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浙外放飞梦想
本报讯 “钱塘清嘉，和山苍苍，译

馆方言，荟萃一堂；奇文郁起，日新万
象，海纳百川，育桃李芬芳……”伴着悠
扬的校歌声，校党委书记姚成荣为新生
代表亲手佩戴了校徽，标志着 2015级新
生正式成为了“浙外人”。

9月 20日清晨，初阳东升，2288名
2015级新生齐聚小和山校区田径场，新
生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
序幕。校领导姚成荣、洪岗、赵伐、骆伯
巍、金运成、郑亚莉、赵庆荣、曹仁清、沈
钢、章建生、张环宙出席了典礼。典礼由
党委副书记赵伐和 2013级翻译专业学
生王潇共同主持。
“进入大学，意味着你们开启了一

段新的人生旅程。从今天起，你们就加
入了浙外这个大家庭。在这里，你们将
开拓眼界、丰富学识，你们的人格将走
向独立，思想会日趋成熟”。校长洪岗这
样告诉每一位即将踏上人生新征途的
新浙外人。

洪岗在以“让校训精神照耀你前行
的脚步”为题的讲话中向大家详细解读
了“明德弘毅 博雅通达”校训精神和深
刻含义。他说，“明德”意指“彰显人类美
好的德行”，做浙外人首先要信念坚定、
道德高尚。在浙外，我们最重视的是德
育为先，培养美好的品行。本学期开始，
学校将全面施行本科生导师制并着手
进行书院制建设，希望你们在优秀师长
的引领下，在与优秀朋辈的相处中，更
加彰显自己的嘉言善行，并时刻牢记：
做事先做人，立业先立德。“弘毅”意指
“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远大的志向，要
坚强。”做浙外人，就要志存高远、意志
坚韧。不要恐惧那些前进道路上的“拦
路虎”，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你们
会锤炼坚强的意志、积累宽广的学识、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博雅”意指“学
识渊博、纯正”。做浙外人，需要学问端
正、学贯中外。作为大学生，学习知识是
你们的主要任务。知识的学习除了课堂
以外，有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广泛阅

读。学校也鼓励大家多参与国际合作项
目，多体验国际文化节，多参与学校多
种多样的校园文化生活，多领略多种文
化的魅力。“通达”意指“既要融会贯通，
又要解决实际问题”。做浙外人，知识和
实践都要融会贯通，进而兼济天下。学
校正在构建“专业实践 +国际化志愿者
服务 +创新创业”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
新体系，希望你们能在这之中提升实践
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并可以将自己
新颖的想法和创意转化为行动，产生一
批成果甚至创立一番事业。

洪岗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大学
学习生活中能逐渐理解“明德弘毅、博
雅通达”的深刻含义，并将它作为大学
生活的最高准则，让校训精神照耀你前
行的脚步，让校训精神融入你们的精神
特质和价值追求，真正成为具有家国情
怀、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和跨文化能
力的复合型高素质国际化应用人才，以
“浙外人”的共同身份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服务于人民。
“浙江省第四届师德先进个人”，科

学技术学院邵爽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
言。他与新生们分享了对“大学生活应
该怎么度过”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说大

学是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面临很多新
的挑战，同学们要学会树立奋斗目标，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升自我修养。老
师们会在学业上成为同学们称职、合格
的导师，在生活上努力成为大家的知心
朋友。

西班牙语外籍教师 Sara BuesoArino
则以“小小萨拉”为题，与大家分享了自
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告诉同学们要持
续不断地努力，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要
有耐心，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国际商学院 13 级学生丁鸿佳、西
方语言文化学院 15级学生王一翔分别
作为老生和新生代表作了发言。

牢记“明德弘毅博雅通达”之校训，
明礼守信，尚德修身；勤学笃行，持之以
恒；成长成才，追逐梦想！在全体新生铿
锵有力的宣誓声中，2015级新生开学典
礼落下了帷幕。

随后，学校举行军训动员大会暨授
旗仪式，2015级新生将在未来的九天时
间里接受入学军训。

各学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辅
导员、新生班主任以及 2015级全体新生
参加了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

