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夏日的阳光格外强烈，就如

同全国各省络绎不绝赶来求学的学子一

般，充满了朝气与新时代气息，这一代大

多是 00后，而这一年又是最好的日子。二

十一世纪新时代的我们是时代的主宰，而

这个世界终将是我们的。经过高考的洗

礼，我校昌黎校区迎来了一千七百多名新

生，我们不是网上的好吃懒做，没有不好

的恶习，而恰恰相反，个个新生朝气蓬勃、

独立、有个性。升入大学的我们即将迎来

为期十天的军训教育。

带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不得不

从悠闲自在、愉悦的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暑

假生活中抽离出来，离开亲昵的家人与熟

―悉的朋友，参加类似“改造”的大学生活

― 军训教育。俗话的军事教育就是让你流

汗，从身体上提高你的体质，从精神上刺

激你的神经，让你“享受”这种残酷的生

活。军训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我们人生中

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可能没有流血的经

历；又或许没有军人般坚固的情谊；又或

许没有荣誉军人的光荣称号。但你经历过

后就知道，你拥有的又何止这些，拥有的

要比这多得多，可谓是“全球富人”，在这

里，你拥有了一群陪你说说笑笑的伙伴，

你拥有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你拥有了只

属于你自己的回忆，这段回忆里有说有笑

有汗有泪，有太多太多……这些还远远不

够，但却有着属于你自己的甜蜜与辛酸。

军 训

的帷幕渐

渐拉开，在

第一天学

校开展了

一八级开

学典礼暨

军训开幕

仪式，开幕

仪式上一

支军事化

管理的队

伍进行了

升旗仪式，亘古不变的庄严形式徐徐上

幕，这支优美的铿锵有力的队伍踏着矫健

的步伐进入会场，绿茵场上的他们吸引了

众多目光，这一刻的他们是骄傲的，也只

是属于他们的炫耀时光，但谁人又知他们

背后训练的辛苦呢！没错，这就是国旗护

卫队，隶属于校团委的一支严格有纪律的

队伍，没错，这就是教练渴望培养成的模

样，但又何其容易，接下来各连队与自己

队伍的教官见了面，此时的教官一脸严

肃，可他只是比我们大几年的军人啊，他

们的纪律如铁，视国家如肌，就是这样的

人，一直在我们身边感染着我们，时刻提

醒我们向他们看齐，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也是平常的人，更注重感情，或许没有这

么容易流泪，但心中的不舍相信不比我们

少，就是这样的队伍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个

难忘的夏日，他们竭尽全力交给我们技

能，不管嗓子的干哑，不理面前流过的汗，

不畏头顶直射的烈日，这样的他们值得我

们去学习，去歌颂，更值得大家去珍惜，拥

有这样一群人是幸运，更是幸福！

军训期间，连队里的每个人都一直在

坚持，都严格遵守着队伍里的纪律，不怕

流汗，有直面太阳的勇气，军姿站的那样

挺直，队员们学的也十分认真，一遍又一

遍地练习这简单的动作，然而就是这样简

单的动作，需要的是队员们的磨合和默契

配合，而就是这样，我们用整整十天来努

力着……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就这样周而

复始的重复前一天的动作，一天天地改

变，一天天地变好，转眼间军训生活已接

近了尾声，这样的日子过得是最快又最有

意义，就像高考倒计时的那一百天，浅浅

的、淡淡的、平静的就过去了，但我们经历

过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在那段平淡的日

子里无声挥洒着汗水，重复一遍又一遍的

高考题，尽管最后还是有很多遗憾，但我

们不后悔，我可以骄傲的说我奋斗过了。

这样的感觉无比好，也正是这样平淡的日

子，教会了我如何去珍惜，如何去努力，如

何去奋斗。军训平淡里挥洒汗水的日子，

又何尝不是给了我这种感觉，每天过着宿

舍、食堂、操场三点一线的日子，有的更多

的是起床的勇气，有勇气去面对一天一天

的经历，经历着或许是早已安排好的生活

吧，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无忧无虑，不畏艰

辛与汗水，军训的成果越来越明显，不在

是当初那

时的懒散，

而更多了

一份责任，

去争夺最

佳连队的

荣誉，是我

们不能推

卸的责任，

也是为了

给自己和

教官一份

最好的答

卷。我们不厌其烦地练习着每个动作，关

注着每个训练的细节，关心着排面，最终

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最后的军训结业中，

我们连队获得了最佳连队称号，这也就意

味着我的大学军训生活结束了，画上了一

个完美的句号。然而，接着伴随我们的是

分别，教官未来得及与我们说一声再见，

而我们精心准备的礼物也没能送出去，这

让我们有一点遗憾，即将迎来的是我们期

待已久的大学生活……

军训，宛如那一晃而过的美景，又如

街边随处而见的小影，处处充满着惊喜，

随处可见感动……，只有心细的人可以看

到那些属于你眼里的风景。

军训生活固然难忘，但我们要继续踏

上新征程。就让我们踏上梦想的小船，扬

起自信的风帆，告别青涩的自己，勇敢地

驶向未来的彼岸。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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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6日，我校迎来了新一届学子。

