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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工部野关于对 圆园员圆级新生进行叶学生
手册曳学习与考试的通知冶精神袁工商管理学院于
怨 月 圆苑 日晚在二号教学楼 猿园源 对新生进行了集
中培训学习遥
培训内容为叶学生手册曳中各项规章制度袁在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袁辅导班主任针对新生
进行了一系列的讲解说明袁班主任与学生之间不
断互动交流袁现场气氛热烈袁大家讨论的不亦乐
乎遥 学习结束后袁许多同学纷纷表示将牢记规章
制度袁安全度过大学时光遥

通过本次学习袁 有利于新生更好的学习与执
行学习的规章制度袁在广大新生中形成一种自觉
遵守校纪校规的良好风气遥

叶学生手册曳新生培训
顺利结束

划开时间的浅层袁去回忆军训的点
滴遥 蓦然回首袁才发现那份记忆如此清
晰尧真实尧沉甸甸遥 我不是一个迁就的
人袁每一份记忆我都愿意去珍存袁只希
望多年后的自己袁当回忆起那段青葱岁
月时袁会忍俊不禁袁自豪地说一声院我也
曾小小少年遥

军训袁其实就是我人生中的一段
小河遥我在此泅渡袁体味其中的艰辛袁看
到自己的坚持袁感悟自己的成长遥 我感
动袁从未经受风吹日晒的我们袁站在偌
大的操场袁顶着烈日袁纹丝不动曰我铭
记袁一贯自以为是的我们袁无条件地服
从教官命令袁忍受委屈袁一声不吭曰我庆
幸袁萍水相逢的我们袁勇敢地展示自己
的个性袁抛开隔阂袁建立友谊遥枯燥的军
训虽然波澜不惊袁往返重复袁但我们内
心却心潮澎湃袁振奋不已遥我想袁这就是
军训的魅力袁它让我们的距离更近遥

我对时间从未有过概念袁军训让
我明白院你根本没有资格浪费别人的时
间袁更没有理由浪费自己的时间遥 高考
后的生活呈现出一片偃旗息鼓的状态遥
沉默时常有袁但懒于思考和记录遥 偶尔
也会聚会尧旅行袁但更多的是倦缩于室
内袁看一本从未看完的书遥 走过军训这
段岁月袁 我想我要是积极主动一点袁去
找一个正能量的自己袁让自己的记忆去
撒野袁也许它会获得更多自由遥

时间总是无涯袁但那些人从此定
格遥

我想我不会忘记我们那个长着娃

娃脸的教官以及他那句流传的口头禅院
野确定走好冶遥我更不会忘记那位年龄与
我们相仿的帅气教官袁他也曾自诩为济
南军区第一帅袁 长相酷似韩国巨星
RAIN袁 还有那位威严中透露慈爱的大
BOSS要要要胖教官遥他们现在在哪里钥我
不知道遥 但我的记忆是永存的袁他们都
是我成长中的过客袁是我丰满记忆的着
色板窑窑窑窑窑窑

黯然销魂者袁唯别离矣遥
秋日的菊开得正艳袁 风很凉爽袁天

很晴朗遥 也许袁相逢的最终结局便是曲
终人散遥 我不想忧伤袁那没有特别的意
义遥 也许多年后袁我们与教官会在某个
平静的下午袁在某个不知名的街角偶然

相遇袁那时我们无需惊讶袁无需欢喜袁只
想给对方一个表示久违的微笑袁轻轻地
说一声院教官袁你好浴

相册里的照片袁 都是青春的纪念遥
那张记载我们欢笑的瞬间袁要让我们用
一生去怀念遥 从今天起袁我要做一个性
格温和的人袁不再轻描淡写袁不再庸庸
无为袁用更多的热情去对待周围的人和
事袁也许惊喜会增加重量遥