（党委宣传部）

本报讯 9月 23日上午，学
校召开离退休老同志情况通报
会。党委书记姚成荣出席会议并
向老同志通报学校工作情况。党
委副书记骆伯巍主持会议。

姚成荣着重通报了校区置
换、校庆工作、依法治校等老同志
普遍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随后
通报了学校在国际化办学、人才
培养、党建工作、科研建设、国际
交流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及工作亮点。姚成
荣指出，新学期工作任务还很
繁重，学校将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紧扣学校重点工作，全
面深化综合改革，弘扬校训精
神，提升学校知名度，努力把
“三严三实”要求贯穿到各项工
作中，扎实做好新学期工作。

会上，姚成荣听取了老同志
的意见和建议，对老同志所关心
的热点问题作了详细解答。

骆伯魏表达了对老同志们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学
校各项工作的感谢之情，希望
老同志们继续为学校的发展献
计献策，嘱咐大家要保重身体，
并提前祝贺老同志们中秋、国
庆节快乐！

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章建生，离退休
工作部门负责人和 20多位离退休教授及
正处级以上老同志参加了会议。

（离退休工作办公室 颜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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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根据学校“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安排，校党政班子以“按照‘三严
三实’要求律己用权，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为主
题，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次学习
研讨会。校党委书记姚成荣主持专题研讨
会并作了重点发言。

结合中央和省委最新精神，姚成荣在
主持会议时指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放在首位，对照党章党规
党纪，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严重违法违纪
案件为反面教材，联系自身实际，开展本次
学习研讨，就是要让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
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
姚成荣围绕本次主题，结合分析学校党

员干部在遵守党规党纪方面的突出问题，重
点谈了三方面的体会和认识：一是严以律己
用权，必须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摆在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从严治党的举措，充分
体现了党严肃党规党纪和维护党的团结的
坚强意志。我们要从从严查处的一系列重大
违法违纪案件中吸取教训、深刻反思，认识
到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
病变，任何时候都要心存敬畏，手持戒尺，不
断强化党规党纪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把遵守党规党纪作为基本底线和不可逾越
的红线。二是严以律己用权，必须把党章始
终作为自觉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章作为
党的根本大法，集中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
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总规矩。党员干部必
须按照党章来严格要求自己，把学习遵守党
章作为终身必修课，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
当。同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当好模
范遵守党章的表率，将唤醒广大党员干部的
党章意识作为政治责任。特别是在用权上，
要有内心深处的警觉，谨慎处理友情亲情同
学情，坚持纪律刚性，自觉给权力套上紧箍

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三是严以律己
用权，必须自觉担当起优化政治生态的责
任。优化政治生态，总的是要把遵守党规党
纪放在最前面，敢抓敢管，努力营造政治生
态环境的山清水秀。作为高校，优化政治生
态，就是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落实到办学治校的各项工作中，落实到认真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各项工作中，落实到立
德树人的各项工作中。党委要真正履行主体
责任，切实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要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将对党忠诚摆在首位；
要严格执纪，使执纪、问责严起来、硬起来。

姚成荣要求，通过本次学习研讨，党员
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自觉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方面以身作则、做好表率，自觉切实担当
好、履行好、落实好主体责任。

党委副书记骆伯巍和副校长、党委委
员金运成作了重点发言。骆伯巍发言时说，

严以用权要求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搞特
权。他认为，权力是一种责任，党员领导干
部是代表人民执政，权力本质上属于人民，
应时刻牢记行使权力的目的是履行好职
责；权力是一种信任，任何领导干部都是因
为组织和群众信任才走上领导岗位，应努
力工作不辜负这样的信任；权力是一种工
具，但这个工具应为人民服务所用，而非个
人谋利的工具；权力是一种负担，党员领导
干部应时刻有“生怕出差错”的压力意识，
任劳任怨、负重前行。金运成发言时回顾了
党在各个时期开展的学习教育活动，结合
国内外形势，分析了当前深入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的重要意义。他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
谈了自身对“严以用权”的认识。党员领导
干部必须清楚权力从哪里来、为谁服务、如
何使用，必须处理好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威
望与做人的关系、大胆工作与谨慎用权的
关系，防止权力的异化，从思想上行动上切
实做到严以用权。

