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灼灼炎日，磨砺的是体魄

9月 16日上午，运动场上简洁而正式的“新生军

训动员大会”正式拉开 17级新生军训的帷幕，教官从

稍息立正开始，按照课程安排循序渐进地展开了为期

十天的军训教学。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的操课到晚上

二十一点才结束的晚活动。近十小时在酷阳下高强度

的训练，同学们的脸颊沁出豆大的汗珠，身躯变得黝

黑精干。在教官耐心地教学和同学们积极地配合下，

同学们抱腹端腿时下盘越来越稳健，弓步冲拳、穿喉

弹踢等一式式军体拳动作越来越规范。勇于吃苦，敢

闯敢拼，夯实基础，脚踏实地，强化了大学生的身体素

质，体现了年轻一代的意气风发。

孜孜无怠，磨砺的是思想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校实现理论学习

和实践同步进行，军训半文半武的教学方法，不仅在

室外站军姿、爬战术，还穿插室内由郭立昌、刘典河、

闫继锋老师演讲的《校园安全知识》、《逃生与避险》、

《消防安全知识》等别开生面的讲座，并举行了消防防

灾演练，向新生们展示了灭火器及防毒面罩的使用方

法，增强了同学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同学们的军事

综合素养，起到了良好的开学第一课的效果。

同时，每连的教官还带领同学们整理内务，手把

手教学“豆腐块”被子的折叠方法，弘扬了严谨简约、

整齐划一的军队思想。各连还进行了热火朝天的拉歌

活动。《强军战歌》、《水手》等军歌更是深受同学们的

喜爱，在传唱的同时，同学们体会了团结互助的意义，

增强了集体主义观念，加强了爱国热情和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

累累硕果，磨砺的是精神

9月 24日下午三时许，开学典礼暨军训汇演上，

新生以连为单位，身着迷彩服，列着整齐的方队，迈着

矫健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自信满满地依次通过

主席台接受检阅。随后由三百名新生组成的军体拳方

阵展示了场面宏大，气势非凡的军体拳表演，他们出

拳有力，踢腿迅猛，高喊“提高警惕，保家卫国”的口

号，体现了新生代的蓬勃朝气。分列式和军体拳表演

是近十天军训成果的反映，更象征

着他们刻苦耐劳的坚强毅力和坚

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军训是将天南海北的同学们

从生疏初识到逐步熟识的良好契

机。同学们面对严酷的训练和仅比

自己大几岁的教官表现出了充分

的理解和包容。在踏实的训练和与

教官的相处中感受到了浓烈的人

文关怀。

很多事情在脑海中封存了太多

年，好像是雾中花一样，朦胧但却美
好、浮沉但却鲜艳。

———题记

开学季的这个夏末，连知了仿佛都在
催促着新生进入大学。静静的夜，轻轻入

眠，闭上眼，回忆着那年那天……经过了
高考的绞尽脑汁，度过了等分数的紧张无

措，熬过了报考的彷徨，在金色九月，莘莘
学子背着重重的行囊，踏上了大学求学之
旅。有人说“大学的生活有苦有甜，就像一
杯香醇的美酒，让人细细品

味，久久回味。”没错，当
你打开神秘之门时，一

定会好奇里面的建筑，

如何构造。
开学季，新生有话说
大学是每个学子的

梦想。大一的新生们或
许仍沉浸在旅途的兴奋

和成功的喜悦之中，或许

还在为终于摆脱应试教育的
文山题海而

如释重负 ;

当然，新生

们更多充满
了对大学生

活的忐忑和
期盼。

上大学
后，对大学
新生来说最

大的变化就
是生活环境
方面，没有

了父母、长辈每日的悉心照料，许多事情

需要独自处理，真正的独立生活开始了。
从单处一室的“独立王国”到“群居”的集
体宿舍，这一生活环境和习惯的适应和磨

合，对没有过住校经历的同学来说，真的
是一次考验。
“当我迈进校园时，心中充满了自豪

和兴奋之情，我一直以来都没离开过家和
父母，所以大学里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神

