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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马宝，甘肃武威人，
1993年3月出生，2011年考入上饶师

范学院，同年12月入伍到西藏服役，

2013年退役复学，今年考取了山东艺

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国画专业的他，

毕业前在学院美术厅举办了个人作品

展，赢得广泛赞誉。上图从左至右为

马宝入伍前、入伍后、退伍后。

为什么来到军营？

我的爷爷是位老红军，叔叔也当
过兵，他们从小就教育我好男儿要志在
四方、好男儿要尽忠报国，我的骨子里
可能就流淌着“红色血液”吧。我一直
觉得部队能培养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吃
苦耐劳精神，我应该到部队去磨炼我的
意志品质。

你为军营做了什么？

当初，学院征兵站摸底我们的服役
意向，我毫不犹豫地说了西藏，很多同学
都不理解，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直到入
伍通知书下来，我竟真去了西藏，特别开
心。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能够到那里保卫
祖国的神圣领土不被侵犯，我多么光荣。

在部队时，我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高原
5公里跑，29分钟达标，我只要21分钟；轻
武器射击比武，我能次次拿第一。

军营给了你什么？

我觉得选择参军的收获，是不能用
学历、证书甚至金钱来衡量的。比如，
战友之间最真挚的友情，“一起扛过枪”
背后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信任。我一直
觉得边疆巡逻是最神圣的使命，带我见
识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见得到的
风景。同时，军营教会了我坚强忍耐，
成功皆从苦寒来，现在不管我处于什么
环境，我都坐得住、吃得了苦。有同学
看到我画展上那么多画都很吃惊，问
我：“创作这么多幅作品，需要好些时
间，你是怎么做到的？”那是因为，在西
藏那两年我学会了耐得住寂寞。为了
一个构思、一幅作品，我可以整天整夜
待在画室，饿了啃块面包、困了倚墙眯
会儿。指导老师看着心疼，劝我多休
息，我很感谢，但其实这点苦对我真算
不上什么，画室可比西藏舒服多了。是
部队让我从一个地方大学生成长为一
名真正的男子汉。

（梅永前整理）

成功皆从苦寒来
■马 宝

人物档案：王世博，河南商丘
人，1994年6月出生，2012年考入上

饶师范学院，2013年入伍来到武警北

京总队，2015年参加“9·3”大阅

兵，同年退役复学，并加入到学院教

官大队，担任新生军训教官。下图从

左至右为王世博入伍前、入伍后、退

伍后。

为什么来到军营？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好男儿要保家
卫国，我也一直觉得，当兵是男子汉的
选择。参军梦从小就在我心中扎了根，
后来上了小学、初中、高中，我参军报国
的理想非但没有淡去，反而越长大越浓
烈，直到考入大学，这种愿望更为急切
了。大一那年，我毫不犹豫报名参了
军，当时还得到了父母的夸奖！

你为军营做了什么？

我所在的是警卫部队，不仅要有严
格的组织纪律，还得具备良好的外在形
象。每一项任务、每一次执勤，都让我明
白平凡与伟大的真谛，懂得“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的道理。其中最让我引以

为荣的是我参加了“9·3”大阅兵，当时阅
兵对象选拔特别严格，中队140余人，最
终就挑选了两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入
选后，我非常珍惜机会，经常加压训练，
竟然也不觉得累，这应该就是精神的力
量吧。阅兵训练的9个月，我们战严寒、
斗酷暑，与天比高、与地比实，克服种种
困难，圆满完成了阅兵任务，最后我还被
评为“阅兵方队先进个人”。

军营给了你什么？

部队教给我的太多了。退役复学
后，我积极主动参与国防教育活动，主动
到校国旗班担任队列动作教官，为院系
新生作事迹报告，担任学院“征兵形象代
言人”……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却给我
带来很多快乐，把军营交给我的东西传
递下去，我就很有成就感。在空闲时间，
我还和学校社会实践部一道开展公益活
动，为中小学生讲述军营故事、帮助孤寡
老人清理卫生，带动了很多同学参与到
这个集体中来。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部
队的培养，部队教会了我为他人着想，部
队教会了我勇于承担责任，当兵的经历
可以让我荣耀一辈子。