在认真自学、对照“三严三实”标准查
摆梳理问题的基础上，其他班子成员都做
了交流发言。学习研讨中，大家按照“三严
三实”要求，突出对照正反典型特别是反面
典型检身正己，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找差距
说打算提建议，聚焦问题，特别是党员干部
队伍、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整改方向和思路。通过交流研讨，相互启迪
教育，较好达到了学习研讨的目的。

会议还对学校进一步抓好“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

（党委组织部）

校党政班子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次学习研讨会
姚成荣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守纪律 讲规矩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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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卫平：他朴实
和蔼的外表下却从不
拘泥于平庸；他将三
尺讲台当作舞台，每
一堂课业都是他挥洒
汗水的寸土。他以白
色粉笔演绎知识条
框，他以真诚勤恳解
读句读难题。三年带
领，都在以一颗对教
育事业的赤子之心同

学生做最充盈的袒露。他就是工商企业管理专
业学生最喜爱的陆卫平老师。

贾新明：她在学
术上给了我们专业的
翅膀，使我们能搏击
蓝天。她在生活中充
满正能量，让我们成
为击浪的勇士。假如
我们是不灭的火炬，
那也是她给了我们最
纯粹最青春的光亮！
师者善心，长者爱心，
她以辛勤的汗水滋润
我们的心田。她就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市场营
销专业学生最喜爱的贾新明老师。

贺华丽：讲台上，
她镇定自若，条分缕
析；生活中，她关心同
学，平易近人。她精通
公共关系又胜任商务
英语。她是在千载烟尘
中领悟人生的智者，更
是点拨我们从万卷丹
青中尝品清茶的哲人。
她点亮了我们求学道
路上的明灯，更是我们

的良师益友！她就是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最喜爱
的贺华丽老师。

童燕芳：冷静中透
露着智慧，注重细节而
又把握重点。您以一口
流利的口语带我们走
进英语，以一套系统的
方式教我们听说读写。
不再受束于课堂的条
条框框，辩证的思考、
发散的思维激发我们
迸射思想的火花。有您
在此，哪里都是一片广

阔的天地，哪儿都是一个新的世界。她就是 11
汉语言文学（涉外文化产业管理）班最喜爱的童
燕芳老师。

关冰冰：教学中您
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睿
智聪颖，您用那幽默风
趣、通俗易懂的授课方
式让我们忘记了初学一
种新的语言的枯燥和恐
惧；生活中您平易近人、
谦逊温和、风度翩翩，每
次从您身边走过，您都
会亲切和蔼地主动跟我
们打招呼，让我们受宠若惊、如沐春风。他就是
11对外汉语班最喜爱的关冰冰老师。

【 】

洪岗：He is a gentleman full of hu-
mor and wit. Neither conceited nor rash,
he is not secular at all but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Sometimes, he is more a
teacher than principal of our university.
Wearing a crown cap, one must be re-
sponsible for the country; being on the
platform, on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tudents. Dressed in a white T-shirt, with
a backpack, he looks like the handsome

youth of the novel. His halo of supervisor will be with us all the
time in our future career. It seems to remind us: those who accom-
plish big things never trip over trifles!

高伟：Your lessons are still the one
that helps us. Your words are still fresh
and warm. Your guidance makes us go
far and do things differently. You clearly
know what we need and provide us with
the best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greatest
patience and confidence. There is no
such a great teacher for us that we have
ever met.

