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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晨阳：在学校时我就担任国旗护
卫队队长，那会儿每周也有训练，所以刚

到部队时，我因为有一定的基础而沾沾

自喜。很快我就发现，部队的训练要比

学校严格得多，标准要求也高得多，有点

怀念学校“自由美好时光”。第一次参观

连队荣誉室，连队老前辈陈树湘师长的

事迹让我备受感动：为掩护部队转移，他

率领全师与敌人激战四天五夜，慷慨就

义。面对老师长塑像，我很愧疚、很自

责，虽然训练很苦，但我不应该遇到点苦

就退缩。军装在身，就要向先辈那样“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关键时候，挺身而

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9 月 23 日，习主席给南开大学 8名
新入伍大学生回信，肯定了他们携笔从
戎、报效国家的行为，勉励他们把热血
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书
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主席的回信
在广大官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把“刻
苦训练、献身使命”的报国热情融入灵
魂和血液，纷纷表示要用优异的成绩，
回报习主席的关怀。

主席嘱托，伴我成长

“穿上军装，我们要牢记主席嘱托，
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挥洒热血！”10月
13日，第 79集团军某旅举办“学习主席
讲话、做习主席好战士”士兵大讲堂活
动，南开大学入伍新兵蔚晨阳率先登台，
他结合习主席回信和《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这本书，与大家一道谈感受、讲
体会、晒心得，引导大家深入学习习主席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扎根军营、奉献军

营的好战士。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蔚晨阳一同上

台谈心得的还有：一家四代接续从军的
余天宇，国庆期间外出拾 63万现金当即
归还失主的付斌，一等功臣、排长季明
选等人，大家围绕学习习主席回信、学
习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畅谈感悟，一下
子拉近了习主席与基层官兵的距离，使一
系列理论知识紧贴生活融入实践。该旅
政治工作部主任王大贺介绍：“习主席回
信为新训生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习主席
朴实的话语和殷切嘱托，成了官兵练兵备
战的不竭动力源泉。”

收到习主席的来信，南开大学 8名
新兵一同来到北京参加了关于习主席
回信精神的座谈交流，从北京再次返
回军营的时候，这 8名新兵立即将自己
的所学所感分享给了新兵营的战友
们。“一回到军营，立刻成了大家的焦
点，战友们对会议内容非常感兴趣，都
对我们收到习主席回信充满羡慕。”阿
斯哈尔·努尔太在训练间隙时常和战友
们坐在一起重温回信，通过学习回信和
会议精神，让大家理解到，习主席的回
信是面向全体大学生入伍士兵的，是给
所有高素质人才投身军营的激励，这让
所有新训战士干劲十足。阿斯哈尔告
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努力
训练，争取能在新训之后进入战斗力
最强的机动排。

入伍前就读智能科学专业的李业广
来到了某航空装备训练基地，收到主席
的回信后，他把主席的勉励与身边的战
友一起分享。大学生新兵杨东声分享体
会时说：“主席的回信是写给我们每名大
学生士兵的，作为一名大学生士兵，我感
到非常光荣。一定要用主席的话勉励自
己，在部队这个大学校里建功立业。”

军营磨砺，淬炼成钢

习主席在回信中对 8位南开大学的
学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军营这个大
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
篇章。”李业广还记得 10月 7日的体能训
练，在最后一轮做俯卧撑时，由于体能不
足随即趴在地上准备休息，却看到旁边
战友的双手颤抖仍在坚持，李业广问他：
“不累吗？”战友却喘着粗气说：“累呀，但
如果累了就马上休息，这样的训练还有
什么用呢？”李业广顿时十分惭愧。

李业广的班长常常这样教育新兵，
在部队不仅要锻炼体能，更要磨炼意志，
体能锻炼得再好，意志不强的话也不配
“军人”二字。想到这里，李业广重新爬
起来咬紧牙关做完剩下的训练。“曾经再
复杂的方程式都能被我轻易化解，体能
训练也一定难不倒我。”说起这半个月的
军营生活，李业广的感动无处不在。被
子叠不好，战友来支招；想家了，有班排
长陪伴；身体不舒服，被强行泡病号。他
感慨到：“有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好兄弟
齐聚一堂，这里就是家，也是军营的魅力
所在，参军入伍是最正确的选择。”