秘。我觉得似乎大学里的学生都比普通人
长得好看，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斯斯文文的，
很有礼貌的样子。”新的环境让新生充满对

大学的期待，经过了十二年的寒窗苦读，终
于走进自己的梦想，所有新生都在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我要竞选班委，我要参加社

团……”新生们的豪言壮志无不体现着想
要挑战自己的想法。“我会怀着满腔的热忱

加入各类社团与学生会锻炼与发展自己的
能力，我会勇敢地站在演讲台上畅谈心声、
尽显风采，我会在图书馆里潜心研究与学

习各门课程......总之，我的大学生活会非常
精彩。”我相信只要他们足够努力，足够坚

持他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他们有激动。大

学就是天堂，就是象牙塔，这儿将有他们
从没有过的学习氛围，这儿将为他们提供
他们从不敢设想的广阔平台; 这儿将有大
把大把的机遇，等着他们去把握，去开创

他们美好的未来。一想到这儿，他们的心
跳就会加速；但
同时也有焦

虑，大多数新

生都是第一
次离家，面对

如此独立的

生活，习惯了
父母为他们

安排好一切，

他们能适应
独立的生活吗？

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学习

氛围，他们能很好的处理这一切吗？
新生来报到，学长学姐有话说
他们仅仅在大学度过了一年，去年在

别人眼中的初出茅庐学弟学妹，终成为了
别人眼中的才华横溢游刃有余的学长学

姐。去年自己傻傻的模样，还历历在目，在
这个开学季不少学长学姐感慨万千。昨日
兮昨日，昨日何其好！突然间就成为了大

二或者大三大四的人，不是学校里最小的
一批人了，一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他们的
大学生活或许匆匆忙忙，或许懒懒散散，

或许充充实实，这些都会成为逝去的美
好。然而作为过来人他们有话对新来的学
弟学妹说：

在大学中，要学会放慢脚步，会在青
春的尾巴里享受大学生活。我们可以在图

书馆里阅读经典名作，代替那些尾随了我
们十多年的教辅书，提高自我的文学修
养；我们也可以在大学的林荫大树下，缓

步踩在蓬松的落叶上，呼吸着沁人心脾的
空气，感受鸟语花香，沉静自己浮躁的心
灵，欣赏大自然的风采；我们更可以参加

精彩纷呈的派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各种各样的讲座，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

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
在大学中，不仅有这种小资生活，更

多的还会是学习生活。没有了繁重的作业

和高考的压力，我们可以真正去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到丰富多彩却并不局
限于课本的知识。那里会有良好的学习氛

围，一起努力奋斗的同学们，更有知识渊
博、亦师亦友的教授陪伴我们左右。可以

让我们在毕业的那一刻感到骄傲，并且知
道自己的目标与方向，让我们在回顾这段

时光的时候可以引以为豪的说：我

在大学真正地成长了!
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课堂，

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在这里积累经验，为我们今后的人生之路
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在大学中学习生活会

教育我们，如何把我们熟练掌握的知识运
用到实际中，独立的宿舍生活会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我们的自理能力，接触更多的同学
和老师则会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
但是，大一并不意昧着安逸。身处大

学的我们已经正式面临人生的挑战，还有
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和难以预知的
挫折正等待着我们一一攻克，我们只有坚

持我们理想，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
信我们一定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如果你有斗志就请继续向前跑加入
社团、认真干活、搞好人际关系、对自己感

兴趣的事情而努力、多看书、经常运动。这

样才是大学，才是青春。并希望你们一直
坚持下去，勿忘初心。最重要的一点是，在
大学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大学不能浑浑噩
噩的度过，要让她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是

新的起点，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自己可
以决定人生的方向，规划人生的蓝图。大

学是个自主学习的地方，你们要摆脱高中

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使自己变成有文
化、生活规律且充实的人。
时光如水，光心似箭，时间不会停歇。

