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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风雨何须惧 少年壮志不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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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穿过夏季所有的温度，太阳的毒 辣似乎并未消减。新的主力军——2018级的新生们迎来了他们的开学第一
课——为期12天的军训。炙热的太阳磨平从前的稚嫩，闷热的天气安抚浮躁的心。

“

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

河挺脊梁，敢将日月再丈量，
今朝唯我少年郎，敢问天地试
锋芒，披荆斩棘谁能当，世人
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

九月
之约

——《少年中国说》

九月吹 来 的风 是
暖 暖 的 ，天 总 是 晴 朗
的，上课 的 铃声 再 次 响
起 。当我 走 进 这 熟 悉 又
陌生的校园，身份有了转
变，从当初 懵 懂的小 师 妹
时间在变，不变的是军魂；环境在变，不变的
变成了“诸事皆知”的老师
军心；社会在变，不变的是军营；事物在变，不变
姐。而当我成为财会系助理
的是军人。
团成员的那一刻起，身上多了
伴随着训练场上教官们的哨声和新生们整
一份责任，也有了并肩作战的
齐划一的步伐声，我们小记者来到了现场，采访
伙伴。在九月，我们与18级的师
了18级总教官朱泽钦。他英姿飒爽，身姿挺拔，
弟师妹有一场盛大的约会。
说话掷地有声，从言谈举止中无不展现出军人
我 与助 理 团 的 小 伙伴 们 一
之范。他对今年的大一新生表示赞赏，他说，
起培训、上课、玩乐，为迎接师弟
这一届新生军训状态比往届的学生更活跃、
师妹的到来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
们会以最好的姿态欢迎他们。但天
有不测风云，在迎新的第二天，
“山
竹”姑娘突然登门造访。尽管此前有
已有所防备，却没有想到他竟如此凶
猛。因为她的原因，我们提前结束了迎
新活动。我们接下来任务就是去看望刚
来这里的师弟师妹们，我们穿梭在这狂
风暴雨里，丰一阵一阵的吹越来越猛，我
们手挽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走到师弟师
妹的宿舍时我们的衣服已经湿了，可当我
们走完他们的宿舍，衣服 就像刚出门那样
干爽，这一天仿佛过的很漫长。
“山竹”姑娘
的号召力很强，他的每一次呼唤，都有许多
的花草树木为她折腰。学校也在她的压力下，
把原本是17号的军训延迟到了18号，我们的工
作并没有因此而停下。
18号，新生军训开始了。今年的招生人数比
较多，一共有五个有5个连队。除此之外，还有
一个特殊的连队，那就是“病号连”。顾名思
义，
“病号连”就是那些身体不舒服，不能参
加军训的师弟师妹们待的地方，偶尔变成
了他们前期的“病号连”连长。因为没有经
验，所以经常手忙脚乱，所幸有懂得药理
师弟师妹们从旁协助，这是我们所欣慰
的。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
了有的师弟师妹特别想和同学们一起军
训，但是由于身体状况不能参加军训，
这就非常的遗憾。军训的时间总是过
得很快，恰巧今年的中秋刚好他们也
在军训。
适 逢中秋佳节。不过今年的中
秋我们过得很特别，整个系400多
人一起过。那天晚上，有教官、师
兄师姐、18级的新生们以及老师
的精彩表演。这让我发现了18级
新生们的都是多才多艺的，我们
之间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
终于到了结训的日子。我
们在学校山下运动场进行了
全校的大汇演，将这十天里
的军训 成 果呈现 在 大 家的
面前。十天的努力，我们看
到了她们的汗水和付出。
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我们
展现青春，从“心”开始。军训并未因受台风
的骄傲。
“山竹”的洗礼而推迟，一切军训工作如期进行。
所有的付出与努
军训从“心”开始，端正心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
力 ，在 往 后 的 日 子 里
接军训，挑战自我。齐步、踏步每一步都在展示着
都会成为我们人 生中
军人的英姿飒爽。
的一笔 财 富。九月之
我们采访到财会系新生杨恒，他说到军训虽累，
约，完美结束。我们
但意义深远，收获丰硕。大学并没有自己想像中艰苦，
之 间 的 故 事，未 完
但也不能轻易放松自己。艰苦奋斗才能知道幸福的来之
待 续……

”