丁欣如：She is the real stunner of
ZISU’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de-
partment, who is also well-known as
Jester Queen of Xiaohe Mountai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caring for ev-
ery one of us, thank you for your en-
deavoring to help us achieving our goals,
and thank you for keeping us in company
in every joyful and exciting moment. Al-
though we have no idea of ventilation in

SI box, or cannot promise you that we will interpret smoothly next
time, there’s still one thing you need to know, that is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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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届毕业生“我最喜爱的老师”（一）
编者按：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校举办了 2015届毕业生“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校长洪岗

等 32位老师获“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在毕业典礼上，学校特别设计了颁发“我最喜爱的老师”奖环节，奖项全程由学生评选。学生为自己最喜
爱的老师精心设计了颁奖词和奖状，用个性化语言描述他们心目中“我最喜爱的老师”的形象，并为获奖老师颁发“最喜爱的老师”奖。

陈秉珊：喜欢他不仅因为拥有
帅气的外表，富有内涵的气质，更是
因为他广博如海的学识，幽默风趣、
生动形象的讲课方式；欣赏他不仅
因为他温暖谦逊的态度，耐心细致
的性格，更是因为他对文学的较真，
总能在无形之中提高学生的文学素
养；尊敬他不仅因为他慈爱和善、平
易近人的秉性，更是因为他言传身
教、认真负责的职业操守。他就是我

们东语学子心目中的男神陈秉珊老师。

赵惠：她如春风般和煦，带着师长
的魅力和母性的温柔，在我们面前绽放
出最美的姿态。她是伟大的双宝妈，也
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惠姐”。她深爱自己
的学生，呕心沥血地为我们倾尽所有，
四年的坚持，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一千
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彼此分享成长的烦
恼与收获的喜悦；不论我们身处怎样的
舞台，总能得到她及时的关心与鼓励。
我们是师生，是朋友，更是家人。她就是
我们最骄傲、最负责、最走心的辅导员———赵惠老师。

马敏航：他身姿矫健，幽默风趣，带
着体育人特有的坚韧与热情，在同学中
释放着独特的能量。他是一名普通的
体育老师，但却成为同学们在运动场上
最坚实的后盾。他热爱着体育事业，同
样也爱着每一名同学，四年，他成就了
一届又一届同学强健的体魄；四年，他
训练了一批又一批同学娴熟的篮球技
巧；四年的时光，我们忘不了他勤恳踏
实，认真授课的背影，同样也忘不了他

与我们在球场上共同拼搏，不断超越的姿态。我们是师生，更是
最好的队友！他就是我们最喜爱的体育老师———马敏航。

顾大朋：微笑与
善良，是您送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博学又
儒雅，是我们给您最
美的评价，您的课堂，
犹如一杯醇香的龙
井，让我们在浓浓的
书香中品尝到知识的
营养。感谢您的出现，
让我们的学习变得有

滋有味，她就是 11 汉语言文学师范班最喜爱
的顾大朋老师。

田义勇：三尺讲
台，二十春秋潜心学
术，铸就独特文人之
气魄；家中四壁藏书、
诗意栖居，大隐隐于
尘世；月明千里，以书
为友，您是对酒放歌
的名士；博爱浇灌万
千桃李，淡泊修得两
袖清风；辛勤耕耘不
计点滴回报，兢兢业业承载为师光阴。学海悠
游，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他就是深受 11汉
语言文学（师范、涉外文秘、涉外文化产业管理
三个班）喜爱的田义勇老师。

岳甚先：四年光
阴荏苒中总有人在校
园生涯的尾端打下重
力符号。有这样一位
老师，从不吝惜自己
的幽默，与学生为友；
有这样一位老师，若
细雨随风入夜，似涓
流润物无声，尽显师
者之无私；有这样一
位老师，谆谆教导无
忘于言，传道授业谨记于心，大展师者之大
爱。既有朋友般的平等沟通，又如慈父般的循
循善诱。他就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最
喜爱的岳甚先老师。

傅昌銮：加减乘
除，算不出他的奉
献；诗词歌赋，颂不
尽他的忠诚。他是一
个表演精湛的演员，
更是一名才华横溢
的导演。不需要华丽
的布景，不需要曲折
的剧情。他用学识与
热情打动了学生的
心灵，把看似枯燥的