五千多名学子怀着对大学的憧憬，开始了此次颇具

意义的军训。

一身迷彩，体魄重炼

在红旗冉冉升起中，我们换上一身迷彩，庄严

地戴上了军帽。这一刻，我们不仅仅是一名学生，更

是祖国最坚实的后盾———军人。肩上的重担令我们

无法轻视这一次军训。

“抬头挺胸收腹，目视前方，身体往前微倾，双

脚打开成六十度……”我们开始站军姿。烈日之下，

却无人敢放松些许。大颗大颗的汗珠滚下，同过去

的懒散一起蒸发在空气中。尽管腰酸背痛，但每一

个人都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从晨光熹微到夕阳西下，我们头顶烈日不曾停

下。我们一次次踢腿、甩手、喊口号……在无数次反

复的练习中，我们的声音直冲云霄。皮肤更加黝黑，

眼神更加坚定，身板更加硬实。我们开始着蜕变。走

齐步、踢正步、打行军拳……听来格外专业的这些

名词都被我们写成了事实。在愈加整齐的步伐中，

我们的体魄也更加强健。

数天的训练或许还不足以让我们的体重猛降，

却让我们的体魄开始有所改变。我们崭新的未来，

从身体上的修炼开始了。

换上这一身迷彩，我们仿佛便如军人拥有了钢

铁般的身躯。青春，本该如此热血。

一身迷彩，精神似火

“听到哨声，无论在干任何事情，都必须马上停

下！”教官严肃地教导我们。是的，军人的天职便是

服从命令。教官语重心长地说，在部队学会的，首先

就是纪律。纪律大于一切。在真正的部队行军中，不

守纪律是会导致无法估量的后果的。

“报告！系鞋带！”“报告！擦汗！”由原来躲躲

藏藏的小动作，到我们严守纪律，动就必须打报告！

而在听到哨声之后，更是迅速军姿站定。这翻天的

改变就这么形成了。

我们开始严格遵守规则。不仅仅是部队规则，

还有学校规则，社会规则，做人规则。既然来了，就

必须如此。不守规则，便要自己承担后果。

灼灼天光，炎炎烈日。尽管很累，尽管已浑身酸

痛，我们仍不肯认输。每一个人都不愿在这份小小

的挑战下宣告“我不行”。我们坚持着，咬着牙，坚定

地看着前方。

“坚持不住的就打报告，可以休息。”但，无人出

声。未来还有许多阻碍，每个人都必须直面。于是我

们开始学会坚持。为了最后的分列式，为了我们集

体的目标，没有人选择放弃。

换上这一身迷彩，我们仿佛便如军人拥有了顽

强的意志。遵守规则，坚持梦想。青春，本该如此正

能量。

一身迷彩，情通四海

回到最初的最初，天南海北的人们组成了一个

连。在一片欢呼声中，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成为了

我们教官。

休息时间，教官和我们唠闲嗑。其实我和你们

也差不多大，读了大一刚过来服兵役的。其实我刚

来北方的时候也可不习惯了，不过现在就好了。其

实军训真挺有意义的，以后你们就会明白的。我们

静静地听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开始拉进。

我们也开始熟络。“同学你叫什么啊，哪个班

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们尝试着迈出了第一

步。这是大学新生活开始的标志吧。训练的时候，和

互相打手的同学相视一笑，对踩了脚跟你说对不起

的人笑道没事儿。喝水的时候，在一片人潮中伸出

一只手正拿着你的水杯，“这儿呢这儿呢！”休息的

时候，南方的同学讲述着不一样的南方风情，北方

的同学总结着南北差异……

不知不觉间，军训结束了。“教官归队！”随着主

席台一声令下，每个连队都自发地开始大喊“X营 X

连教官辛苦了！”声音此起彼伏，带着啜泣与真情。

换上这一身迷彩，我们仿佛便如军人拥有了过

硬的革命友谊。青春，本该如此真性情。

十天太短了，只占据了每个人生命中微小甚至

可以忽略的一部分。但军训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岂

可用时间来衡量呢？军训带给了我们许多可伴一生

的感动，也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感动。

绿云剪去换戎装，一夜若虫入萃堂。展翅初飞

林海越，蓝天风雾拽衣裳。龙之骄子着铁衣，霹雳兵

丁锐志昂。

军训，是我们换上迷彩的青春啊。

幸福的时刻总是匆匆，难忘的时光依旧重重把酒问风，且笑且

从容。

经历了短暂而又记忆深刻的十天，我们的军训生活画上了一

个句号。年少不惧江湖老，风华正茂值青春。洋溢着朝气蓬勃的

脸，充满着满怀期待的眼，都在操场上迎着朝阳一步步走向黄昏。