金秋九月，美丽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又迎
来了一批新的怀揣梦想的莘莘学子，祝愿
他们都会度过一个充满无限回忆的大学
生活。

九六华年十九程，

信念坚定路峥嵘。

二十八春驱鬼魅，

改革开放展新容。

深化改革铸伟业，

从严治党砺剑锋。

两个百年惊日月，

大美中华唱复兴。

又是一个九月时, 这个初秋迎接来 17级可爱的新

生们。张扬的青春,肆意的言语,激扬的辩谈,他们是一群

纯真而真诚的 95后,烈日与汗水的背后,他们在成长,在

等待着破茧而出。那份期待与欣喜,我们愿与之共享。9

月 17日，我校新生开始军训的日子。一群“小

迷彩”们走向绿茵场，结束一个暑假的大

解放，在这里，他们迈出驶向大学生活

的第一步，苦涩酸甜，听他们细说

……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穿上这身迷彩，我们在太

阳下挥洒汗水，在风雨中坚持挥拳，

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一起奋斗的时代。

苦却充实，累却精彩。九天的军训，使我

们少了份娇气，多了份坚强；少了份依赖，多

了份自强；少了份怨天尤人，多了份勇往直前。军训是

难忘和骄傲的一段经历。它留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段累

与苦，更是一本充满哲理的书籍，细细体味，我将一生

受益匪浅。

———机电工程院 孙蒙

“一二一，一二一”，那嘶哑的声音还依旧回响在

耳畔，他的严格促使我们进步，他的幽默为艰苦的军训

生活增加乐趣，他是我们的教官———韩班长。刚开始训

练时队伍散漫凌乱，但没几天就有了很大改善，大家的

自觉和吃苦意识慢慢开始建立起来。对于教官来说，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和学生们沟通在训练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也让学生们很愿意接受教官的训练方式。我们

依旧清晰记得您离开学校时的那回眸一笑，不禁潸然

泪下。军训虽短，但这段短暂的记忆会深深印在我的脑

海里。

———食品科技学院 赵诣欣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确实，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必须得能吃得起

苦，吃得苦中苦，才能方为人上人。所以如约，迎着灿烂

的阳光，凉爽的海风，我们齐聚科师的操场，大学第一

课———军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对于我，军训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本身的体力锻炼，它已经融入了我

的身体里，

内化为了一

段刻骨铭心

的记忆，成

为内心深处

的 强 大 力

量。其实，身

体上的累虽

说没有烈火

焚烧若等闲

那 么 的 夸

张，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没有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还

是会感到十分疲惫，不过，训练场上的我们，常以军人

的身姿一展风采，敢为人先，勇往直前，威震九天。无论

如何，它都是我们生命中那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有

它，我们开启了新的旅程，在人生的道路上昂首阔

步，奋勇前进!

———外国语学院 楼霄

我们在偌大的操场，开始了入学第一

课———军训。九天的军训，我们经历了站

军姿、齐步走、跑步走、军体拳、踢正步，

最累的、最难走齐的便是踢正步。可是军

训，本就是一种挑战，一种磨练，一种人生

体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苦，也不会觉得

累，即使我们被太阳晒的出现了色差，即使我

们因为踢正步而弄伤了脚。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放弃。我们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们的步伐越来

