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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走进这个大学生新兵占
比85%的新兵营采访，得知清华、北大
等名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新兵不在少
数的时候，心里既兴奋又担忧。兴奋
的是，这个数据折射出国家高等教育
普及带来的喜人成果；担忧的是，这
些来自名校的新兵，在家中被父母视
为掌上明珠、在学校是天之骄子，心
气较高、自我意识强，入营后能不能
适应部队严格的管理、严肃的氛围、
严厉的要求。

曾任北大法学院学生会主席的王
炎庆，起初对值班班长带兵方法心存
疑惑，直到万米接力后，看到成绩落后
的新兵主动自我加压、战友自动陪练，
让他认识到，军营这所大学校有其特
殊的教育管理方式。女兵高云，考军
校第一次分数不够，第二次体检不合
格再次被淘汰，但她没有被挫折击倒，
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圆了从军梦。她的
故事传开后，给许多抗打击能力差的
新兵们鼓足了干劲儿。

部队是座大熔炉，培养了军事技
能，也淬炼了顽强意志。通过两个多
月的新训，这些大学生新兵在面对挫
折与挑战时，学会了正确面对，从而也
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拔节成长。

诗人说过：“每个人都有梦想，只
要你勇敢地抬起自己的脚，整座山都
在你的脚下。”每个人迈入军营都有自
己的理想和目标，要想梦想变为现实，
就要不断地努力奋斗、磨炼自己、武装
自己。只有努力奋斗，苦练本领，厚积
薄发，才能让自己不留遗憾。作为一
名新入伍的战士，首先是要把自己锻
造成一名合格的军人。这就需要主动
作为，需要争分夺秒，需要不惧挫折与
挑战，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应
该将自己的理想、个人价值与强国强
军的时代要求融为一体，扎扎实实地
立足本职，兢兢业业地努力奋斗。

仰望星空是追逐梦想的开始，脚
踏实地则是让梦想成真的途径。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成功之路没有捷径可
走，广大新兵战友只有在新训伊始就

戒骄戒躁，舍弃曾经的光环，严格按照
军队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约束言行，
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次政治思想学习，
精益求精完成每一个课目。只有这样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在摸爬
滚打中茁壮成长，用自己每一个闪光
的足迹折射出星空的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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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
新兵营全营新兵集合。

图②：新战士在战友保护下
进行引体向上训练。

图③：战术训练结束后，各新
兵连携枪进行越野强化训练。

图④：新兵四连新兵进行枪
支分解结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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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淬炼中听到拔节的声音
—来自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兵营的一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田 明 刘 成 魏 源

一流的军队，要有一流的士兵。伴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我军的士兵构成、兵员素质、征集方式都发生巨大变
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到军营这个大熔炉淬炼成钢。今年，征集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的新兵中，大学生新兵占
到85%，其中清华、北大等名校的莘莘学子也不在少数。

这些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汇入军营大熔炉，在打磨中褪去了多少青涩，在淬炼中碰出了多少火花，在融入中
尝到了多少军味，都直接决定着他们淬炼成钢的纯度。今年新训临近尾声，他们每一天都在让自己变得更加优
秀。本期视点，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成长的声音。

初冬的鲁东某地，阳光灿烂。沈阳
联勤保障中心某新兵营举行万米接力
比赛，要求各新兵连选派50人参加，每
人跑200米，既检验新兵的爆发力，又考
核团队的协作力。

新兵四连连长杨元山刚做完动员，
十一班的大学生新兵王炎庆便第一个
举手报名。

王炎庆是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曾
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多次
到偏远山区支教，去年参加了国庆阅兵
群众游行，今年又被家乡评为“最美抗
疫志愿者”。综合素质和组织能力都很
强的他，一直“自带光环”，在新兵营里
人人皆知。

“名人”一带头，大家纷纷响应，就
连跑步速度并不快的一班新兵李笑天
也积极响应，50人的参赛队伍，分分钟
就组建完毕。

比赛开始，各新兵连都选派最快的
新兵打头阵，四连自然是王炎庆跑第一
棒，他不负众望，交接棒时遥遥领先。
在阵阵加油声中，四连参赛的新兵始终
保持着领先的势头。

很快就轮到李笑天了，他奋力冲了
100多米，就感到力不从心，本想最后冲
刺一下，没想到腿一软差点跌倒，速度
一慢就被其他连的新兵赶超过去。尽
管后面接棒的战友拼命追赶，但最终在
6个新兵连中只排到了第3名。这让李

