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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6700多名本科生参加14天军训
意志品质和身体体能都有大提升

本学期为期 14 天的军训 8

月 26 日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一

次两届学生同时参加的军训，

2019 级、2020 级为主的本科生，

超过6700名学生参训。

“抬头挺胸，拿出你们最好

的精气神，齐步走！”军训的上

空，回荡着响亮的口号声。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各承训

单位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训练

以40-45分钟为一节，并有15分

钟休息时间，休息期间各院系还

会发放雪糕给同学们降温。

在军训中，同学们收获了什

么？

在意志品质和身体体能上

都有了不小的收获。掌握了稍

息立正、齐、正步走、队列变换以

及早晚训的军体拳等军事技能。

2019 级经济学院的周子尧

表示，虽然军训让他收获了一身

“黑皮肤”，但自己的体能也变好

了，能够从早上 6 点起床后一直

在高温天气里坚持 5 个小时，而

且还学会了服从命令，体验到了

军人的感觉。他表示很期待后

续几个营在一起进行汇演，不同

学院之间可以展现自己的精神

风貌。

材料科学专业 2019 级大三

学生庄业照认为自己的变化很

大，高中没有军训过的他，对军

训感到有些畏惧，甚至怀疑自己

能否坚持下来。但是经过这几

天，他说自己身边的同学每个人

都能咬着牙坚持下来，自己也对

军训没有了任何畏惧，还收获了

很多益处。从军训第一天坚持

站 1 分钟军姿就会腿酸的状态

转变到站十几分钟军姿都会觉

得很轻松，不仅如此，自己的作

息也逐渐健康规律，每天还能做

到“光盘行动”。

2019 级信息学院的梅竹松

和生命科学学院的马永灿表示，

通过军训，自己和周围同学的意

志品质都得到了充分锻炼——

班级的迟到率明显下降，从七点

半集合三三两两会迟到，到两三

天后会提前几分钟到达场地排

好队形等待教官；从一开始频繁

请假，到后来同学们都能坚持完

成训练……他们认为拉歌、喊口

号、走队列，都需要团体意识，军

训几天后，大家不仅感情加深

了，集体观念也变得更强了。

2020 级高分子科学系的吴

乃冰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同学

们敢于流汗，愿意积极参与军

训。自己也从暑期比较懒散的

状态，逐渐到尽力克服疲劳、坚

持完成训练的状态。她表示自

己的连队很友爱，教官也能和同

学们打成一片，在休息时，会有

同学进行才艺展示，已有二三十

位同学上台展示自己，给大家带

来欢乐。

9 月1 日至9 月4 日，队列会

操评比顺利举行。队列会操评

比不仅是对各连队阶段性训练

成果的检验，更是各连队精诚

团结、展示风采的绝佳机会。

虽然“秋老虎”的肆虐与雷阵雨

的不期而至一再推迟了会操时

间，但同学们仍然以饱满的精

神和整肃的军容在暑热褪去的

操场上绽放青春荣光。会操开

始前，各连队早早地来到场边，

高举连旗，昂首阔步陆续入场，

连旗红与戎装绿映衬着小麦色

的坚毅面庞。同学们在教官的

带领下进行简单的热身训练，

准备展现最好的精气神。队列

会操评比正式开始，各连队按

照顺序依次进行会操。本次队

列会操的考核内容共五项：一，

连队口号；二，立正稍息；三，停

止间转法；四，三大步伐；五，齐

步、正步互换。会操过程中，各

连队同学在连长响亮的口号指

令下，精准地完成指定动作。

在短短 8 分钟的展示时间中，各

连队不仅要注意队列的整齐统

一、动作的精确标准，还需要展

现优良的纪律和昂扬的精神风

貌。评审组将按照标准对各连

队会操内容进行打分，各连队

取得的成绩也会纳入最终的优

秀连队评比之中。

9 月3 日至9 月5 日，军体拳

会操评比顺利举行。这场军体

拳会操是 2019 级、2020 级军训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整场会操的

精彩纷呈背后有无数努力——

整齐划一是集体默契，新颖形式

是巧思凝结，两者相得益彰，造

就今朝之精彩。

文/赵天润
摄/戚心茹 秦思佳

8 月 31 日

下午，校党委

书记焦扬走访