（梅永前整理）

当兵荣耀一辈子
■王世博

个人档案：徐诺滢，江西抚州人，
1995年6月出生，2013年考入上饶师范

学院化学专业，2014年入伍，2016年9月

退役复学，改修会计专业。现为江西省上

饶师范学院大二学生。如今，徐诺滢学习

已经步入正轨，已修学科成绩均在良好以

上。左图从上至下为徐诺滢入伍前、入伍

后、退伍后。

为什么来到军营？

我从小就迷恋军装、崇敬军人；进
入大学后，更是对军营充满向往。大一
时，得知学校有个国旗护卫队，我便报
名参加，并顺利通过严格筛选，穿上了
倾慕已久的“绿军装”。从那时起，参军

的愿望更加迫切，我想穿上真正的绿军
装！直到 2014年夏天，手机上一条征兵
信息帮我敲开了报名从军的“大门”，我
便毫不犹豫点开网址报了名。

你为军营做了什么？

下连后，我被分配到航天大院，成
为研究室里的公务员兼资料保管员，每
天的工作内容尽管非常琐碎，但不能有
任何的粗心和马虎，否则会耽误了国家
航天事业的大事。因此，部队领导经常
跟我们说：“你们这些‘螺丝钉’虽小，但
也不能拧错地方。”2016 年是航天任务
大年，由我经手传阅、借阅的文件资料
不计其数，但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后

来，当看到神十一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
交会对接的那一刻，我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军营给了你什么？

复学之初，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久别的母校有些陌生，之前的同学、室
友聊不上几句就没了话题，还是怀念
部队的生活。而且我还换了专业，学
业压力也特别大，学院领导、辅导老师
都鼓励我，我也给自己打气，这才一步
步走了过来。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学
院还为我们每一名退役复学的大学
生量身订制了补习“套餐”，并采取交
任务、压担子的形式，让我们在完成学
业的同时承担一部分学院武装工作，
让我能在熟悉的事情上找回自信。这
些可都是我们退伍老兵才有的待遇，
这些都是部队给我的。部队给我的真
是数不胜数，军营在我精神上烙下永
久的烙印，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感
恩、学会了奉献！