凝练
情感

在我印象中，大学是自
由的，没有制度的约束，没
有老师的管理，就个自由自
在的“小社会”。但是，经过
大学一年的生活，大学并非是
自由自在，毫无管束的。
更敢想、更敢做。他认为军训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
应，他们不仅教会新生们唱军歌，还训练学他们的
初来乍到大工商，最先接
国防教育方面的知识，还能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
团结意识和意志力。学生们除了学习课本内容以
触的还是辅导员助理，我觉得辅
同时他也希望新生们在往后的学习和生活中都有一
外，还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动作不是训练的重点，
导员助理跟师弟师妹接触得最
个纪律的规范，发挥“不怕苦，苦不怕，怕不苦”的
军训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相互认识，相互成长，团
多，能学到的东西也多，在那时我
精神。
结合作。
心里激起一股劲儿，必须要加入辅
在现场，我们看到教官在训练之余还教新生们
“一、二、三、四....”口号连绵不断的响起，
导员助理团，经过层层选拔，我成功
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歌》等军歌，组织大家拉拉歌，
外语系教官黄明达希望新生通过军训变得更成
的进入助理团！想到新生的到来，心
鼓励他们表演节目勇敢展现自我。
熟，学会为人处事，学会团结，学会吃苦，锻炼
情澎湃，满怀憧憬。
艺术系教官刘国锐 跟我们说为了应召国家响
毅力，坚定意志，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
9月15日终于迎来了新生。两天一
夜的接待使得我们老师还有助理团的
小伙伴身心疲惫，但是想到这一群小可
爱过来，我们内心还是欢喜的！不料台
风“山竹”不期而至，学校被吹的体无完
肤，惨不忍睹，断电，而且粮食不能正常供
应，那时候新生刚到来，人生地不熟，唯有
我们给他们风雨里送粮食，那时我心里想
为什么加入助理团那么累？为什么要经历这
些？
台风过后，军训也如常进行，我心里默默
地想，陪伴他们军训，是我大学的“第二次”军
训，内心忧喜交替，喜是跟他们一起成长是一件
值得回忆的事情，忧是害怕自己的能力有限，带
不好他们，给他们错误的指导！第一天的训练，师
弟师妹们接二连三的晕倒，我从未试过这样，顿
时我就慌了，我到底该怎么做，我也没想过我会如
此脆弱！后来随着一天天地训练，情况也稳定了，
但是有个别的师弟师妹不听话，态度懒散，还不
听指令，我们跟教官也多次商量该如何管，才能
让他们自觉自律，可是无论我们怎么用心，他们
还是懒散松懈。我对他们有种恨铁不成钢的
心情，不过他们好像一点也感受不到。
中秋之夜，我们没有假期，一直陪伴他
们左右。为了让他们有个难忘的中秋，当
天晚上，我们决定给他们唱了一首《小幸
运》，当我唱起了那一句“原来你是我最
想留住的幸运”时，我哽住了，那时眼泪在
眼眶里打转，我就觉得我的师兄说得没
错，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用心维护
他们，无论他们有什么不足，都是我们
教导不利，我也要负起责任！
在这带班的大半个月里，我为他
们的淘气不听话哭过，为他们团结
一心笑过，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是照
着我们的影子一步一步走过来！我
当初为了他们还哭着问为什么，为
什么我比他们大一岁，却要我经
历这些？我对他们掏心掏肺，为
什么他们却把我对他们的真心
视若无睹？现在看来，带领他
们是见证他们的成长，也是给
我成长的机会！对于当初的
疑问，现在心里已有确切的
答案！
不易；甘于付出，懂得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不是伸手就得到
场上，昂首挺立，保卫祖国义无反顾。对于学生
对于18财会系的师弟
的。他很感激教官们风雨无阻的陪伴，想对他们说句辛
来说，军训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锻炼，思想上的熏
师妹们，有句话我一直想
苦了！
陶，更重要的是领悟军训精神。
对你们说——“你们刚
艺术系视觉传播专业的梁晓锋说到要学军人之风采，
我们了解到财会系财管1班的曾承志由于身体
开始的桀骜不驯到后来
强自身之素质，不断超越自我，体会团结的真正意义。
不适暂且在休息，他对因伤退出军训深感遗憾，但他
的安 分 守己，这 过 程
领悟军训精神，规划漫漫人生。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
对军训的热情丝毫不减。在中秋节之际他亲切地叮
让我们助理团有喜有
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响亮的歌声在耳边萦绕，
嘱父母：
“出门记得拔钥匙、关煤气，我不在家时要时
悲，但是还是谢谢你
扣人心弦。这首军训必唱的《强军战歌》，仿佛站在战
刻提醒自己。”可见他对父母的孝心与思念。
们，谢谢你们给了我
们成长的回忆，这
个大学跟你一起努
力过，足矣”。

教官——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

学生——学军人之风采，强自身之素质

财会系 袁彩霞

结语

财会系 陆周敏

军训短暂，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军训辛苦，
“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但铁杵磨成
针，才闻梅花香；少年强则中国强。经过军训的洗礼后的你们，终将实现人生的蜕变，携梦出发、筑梦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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