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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转业数十年，一直对
部队和军人情有独钟，以致两
个姑姑谈对象，见男方不是军
人，竟一票否决。打从出生
起，爷爷就对我实行准军事化
培养，比如站军姿。受他和两
个姑父影响，我从小对军营充
满憧憬。

2012 年，我报考国防生，
分数达标却未录取。我进了天
津理工大学攻读“热能与动力
工程”专业。4 年中，我当过
班长、学生会党支部书记，做
过学院院长助理，曾代表学院
担任“东亚运动会”翻译志愿
者，带队参加“全国节能减排
大赛”并获国家三等奖，论文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还有一
篇被美国地热协会收录。导师
们对我十分青睐，人还未毕业
就为我争取到南开大学保送研
究生的资格。但我只有一个心
愿：实现爷爷期待的军旅梦。

2016 年 8 月 ， 我 应 征 入
伍。对于我的选择，父母、导
师和好友费尽口舌，想方设法
让我改变决定，但爷爷对我十
分支持。怀揣爷爷的心愿和自
己的绿色梦想，我踏进了军营。

刚到军营，直线加方块的
队列，规范化的作息时间，摸
爬滚打的血性比拼，都让我兴奋
不已。新兵连每天除了训练，还
有打扫不完的卫生以及严格的管
理教育。回首往昔，正是那些艰
难磨练造就了我铁的意志、精益
求精和拼搏到底的精神，这是难
能可贵的军人品质。

下连后，由于我学历高，理
解能力、接受能力强，进了机
关。我和干部们每天加班至凌
晨，第二天还必须按时出操；遇
到紧急任务，甚至需要通宵准备
资料。记得有一次，为了办一个
喷绘图展，我在凌晨4点说服商
铺老板开门营业。我感到能力是
相通的，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
地方，想尽方法完成任务的本事
在哪里都需要。

当兵两年，虽然失去了保
读研究生的资格，失去了国企
高薪岗位，但我不后悔当兵的
每一天。在军营里，我最大限
度发掘自己潜力，无论是拼搏
进取意识、吃苦担当精神，还
是团结协作的能力，都是我今
后的人生道路上最坚实的铺路
石。 王永安整理

2000 年 ， 我 考 进 河 北 大
学，专业是政治学与行政学。老
师和家人都说以后毕业可以考公
务员或者继续考研，但是我更想
当一名女兵！

大姑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军
官，然后退休。父亲当年也有机
会当兵，但因叔叔患精神疾病，
便留在农村照顾他，36 岁才成
家。看着同龄人走出农村，看着
他们在城市落户，父亲常说，如
果当年参军，我们家就会过得轻
松些。

2014 年 9 月，我应征入伍，
这引发全校的议论。许多人问
我，为什么毕业选择去部队吃
苦？我告诉她们，只要用心学，
哪里都是大学。我想去部队学习
大学里没有的东西。

我坚信“进取的心不必绚
丽，但一定要坚固”。当兵后，我
并没觉得太苦。新兵连战术训练，
在沙石地上重复练习，手上磨出
了血，疼痛不已，但我仍然坚持。
下连后学报务，我在“滴滴答答”
中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成了基地5
年来唯一的报务班班长。

这4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
名战士成长为班副、班长再到技
师。今年 7 月，我又成为基地 3
年来唯一一个提干成功的女兵。
每一个级别，都是我人生的一次
跨越。

这4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
个羞答答娇滴滴的女生，变成了当
初自己也接受不了的“女汉子”，
拥有的成熟和稳重是地方同龄女
生难以比肩的。现在很多在校师妹
都羡慕我，有人也准备参军。我希
望自己能够做一个时刻对部队有用
的人，干好本职工作，执行好各
项任务。 吴景硕整理

题图：白云(前排左一)和战
友们集合准备出发。杨世超摄

“28秒45，张南，你合格了！”
2017 年 11 月 25 日，我永

远忘不了的一天：跑过终点
线、卧倒的一瞬间就听到了新
兵班长龙亮亮的呼喊，泪水再
也止不住，划过我满脸泥土的
脸颊。近一个月的加压训练，
战术基础动作这个课目我终于
合格了。

我 的 爷 爷 和 父 亲 都 是 军
人，所以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军三代”。小时候看到父亲严
谨的作风和他帅气的军装，内
心就埋下了“从军梦”，即便走
进绚丽多彩的大学校园，也没
能阻挡我携笔从戎的决心。

可当兵之初，无情的训练生
活就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
光”。一次战术训练中，我的脚
受了伤，之后的每次训练都畏畏
缩缩，导致该科目一直不合格。