战斗在这样一个集体里，虽然训练很
累很苦，但是这8名新兵每天都保持昂扬
向上的训练热情，每个人都不愿意掉队。

王晗告诉记者，她和同班战友们当兵
前，大多都是家中的娇娇女，“衣服都靠洗
衣机，卫生都靠爹和妈，主动包饺子做
菜？从没想过。”而进入新兵营之后，除了
独立处理生活内务，还要面对体能、格斗、
打背包等课目的训练学习。“以前感觉解
放军都是无所不能，原来都是这么练出来
的，而我们现在也正在向着全能选手的道

路上快速挺进。”王晗还记得一次雨天集
合，地上打滑，有个战友脚下不稳，身子向
后一仰，“咚”的一声摔倒在地，明显摔得
不轻，看得王晗都龇牙咧嘴像是自己摔倒
了似的，正当大家伙听到响声要过来扶的
时候，她已经麻利地站了起来，“多大点事
儿啊！”说完就迅速跑进了队伍。“这要是
以前的我，那还不得痛得哭出来。”也就在
那时王晗突然感觉自己也坚强了许多，不
再是以前那个文文弱弱的女学生了。
“收到习主席回信后我成了战友眼

中的‘红人’，可这‘红人’并不好当。随
时随地督促自己，要在训练中做到最好，
用最优异的成绩向习主席汇报。这封回
信不仅仅是鼓励，更是动力与督促。”王
晗坚定的话语让我们相信这个女孩小小
躯体里有着强大的力量。

多彩军营，别样青春

习主席在信中也提到“军营是个大
舞台”，新训期间恰逢国庆中秋双节，新
兵营多姿多彩的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晚会上，王晗在与同班女兵唱起《追
梦赤子心》时，歌词中每句“向前跑”都用
尽了全力去唱，原本的“弱女子”们已经
渐渐进化成了“铿锵玫瑰”。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这是军队生活的真实写照，也
是贾岚珺的真切感受。入伍前学美术的
贾岚珺在节日这天终于将专业派上了用
场，她带着战友们画了一幅喜迎双节的
展板，92名女兵站在自己亲手画下的展
板前合影，并向远方的父母送上问候。

女孩里最精神的可能要数戴蕊了，
浑身上下透着干练，任何时候都是坐得
正站得直，“稍微有一点懈怠都会辱没了
这身迷彩！”以前戴蕊一直很好奇，那些

开赴灾区，浑身沾满泥巴的解放军，是凭
着怎样的信念一次次向着灾区逆行而
上，又是怎样的乐观心态让疲惫的他们
斗志昂扬并时常挂满笑容。半个多月的
军营生活让戴蕊深有感触：“军营的生活
是很辛苦，但也是一种享受，再找不到一
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同龄人能够一起同
甘共苦患难与共。”

趣味运动会、篮球比赛、万米接力、
拔河……国庆期间，蔚晨阳所在连队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新老兵同台
竞技，上演了一场场龙争虎斗，呐喊助威
声与胜利欢呼声此起彼伏。让官兵度过
一个愉快的假期，也让初入军营的小伙
子们从紧张的训练生活中得到休息放
松。蔚晨阳告诉记者，他先后参加了唱
歌、单杠等多项比赛，和大家在活动中互
相配合互相比拼，训练时的疲惫早被抛
到了九霄云外。和蔚晨阳一样，这是众
多新兵来到军营后过的第一个节日，他
们纷纷表示，一定利用这个假期调整好
姿态，节后全力冲锋，以最好的状态投入
到训练生活中去，尽快完成一名地方青
年向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
“习主席的回信，是奋进的战鼓、更

是催征的号角。”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
承载着强军梦想，责任之重，使命之重，
更需要勤奋和担当，因为有梦想才有方
向。未来的磨炼就是对强军目标的实
践。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两年后遇见
更好的自己，这是 8名新兵共同的约定，
也是对习主席回信的最真诚回应。