越矫健，我们的口号越来越响亮，我

们的队伍越来越整齐。相信我的

四年大学会像军训一样充满

着一种挥洒着汗水，努力

奋斗的气息。

———生命科技学院 石

静雪

九月，迎着初秋夏末的

阳光，我们带着热血，伴着朝气，

走过了为期九天的新生军训。虽然军

训短暂但是它也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它教会了我们个人的坚强无畏，也教会了

我们团队的精诚团结，这些将在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

中受益终身。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总有遇见和告别，军训

其实就是教官和我们的萍水相逢，不可预见的遇见和

不能拒绝的告别，但却回忆终生，它给我们的的是回忆

是怀念，是关于青春的记忆，汇编成了一段美妙的人生

插曲。

让我们带着怀念挥别过去，踏上新的征程，迎接灿

烂的明天。

———学生记者 周园园

“军令的响亮急促、军歌的豪情万丈、军训的大汗

淋漓”———军训是大学课堂里的第一节必修课。训时埋

怨，训完怀念，成为不变的真理。看着新生们在操场上

“受难”，学长学姐们淡然一笑，那段似曾相识的日子恍

若昨天，可早已找不到自己的身影。尽管很多前辈调侃

说，“希望太阳更烈点，让学弟学妹们能得到真正的锻

炼”。但看到他们声嘶力竭的喊口号，也感到心疼。其

实，咸咸的汗水，酸痛的四肢，不是军训留下的唯一记

忆，这是一段具有别样意义的日子，是一段成长的记

忆，是一份大学生活开始的礼物。回望时，我们会感恩

……

我们在阳光下成长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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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丹桂飘香的九月，我对新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期待，尤其是对军训充满了

期待。虽然军训对大多数人来说很苦但是在我看来军训不仅仅是对我们身体的考验，更多

的是对我们意志的磨练。

军训的生活是枯燥的，每天在烈日下站军姿、踢正步。很累，甚至有的同学因为坚持不

下去而晕倒。但是我最喜欢的确是站军姿，军姿展现的是军人的风采，也展现出的义愤从

容之美，坚定之心，硬骨傲苍穹，笑傲风霜雪，你会觉得有股浩然正气贯长虹。如果青春是

精品，那么军姿就是美丽。

我们的教官对我们是严格的，在训我们的时候不许我们动一下，流了汗无法擦，身上

痒无法挠我们只能硬坚持着。但是我们的教官又是和蔼可亲的，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给我

们找一个大树荫的地方和我们盘地而坐与我们说说笑笑，给我们讲他们在军队里的事，还

教我们唱军歌。我们教官是那么的爱闹，休息时就去挑衅别的教官，和他们比军歌看谁唱

的响亮谁唱的好听谁唱的有气势。我们两个团队的声音一个赛过一个，其他团队也加入到

了比唱的行列。我们唱的非常开心，休息时间一结束我们就充满了力量继续艰苦的军训。

在军训汇演时每个团队都认真的表现训练成果。那整齐有序的步伐，那昂头挺胸的气

魄，那嘹亮恢弘的口号，无一不在展示我们训练的成果。

军训已经结束了，他让我们磨练出白杨般的坚毅，军训告诉我们什么

是团结，什么是纪律。班与班的比赛更是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

情。军训把军人的气质悄悄地融入我们的骨髓，融入了

我们的灵魂，它已在我们的心中默默生根了。在这

次军训中我学到知识，训练中受到教育，磨练了

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身体。军训在我的年华里

一闪而逝，虽然时间短但收获非常的大。在这段

日子里我学会了不放弃，也收获了友谊，懂得了

只要用心方得成功！

军训的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将伴随我整个

大学生活。成为我回忆中别样的精彩。

你是我灼热阳光下的笔直标杆
你是我风急浪高海洋中的坚定船帆
你是我美景中最巍峨的高山
你是军人亦是我的教官

南昌有起义的硝烟还在滚滚
两万里长征的铁骨依旧铮铮
你用你满腔的热血
浇灌你我灿烂的黎明

你用嘹亮的嗓音
唤醒那朝霞泛金
你令年轻的生命
展现那风发意气

不怕烈日杲杲
无惧风驰雨骤
因为有你
我学会了拼搏人生

致教官
文法学院汉语国际教育 17级李文琦

迷彩下的精彩
化学工程学院 姚瑶

科师处在开学季
学生记者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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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我想说“磨砺”
学生记者 曾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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