慰问了南区体

育 场 承 训 教

官、参训学生

以及医疗点的

医护工作者。

在南区体

育场军训点，

焦扬代表学校

党委向承训的

31604 部队军

训团团长和教

导员们表示衷

心感谢。此次

学校军训人数

多，两届学生

共同参与，史

无前例，再加

上持续的高温

天气，给承训

教官和参训学

生都带来很大

挑战。感谢部

队同志能够在

繁忙的军事任

务和军事训练

当中，抽出时

间来到学校，

帮助我们进行

国防教育和军

事训练，给了

复旦大学极大

的支持。关照

承训官兵在严

格带教同时，

也要注意高温

天自己做好防

护。

南区体育

场承训单位是

军训三营，该

营有6个连队，

共计 1555 人。

“这次军训人

数很多，天气

也比较炎热，

各位教官和同

学都辛苦了。”

在听取三营营长军训情况的汇报

后，焦扬分别对6个连队进行了慰

问。

“军训过程辛苦吗？小伙子

能坚持住吗？”在对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9 级组成的 15 连和

2020级组成的16连慰问时，焦扬

勉励同学们，既要在学习科研上勇

攀高峰，也要通过军训磨练自己的

意志品质，更好地成长成才。

17、18连来自经济学院。17

连女生较多，焦扬对大家说，看到

大家飒爽英姿，和平时校园里的学

生娃大不一样。她嘱咐大家，天气

热，在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有什么

身体不舒服要及时反映。

18连人数多，焦扬说，远远看

到大家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听到

这边口号震天、响声嘹亮，很振奋，

展现了军人的作风。鼓励大家要

向解放军学习，发扬不怕苦、不怕

累，敢打硬仗、敢打敢拼的作风，在

教官的带领下，进行军事训练，学

习军事技能，磨练意志品质，“大家

有没有决心？”数百名同学齐声响

亮应答“有！”

19连由生命科学学院2019级

和2020级组成。焦扬关心大家训

练当中还有什么困难、不适应，当

听到教官表扬大家眼神已经是军

人的眼神，特别高兴。她说，大家

冒着高温，要向解放军学习，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作风，

把自己锻炼成意志坚强、思想坚

定、体魄强健并掌握一定军事技能

的战士。

20 连是一支由核科学技术

系、高分子科学系、材料科学系三

个院系共同组成的合并连队。焦

扬一行到来时，掌声响起，大家列

队站立，秩序井然。“同学们经过短

短几天的训练，精神风貌大不相

同，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训练，都

可以成为合格的战士。”焦扬称赞

道。

在慰问各连队时，焦扬对担

任各连指导员的学生辅导员们

说，此次军训人数多，2019 级，

2020级同学坚持应训尽训，发扬

了不怕苦、敢吃苦的精神，正以

饱 满 的 姿 态 完 成 各 项 训 练 任

务。从以往来看，军训对同学们

的思想意识作风、身体素质都带

来了提升，相信这一次同学们也

能在军训中获得思想和体能上

的提升。大家思想工作要给力，

生活关心也要跟上。一方面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同学们锻

炼能吃苦、不怕苦、不怕累、连续

作战的意志品质；另一方面，此

次军训高温天气频繁，大家也要

特别关心同学遇到的困难，有什

么问题及时提出来，及时解决。

随后，焦扬一行慰问了医疗

点负责医生，询问了物资储备、参

训学生医疗保障工作情况，嘱咐总

务、医疗等相关同志要做好军训高

温防护和疫情防控工作。对减训

的同学，焦扬叮嘱高温天要多喝

水，身体不适注意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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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彻云霄

的口号、激起

内心的英雄梦

想、也留下一

段难忘的回忆

一身戎装，

一份担当！明

眸毅且坚，群英

阵列前！步履

铿 锵 ，锐 不 可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