（梅永前整理）

我爱那身绿军装
■徐诺滢

又是一年征兵季，军营召唤卫国人。

身披戎装、手握钢枪曾在多少热血

青年的梦中出现？远走边疆、保家卫国，

让多少豪气青年心驰神往？军营是所大

学校，激扬青春、挥洒风采，又有多少满

怀壮志的青年为他魂牵梦萦？充满激情

热血、素质优良、志存高远的适龄青年

们，强军兴军伟业期待你的加入！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从军

报国、无上光荣一直是全社会的普遍认

同和主流价值取向，立志从戎、保家卫国

始终是有志青年的最美选择。从古至

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军人报

效国家、为国尽忠、保境安民的强大精神

力量。西汉名将霍去病直抒壮志：“匈奴

未灭，何以为家”，体现的是矢志不渝的

家国情怀；抗金名将岳飞抚剑长啸：“以

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彰显的是尽忠报

国的无私情怀；抗日名将吉鸿昌奋起疾

呼：“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充满了

对祖国锦绣山河依恋的热血情怀。他们

炽热的爱国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

生辉、绚丽夺目，在中华大地上千秋传

颂、万世留名。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翻开历史的长卷，秦

皇汉武、贞观之治等太平盛世，无不是国

力、军力强盛的结果。相反，北宋繁华举

世皆知，但其重农兴商、重文抑武、武备

废弛，终至大厦倾覆，从此不见旧日辉

煌。清朝统治者自诩为天朝上国，沉溺

安逸、闭关锁国，曾经驰骋疆场的八旗劲

旅变成提笼架鸟、吸食大烟的散兵游勇，

早已不见当年的雄风强悍。这样的部队

无法抵御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也就不足

为奇了。如今，社会和谐稳定、不断进

步，民族复兴走在路上、指日可待，然而，

居安更要思危！信息化军队建设迅猛发

展、稳步推进，强军兴军目标就在前方，

这些都需要众多有志青年走进军营、保

国安民。

“尽忠报国，执干戈以卫社稷”。中

国军队作为捍卫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最忠实、最先进的爱国武装集团，始终与

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人

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国家需要军人来捍

卫，军人因报效国家而光荣。古有南宋

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今

有陈毅元帅的“祖国如有难，汝当作前

锋”。金戈铁马与书生意气完美融合，年

轻人，携笔从戎，你动心了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从军报国、矢志军营，是富国强军的

时代召唤，是有志青年的无悔选择。国

家民族日渐兴盛、人民军队走向强大，都

有赖于一批又一批怀揣理想、献身军营、

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在“98洪水”“08

冰雪灾害”“5·12汶川地震”等灾难面

前，那抹迷彩绿如疾风骤至，汇聚起气势

磅礴的正能量，用忠诚和勇气书写着“保

卫国家终不悔、绿色军营献青春”的铮铮

誓言，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当代革命军人

核心价值观，凸显着新时代“四有”革命

军人的神采风骨，为有志军旅战阵的热

血青年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走进军旅战阵，矢志军营的豪情男

儿应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勿忘昨天的苦

难与辉煌，不负军人的称谓与荣光，无愧

今天的责任与使命，砥砺明天的追求与

梦想，把军营当家建、把演训场当战场、

把梦想寄于岗位上恪尽职守，主动汇入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洪流，为强军兴军伟

业增砖添瓦，让军旅青春和生命绽放最

美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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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庆
锋

在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的校园中，有
这样一支新生的大学生军事类社团——
迷彩青年协会，主要由学校退役复学士
兵、爱国拥军青年和军事爱好者组成，目
前协会拥有成员50余人，其中有近20人
是退伍老兵。

这样一个社团的成立，缘起去年返
校的退伍老兵们的一次交流活动。老兵
们都说：“快退伍时，部队首长嘱托咱们
要退伍不褪色，现在重返校园，没有了紧
急集合，没有了满眼的迷彩，总感觉有些
生疏，找不到归属感。”退伍老兵蒋星辰
就提议，发起一个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学
生社团，团结拥军爱国青年和军事爱好
者，宣传国防知识，传承部队优良作风，
在校园里继续迷彩青春。

在蒋星辰的提议下，11位发起人进
行了分工：查询资料、撰写申请书、联系
学校的其他战友等。在众人的努力下，
“南科院迷彩青年协会”终于在去年 10
月 11日获批成立了。“离开部队的那种
痛，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如今已是
协会会长的蒋星辰告诉笔者，起初大家
就是为了在一起抱团取暖。后来慢慢发
展起来，大家都觉得把部队的正能量传
递到校园中，带动身边人，要承担起更多
的责任。

迷彩协会成立之后，协会成员群策
群力，在校园里开展了一系列颇有影响
力的活动。去年12月，协会组织2016级
部分外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先后来到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山陵等
地开展主题国防教育活动；今年 3月学
雷锋，协会组织部分成员到福利院、敬老

院帮忙，传承部队爱民传统；4 月份以
来，兵役登记工作全面展开，协会成员通
过讲述军旅故事，制作“我最向往的军兵
种”签名墙等方式积极参与征兵宣传，以
激发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今年是迷彩协
会首次参加学校的征兵宣传工作，但是
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展播征兵视频、图
片，宣传标语进一步“网络”化，这些积极
创新的宣传形式，仅“迷彩青年”微信公
众号后台数据显示，通过协会入口填写
兵役登记的就有一千余人，明确表示参
军意愿的有 120余人，创该校近年来应
征报名人数新高。