知识绘成了最美的风景。润物无声是他的精
神追求和人格写照，举手投足间，尽显对教育
的执着与对学生的挚爱。他就是会计专业学
生最喜爱的傅昌銮老师！

黄瑾：有这样一
个人，将生平最大的
富庶凝注于爱和信念
的坚持，尽职尽责勾
绘对职业更深层次的
轮廓；任劳任怨恒等
于同学生无法断割的
情谊。她用她自信而
迷人的微笑温暖我
们；她用她永不懈怠
的热情感染我们；她

用她永不泯灭的斗志激励我们；有这样一位老
师，兼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勤恳，并行“化作
春泥更护花”的奉献。她就是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最喜爱的黄瑾老师。



你的便利，我的满意，周到的迎新安排让学生和家
长赞不绝口。中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班的周漪同
学的爸爸说：“我们刚下火车的时候就看到了浙外的专
车，有种高大上的感觉，刚开始还以为看错了。”对于学
校贴心的做法，周妈妈十分感动：“从车站到学校，报
道、搬寝室等等程序都有志愿者全程引导服务。”正如
校党委副书记赵伐所说，迎新当天各学院志愿者们辛
劳的身影和亲切的笑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身着黄色 T恤的翁燕同学是中文学院志愿者大
军的一员，当谈起当志愿者的初衷，她说：“迎新工作既
涨见识又服务他人，何乐而不为呢？不辜负新生对大学
的憧憬，不浇灭家长付出的热情，希望自己的微笑服务
能带给他们温暖。”

明媚的笑容和蓝色的校学生公寓自律委员会马
夹，让万斌斌同学在人群中相当抢眼。她来回地为新生
及家长服务，朴实贴心。“当年自己也是被学长学姐耐
心引导的，今天自己也来帮帮忙，服务一下他人。”对她
而言，迎新也是学会待人接物的好机会，能让自己更加
成熟，同时也能给学弟学妹的大学生活有一个美好的
开始。
在迎新现场，我校保卫处全体工作人员在校园内的

各个路口和停车点进行指挥，保证车辆的安全通行和
合理停放，做到车辆有序前行和停靠，让新生和家长能
安全、放心的行走。保卫处负责人说：“迎新期间，保卫

处全员出动进行指挥，努力确保不
出现拥堵现象，让新生和家长能便
捷通行，为迎新营造一个良好环
境。”

各学院精心策划的创意迎新节
目层出不穷。艺术学院高颜值的学
长学姐们在暑假里就收集了全体新
生的照片并拼了一个大大的“梦”字
照片墙，意味着新梦想篇章的开启；
温文尔雅的中文师哥师姐们则身穿
民国服装，在迎新处向新生和家长
展示了中文学院“悦读工程”成果
展，并为新生送上特制的明信片及
勉励信，尽显中国文化关切之心；东
语、西语学院的学姐学长们身着法
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语等特
色服装，光彩耀人；英文学院一对一
式地迎接着新生，还有新生按手印
等活动，让人眼前一亮。现场动人的
音乐、人性化的新生签名墙和快闪
等创意活动，让迎新现场气氛高潮
迭起。

一切刚刚好，终于等到你！没有
人会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
着。属于 2015级浙外学子的大学蓝
图即将在这里开始绘制，在大学的
舞台上他们定会展现出青春的风
姿，拥有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和一
个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姜睿朱柔锋沈丽洁
黄莹莹雷婷曾文慧陈洁茹付秋豪
张昕卉蔡宙肖

摄影：校大学生记者团

终
于
等
到

九月，开学季。
为了迎接新生，学
校各部门在暑期就
开始制定方案，各
二级学院更是铆足
了劲以迎接即将在
这里度过美好四年
的新浙外人。“而今
迈步从头越”，所有
的都已准备好，只
等你来。伴随着又
一批来自五湖四海
新生的到来，浙外
校园仿佛再次被灌
注了新的血液，晨
曦微露便华丽丽地
展开了迎新的序
幕。新的面孔，带着
新生特有的气质；
提着行囊，走进期
待中的大学。稚气
未脱的新生、保驾
护航的家长、随处
可见的青年志愿
者、尽职尽责的工
作人员、耐心亲切
的老师们……使热
闹非凡的迎新现场
时刻上演着一幕幕
感动与温馨。