图①：李业广在练习敬礼。
图②：贾岚珺与战友一起绘制展板。
图③：蔚晨阳指导战友升旗。
图④：进行器械训练的董旭东。
图⑤：王晗的兵之初，从“头”开始。

南开大学8名新入伍大学生—

立志建功军营向主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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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尔·努尔太：习主席的回信，
使得刚到部队没几天的我，瞬间就成了

身边战友眼中的“红人”。面对不绝的

赞叹和掌声，我更加冷静地告诫自己：

“习主席的回信是荣耀，但绝不是炫耀

的资本，要把勉励牢记于心、付诸行动。”

父亲是名警察，在我 2岁时就牺牲了。

我对父亲的了解，大多来自母亲讲述和

媒体报道，他在我心里，虽形象模糊，但

背影高大，父亲的形象无时不在激励着

我。今后的日子里，我必继承父亲遗志，

脚踏实地勤学苦练，在部队淬炼成钢，把

自己锻造成为特别能打仗的刀尖子，在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上一线、打头阵，

战斗到底。

胡一帆：姥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老兵，我从小跟着姥爷长大，受他影响，

我下定决心参军入伍，接过姥爷曾经扛

过的枪。来部队后，在直线加方块的军

营生活环境熏陶下，感觉自己在三个方

面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大学时的随

意改掉了，现在每次集合前，我都会检查

一下自己的警容，看看扣子有没有扣好，

鞋带系得是不是标准；第二是不再贪睡，

听到哨音，身体立马就会条件反射弹起

来、蹿出去；第三是集体荣誉感变强了，过

去在大学里，只要把自己管好就行了，现

在我是副班长，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不光整内务、小值日事事抢先，而且教育、

训练也得样样带头，工作很有劲头。

董旭东：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乍一
看很简单，其实不容易。在大学里，我感

觉自己内务收拾得还算整洁，到了部队

才发现差距。来到新兵连的当天，吃过

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尽管我

已非常用心，可看着自己大面包似的“坦

克”，和班长那床棱角分明的“豆腐块

儿”，真是天壤之别。原来老兵们当初发

的被子都和我一样，被套上那些丝丝缕

缕的褶子，全是他们用手一点点抹平。

部队真是所大学校，人人都是老师，事事

都是教材，叠被子也都是学问。接下来

的日子里，我会从点滴养成开始做起，认

认真真学条令、受教育、练技能、长本事，

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

戴蕊：来到部队当天，我及腰的长
发，就被剪成了齐耳短发，望着镜中那个

陌生的“假小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后

来想想也没什么，谁叫“咱当兵的人，就

是这个样”呢？从“头”开始变化也挺

好。尽管每天训练既苦也累，但与亲如

姐妹的战友在一起很开心，感觉变化也

很大：大学军训拔军姿超不过10分钟，

现在我能坚持半小时；新兵中队开展文

化活动，我也主动报名参加，不再像大学

里那么害羞；短跑竞赛，我也愿意与战友

们一较高下……不断变化才会不断成

长，积跬步以至千里，争取每天都有新提

高，每天都有新进步，每天都能展现出一

个全新的自己。

贾岚珺：在南开大学，虽然学的是绘
画，但从军梦像一颗火种，在我的心中从

未泯灭。2015年，16岁的我报考解放军

艺术学院，年龄没达标；2016年，大一结

束报名参军，157厘米的身高比征兵标

准矮了1厘米；2017年，经过一年的锻

炼我居然长高了，达到了入伍标准。新

训开始，随着训练量的加大，我开始不

适。中秋过后，天气转凉，我又出现感冒

症状，班长给我拿来药品让我好好休息，

并批准我不舒服时可以暂停训练。可我

知道不能松懈，不能辜负这些年的努力，

我早已不是“小公主”了，现在是最关键

的起步阶段，打牢基础更重要。

王晗：在出发之前，作为军人的父亲
教育我，进入部队后一定要勤。虽然从

小对军营就不陌生，但亲身体验才知不

同。从自由烂漫的大学生活，到分分秒

秒都被套入规矩方圆的军队生活，从父

母娇惯的掌上明珠，到一名需要百炼才

能成钢的新训女兵，不习惯不适应肯定

都是有的。进入军营尚不足一个月，白

嫩的双手已经变得粗糙而有力，每一条

皱纹里都细密地嵌刻着日复一日的自我

磨炼。我也会疲惫，但我明白艰辛的每

一步，都是踏在父亲曾经的脚印上，我要

牢记自己携笔从戎投身军营的最初梦

想，做父亲那样的军人。

李业广：因为伤病迟来半个月的
我，看见战友们已练得有模有样，紧迫

感油然而生。参训的第一天，看似简单

的队列行进，自己却很难与身边战友整

齐地走到一起去。有时候还因为我一

个人，大家要重复陪练好几次，我挺着

急的。教导员鼓励我、开导我，班长分

队长亲自做示范，我才终于能与战友们

保持排面统一了。这十几天的军营生

活，感动无处不在，在大家的帮助和自

身的努力下，我也有兵味了！虽然我不

是做得最好的，但我还是跟上了大家的

步伐。在军人大会上，还多次受到队长

和教导员的表扬。

习主席给南开大学 8名新入
伍大学生的回信，在各新兵营中
引发热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部
队官兵特别是新入伍战士强军兴
军的训练热情。新训期间，收到
回信的 8 名新兵在激动兴奋之
余，有着怎样的进步和变化，请随
记者一同探访军营。