从全国各地的不同地方聚到一起，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原因、

相似的年纪，我们就这样开启了故事的开头。

结束了我们曾经不顾一切往前冲的高三和那来之不易的三个

月假期，心之向往的大学生活渐渐拉开帷幕。

历经了十天的军训，短暂而又美丽，还记得每一个站军姿坚持

的瞬间，还记得每一个正步踢起来的飒爽，还记得每一个军体拳的

威武。每当阳光似有似无浪漫的洒向操场时，我们开始了早晨军

训，那是一起跑过的跑道，那是一步一步跑向的未来。随着太阳的

渐升渐起，影射的每一寸阳光都是青春最美的靓丽。经历了一天

的训练，坐在操场上，看着对面天边紫色的云笼罩在绵绵山脉上，

书写着似有似无

的淡雅与平静，那

是我们一天最惬

意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怀念的

时分。早上奔跑，感觉微冷；中

午艳阳高照下训练，汗流浃

背。小岛的天气就是这样，炎

炎的烈日，干干的气候，偶尔

飘过几朵白云，方可享受那久

违的阴凉。青春樟树下投来斑

驳陆离的影子，我们看那一步一步移走的影子，像一步一步溜走的时间，而随

之去的几片白云，带走了那仅有的阴凉，使我们再次暴露于阳光之下，让我们

尽情享受阳光的滋润。时光像那转动日晷指针，慢慢的转动，记录着时间的点

点流逝，承载着对时间的期盼，我们不想它移去，又想时间快过去。

这军训，有苦有乐，过程艰辛又值得怀念，历程坎坷又充满新奇。稍息，立

正，齐步走，跨立，敬礼，正步走。一天摆臂不计次，一日抬腿数不清。我们在微

风阵阵阳光满满的绿地操场撒下的颗颗汗珠，我想莫是化作了的天空中的云

翳和微风，随我们一起走向梦的未来。

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进离别人。人生总是匆忙的相遇分别，

陪伴了我们十天的教官，用威严的训导，铁的纪律，钢的毅力教会了我们去生

活。每一次督导与教授，每一次的严厉与温柔，都是最好的言传身教，那是和我

们年纪相仿的教官，有着不同常人的体力和耐力，有着听从指挥的严明，虽说

十天很短，但留给我们的记忆却很深刻。人生就是一次次的认识与挥手告别，

可能这是不曾相交的两条直线，却因为军训让我们开始短暂的相处，人生都是

过客，期望教官留给我们的都是优秀的习惯和深层的记忆，让我们在以后四年

的生活里如何去严格要求自我，如何管控自我。

我想修一座城，把世界都关在外面，那是喧嚣与热闹的街道，那是我不曾

想要的浮华与争吵。军训中的我们，却是那样的天真和不谙世事，有的只有同

学之间的关照和欢笑，阳光下一起进步，青春下一起奋进。从日出到日落，从清

晨到黄昏，从轻松到倦怠，我们都互相陪伴着彼此，团结的力量是铁是钢是打

不倒的勇往，一起喊过铮铮口号，让声音回旋荡漾在天边，散发出迷人色彩。听

吧，新征程号角吹响，新的旅途一步步打开，大学的迷人面纱也在军训的伴随下

徐徐拉开帷幕，渐渐的我们了解这个学校，了解大学应有的一切。知道了大学

要坚强勇敢，要积极乐观，要学会为人处世，要学会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融入大

家庭中，军训的意义不止限于苦和累，也不是只有暴晒和酸痛，它带给我们的

更多是成长，是拨开云雾见晴天的

明朗，是丢下过去那个懦弱胆小自

己的直爽，是一瞬间觉得自己伟大

的明亮。

世态浮云休相问，镜里折花叹

流年。面对过去，我们不必沉湎，扬

起头来，大步向前，你的世界便会

有一些些改变，军训带给我们的一

切都是值得，值得在最好的年纪去

感受，在最美的青春去历练。军训

过后，严明的纪律依然会在，它静

静的伴随我们走过大学四年甚至

更远，面对未来，不恐惧；面对一切，敢挑战。这便是最好的安排。

星月流转，历史沉默在时光的隧道里，世界依旧活色生香，我们的生活依

然继续，军训之路在心中熠熠生辉！

为期十天的军训已经悄悄的落下了帷幕，学校迎来了她的秋天。这

个秋天不像郁达夫的“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更不像莫

言的“秋季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

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

蕴涵着几丝悲凉。”而如今的秋是气势磅礴英姿飒爽，颇有“借我三千虎

贲,荣我浩荡中华。”的浩然之气。

谈到军训，我们由陌路到相识，再由结识到后来的难舍难分，经历

