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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迷彩装，心怀报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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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相送，尽羽觞 

★ 我的目光因你们而停留 

★ 青松傲骨定如山 

★ 最安详的时光 最好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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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现 
    徐志摩说过，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

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军训在我们不经意间开始，又在我们刚刚熟悉它时突然离去，

带给我们烦恼苦闷，疲惫不堪的是它；让我们依依不舍，笑中带

泪的还是它。军训的日子随时间的流逝，迎来了休止符，华丽的

军训进行曲也演奏到了终章。离别随着秋风与落叶，降临在绿茵

场上。 

    曾经觉得度日如年的站军姿，让人肌肉酸痛的转法与步伐，

让人望而生畏的教官，转眼间成为了昨日的风景。我们在与团队

里的同学熟络起来的时候，在与同学们有说有笑的时候，在准备

共度大学四年时光的时候却不得不与我们的“大朋友”——教官

们道别。 

    记忆的最后一幕停格在教官们列队退场，同学们目送他们离

去的时候。那一张张刚毅坚韧的脸庞上，竟也有晶莹流下。是的，

我们不舍与往昔种种告别，教官们何尝不是如此?军训中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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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天不仅有严厉，更有温情，念起教官们在训连时的细心指导，

休息时的温暖问候，内心深处便流过汩汩暖流，不舍之情更是溢

于言表。 

    伴着秋风落叶漫步于曾经的绿茵场，我才知道，真正的送别

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有一声再见。恍惚间看

到曾经一个个正步齐步走的身影，一排排蓝绿交织的方队阵列，

一道道挺拔坚毅的背影，依然在闪耀发光。十几天转瞬即逝，四

年也是如此，愿我们携着旧日的动人情怀，共同珍惜大学的生活

时光，让它成为我们记忆中永远闪亮的光芒。 

传媒学院  张瑞江 

身着迷彩装，心怀报国志 
 

    曾经有一群人，因为一部电视剧而走进军营，献身国防，这

部剧就是《士兵突击》。剧中许三多木讷的形象与坚毅的品格给

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作为这部剧总导演的康洪雷今年又一

力作《陆战之王》更是在前段时间火爆荧屏，引起强烈反响。剧

中男主张能量作为 90 后兵王圈粉无数，也让观众更进一步了解

坦克兵，了解军旅生活。作为军迷的我也是十分着迷，追剧的同

时也向往着部队的生活。虽然我现在已经步入大学校园，无缘军

营，但是大学的军训生活却十分吸引着我。 

    大一入学军训是大学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对我们凝聚力的锻

炼，是对我们严守纪律、吃苦耐劳品格的磨砺，更是我的一次圆

梦之旅。军训第一天，当我穿上那海洋蓝迷彩服，佩戴上学员肩

章，心里美滋滋的。再看看远处同样身着 07 式迷彩服的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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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感觉我们和教官更像是战友，未来的十几天要在这片训

练场上同甘共苦。 

    军队有句老话，进门看内务，出门看队列。因此我们的军训

主要以队列训练为主。军姿站到脚打颤，正步踢到腿发软。一开

始我觉得有些枯燥，甚至有些体力不支。但只要我一想到军训的

初心和我的军旅

梦想，我就忘却了

枯燥与疲劳，全身

心的融入其中，就

好像自己真的即

将参加国庆阅兵

一样。就这样，日

复一日的训练，我

们也越来越像一

名合格的军人了，但我们终究不是军人，而是一群心怀报国之志

的莘莘学子。但无论是军人还是学生，无论是社会的任何职业，

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着使命，践行着誓言。 

    转眼间，军训的日程也已经过半，眼看和教官相处的日子也

越来越短，真心舍不得我们的战友。教官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队

列训练和国防知识，更教会我们如何让青春更精彩。青春无悔，

军人最美。从来就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致

敬这群最可爱的人。有你们在，我们可以安心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有你们在，我们的家会更安定，国会更富强；有你们在，我

们放心。 

戏剧与影视学院  李思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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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峭寒风迎梅香 

