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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为梦而狂

我不去想是否能成功，既然已做出选择，便只顾
风雨兼程。

———题记

我们各自心怀梦想，不约而同来到这个充满期
望而又美丽的学校。首先，迎来第一堂让人难忘的一
课。军训，这是一个体验也是一种享受，它既是一种
锻炼提升自我的方式，也是一种享受军人生活的感
知。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充满热情与激情。所以，我
想说的是：既钟情于玫瑰，就应让它选择绽放真诚。

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不去想未来会不
会袭来寒风冰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只要热爱生
活，一切都会出现在意料之中。

在我的军训生活中，我深深的感受到了我的坚
强与执着。我没想过自己能坚持完每天的训练便和
几个新认识的同学踏上整齐而又充满精气神的步伐
驶向食堂，在胳膊腿子的酸痛下共进午餐。这就是一
种处于痛苦中而又快乐的享受，这是向前对正，左右
标齐的精神姿态。我很享受这种生活，真的，我从小
就有参军的梦想；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去体会这
一份军旅生活的感觉。今天，我站在了西高学院。如
愿以偿，让我品尝了这一杯又浓又苦又涩的香茶，这
会是我人生炫丽的色彩，她将对我的回忆增加添彩。

从高考结束，我们暂时告别了那烦人的英语单
词，那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那推理论证的公式，如
今踏上了生活的新征程。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跨越，
也是一种渴望已久的期待；这是经历风雨的彩虹在
放假，绽放出五彩斑斓的色彩；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体
验，亦是对生活的完善，更是对自己的点滴提升。

实实在在的动作，实实在在的痛，我们时刻体验
于心。训练并未结束，除了特殊情况，我的同学、我
的兄弟、我的战友，无一人退出，仍然在严格的要
求，仍然和我趴在同一个战壕，唯命是从。令行禁止
的听从连长的指挥。这是源于一个男儿富有气血的

表现。这是一种青年追梦，兄弟情深似海的印证。
在这其中当然是少不了教官，连长这一主角。他

赋予我们的不仅是军事动作的执教更是我们追梦的
导火索。当然，有教官再加上我们那和蔼又可亲的指
导员，他牵引着我们像梦追寻，嘘寒问暖，在我们最
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我们身边。这是一种无私的
爱，更是一种家的温暖。

教官的令行禁止，导员的精心呵护，同学战友兄
弟的似海情深。在青春中无悔，在青春中无憾，在追
梦中勇往向前，释放一种向前的标志，向右看齐的精
神，释放一种阳光普照大地的温暖，他们分别酿造着
我们的自信和拼搏。在青春梦中充满自信，在青春梦
想中勇敢拼搏。

自信中谱写青春篇章，拼搏中无悔的青春。心怀
梦想，风雨春秋，十年磨一剑。无论结果如何，我都
会坦然面对，至少现在的我仍在努力。以后回想，至
少我曾经努力过，奋斗过，青春无悔，为梦而狂。
青春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犹如一日之晨，四季如
春。犹如朝阳蓬勃而出，犹如花朵含苞绽放，犹如骏
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后记
（四营十七连 苟晓通）

我懂
18 岁这年，我与西高一见如故，在淅淅沥沥的雨天中我与军训相遇。
我在操场上看到，教官们认真的操练，时而严厉，时而大笑；而导员成为了那个最

忙碌的人，他们时刻关注着自己的连队，关注着自己的学生；最让我感到甜蜜的事，就
是我们身穿最美的情侣装，闺蜜装———军训服，并且做着同样的动作挥洒汗水，在最
美的年纪遇见最美的他们。

在那片草色，我看到身穿迷彩的女孩儿，泪水从她的眼中划出，眼看着她抖动双
肩并抱头痛哭。我不止一次的在想，我坚持什么，为什么而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思
绪中，我眼前浮现，我们举起右手庄严的宣誓画面 :“我是新中国的大学生，我志愿参
加军事训练承担公民责任，履行公民义务，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怕困难，吃苦奉献爱
祖国，爱国防，爱人民，爱校园，为了国家的利益，为实现强军梦，强国梦贡献自己的青
春和力量。”我们会践行自己的誓言，今天我以西高为荣，明天西高以我为荣。