了一个虽短暂却不缺乏真情的阶段。现在依旧是品茶之味，似挽余香。

初识这片土地和五湖四海的新朋友，不禁有些感慨，白驹过隙，岁

月终究到了这一步。心中固然有许多的放不下：放不下家乡的土地和家

中亲人，放不下故土的草木和母校的繁花似锦，放不下三年的师恩难

忘，友谊情深。怀着诸多的困扰无处宣泄，军训解救了我们。军训期间把

自己当部队的军人看

待，在这里有种命令

是绝对的服从，在这

里有种纪律叫：绝对

严明。虽然条条框框，

却把人训练的堂堂正

正，犹如中国的汉字，

横平竖直，坦荡有力。

在这里没有个人的魅

力，只有团结的力量，

在这里没有婉转的歌喉，却有高歌荡气的回肠。

苏轼有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军训的意义大抵如此。军训中，我们认识了严肃但不失和蔼的教

官。他们用他们的绝学，传授给我们的是坚毅的品质和认真负责的态

度。难以忘记，集合时的清脆哨音和狂风暴雨依旧坚持陪伴训练的墨绿

身姿。在生命的漫漫长河岁月里，这也许只是他们军人生涯之中的小小

插曲，可他们却以孔武有力的军人精神撑起训练我们的大梁，细腻深情

的谱写了我们共同的人生华章。

站军姿，给了你炎黄子孙不屈脊梁的身体，也给了你龙之传人无

穷的毅力；练转身，体现了人类活跃敏捷的思维，更体现了集体主义的

伟大；踢正步，是中华人民刚正不阿，以正直的品行立足世界，走向世

界，行的正走的端的另一版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没有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高质量的方

队。训练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合作的力

量，以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我相信，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它都将使我受

益终生。

难以忘怀，分别之时，同学们对教官依依不舍。充满真情的喊话。让

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变的真情！短短几天我们已经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基础，这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另一种体现呢？滚烫

的热泪滴落在璀璨的草地宛如晶莹的颗颗宝石，这才是最珍贵，最值得

收藏的宝贵财富！

正所谓“炎黄地，多豪杰，以一敌百人不怯。人不怯，仇必雪，看我华

夏儿女血。儿女血，自壮烈，豪气贯胸心如铁。手提黄金刀，身佩白玉珏，

饥啖美酋头，渴饮罗刹血。”历经热血与苦痛的磨练，我们最终会被铸就

成“有气势、有霸气、有血性”的钢铁军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经历过

军训的人知道什么是奉献，真正奉献过的人才能放眼世界！

军训仅仅是逝去了我青春年华的一点点，但逐渐长大成熟的我们

更加渴望持久的军训体验。军训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生活推到

了极限，使我们的精神随之焕然一新。它将会延伸到我人生的每个春夏

与秋冬。军装最美丽，军歌最嘹亮，做军人最自豪，而军训的日子就像风

雨过后的泥土，先辈

洗刷，然后拙见沉淀

直至溶入我生。

愿我们在军训

过后磨砺自己的品

质，在今后的学习旅

途中，更能坚韧不拔

的走下去！

军训特刊音音音

三千炎黄展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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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从这里起航
□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生物技术 18级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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