笑天深感内疚，晚饭没吃几口就跑到了
大操场。

同班的战友发现李笑天没回宿
舍，就四处寻找，很快就发现他在大操
场跑圈儿。大家都知道他在比赛中已
经尽全力了，看到他那样“自罚”有些
于心不忍，就报告班长陪他一起练。
不一会儿工夫，全班战友都加入到了
陪练队伍中。

当王炎庆看到一班新兵全体陪李
笑天加练时，脑子里顿时闪过前不久发
生的一幕。

那天傍晚，连里组织紧急集合训
练，在全排带回时由于齐步走得不齐，
值班班长便叫停了队伍，下口令让全排

原地踏步。全排的新兵努力地想步调
一致，但总有人不是快半拍就是慢半
拍，始终合不上拍。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王炎庆开
始变得不耐烦。回到宿舍，他就第一时
间找到班长“理论一番”。

班长说，我这么做是培养你们令行
禁止的集体意识，体会荣辱与共的战友
情。我们是要成为一支有凝聚力、有战
斗力的队伍，出现问题时，应该相互监
督相互帮助，共同成长共同承担。

当时听了班长的解释，王炎庆仍有
疑惑；但此时此刻，看到一班的战友都
在陪练，他瞬间理解了班长所讲的“荣
辱与共”。

陪练队伍始终紧紧跟在李笑天身
后。加练结束，李笑天转身面向战友们
深深地鞠了一躬，战友们也纷纷以拥抱
回应他。

回到宿舍，他们在当天的日记中，
几乎都写下了同样的感受：只有平时荣
辱与共，战场上才可能同生共死！

平时荣辱与共，战时才能同生共死

原以为那些在万米接力比赛中受
到打击的新兵需要安抚，却没有想到受
到挫折之后他们反而更有冲劲。

李笑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河北
衡水人，考上衡水中学一度是他的梦
想，然而中考失利未能如愿，这个打击
反而使他暗下决心，高考时一定要考
上清华大学。在高中 3年里，不论遇
到多少挫折，他始终朝着目标奋进，最
终以近 700分的高考成绩考进了清华
大学。

进入新兵营后，在手榴弹投远训练
之初，全班只有李笑天和另外一名新兵
不及格。深知自己短板的李笑天，每次

遇到挫折，他都会像自己名字的寓意一
样“对天笑笑”，然后付出更多的努力去
直面挑战。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新兵营组织
阶段性训练考核。杨连长说，80%的新
兵考核成绩达到良好以上，其中包括
李笑天。

比李笑天更“抗打击”的是女新兵
高云。

从小受当过兵的叔叔影响，她很早
萌生了当兵的梦想。2018年高考时，
她报考了军校，因分数没够，与入伍失
之交臂。2019年上半年，就读大一的
她主动报名并入选庆祝国庆 70周年阅

兵民兵方队集训队。集训初期，她再次
报名参军，又因为双肘外翻过大没能通
过体检初检。

当时正处于阅兵训练的关键时期，
没有时间来专门锻炼上肢，于是高云借
着每天扛桶装水来矫正双肘外翻。一
开始，爬半层楼梯就累得气喘吁吁，但
每每想到儿时的梦想，她就又坚持了下
来，两个月后，她不仅可以扛着桶装水
一口气爬三四层楼，而且双肘外翻的毛
病也被彻底矫正了。

可刚迈进梦寐以求的军营，高云就
被叠被子难住了，在连队内务检查时，
她的内务拖了班级后腿。次日清晨 5

点多钟，她就爬起来抱着被子轻轻地进
入对面的学习室，借助窗外的路灯灯
光，在书桌上用力叠压着还带有自己体
温的军被。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1
周的努力，高云终于把被子“修理”成了

“豆腐块儿”。看到高云床上棱角分明
的军被，有人调侃说：“以前啥都不服，
现在就服你这股韧劲儿！”

