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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局党委、局领导：

我是驻成都地区军代室的王兴

斌，军代表战线的一名老兵，因改革

需要即将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人到

中年，再度面临人生的转折，这些日

子里，我的心中始终涌动着一种痛

苦、留恋、期盼交织杂陈的复杂情

绪，始终涌动着一种迫切想向人倾诉

的冲动。于是，我趁着“五一”放

假，远离喧嚣繁杂的环境，独自坐在

书桌前梳理心绪，权且作为自己离队

前向党组织做的一次思想汇报!

从 21岁携笔从戎穿上军装至今，

不知不觉间，我已是一名有着32年军

龄的老兵了。32年军旅人生，军装已

经跟我的皮肤紧紧融合在一起。一想

到就要脱下它，我的心就会感到一种

撕心裂肺的疼痛。确定退役以后，我

每天坚持上班, 一如往常与同事们讨

论业务谈论工作，但每当个人独处之

时，都会情不自禁反复自问：为什么

要选择离开？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错？

离开以后干什么？

迷茫之中，我读到了 4月 26日

《解放军报》 头版头条文章 《此生

许 党》： 94岁 的 离 休 老 干 部 周 智

夫，党龄 75年，投身革命 39年，4

次跨省调动，20多次变换岗位，党

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到哪里就到哪

里，从来不谈条件，不提要求，不

讲价钱。即便重病弥留之际，他还

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 下 来 的 12万

元 全 部 交 纳 特 殊 党 费 ……掩卷长

思，我感到自己的这些困惑渐渐有

了答案。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党的阳光

照亮了我的前程。前不久的清明节，我

回到四川安岳老家给父母扫墓。父辈中

唯一健在的叔叔拍着我的肩膀感慨：

“王家能出你这个军人大官，真是祖宗

保佑！”当时我就想，一个专业技术大

校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我能考上大学

走出山沟、参军入伍当上干部，能够在

大城市里落脚生根，绝不是靠什么祖宗

保佑，而是靠党组织的关爱！我的父亲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被分配到原核

工业部下属军工厂当工人。一家6口全

靠他微薄的工资支撑，家境十分困难。

我们兄弟 4个上学，学校都给减免学

费，工厂和学校经常给予各种生活扶

持。我考上兰州大学物理系后，学校每

个月给我发放助学金。是党的阳光，照

耀着我完成学业，又是党的阳光，引领

着我走进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代

表。比起许多同龄人，我已经足够幸运

了！离开之时，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呢？

想想组织的关心，我的收获远

远大于我的付出。初入部队，我两

眼一抹黑，是老军代表们面对面地

帮、手把手地教，才让我渐渐从业

务“门外汉”成长为一名基本称职

的军代表。军代室和谐、舒畅的内

部环境，更让我得以放开手脚全身

心投入工作。见我想干事，局机关

和军代室的领导就想方设法创造机

会、提供平台；见我取得了一些成

绩 ， 组 织 总 是 及 时 给 我 肯 定 和 表

扬。这些年，我荣立三等功 1次，嘉

奖 9次，被表彰为“十佳通信军代

表”和装备审价先进个人，多次荣

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干部和

优 秀 基 层 干 部 ， 装 备 发 展 部 《装

备》 杂志 2016年第 8期专门对我个

人进行了宣传报道。前年底，局党

委还在名额非常紧张、竞争非常激

烈的情况下，将我选升为专业技术 5

级。反复掂量自己的收获与付出，

我不禁有些汗颜：比起许多在国防

军工战线上“献了青春献子孙”的

老前辈，我只是在本职岗位上做了

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组织却给了

我这么多。这一辈子，只有我欠组

织的，没有组织欠我的！

想想军队的发展，急流勇退也是

一种支持。习主席强调, 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

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

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改革，必然会

触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以什么样

的心态和状态来面对改革，说到底考

验的是我们对这支人民军队的感情有

多深。从军32年，我也经历了多次调

整改革，亲眼目睹了一批批前辈、战

友 “去留一切听党指挥”的奉献与

担当，亲身经历了我军结构在改革中

优化、战斗力在改革中提升的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史反复证明，惟改革者