    从夏商始，便有了军事训练即军训之雏形。“怒发冲冠，凭

栏处、潇潇雨歇。”是抗金名将岳飞发出的悲怆呐喊。跨越八千

里路云和月，山河壮丽，国家安定。但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莫

等闲”的豪情万丈，是保家卫国的碧血丹心。 

    十几天的军训，既磨练了 我们的意志，

又使我们体会到了军人坚守 阵地的艰辛。

笔直挺立的军姿，是炎黄子 孙 不 屈 的

脊梁，是龙之傲气；整齐迅 捷的转身，

是统一步伐的基调，是集体 力量的展

现。尽管一遍又一遍相同 的 动 作

会令人乏味，一套又一套 的 纪 律

会让人生畏；但不经一番 烈日烤，

哪得钢铁意志成。炫目 的 阳

光，咸咸的汗水，酸痛 的 四

肢都是军训对我们身 体素

质、意志信念和组织纪 律的

考验。“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中国这方热土上，正是有无数意志坚定的英雄儿女才谱写出新

中国的序曲。而革命征途的每段路程上演的一段段血与泪、生与

死的离别都是对顽强意志的考验。但仍然岿然挺拔，指路前方的，

不仅有昔日的战士，更有今日的我们。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

命誓言是依旧在我们胸腔中翻涌的血液，指引着我们建设新时代。 

    健康的麦色肌肤，坚毅的眼神，是经过军训洗礼的我们送给

青春的礼物。正如我们的祖国一样，历经了多少沧海桑田，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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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才有如今残阳大漠，醉月荷花的美景同现。军训激发了我

们内心身处中华儿女的胆魄，而我们也将把这一份热血抛洒在祖

国建设的大路上。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庄芷逸 

 

尽相送，尽羽觞 

——记山西师范大学军训结束 

    时光如水，连绵而去，世事漫随水，似浮梦空过。为期两周

的军训就在今日宣告结束了，欢笑也好，愁绪也罢，这终是我们

难忘的回忆。 

    日升日落，这令人难忘的

十四日也迎来了属于它自己

的别离，但这十四日我们所经

历的一切仍历历在目。犹记烈

日下站着挺拔军姿的我们，汗

如雨下，被汗打湿的衣服黏在

后背上却不能动弹，还有在进

行转向训练时那双不合脚且

笨重的军训鞋给我们带来的

痛感。疲倦与身体上的折磨纵

使不可避免，我们也拥有了无比珍贵的回忆。花费不少时间练习

的军歌，那昂扬的旋律依旧回荡在我的脑海中，高遏行云的歌声

激荡着我们沸腾的血液，让我们明白，何为铁血英雄。在这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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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军训中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十四天前的我们，还是那个傻

乎乎的只知道向往我们一直憧憬着的大学生活的少年。经过这十

四天的训练，我们对于大学生活，乃至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在这里，我们寻求着广博的知识，寻求着自我的超越。更重

要的是，如同杨军校长所言：“大学之大，不仅在于有大楼、大

师，更有大爱，大学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走进了人民的大学，党

的大学，就要深爱中华民族，深爱中国制度，深爱中国发展模式

和道路。”一段别离，是下一段故事的开始。今天，是我们与军

训的别离，也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正式开始。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离别，终是令人感伤的。

但请铭记，我们与军训相遇的这段美好记忆，珍惜我们的收获。

虽是不舍，仍要对你说声再见了，军训。 

外国语学院  安瑞刚 

我的目光因你们而停留 

 

一抹抹军绿色映入眼帘， 

一个厚实肩膀扛起重任， 

炯炯有神的眸向你看去， 

我的目光，因你们而停留。 

军装在身，你们是百折不饶的人民子弟兵； 

脱下军装，你们依然是值得依赖的硬骨男儿。 

你们默默无闻的付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你们英姿飒爽的站姿总是让人安心。 

你们，在人民与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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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果决的姿态出现在最恰当的位置， 

让党和国家放心，让老百姓安心。 

你们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 

我的目光，始终因你们而停留！ 

 

传媒学院  刘泓妤 

青松傲骨定如山 

 