“孩子，为国戍边守防很光
荣，但很辛苦，是你想不到的
那种苦！你准备好了吗？”离家
之前，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

“准备好了！”我握紧右拳重重
地砸在胸口上。

可如今连一个简单的战术

训练竟然都不合格。“难道当初
选择错了？我就不适合当兵？”
一排问号在我脑海里不停打
转。龙班长看出我的畏难情
绪：“像我这样，加速！”他不
顾自己曾经受伤的胳膊，带着
我加班加点训练，一次次教动
作，一遍遍做示范。经过一个
多月的努力，我终于成功了。
可能是那次成功给我带来了信
心，之后的器械、3000 米跑、
射击等科目全都达到优秀水平。

转眼间军旅生涯已走过一
年，当初参军离开家与父母话
别时的场景依旧清晰。“南南，
妈妈知道拦不住你，到了部队
就好好干！你以前是大学生对
社会有责任，现在你当了兵对
国家有责任。”妈妈轻轻吻着我
的额头说。

“你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
跑去当什么兵？”起初老师、同
学的劝说让我迟疑过，但今天
取得的成绩证明了自己当初的
选择是对的。如今，我不仅是
连队的训练标兵，还是办板报
小能手、政治理论小教员。

张官星 司晓峰 王鹏飞整理

2016年6月，我从西华大学自
动化专业毕业，9 月就参军入伍，
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军旅生涯。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
来的大地震袭击了我的家乡。那一
刻，孩子朗朗的书声戛然而止；那
一刻，繁华的街市突然变得死寂。
当看到解放军战士第一时间到达灾
区，不顾一切抢救受灾群众，那一
刻，我萌生了参军入伍的志愿。

刚进军营那会儿，刚从地方大
学毕业的我完全不适应高强度训
练，新兵训练期间总是被班长点
名。值得庆幸的是，多亏了班长在
训练场上开“小灶”，生活中处处

“为难”，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文弱书生变成格斗、刺杀和枪支使
用样样精通的钢铁战士。记得离开
新兵连时，班长对我说了 6 个字：

“都是为了你好。”
从以前的朝九晚五到现在的朝

六晚十，从平常的懒懒散散到现在的
雷厉风行，无不宣示着我不再是一名
普通的大学生，而是一名肩负神圣使
命的军人。经历了3个月的摸爬滚
打，我来到了现在的单位。第一次踏
上战舰，我充满了豪情壮志，心想：

“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有着先天
的优越感，觉得在岗位上一定能得
心应手，水到渠成。然而，事与愿
违，我即便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了专
业理论知识和武器仪器的操作使用，
最终还是败倒在了装备故障维修上。

面对日新月异的武器装备，一
旦出现了故障，我还真有点儿无从下
手，仿佛所有的理论知识都不够用
了。当我在电话里跟母亲抱怨种种挫
折，甚至提到过放弃时，传来母亲沙
哑的声音：“路是你自己选的，咬着
牙也要坚持下去。”那时，我意识到
我的军旅生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后来，每一次模拟故障排除，
我都会再次将故障复位，一遍又一
遍重复操作，直到把所有流程牢记
在心。有时候，因为一个简单的操
作原理，我抓着老班长讲解不放。
我这股搞不清楚不罢休的劲儿，连
艇长都拿我没办法。

工夫不负有心人。上岗考核
中，我顺利完成了各项指定任务并
打破了同类故障排除最快时间的记
录，班长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
大学生，干得漂亮！”

如今，我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导
弹指挥仪兵。

盛夏，机场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
氏度。忙完一天的飞行保障，吸满了
汗渍的工作服又咸又硬。当这身“战
袍”从手中“奔入”洗衣机的那一
刻，我下意识地掂了掂它的重量，心
中溢出莫名的成就感：这就是“更有
价值的事”吧，我想。

“孩子，你这一生不应该只忙于赚
钱养家，去部队追求一些更有价值的事
吧。”大学毕业回到家的当晚，爷爷对
我说道。这坚定了我携笔从戎的信念。

本以为穿上军装就是兵。来到军
营，经历过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洗礼，
才明白什么是合格一兵。记得去年除
夕夜，大家在食堂一起包饺子、做年
夜饭，有说有笑，不亦乐乎。“等新
年的钟声敲响，我送你们每人一份新
年礼物。”连长撸了撸沾满白面的袖
子，神秘地说道。“好啊！好啊！”我
们接声连应。

“饺子出锅啦！”不一会儿，司务
长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刚放到桌上，
刚好电视机里传出了新年的钟声。