铁门之间那个让我肃然起敬的背影，令人难忘。许多同学都带病训练，他们认真
负责，那个时候我似乎感到心灵的触动是那么强烈，印象最深的是飞虎队有一位男孩
儿腿受伤了，却仍然坚持训练，在教官的强制命令下，他放弃了训练那一瞬间我看到
他眼中蓄满泪水，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可是他没有，他抬头望了望天空，说“我以
后会做得更好”。我不禁湿了眼眶，曾经的我无数次想过放弃，想过不再坚持，可是看
到他我低下了头，我又问了自己一遍，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哦！是的，为了梦想，为了最
美的 18 岁，我们是一个团体，是一个连是一个营一个团，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努力完成
自己的任务，并且做到完美，我们是最棒的，每个人都是最好的。

虽说许多事情只可意会，许多感觉，不可言传，但经历的种种，我都用心去体会，
军训体验作为生命中必不可少的财富。一切事情并非我们全然不知，也不是我完全知
晓，但有些事情我清楚的感觉到了，也真真切切的领悟到了，我能懂，完全懂得，只是
嘴上从未提及而已。

在 18 岁，我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不负西高，不负梦想。我
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但是我的未来将不再普通，因
为我有梦想，我会在西高绽放，最美的梦。愿我们的 18 岁，在西高开出最美的花。

不管曾经怎样未来如何，今天的我以西高为傲，明天西高将以我为荣。你我相逢
在最灿烂的年纪，你在左边我在右边，却是在西高新这幅画卷里，见证彼此最美的轨
迹。青春与你同在，军训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

（一营三连 王玉）

心怀梦想 何惧风雨
风从耳边掠过，

将这一秒变成上一
秒。转眼间，高中三
年 的 生 活 一 晃 即
逝。我们踏上新的
起点，开始了我们
新的征程，带着梦
想与希望的翅膀向
未来拼搏。

懒散的暑假生
活猝不及防的结束
了，在 9 月 6 号这天
我加入了西高这个
大家庭同时也迎来
了 大 学 的 第 一 节
课———军训。我很幸
运的被分到了 19 连，迎着朝阳，踏着清风，我们开始了又一天的军训。
军训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顾名思义就是以军人为标准来训练我们，而在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一名军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
经历过军人的生活，那会是一辈子的遗憾！军人的日子是苦的，是累的，
会有抱怨的，会有气愤的，而我们也必须努力的配合教官，因为教官是
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他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经历过的苦，仅仅这个
军训我们无法体会。

听着教官那嘶哑但洪亮的声音，看着教官那在太阳下黝黑黝黑的
年轻面孔，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训练？我们有什么借口不听从指挥？
在炙热的太阳下，豆大的汗珠不停的从我们脸庞滑下，教官同样顶着烈
日，在我们中间耐心的纠正我们的错误，“挺胸抬头，吸气，收腹，手贴
紧”，一遍又一遍，可是总有调皮的同学不听话，总是乱动，教官偶尔会
罚他们站军姿，但时间不会很长。每当我们坚持不下去，便会想起参谋
长激励我们的话，“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男人又拿出男人
的骨气来”，想到这里，便深知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确实有辛苦的汗
水，但我不能倒下！辅导员与我们同在烈日下，他的敬业是我们坚持下
去的动力。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每一次练习只是为了做到更好。辅导员告
诉我们，军训除了教会我们标准的姿势外，还能磨练我们的意志，锻炼
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如果没有经过痛苦的挣扎，就永远不会变成美丽
的蝴蝶，在逆境中求生存，只有经过挫折的洗礼，才能体会到成功的喜
悦。