    在祖国广阔疆域

的绝徼，无论风吹日

晒还是晨落夕替，始

终有一抹笔直的绿色

挺立着——那便是军

人。军人像海上的灯

塔，迎着风浪，指引

方向；军人像雪中的

青松，冒着寒风顽强

生长。保家卫国，守护人民，是每一位军人始终坚守的信仰。 

    军人所走的路和太阳一样，每天伴着晨曦余晖周而复始。不

管是革命先烈还是现在的解放军战士，即使没有身处同样的战场，

但昔日的嘹亮军号依然回响在如今和平的年代。高耸尖峭的狼牙

山铭记着五壮士嘶声的呐喊；字字箴言的《农民四字经》承载着

农村工作者赵祚传的希冀；气势磅礴的金沙江流淌着红军的鲜

血……时间在变，不变的是军魂；环境在变，不变的是军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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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变，不变的是军营；万事万物都可能会变，不变的是军人。

苍黄翻覆，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军人胸腔中那永远鲜活跳跃地爱

国之心，那热爱人民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 

    时代造就英雄，而在和平的年代，社会安定，人民和乐，军

人身上“英雄”的印记似乎淡了很多。但军人始终都没有忘记他

们的职责与担当，他们始终都是人民坚强的后盾。如林翳的大山

般，隐姓埋名，投身于国防科研；又似广阔的大海一样，胸怀广

袤 ，敢于牺牲。军人，用伟岸的身躯，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期

望；用豪迈的情怀，为国为民不自思量。军人的铮铮铁骨，让人

民心中有了依靠，脚下有了力量。军民团结一家亲，共同将祖国

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军人心中始终铭记着:一顶军帽，顶着祖国的重托；一杆钢

枪，挑着人民的希望；一身绿军装，裹着钢铁长城般的血肉身躯。

他们，是中国的军人，更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庄芷逸 

 

最安详的时光 最好的我们 
 

    所有美好的时光都是刺金

的；所有刺金的时光，都将在

我们的生命中划出最璀璨的

印记，闪耀漫漫人生。 

    辰时的丹曦，是纯金的。

军训如同穿过云层的第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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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大学梦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于是，“未来”这个词

语愈来愈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内心的梦想之芽再一次苏

醒。在未来我们历经万般红尘劫，将尤如凉风轻拂面。勇往直前，

坚持不懈，屹立不倒，言出必行，走出一条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独

特山师路。 

    巳时的丹景，是刺金的。刚进操场的那一刻，仿佛像是爱丽

丝掉入兔子洞，推开一扇门，眼前便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太阳雨

过后，水气氤氲了阳光，一种朦胧又梦幻的美，有着电影镜头般

的明媚与美好。那一道道光晕染过潮湿的迷雾将整个操场笼罩，

将整个操场上喧闹的我们笼罩，天空澄的透明，“一，一，一二……”

的口号响起，我们无数次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用自己的心去真真

切切体会军人的英伟。在这氤氲了阳光的上午，尽情挥洒汗水，

享受青春。 

    酉阳的丹灵，是镀金的。训练场上教官的声音由洪亮变得嘶

哑，而学生们的口号却愈发的嘹亮。激昂的歌声，整齐划一的步

伐……在整个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官和学生们的心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这里，不耀眼，但隐射出的温度，绝不会漆黑。秒针滴滴

答答的转动，像沙漏一样一分一秒走过漫长的，却稍纵即逝的，

镀金的时光。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拥有不同的面容，相同的是一样

的蓝色，一样的铿锵口号，一样的火热内心。 因为有最好的我

们，成就了这最好的时光，有你有我的正片记忆，印染心头，弥

漫出简单的幸福和感动。 

文学院  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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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 

 

远处  一股灰色的浓烟狰狞着 

走近  却有千万张血盆大口袭来 

夹杂着恣意妄为的呼啸声 

卷裹着无尽的燋悚 

一片火海肆虐咆哮 

刹时  几道萤黄的光闪现 

如涅槃的凤凰在火焰中接受洗礼 

火魔不停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奄奄的气息丝丝钻入你的耳道 

熯天炽地  栋榱崩折 

黑暗中不停燃烧的火光 

如同死神召唤的信号 

循着声径 

你终于探到了生的源泉 

端起水枪  立马冲锋陷阵 

扭转命运的齿轮 

任每一寸肌肤燃烧、撕裂 

你成功营救了又一个生命 

在一片断瓦残垣中 

散发出气贯长虹的靓丽 

熔铸了铮铮的忠诚警魂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庄芷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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