我不想记流水账式的军训袁我想看
到成长的自己遥

我是遥
也包括你遥

针对最近各高校校园安全事故频

发的现象袁我院于 10月 15日中午在教一
119举办了野校园安全系列活动交流会冶遥
院系辅导员张发民老师袁 部分学生干部
以及班级代表到场参与遥

老师和同学和在交流会上袁张老师
通过校园安全事例袁 向同学们讲述了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袁要求各班警钟长鸣袁时
刻树立安全第一的责任意识袁 真正做到
安全第一尧预防第一袁同学们也就此进行
了热烈讨论遥

通过本次交流会袁各班学生收获了
许多安全知识袁提高了安全意识袁有利于
我院安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遥

野校园安全系列活动交流会冶 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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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 2012年考研交流会
10 月 16 日晚上 袁

工商管理学院 2012 年
考研交流会在教二 116
室举行遥 学院党总支书
记丁文杰袁副院长王建
军袁以及田启涛等专业
课老师出席会议并与

同学们进行了沟通交

流遥
交流会共分为两

项环节 院一 尧由老师讲
解考研相关问题曰 二尧
师生互动袁老师们现场
为同学们答疑解惑遥 首
先袁丁书记上台介绍了
近年来考研形势尧优势
等一系列的考研问题遥
丁书记强调袁当今考研
形势越来越紧张袁同学
们应明确高等院校录

取规则 袁 做到知己知
彼遥 随后袁副院长王建
军教授从专业角度解

释了专业硕士与学术

硕士之间的区别与发

展前景遥 老师们发言完
毕后 袁 大会进行第二
项要要要师生互动交流 遥
同学们踊跃提问袁一些
代表性的问题先后被

提出 遥 老师们引经据
典 尧耐心讲解 袁精彩的
回答博得同学们热烈

的掌声遥
本次考研交流会使

同学们受益匪浅袁这将
为他们的考研之旅点

亮指路明灯袁照亮他们
的未来遥

2012 年 10 月 17 日晚 7:00袁工商管理学院科技
创新协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教二 208 室隆重举行遥
科协主席王旭升以及副主席出席了本次会议遥 科协
各部门全体成员到场参加大会遥 此次大会不仅充分
帮助新成员认识了自己所在的组织袁 同时是一次科
协内部成员之间交流的盛会袁 工商科协人凭他们务
实的精神风貌定会把科协发展壮大浴

科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夏秋的协奏曲响了

虫鸣伴着落叶的沙沙声

在夜里合奏

夏日挽着秋月

在黎明放歌

歌声嘹亮地响起

俨然是提醒战士的起床号音

新的一天冲破黑暗奔赴而来

天边射来几道曙光

照在战士的脸上

年轻的脸庞透露出些许倔强

操场上成片的新绿逐渐浓郁

那是年轻的战士在成长

于是明白

有一种感觉叫做无限希望

烈日当空

勾勒出残留的夏日的模样

笔挺的军姿迎风而立

稍息立正整齐划一

哪怕什么风吹日晒

我们自有热血驰骋疆场

于是明白

有一种青春叫做激情飞扬

温柔的晚风静静吹拂

浩瀚夜空洒下点点星光

铁面教官也有柔肠百转

悠扬军歌被他们用心弦弹唱

一个人再也不会孤单

不会彷徨

于是明白

有一种关系叫做互诉衷肠

成片的迷彩

为我们的生命增光添彩

在象牙塔我们满怀希望

军事训练我们青春飞扬

以诚相待我们互诉衷肠

夜深了

在夏秋协奏曲下

战士们继续在梦里勾勒着春华

秋实的未来

时间是很神奇的东西袁又岂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遥它可以
把十年或者几十年重复做的东西在你记忆中不留任何痕迹袁好
像从来没来过我们的生命里遥 它也可以让短短的几天或者十几
天在我们的心里留有一席之地袁丢不掉袁也忘不了遥

这段让我们咒骂又欣喜的时光袁 纵使是单调的黑白也缤
纷袁也许多年后再多的缤纷际遇也敌不过今天的黑白遥 我怀念
那军歌嘹亮袁也许你和我一样袁从前不曾喜欢此类歌曲遥 当然袁
以后也很有可能不再留意袁 可唯有这片天空下的这些歌声袁让
我们无法从大脑的内存里删去遥 我怀念那永远走不齐的队友
们袁也许她们让我想到了野我的动作我做主冶遥 我怀念那野残忍冶
又可爱的教官袁他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笑话袁永远是做不好袁