进 ， 惟 创 新 者 强 ， 惟 改 革 创 新 者

胜 。这一次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

革，对于我军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

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作为一名

老兵、老党员，更应该为年轻同志做

出榜样，一切服从于党的事业需要、

军队建设大局。让留，就鞠躬尽瘁，

不辜负这身军装；让走，就留下一个

漂亮的转身，用实际行动体现对改革

的支持！

在上级正式确定我退出现役的

消息传开后，一些承制单位的领导

纷纷邀请我到各自的企业工作。他

们给出的待遇之优厚，不能说不打

动人，但我思量再三，都婉言谢绝

了。因为按退役干部政策，我能为

部队建设做贡献的时间，只剩下短

短 3个月了！在这 3个月里，我还有

好多事情要做：

——去年的装备订货即将交付部

队。为了搞好装备验收试验，我一直

待在承制单位，对环境适应性试验、

运输模拟试验等全程紧跟，每个测试

数据都严格跟产品规范“对表”；

——分管的部分装备承制单位质

量管理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我带着接

任军代表一家一家地跑，一个环节一

个环节地摸排、梳理，与企业合力寻

找解决办法；

——多年积累的业务资料，有的

需要汇总造册，有的需要扫描成电子

文档保存，个人参与价格审核工作的

数据和经验需要整理交接；

……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

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

勤。”请局党委、首长们放心：32年

前，我高高兴兴穿上军装来到部队；

32年后，我也一定会妥善完成手上的

各项工作、搞好交接，高高兴兴脱下

军装、离开部队，不给组织增添任何

麻烦。同时，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工

作有需要，我一定逢召必回！

此致

军礼！

驻成都地区军代室 王兴斌

2018年5月1日

32年，军装已经成为我的皮肤
—一名即将脱下军装的老军代表的思想汇报

编辑同志：

五月初，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列

兵王浩，带着入伍半年多来的体会感悟

和对大学老师的思念，给母校扬州大学

的辅导员陈永生老师写了一封信，汇报

了他在军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陈老师

委托曾在部队服役20年的学校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刘

方云副主任给王浩回信。

刘方云以一名参战老兵的身份欣然

提笔，勉励王浩在部队成长成才，争做心

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律

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字里行间流露出浓

浓的期望。这两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在

老兵与新兵之间传承了一份对党的忠

诚、对军队的热爱和对使命的担当，在该

旅官兵中产生强烈反响，我们将它分享

给更多的战友，希望进一步激发大家投

身军营、不懈奋斗的青春激情。

赵丹锋、刘 盾推荐

敬爱的陈老师：

您好！离开学校来到部队已过去
半年多了，一直对老师同学和大学校园
十分想念。

入伍以后，我开始零距离感受军营
生活，着实与我想象中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的我虽然成长不少，但距离肩负起
这身绿军装的重任还有不小差距。还
记得踏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心中的失落
感陡然而生，除了对校园生活的不舍，
更多的是对身份转变的不适。当初很
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来当兵，当时的
我也无法知晓部队会给我带来怎样的
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
军营一定会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军营是一个值得把后背交给战友
的地方，不管当初怀着什么样的情感来
到部队，只要选择了军旅路，人生将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我来到部队后
的深刻体会。若不是来到部队，我永远
无法体会战友情的深厚和难以割舍，在
这里我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情感，在这里
我结识了很多不一样的面孔，让我懂得
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通过真诚和信

任来建立。新兵下连后我成为一名侦
察兵，我们的连魂是“血汗浇铸钢筋铁
骨，苦累汇成震天军威”，这些精神在老
兵的口口相传中融进我的脑海里，让我
懂得了：“军人就要学会坚强、懂得奉
献，肩负得起使命任务。”