“咦？连长呢？礼物呢？”一个战友话
声未落，一阵急促的哨音夹杂着连长

“全副武装，紧急集合”的命令便
“闯”进了食堂。大家面面相觑数
秒，缓过神来纷纷拔腿奔回宿舍，打
背包、挎水壶、扎腰带……一阵手忙
脚乱后，我们在连队门前集合完毕。

“目标训练场，5 公里奔袭！”背
包散开了、脸盆掉了……跑完归来，
我们“溃不成军”。连长语重心长地
说：“什么是军人？军人就是分分秒
秒都想着打仗、都准备打仗！这份新
年礼物，希望你们永远记得！”

从那时起，我更加懂得战士的含
义，此后的军旅路，更多“除夕夜礼
物”打磨着我的“兵样子”，塑造着
我的人生路。如今，挂着上等兵军衔
的我，已经向党组织递交了留队申请
书，因为美好的军旅让我懂得，走上
这条路的理由有无数个，爱上这条路
的理由却只有一个——军营是一种

“瘾”，来了便“戒”不掉。
刘 畅 许 森整理

说起为什么去当兵，我想应该是
军人这个职业对我有着非比寻常的吸
引力吧。我从小就崇拜军人，憧憬着
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军人。还有我很喜
欢武侠小说，自己也想做个女侠，而
军人是最能体现侠肝义胆的。

当年高考结束后我就想入伍，但
是爸妈反对得太厉害，就没能成功。
到了大三，我横下一条心入伍，一直
等到手续基本办完了，才告诉父母。
他们十分震惊，因为我瞒着他们就把
这事儿给办了。但我想他们应该心里
有底：我连着几年都在跟他们商量着
当兵的事，他们应该知道宝贝女儿最
终还是会去当兵的。

虽然爸妈心里不是很情愿，但看
到我的成长，也很为我自豪。别人看
重我的经历，但爸妈更关心我吃了多

少苦，受了多少罪。刚刚入伍的时
候，我妈希望我去炊事班养猪。不
过他们并不会干涉我，还是很尊重
我的选择。最终我选择去海军陆战
队，虽然很苦很累，但爸妈依然选
择了支持。不过我妈特别逗，特地
叮嘱我，遇到危险的时候要躲得远远
的。

海军陆战队，很辛苦。我曾到中
国最南端海训，在最热的夏天，头盔下
和迷彩军靴里的皮肤满是“挨床就疼”
的痱子和疹子，海魂衫起了霉点。海岛
上野外生存，只有一点儿水、米、土
豆、洋葱，还要去挖野菜、撬生蚝、抓
螃蟹。雨夜里帐篷灌水，就把枪抱在怀
里，淋雨睡一宿。虽然经历了这些苦，
但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相反还会觉得
蛮有意思，当兵就得有个兵的样子。起

初觉得陆战队员、侦察兵最有兵的样
子，所以很想去。后来明白了，只要做
好自己的工作，勇于担当，任何兵种都
最有兵的样子。

能去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是一件
很荣幸的事情。护航期间的生活很枯
燥，我会尽量让自己变得活跃一点
儿。一开始不让我参加训练，后来我
打报告愣是争取来了机会。大家都特
别照顾我，有时候我会和战友们一起
去炊事班偷偷做饭，也会去甲板上看
海豚、看彩虹。

如今，我已经离开军营回校读
书。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我希望能
用这些经历来自己定义自己，而不是
活成了别人，这也是我当初从军的初
心吧。

本报记者 张一琪整理

青春“军三代”
携 笔 又 从 戎
青春“军三代”
携 笔 又 从 戎
█ 张 南 新疆喀什某部 士兵

大学生从军记大学生从军记大学生从军记

▲ 图为张南在训练中。 张官星摄

不读研究生
也要去当兵

█ 何静昆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 上等兵

▲ 图为何静昆在训练使用测绘仪器。 高 攀摄

改革开放 4 0 年

4年三跨越
班长﹢技师
█ 白 云

火箭军某部报务班 班长

海军陆战队 女生当自强
█ 宋 玺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201 2级本科生

军旅无彩排
跌倒再重来
█ 郑 磊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导弹护卫舰 上等兵

军营是种“瘾”
来了“戒”不掉

█ 王 华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上等兵

▲ 图为郑磊在舰上训练。 谢 力摄

▼ 图为宋玺在训练射击。宋 玺供图

▲ 图为王华在检查装备。李 勇摄

改革开放40年至今，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或携笔从戎，或毕业后走进军营，报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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