也改不了遥 我怀念那曾让我愤慨又激动的阅兵袁当然不是因为
为谁争了光袁而是自己一边痛恨着等待袁一边又为自己的参与
感到一种虚荣心的小小满足遥 我怀念那毫无征兆的分别袁没有
泪水袁没有言语袁没有依依不舍的老套剧情遥 我一直相信一句
话院哭不代表我难过袁正如我笑不一定代表我快乐遥 如果能潇洒
地笑着说再见袁又何必哭着说分离遥 我怀念并感恩在这段令人
歆羡的青春岁月里曾有你袁有你们走过我的生命遥 不是常说结
束就是开始吗钥 我希望这段充满汗水和欢乐的记忆开启我以后
的人生遥 野明月千里寄相思冶袁希望和一起从这段并不算峥嵘但
也不易的军训生活中走过的人们道声感谢袁中秋节快乐浴 野明月
几时有袁千里共婵娟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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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精心准备袁 由工商管
理学院主办袁 学院宣传中心承
办的属于工商人自己的报纸正
式出刊遥

作为学生自己创办的报
纸袁叶工商管理学院报曳 承载着
工商宣传人共同的梦想遥 本报
将本着野引导舆论方向袁繁荣学

院文化冶 的宗旨袁 立志贴近大
学生实际生活袁想学生之所想袁
急学生之所急袁 及时传递学院
动态袁亲近校园生活袁同时又立
足现实袁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遥

学院的宣传工作离不开同
学们的支持与帮助袁 欢迎同学
们踊跃投稿浴

投稿邮箱院糟凿早泽曾糟扎曾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10 月 21 日晚袁工商管理学院野2012 年十佳歌手大赛冶
在新校区教一 220 火热开赛遥 校主持人队队长林根深尧学院
文艺部部长李晓涛尧2011 年工商十佳歌手冠军郑飞海等同
学作为评委莅临比赛现场遥

比赛吸引了众多唱歌爱好者的关注袁不仅 12 级的新生
踊跃报名参加袁11 级和 10 级的同学也摩拳擦掌袁 一展风
采遥在此次比赛中袁选手们全面地展示了工商人的风采遥叶最
炫民族风曳慷慨激昂曰叶星光游乐园曳轻快欢乐曰叶心墙曳深情
款款曰叶最爱的人曳无奈忧伤噎噎经过激烈的角逐袁张可俊凭
借一首动人的叶醉赤壁曳荣获冠军遥

本次十佳歌手大赛充分挖掘出了同学们潜在的舞台表

现能力袁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生活袁丰富了校园文化遥

十佳歌手大赛完美落幕

10 月 20 日袁工商管理学院野2012 级新生
运动会冶在新校区运动场上正式拉开帷幕遥共有
200 余名新生参加了本次运动会遥

本次运动会为期一天袁以野运动工商袁有你
有我冶为主题袁旨在发动 12 级新生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袁 培养运动精神遥 本次比赛共包括 100
米尧三级跳袁跳远等九个大项袁各项比赛在下午
3:30 顺利结束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先后有 18 名冠
军诞生袁为学院积极备战校运动会储备了人才遥
赛场上袁运动员们激情四射袁热情激昂袁努力拼
搏曰赛场下袁学生干部积极做好后勤工作袁为运
动员送上最贴心的服务曰 拉拉队也积极为运动
员呐喊助威遥

本次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离不开广大新

生的积极参与袁 希望明年校运会工商学院能再
创佳绩浴

新生运动会顺利举行

主办单位院工商管理学院团总支
总编顾问院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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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交流平台，树立工
商形象。

———丁文杰
祝《工商管理学院报》创

刊，望它成为学院发展的见
证，师生沟通的平台，学生
习作的园地！

———牛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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