当初跟您说，来部队是为了体验
生活，想看看军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想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对部队充满
向往。我想现在对这些问题我已经有
答案了。部队是个艰苦的地方，同时
也是磨砺意志激发潜能的地方，它用
苦涩让人学会珍惜生活的甘甜，在这
里将会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一旦融
入其中便会深深地爱上它，爱上这充
满绿色的青春。

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穿上这
身军装那刻起，我就肩负起了一份神圣
的责任，我已经给自己制定了目标，接
下来的日子里我一定虚心学习、精武强
能，做强军路上脚踏实地的追梦人，争
取给自己的人生书写不一样的美丽。
静候我的佳音吧！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 王 浩

2018年 5月 2日
王浩同志：

你好！去年你响应祖国召唤应征
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士，这是你人生中的一大喜事，
我代表扬州大学关工委向你表示由衷
的祝贺！你在校学习时的辅导员——
数学科学学院陈永生老师，收到你的
来信很高兴，看到你在部队的成长更
加激动，特意委托我给你写封回信。
我想作为一名老兵，还是给你讲讲我
20年军旅生活的感悟，更能对你今后
的成长进步提供一些参考。

自我介绍，我叫刘方云，1963 年
参军入伍到南京高炮部队，度过 20年
难忘的军营生活，最高职务是任团副
政委。1968年至 1969年参加了抗美援
越战争，切身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无情
与残酷。2016年我退休后在扬州大学
关工委办公室工作，现在以一名老兵
的身份对你提几点希望。

要热爱军队，人民解放军是共和
国的钢铁长城，担负着保卫国家安
全、抵抗外敌侵略的神圣使命。人民

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咱当兵就要当
呱呱叫的兵，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
争，要为“八一”军旗添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想在军营
大学校里锻炼成钢，就要在心中做到
四有：一是心中有党，热爱党、忠诚
党、信赖党，坚定政治信念，树立自
己的人生目标，永远跟党走，为党的
事业不懈奋斗；二是心中有民，把为
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
点，一心为公，处事为民；三是心中
有责，要树立理想信念，志存高远，
勇于担当，脚踏实地，靠自己的拼搏
创新，造就人生一个又一个闪光点；
四是心中有律，树立纪律观念，自觉
遵纪守法，遵守各项规定，树立纪律
意识，守住底线。

走正自己的人生路，成人成才。
“人”字笔画虽然只有两画，但做起来
却不易，要立志去做完美的人。在部
队是锻炼自己最好的时机，要抓住机
遇，坚持思想上进，修炼自己的人
格；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在点滴中提
升素质；要坚持学人长处，记人好
处，帮人难处，容人过处；要坚持弘
扬正能量，多得荣誉，处处争第一争
先进。

为“丁香班”增光添彩。王浩同学，
你在扬州大学读书时得到学校、学院领
导的关心，尤其是得到关工委老同志的
厚爱，老党员丁湘为你们的成长付出了
全部的爱。你是“丁香班”的一分子，
“丁香班”永远为你打上人生印记，把这
份特殊的爱化作学习、工作的动力，要
以出色的表现为“丁香班”争光，并把这
份爱像接力棒那样传承下去。

小王同志，你前一阶段的工作很
出色，希望你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以优异的成绩为母校争光、为家庭争
光、为军旗争光。今天给你的回信
中，一字一句都是一名老兵的人生感
悟。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这一代官
兵赶上了新时代，国家和军队都处在
大发展、大变革之际，你的成长之路
一定会充满阳光，听候你的佳音捷报。

此致
敬礼

扬州大学关工委 刘方云

2018年 5月 12日
（信件内容有删减）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红色传承
—推荐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大学生士兵王浩与母校

