纵。没大我们多少的他们却长时间受着军纪的约束。大家在仰慕军人的光鲜的同时又

有谁能想到背后的付出与汗水。这一次军训对他们而言或许是放松，也可能是一次锻炼，在我们人生路上

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 八排 洪艺红

于我而言，军训意味着许多。它可以是残忍的恶魔，让你在短时间内面若包公；它也可以是可爱的小

天使，等待你去发现它的美。正如斯言：痛，并快乐着。它给了我们一个大舞台，等待我们换上最朴素的

衣裳去努力奋斗从而拥有七彩的梦想！让我们自信，坚持不怕，高呼“青春无悔，追梦无畏！”

黑八度，又何妨？青春见证着我们的执着！加油！我的青春我做主！ —— 九排 余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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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月 30日上午 8:00，华侨大学 2014级新生军训会操暨表彰大会于北区

田径运动场隆重举行，党委书记朱琦环等校领导、各学院领导、73141部队及全体新

生参加本次大会。

“同学们，辛苦了！”一场激烈短暂的拉歌比赛拉歌后，军训会操开始正式接受领

导的检阅。

“文武双全，看我一连，经邦济世，敢为人先” 嘹亮震天的口号，整齐铿锵的

步伐，经济金融学院一连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向主席台走来。紧接着，工商二连，旅

游三连，法学院与国际学院与组成的四连，文院五连，外院六连，公管七连，美院八

连，数院九连，工学院和生物学院组成的十连依次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地迈过主席台。

本次军训会操由来自来自 12个学院 10个连的 20个方阵组成。

随后，“杀”声响亮的军体拳表演拉开了军训表演的序幕。豪气冲天的匕首操表

演，整齐划一的旗语表演，勇往直前的战术表演，幽默时尚的小苹果舞蹈等在主席台

下展示，观众掌声如潮。

表演结束后，校党委书记朱琦环发表讲话，她表达了对全体军训教官的由衷感谢

及对同学们在八天军训中取得的成绩的肯定。她表示，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军训便

是大学生良好的开端。

最后，大会对在军训中获得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了表彰。随即，校歌奏起，2014

级军训会操暨表彰大会在阵阵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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