7：30，太阳刚露出笑脸，许多新
生和家长们就已经到了学校。第一次
踏入浙外，一切都是新的和陌生的，
而中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 班池
姗姗同学的家长却对浙外有着一个
比较深入的了解：“虽然学校的整体
面积不是很大，但师资力量雄厚，学
习氛围浓厚，我们非常看好浙外的未
来。”对于女儿，池妈妈有着自己的祝
愿和期许：“我希望她能够多参加大
学里的社团活动，广交朋友，但同时
也不要荒废学业，注意劳逸结合。”
“我的大学，我来了！”教育学院的

李玉珏是浙外的第一批贵州学生之
一，为求学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对于她
来说无疑是一次成长的挑战。“报志愿
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走出来看
看外面的世界。”她笑着说，而浙外本
部的校园地理位置就很符合她想出来
看看的初衷，“想到杭州自然会联想到
西湖，而浙外本部校区离西子湖畔很
近，我觉得这样的环境真的很棒。”而
对于如何平衡好学业与生活的关系，
她倒是很“心宽”，“人不可能一辈子都
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生活，趁着年轻，赶
紧锻炼自己，享受生活。”

同样信心满满的还有新生黄一
宁：“在家里看新闻的时候经常看到
所谓的‘拇指族’、‘低头族’，好像这
些‘族群’已经成了大学课堂的主力
军了。”在他看来，克服“手机依赖证”
应该是大学新生的第一课，“我觉无
手机课堂很棒，想一想，我们怎么能
把青春浪费在方寸大的屏幕上呢？”
对于学校计划构建的无手机课堂，来
自台州的方修远同学的爸爸也很认
同：“我希望她能在大学里全面提升
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玩手机荒废学
业。”对于崭新的大学生活，方同学也
有着自己的计划：“我希望能加入学
生会，在学生组织中更好提升自己，
充实自己。”

有了你我他的期待，浙外的未来
会更精彩！

新浙外人的心声

迎接你，我们很自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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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学院 15 级新生努增德吉是
一位美丽的藏族女孩，这是她人生中第
一次参加军训，因此她感到既期待而又
紧张。“一天军训下来，整个人疲惫不
堪！”努增德吉认为军训中最具有挑战性
的事情便是走正步和站军姿，对个人的
身体素质具有极高的要求，好在有一群
热情善良的同学一直在帮助她。对于德
吉来说，军训很好地拉近了她和同学们
的关系，而且同学们都非常尊重她的生
活习俗，丝毫没有因为不同的民族身份
而排斥冷落她，反而给予了她很多的帮
助，这让她在异乡感到非常温暖。

中文学院 15 级新生王包佳对于军
训则有独到的见解，大学军训能够锻炼
她的身体，磨砺她的意志，锻炼她的胆
量，让她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结交
到许多好朋友，学到如何集体协作。还有
让她非常动容的一个词———尊重。尊重
是认真练习教官教的动作知识，是严格
遵规守纪，是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保
持安静和认真聆听，是你对待自己的一
种态度。她还用诗意的语言总结说：军训
像是一阵风，我们都像一棵树，这阵风过
后，你的树基会变的坚固，枯枝败叶会掉
落，会有新芽冒出，记住风的味道和温
度，总有一天你会开出花儿来。

科学技术学院 15级新生顾同学坦
言：“我觉得最累的就数正步走，脚要抬
在同一个高度，还不能松懈，想想都累
人。”在同学们的眼中，站军姿貌似是一
件很可怕的事情，但他们仍然坚持了下
来，问及原因，同学们纷纷表示，有可爱
的教官为他们加油呐喊，有在方阵中自
然而然的集体荣誉感督促着他们，再难
的动作也能坚持，再累的训练也会在快
乐中流逝。

