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军训初体验 ，是
烈日 ， 是湿透的衣
裳，是休息与训练的
哨声 ， 是整齐的队
列，是顺着脸颊留下
的汗水，更是无数苦
乐汇成的难忘经历 。
本报记者深入十二

中、 十五中初中部 ，
采访第一次参与军

训的新生们 ， 听他
们倾吐军训的初体

验。

甄欣雨
交朋友展才艺
军训很快乐

十二中操场上， 正军训的初
一新生们脸上的汗珠顺着面颊流
下， 年轻的教官们正纠正着新生
的姿势， 随班的班主任们也站在
一边静静地关切地看着同学们。
尽管天气有些闷， 偶尔有风吹乱
了学生们的头发， 但他们并没有
被干扰，依旧遵守严明的纪律。

“家中的表姐上学时就和我
说过军训的辛苦， 可我一点都不
这么认为。 ”聊起军训，刚升初一
的甄欣雨说，一开始有些担心，怕
自己坚持不下去， 可军训的第一
天，她就认识了很多新同学、新朋
友，这让她感到很高兴。“虽说军
训是对身体和意志的磨练， 但与
这些相比， 我还是觉得它带给我
的快乐更多一些。 每次军训休息
时，大家相互展示才艺，拉近了和
同学之间的距离。 大家很快就变
得熟稔起来。 ”甄欣雨告诉记者，
她平时喜欢唱歌跳舞， 所以休息
时她会为教官和同学跳上一支
舞，为大家带去快乐，为此她还被
同学当选上了班里的文艺委员。

“第一次参加军训，新奇的体
验与交朋友的快乐冲谈了军训的
苦与乐，总之挺让人兴奋，连枯燥
的军训也变得有趣。 ”甄欣雨说。

杨佳烨
军训虽苦却是
入学第一堂考试

来自甄欣雨同班同学杨佳烨
可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军训很苦，很累。”她
说道， 军训让她觉得最不适应的
是长时间站立、走路。

“毕竟这是第一次参加军训，
感觉鞋底有点薄有点硬， 穿着不
舒服，走起路来，双脚跟灌了铅一
样重。 ”杨佳烨说，尽管军训有几
天了， 但她依然还是不适应这种
节奏。

“练军姿， 以前总觉得很简
单， 直到自己真的体验时站到两
腿木然，两手发麻，才发现真不是
滋味。 还有一些整天重复的四面
转体、左右看齐、稍息、齐步走等
枯燥的练习。 ”尽管小女生嘴里
说还行，但在采访过程中杨佳
烨还是时不时地揉揉腿、拍拍
肩，跺跺脚，用胳膊擦着被汗打湿
的额头。

“今天其实还好，虽然有些闷
热，但还承受得住。 ”在结束了一
个上午的训练后， 杨佳烨庆幸这
次军训得到了教官和同学的帮
助，少了一份烦躁，多了一份体验
的耐心。杨佳烨表示，她一定会坚
持到军训结束，克服自己的困难，
通过入学第一堂严厉的考试。

黑天蕊 军训三天就变成了“黑天鹅”
8 月 26 日上午， 是十五中军训第三

天。刚开始图新鲜、凑热闹的欢愉心情已烟
消云散、无影无踪，小小的崩溃后新生们端
正了训练态度，面对接下来的军训时光。

“你看，这才军训三天，我就被晒成‘黑
天鹅了’。 ”黑天蕊一边笑着说，一边给记者
展示被晒黑的胳膊， 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军
训， 黑天蕊说爸爸妈妈为她提前做了很多
工作。“每天要给我灌一大壶白开水，还让
我带些藿香正气水，就是怕我中暑了。 ”黑

天蕊说，军训是个锻炼人的活动，就说稍息
立正吧， 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动作却
在教官的严厉要求下比“上刀山下火海”还
困难， 大家伙儿已被训练了一身“钢筋铁
骨”， 所以在练习时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精
力。

“我们一个动作坚持五六分钟，有时会
重复十遍、二十遍。 ”黑天蕊笑着说，有付出
就有收获，希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一天，期
待着在会操表演时，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孟凡志
苦中作乐
军训学到很多东西

“立正！ ”“稍息！ ”“向右看
齐！ ”“一二一，一二一……”十
二中操场上空， 不时传来铿锵
有力的口令声。 上千名初一新
生正在接受他们进入初中后的
第一课———军训。 全队休息时，
一个身材瘦小的身影引起了记
者注意， 这个初一新生趁别人
在休息时忙碌着记着什么。

“我在记着教官教我们的
军歌，因为太多了，有些我都记
不住， 所以就拿着本子记下
来。 ”孟凡志说，军训很辛苦很
枯燥， 但最让他开心的是每天
拉军歌，好多班一起学习，一起
比赛，场面很“壮观”。

“拉歌时同学们最兴奋，而
且唱军歌让我们忘了疲惫。 你
听，我的嗓子都有沙哑了。 ”孟
凡志边说边用手擦去额头上冒
出的汗珠，他告诉记者，今天也
不是很累， 从七点多集合开始
军训，训练了一下立正、稍息、
跨列等基本动作， 教官对他们
也很“仁慈”。

“除了学唱军歌，我还学到
了很多东西， 也体会了当一名
军人高标准、 严要求的训练生
活。 军训磨练了意志，培养了吃
苦耐劳的精神， 我觉得对我们
这些学生也是鞭策。 ” 孟凡志
说。

� � 采访中， 很多初
中新生表示第一次的
军训生活对于他们来
说是新鲜而劳累的。
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好
几十遍，枯燥而乏味，
练得腰酸背疼， 而教
官的严厉， 也让他们
深深体会到什么叫纪
律。 但休息时间他们
可以拉歌来尽情放松
自己， 也可以体会到
教官温和， 可爱的一
面。或许感到苦和累，
但军训锻炼的不仅是
他们的体魄， 更锻炼
他们的意志和毅力，
相信他们用行动来证
实自己， 尽情挥洒汗
水， 在军训场上留下
最美好的回忆。

T02 2015年 8月 29日 星期六 Email:nchwb@126.com 责任编辑 /张军瑜 制作： 方英 校对：李嘉妍

一线体验

酸甜苦辣
都是经历

后记：

本报记者 张子乾 文/图

灭失声明
李朋举名下机动车冀

E88807， 车 辆 型 号
SC1020AB10D， 车辆识别代号
LSCAB10D33A024742，发动机
号：356H26944。 此车为黄标
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马向华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10020203000057， 声
明作废。

声明
孙少永、徐冰夫妇不

慎将其女儿孙安澜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 证号为：
J130904672，声明作废。

声明
李保银不慎将其母

亲李玉芹的骨灰寄存证
丢失，存放于邢台市殡葬
管理处安自息楼，寄存证
号：0001961，声明作废。

邢台永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被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
销，该公司原开发的项目
坐落于邢台永信开发西
门里旧城改造小区，现有
购房人刘三亭因购买该
处房产向我中心申请办
理坐落为桥东区西门里
街永信开发商住楼 15号
楼 1号门市（合同坐落：
15 号楼 1 号） 的房屋产
权登记手续。我中心特将
上述情况面向社会公告
并征询有无异议，如有异
议，请于公告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向邢台市房地产
交易中心提交异议申请
书面意见； 如无异议，我
单位将依法受理其登记
申请事项。

特此公告
邢台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二 0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联系方式： 邢台市房地
产交易中心 法制科
联系电话：0319-2255156

房屋登
记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