扬州大学老师的来往书信

这是在军委装备发展部进行主题
教育采访过程中发现的感人事迹。军
委装备发展部军事代表局驻成都地区
军事代表室远离机关，高度分散，是典
型的小远散单位。单位虽小，但感人
的人和事却不少。近年来，他们坚持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先后宣扬了王
兴斌、吴东海等同志立足本职谱写强
军故事的事迹，让大家感到榜样就在
眼前，典型就在身边，学起来有对照，
比起来有尺度，赶起来有目标，正向激
励的作用比较明显。

王兴斌是一名普通的军代表，可
他把军队装备事业看得比天都大！入
伍 32年，他在军代表岗位奋斗 32年，
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最专注的感情，
都投入了军代表事业。他的大学同学
中，许多人已经功成名就；同批入伍的
战友中，许多人早已转业改行；比他晚
入行的同事，也有许多人走上了领导
岗位。他也有机会到总部工作，走上

仕途，也有地方当老板的朋友，高薪邀
请他担任技术顾问，可他还是选择了
军代表这个职业，留在了基层，勤勉一
生，本色不改。

有位诗人说：“你所看到的风景，就
是你心里装着的世界。”王兴斌性格内
向不善言辞，可当他看到解放军报刊登
的周智夫《此生许党》的事迹后，内心产
生了强烈的共鸣，感到有好多话想对党
组织说，就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与新时代同行，需要一批又一批
紧紧追随习主席强军思想，有情怀、
有担当、有作为的党员干部。王兴斌
虽然即将离开部队，但他把人生最美
青春献给强军事业的事迹却深深感染
着我们。这封洋溢着朴素情感的信，
既是写给党组织的，也是写给他自己
的，更是写给我们大家的。我们有责
任接过王兴斌手中的接力棒，奋力鼓
与呼，继续走好新的长征路！为此，
特推荐给广大读者。

用身边强军故事激励感召人
■本报记者 邹维荣

“名牌 3.0 接口 32G 优盘， 5 人团
29.8 元”“无核荔枝 2斤装 9.9 元包邮，
还差 2人”……这是在购物网站或微信
朋友圈经常发送的团购信息，价格比市
场优惠很多，看起来非常诱人。然而，
很多这样的团购信息都是不法分子的诈
骗手段。不法分子利用购物网站、手机
APP和微信朋友圈，组织各式各样的拼
团购物，用低价诱骗消费者。

消费者参加拼团购物时，一般都
需要进行用户注册，有的还要分享团
购链接。“付了钱但没有收到货”“收
到的东西和广告相差太大了，完全就
是次品”……消费者在参加团购后，
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消费者
联系团购平台退换货时，经常被平台
客服和生产厂家互相推诿，由于金额
不多，维权又很麻烦，很多消费者只
能自认倒霉。还有的拼团购物根本就
是虚假拼团，消费者虽然表面上没有
损失什么，但是不法分子利用拼团零
成本地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法
分子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后，可能

转手倒卖给第三方，也可能利用其他
手段对消费者进行诈骗。

为了预防此类诈骗，笔者给广大战
友两点建议：

一是不要随意参加拼团购物。很多
拼团都是利用消费者贪图小便宜的心
理。如果确实有需要购买的商品，尽量
到知名网店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

二是拼团购物时要注意保存购物
凭证。要注意保存购物订单、付款和
送货等信息，出现购物纠纷时都可以
作为凭证，还可以拨打 12315 进行投
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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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翔摄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版将

开设“听爸爸妈妈讲改革开放的故事”

专栏。

来稿请围绕40年来，在国家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中，

军人的家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

开放对家庭成员有哪些影响等主题，

通过爸爸妈妈的讲述，解读现在的好

日子是怎么来的。来稿要求真情实

感，要有故事、有思想、有特色，字数不

超过 1200字。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

稿。

稿件请发“读者之友”版邮箱：

junbaoduzhe@163.com，请注明“听爸

爸妈妈讲改革开放的故事”专栏投

稿。

“听爸爸妈妈讲改革开放的故事”专栏征稿启事

本版邮箱：

junbaoduzhe@163.com

强军网网盘：

junbaoduz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