我们的教官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总挂着笑容，对我们很好，总是
不愿意罚我们，偶尔我们不听话，他会很生气，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好，
他总会鼓励我们坚持训练，不放弃我们任何一个。那天一个同学步子总
是踩不对，教官喊口号矫正，喊了十几遍还是不对！教官并没有放弃，耐
心的给他讲解，最后，他终于克服了困难，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
是一个团体，苦过才能体验到甜到底有多甜！教官的每一次认可就是对
我们最大的鼓励！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军训生活已经过了一半。今天我们开始练
拳法，我被分到了军体拳方阵，我的好奇心催使着我认真训练，苦不算
什么，我相信自己可以。终于耗费一整天时间，我们学会了这套拳法。虽
然付出了辛苦的汗水，但是我也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人不逼自己一
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人必须有梦想，有梦想才能有方向，有方向才能有前进的动力，让
我们扬起梦想的船帆，开始新的征程，向未来拼搏，拼搏拼搏。

（四营十九连 于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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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历史的时针指向又一个重要时
刻———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即将开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即将揭开新
的一页。

这是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历史性盛会。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
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向世界明确宣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3 亿多中国人民将继续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奋勇前进。

扬鞭策马征程急，放眼神州气象新。回望党的十
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 5 年，我们有一种共同感受：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5 年
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 年来的变革是深
层次的、根本性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
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全方位
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5
年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革故鼎
新、励精图治，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奋斗，推动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回首 5 年历程，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科学指引，是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
我们继续开创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我们更加坚定
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

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决定命运。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
告都有一个醒目的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
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号”巨轮始终沿
着正确航向劈波斩浪，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我们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感，也有“而今
迈步从头越”的紧迫感。从中华文明 5000 年的辉煌
灿烂，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风雨沧桑，从鸦片战
争以来 170 多年的求索奋斗，从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
来的艰苦创业，从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的惊世巨变，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
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国发展的短板和
不足依然突出，各种风险和挑战复杂严峻；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有新期盼，治国理政实践不断提出新课
题。与时俱进，攻坚克难，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胜利，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扛在肩上的历史使
命。

迈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立足
我国实际、顺应人民期待的大政方针引领发展，以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凝心聚魂，以富有感召力
的奋斗目标汇聚力量，继续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让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在
打赢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火热实

践中；让我们的梦想，尽情绽放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局面、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时代征程上。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民族复兴伟业的领
航者。打铁还需自身硬。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
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党就会凝聚起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惩腐肃贪、激浊扬
清，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党
就会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跨越前行路上的“娄山
关”、“腊子口”，奋力开辟新天地、迈向新征程、创造
新奇迹。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自成立
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己任。 96 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用鲜血与汗水写就
的奋斗史册上，回响着对“可爱的中国”的深情呼
唤，激荡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雄
心壮志，书写着“走自己的道路”的豪迈宣言。风雨
兼程百年路，初心不改中国梦。从历史走向未来，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我们有无比坚定的信心，有无比磅礴的力
量，有无比光明的前途。

我们坚信，在 2200 多名代表共同努力下，党的
十九大一定能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团结奋
进的大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预祝党的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
据《人民日报》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实践创新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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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献词
5 年来的实践创新，人民是出发点和落脚

点，问题则是发力点与突破点。什么问题？正是
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正是群众
最强烈的期盼、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
题。持续简政放权，深化医疗改革，探索租售同
权，加大教育投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
建设，规划雄安新区，打造长江经济带……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实践创新，提高了全局视野、统
筹思维，沉淀下顶层设计的智慧，激活了基层
探索的活力，这些认识论、方法论的革新，为未
来应对更多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以攻坚克难打开发展新局，成就了中国的飞跃
性发展和历史性变革，更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感受到变化，赢得了“人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

年来的实践创新，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人民的期待也随之水涨船高。今年的“7·26”重要讲

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醒全党，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们发现，他列
举人民群众的期待时，也增加了“更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这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诉求，面对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我们唯有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能以实践创新更
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已经吸引近 45 万人次参观的“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型成就展中，有一面万众笑脸墙，孩子、
老人，农民、工人……每个“圆梦中国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改革发展共
圆梦想，砥砺奋进共谋复兴，这样的笑脸一定能
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表情。

据《人民日报》

———喜迎党的十九大·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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