写 在 前 面

一封回信，激励一代青年。日

前，习主席给南开大学8名大学生

新兵回信，勉励他们把热血挥洒在

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广

大青年和部队官兵中引起强烈反

响。参军报国又一次成为校园内外

的热词。

“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1927年，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带领师生在中国东北考察，发出了

这样的感慨，这句话激励着许多南

开师生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卢沟桥

事变爆发后，平津陷落，南开大学在

日军的轰炸下毁于一旦。张伯苓

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

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

挫折而愈益奋励。”

何为南开之精神？在日军侵华

的炮火声中，南开师生告别化为废

墟的校园，许多人携笔从戎，奔赴抗

日前线。如今，在南开校园一隅，静

静矗立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

碑”。西南联合大学，是南开被迫南

迁之后，和北大清华共同组建的大

学。碑上832个名字，是该校抗战

时期从军的832名学生。

南开之精神，也是中国大学生

应有之精神。青年是一个民族的希

望，也是一支军队的未来。习主席

曾对全国青年深情嘱咐：“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近代以来，正是无数

有志青年毁家纾难，投身报国，才实

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当

下，人民军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变革，武器装备科技水平飞速发展，

强军伟业的实现同样呼唤更多优秀

学子携笔从戎。

兵之胜在于篡卒。士兵的素质

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1983年，

部队从地方院校招收了第一批大学

生当军官。2001年，又开始从地方

院校招收大学生当兵。这些年，受

益于国家军队不断出台的各项激励

措施，大江南北的座座高校都涌动

着携笔从戎的热潮。今年8月底，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17年全

国大学生应征入伍报名总人数达到

107.8万。在回信中，习主席饱含深

情地写道：“得知你们怀揣着从军报

国的理想，暂别校园、投身军营，你

们的这种志向和激情，让我感到很

欣慰。”

青春不止诗和远方，还有家国

边关。从“北大骄子”高明到“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万一，从“清华第

一女兵”贾娜到“我国第一代女子导

弹操作号手”王晓丽……如今，在解

放军一支支劲旅之中，越来越多大

学生士兵崭露头角。越来越多高素

质兵员，正助推人民军队向世界一

流军队迈进。

从象牙塔到训练场，从大学校

园到火热军营，广大青年学子也在

军旅生活中实现着个人价值。第三

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女兵

班战士张钦，入伍前就读于成都大

学。入伍第三年代表祖国远赴非洲

执行维和任务，今年中秋，她获得了

联合国授予的“维和荣誉勋章”。她

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道：“这段军旅

路，是我人生中最别样的风景。这

段路使我明白，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亲自去经历它与把它当成梦想的感

受是天差地别的。”

正如习主席的殷切嘱托：“希望

你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把热血

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

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

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

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实现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更

多的有志青年穿上征衣，走上战位，

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实践。愿更多

有志青年牢记习主席的嘱托，珍惜

军旅生涯，在强军路上书写好自己

的多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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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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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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