不少女兵入伍前斗志昂扬，随着新
训不断“加码”，有的人逐渐扛不住了。
这时候，班排长总会请高云给大家讲讲
自己的故事，每次听完，都是一片群情
振奋，就连有畏缩心理的新兵也暗暗握
紧了拳头。

这时，女兵连长王春丽总会强调
“军人没有男女之分，每一次胜利，背后
都可能有无数次打击。提高抗打击能
力，是向合格军人转变的必修课。”

在新兵营，练就抗打击能力，成了
激励新兵战胜挫折的内驱动力。

提高抗打击能力，是实现转变的必修课

怀揣着报国之心走进军营，大学生
新兵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爱好文学写
作的新兵巴云昊就是其中之一。

刚上高中时，老师问同学们 3年之
后想达到的目标，巴云昊在纸上写下了

“成为北大国防生”，并将其郑重地叠
起来，放进笔袋中。

就在他参加高考的2018年，国防生
停招了。虽然无缘国防生，但他还是如
愿等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北大
上学的两年间，每当他看到国防生学长
们在操场上列队跑步时，心底总会泛起
波澜。今年完成大二学业的他，下定决
心参军圆梦。

报名后，他用浪漫诗句写下对军旅
的向往：“上高山，下海岛/驻守在青春
的哨位/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然而，充满理想的一行行诗歌并未
自动转化为一串串脚印。入伍后第一
次 3000米测试前，巴云昊小声问班长：

“跑不下来怎么办？”班长答：“还没跑，
怎么就知道跑不下来？”

巴云昊解释说：“高一那年，学校开
秋季运动会，班级一名男生受伤，我被
逼上3000米赛道，结果被其他参赛选手
落了七八百米，最后被裁判员‘劝’下了
赛道……”巴云昊话音未落，很多战友
都忍不住笑了。

“3000米考核，只是军旅生活的第
一步！”班长鼓励他说：“今天的考核不
计成绩，只要坚持下来就是胜利！”那一
次，巴云昊跑到最后一圈儿时腿都软
了，加上岔气儿，心中沸腾的诗意被残
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我选择的是对还是错？”巴云昊那
晚躺在床上反复地问自己。

选择入伍之前，巴云昊还专门去拜
访了当年入伍到原第二炮兵的学长、如
今北大经济学院金融系高明教授，才最
后定下决心选择参军入伍。

“既然选择了军营，便只顾风雨兼
程！”指导员戴维与巴云昊的交谈充满
诗意：“前路不管是荆棘风雨，还是坦途
艳阳，只有脚踏实地朝前走，才能将青
春写在军旅大道上。”

心中有方向，脚下充满力量。巴云
昊静下心来强化体能，每天坚持一次
3000米跑，坚持半小时俯卧撑，经过近
两个月的强化训练，四肢力量和肺活量
都增强了许多。最近一次体能测试，他
不仅顺利跑完了全程，而且成绩已接近

良好。当天，他在新训日记里写道：“人
只要对理想充满希望、敢于向自己挑战，
就能找到另外一种飞翔的方式。唯有走
好军营每一步，才可能实现从军梦想！”

一天下午，新兵在半封闭训练场进
行战术基础训练。记者发现一位女士
带着一位老奶奶，早早就在训练场的围
墙外等着，新兵入场训练后，她们透过
围墙上的观察口搜寻着。执勤的哨兵
发现后过去询问，才得知老奶奶的外孙
马舒涵在这里新训，每次外孙在电话里
都说自己很好，训练不苦也不累，老奶
奶不信，便逼着女儿陪她坐了 1个多小
时的车来探个究竟。

哨兵将她俩领到新兵营后，教导员
给她们介绍新兵营的训练和管理情况，
还带她俩参观营区和马舒涵的宿舍。
当看到马舒涵床上叠成“豆腐块”的被
子时，她俩都有些不敢相信。马舒涵的
妈妈说：“孩子从小都是姥姥带大的，没
吃过啥苦，遇到一点儿困难都找姥姥，
没想到当兵才两个月，竟然变得这么坚
强了，部队真是个大熔炉！”

脚踏实地朝前走，将青春写在军旅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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