蒋星辰告诉笔者，在努力为校园
国防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协会
也积极探索外联工作。迷彩协会牵头
与河海大学、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国防军事类社
团都构建了学习交流平台，并在资源、
策划、活动等方面及时共享。据了解，
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策划一些有意
义、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今年该校新
兵入伍之前开一次恳谈会，做一个微
采访，待他们退伍之后，通过视频见证
自己的成长蜕变；围绕建军 90 周年开
展“军旗百所高校传递”活动等。
“社团创立之前，很多人都说我们是

没事儿找事儿，‘迷彩青年’一听都很冷
门。但是我们用行动将它变得热门，因
为国防教育不该是冷门，拥军爱国不该
成为冷门，立志从军不该成为冷门，希望
有更多不忘初心的热血青年和我们一起
书写无悔青春！”蒋星辰坚定地说。

从抱团取暖到火种传递，军事社团迸发热血力量——

“迷彩青年”在这里蜕变成长
■张 露 郏宁扬

退伍返校，再回首我心依旧

唐伏乾：我叫“好人缘”，不对，
我叫唐伏乾,“好人缘”是同学们给
我起的外号。为啥？因为自从我退
伍复学起，一直保持着部队的生活
习惯。不仅如此，看到身边同学们
的不良生活习惯，我能多帮一把就
帮一把：打扫卫生、整理物品、清理
杂物……刚开始大家还不适应，时
间久了，甚至有同学对我说：“你呀，
人人都喜欢、处处受欢迎，干脆叫你
‘好人缘’算了！”没想到，同学一句
话，“好人缘”从此成了我在班级里
的代号。（唐伏乾，徐州工程学院机
电学院大二学生，2014年 9月入

伍，2016年9月退伍。）

丁冬：有一次，我与同学们结伴出
游，玩得太欢乐，以至于到返回时才发现
找不着回去的路了。身处深山老林，手
机根本没信号，更别提手机地图导航
了。一时间同学们都有些惊慌，我说：
“跟我走！”在我的带领下，我们七拐八拐
终于走出大山。同学们都非常惊奇：“你
是人工智能导航仪呀！怎么找到出来方
向的？”我倍儿自豪地说：“这叫利用太阳
和时表判定方位法，部队行军常用啊！”
从此，大家只要外出都爱叫上我一起。
他们说跟我走踏实！（丁冬，2013年9月
入伍，2015年9月退伍，2016年9月通过

士兵单招政策，进入江苏省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

史大正：我是通过士兵单招政策进
入江苏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的。刚
入校和同学们代沟比较大，比如说军训
吧，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但看
着动不动喊累、时不时晕倒的同学，我还
曾提议教官加训，经常引来同学们“羡慕
嫉妒恨”的目光。后来老师也察觉了，他
让我协助教官组织训练。带训、教歌、整
理内务、出板报，我一下子在全校新生中
出了名。渐渐地，同学们越来越接受我，
我也融入了班级之中，现在我已经是班
里的班长了，同学们有什么事都爱找
我。（史大正，2013年9月入伍，2015年9
月退伍，并通过士兵单招政策进入江苏

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张灵：我退伍回来刚返校就碰上
学院的运动会，同学们一致推举我代
表班级参加。一开始我还有些犹豫，
同学们这么相信我，输了可咋交代？
“哼！还当过兵呢，赢不起还输不起
吗？”一名同学的一句话激起了我的斗
志。去就去！我一下子包揽了没人报
名的 1500、3000、5000 米 3个项目，而
且 3个项目都进了决赛，5000米还取
得了名次。说实话真挺累的，但不能
丢咱当兵人的脸！赛后同学们都对我
赞不绝口，让我觉得累点儿也值！（张
灵，2013年考入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同年入伍，2015年9月退役返校。）

（王少亭整理）

退伍返校大家谈

编者按 他们曾是普通的大学生，军旅经历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增加了他们的青春厚度；如今
退伍，回到原本的求学路上，他们将走得更加坚定、踏实。本期关注带你走近这些退伍返校的老兵们，看
看他们入伍前、入伍后、退伍后有哪些变化，听听他们对“大学生士兵能为部队做些什么，部队能教给大
学生士兵什么”的切身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