没有军训之前，大概所有人都是不
愿被军训的，但真正军训之后，它所带来
的体验又是前所未有的。“所有的困难与
不可坚持都是我们在没有经历时的凭空
臆想所带来的对未知的恐惧，真正的开
始之后，苦难不可避免，快乐也不会落
下。”科技的胡逸尘同学说道。这就是军
训的意义，让初出的牛犊体验生活的艰
辛，让新生在紧张中成长。

大学第一课

初秋，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季节，浙外的初秋，是一场新生与教官的
邂逅。军训，这是我们大学的第一课，也是最让人难忘的一课。“正步走！
一二一……”操场上每天都回荡着这般的指挥声，紧接着是一串铿锵有
力的脚步声，随着教官的口令，踏出一阵军人的音符。站军姿、齐步走、
正步走、跑步……

在军训中，除了被训练的学生
们，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是非教官
莫属。说起教官，郑婷同学忍不住夸
起自己班的那位，97 年鲜肉级别的
英俊小生，以年龄优势和大家秒熟。
休息时间是同学们捉弄的对象，训练
时又切换成严谨认真的教官。15应
电 1班的陈威锦同学说：“我们的教
官多可爱呀，还有湘普版的笑话，太
走心了！”每天早上六点教官准时集
合，一字排开的时候真是帅了一脸！
一位女生笑着告诉记者说：“我们的
教官很可爱，很‘拽’，一次他与另一
位教官抢着要一展歌喉，我们的教官
气势汹汹，完全不给‘对手’任何机
会，哈哈！”同学们回忆着近来与教官
的点点滴滴，向记者分享了表面严肃
的教官们有趣一面。
“在思想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得

到了培养；在训练上，严格按照今年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阅兵的
形式要求自己；在文艺表演上，从羞
涩到能独自上来展示自己的多才多
艺，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军训团团
长秦强教官一开口便盛赞了大一新
生的表现。秦教官带的连是从各连选
出来的优秀训练标兵，自然从动作上
还是气势上都更胜一筹。整齐划一的

步伐、坚定不移的眼神、洪亮有力的
呐喊在崭新的操场上显得格外出彩。
在谈及大学军训和中学军训有什么
不同时，秦教官说：“无论从难度还是
强度都大大增加，中学的军训只是个
入门，大学军训算是人生中最后一次
军训，要让学生热爱国防事业。”在动
员大会的时候，秦强团长就说过“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希望通过这次
军训，学生们获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
锻炼，更要树立保家卫国的社会责任
意识。

团参谋王锦教官则对同学们每
天的进步称赞有加。“同学们能克服
天气变化和场地限制等因素，无论艳
阳高照还是细雨绵绵，都会一丝不苟
地坚持训练，作风顽强，斗志昂扬！”
他对于学生们的整体素质也很满意。
不像温室里的花朵那么娇气，而是吃
苦耐劳肯坚持。每个人都热情洋溢，
很好地融入集体生活。

二连二排长刘桂龙是一位年轻
的教官，他说：“虽然自己是教官，但
有时候更像同学们的朋友。”在休息
期间，刘教官从军人的使命和朋友的
真诚出发，向同学们提出了期许：通
过军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坚定
自我的意志品质，以军人的严谨态度
来对待每一件事，在往后的大学及社
会生活中，能成为真正的优秀者。

军训到底是什么？当记者采访老
生时，他们都一致地感慨，是值得一
生去体味的回忆，因为若干年过去以
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一次
体验，不会再有机会去身着绿色的军
装，在阳光下肆意地叫喊，也许，这也
是军训最迷人的地方。大家一起训练
一起流汗，一起拉歌一起打靶，建立
起深刻的革命友谊，体会到常人无法
体会的快乐。新生军训为四年大学生
活打下了良好基础，提醒着我们要时
刻以军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约
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用良好的习惯
和优秀的品格，迎接人生中的每一次
挑战！

本报记者：严瑶 雷婷蔡宙肖王
典傅秋豪杨阳

摄影：张佩丽胡冰 骆云杰陈苏
灏陈宣志

教官赞言 情谊相随

新生畅说 苦乐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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