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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郭宏阳，是一营一连的一名普
通战士。昨天，指导员通知我代表留队
战士讲话时，我感到非常的突然和惊
讶，旅里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兵，而我既
没立过功，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能
有什么好讲的。指导员告诉我，你就讲
讲你选择留队的心路历程就好。我拿起
笔，沉下心来回想那煎熬的几天，确实
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讲讲。

又是一年秋叶黄，军营遍奏驼铃
曲。明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就要告
别军营，重整行囊再出发了。人的一生
看似很长，但是最重要的时刻往往就在
于几次关键的抉择。对于我来说，9月的
走或留成了将影响我一生的抉择。

我是一名从上海入伍的在读大学
生士兵，儿时对军装的向往和地方政府
优厚的参军待遇让我选择了部队。原本

计划两年后回去继续读书，我却在关键
时刻犹豫了。

入伍第二年，由于有摄影特长，我
成了营创客室的新闻报道员。用镜头记
录军营的火热生活，用视频书写战友们
的无悔青春，成了我最大的快乐。在班
长和教导员的帮带指导下，渐渐地我的
名字出现在东部战区、人民前线等军队
媒体公众号上，看到战友们纷纷转载我
制作的视频，看到他们为我的作品评论
点赞，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满
足感，再多的熬夜加班，再多的辛勤付
出也都值得。

正是因为这特殊的经历让我有些
纠结。一边是优厚的退伍待遇，丰富多
彩的大学生活和前途光明的未来；一边
是难以割舍的军装，爱不释手的镜头和
感情深厚的战友。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生，这是我有生以来面临的最难抉择。
那段时间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工作

也不在状态，战友们都来找我聊天谈
心，有的说：“别犯傻，放着好好的大学
不上，转什么士官啊？”还有的说：“宏
阳，要从长远考虑，你现在在部队领导
对你很认可，多有发展潜力啊。”这样的
抉择确实让人煎熬。关键时刻教导员让
我下定决心，他跟我说：“听从内心的声
音，做一个青春无悔的选择！”
“留队，留队！”我听到了心底的呐

喊。我的军装还没穿够，我的梦想还未
实现，我的青春只有在军营才无悔。

有人说我傻，有学不上，在部队受
苦受累。但他们不知道，这里虽给了我
伤痛、委屈，但也给了我成长、胸怀和铮
铮铁骨。这里虽然离家千里，但都是我
热爱的河山。

有人说部队那么多人，多你一个不
多、少你一个不少。是啊，离了谁这工作
都能转得开，但对我而言，即便只是渺
小的一粟，也想在这片热土中生根发
芽、实现自我。

在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走留
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应该
把个人放到部队这个整体中来考虑，以
部队建设大局为重，毫无条件地服从组
织安排，这是部队纪律所决定的，也是部
队建设所需要的。既然我选择了从军，就
不能轻易放下这份责任与信仰。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无论走
留，只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才能实现
心中的梦想。

陈 拓、本报记者余金虎整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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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继续用镜头记录强军征程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一营步兵一连下士 郭宏阳

我出生在美丽的新疆，但小时候
却没有感受到她的美丽。新疆的冬天
漫长而寒冷，下雪的次数也多。我记
得那时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很少，总感
到上学的路特别长。家里的饭桌上经
常只有土豆、白菜、萝卜“老三
样”，妈妈总是把一年仅有的几瓶罐
头藏到过年才拿出来。我住的院子里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地窖，用来储存冬
季的蔬菜，我们家的那口地窖是爸爸
挖的，我胆子小，从来也没有下去
过。

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餐桌上只
有几个可怜的土豆，就开始闹情绪，
偷偷爬上家里的柜子顶，找出那几瓶
妈妈藏的水果罐头，用针扎破盖子，
把里面的甜水全都喝光。后来等妈妈
发现时，里面的水果早都坏了。“这
是准备过年时送给你姥姥的，罐头这
么贵，你这女子把它喝光了！”妈妈
一边打我一边哭，那是我记忆中妈妈
少有的发火，直到今天我都不敢在她
面前再提“罐头”一词。

我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参军
后，回家也仅限于每年的探亲假期
间。去年，部队从大西北千里移防
至大西南，我离家更远了。好在是
同为军人的丈夫和我调到了一个单
位，两人虽然不在一个营区，但周
末时一家三口能团聚。移防后刚安
顿下来不久，妈妈就忍不住看望外
孙的急切心情，买了火车票跨越半
个中国来到了单位。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好，出疆的交

通越来越方便，乌鲁木齐也通高铁
了，想我小外孙时，买张高铁票说走
就走！”妈妈一到，就和我们说起路上
的见闻。“那年我到东北上大学，从乌
鲁木齐到长春，我走了好多天……”
相比较今天新疆到四川的直达列车，

妈妈说自己永远都忘不了她年轻求学
时候的出疆之路。

闺女被我惯得嘴很“刁钻”，不
太喜欢吃馒头，偏爱各种零食小吃，
妈妈吃饭时就把我们母女俩一顿“教
育”：“现在这么好的白面馒头你们还
挑食，我们那会儿能吃上黄馍馍和黑
窝头就是好的，真是身在福中不知
福。”妈妈还一个劲儿地数落我带孩
子不精心。

在和煦的阳光下，妈妈和我一起
牵着我女儿的小手，走在营区的林荫
道上，聊起了近年来乌鲁木齐的巨大
变化。她说当初乌鲁木齐市车多路
窄、交通拥堵，现在可大不一样了，
老路修宽了，新路也多了，快速公
交、地铁为百姓出行带来了便捷。家
门口的那条泥泞小路早已被修成了宽
阔的柏油马路，下雨雪时再也不用一
脚水一脚泥蹚着回家了。冬天在超市
里能买到各地的蔬菜水果，“老三
样”反倒成了稀罕的菜品。听着妈妈
和我聊天，女儿吵着要姥姥带她去新
疆玩。

看着两鬓微白的母亲和纯真可爱
的孩子，一家三代人就这样闲庭信
步，我不禁思绪万千，记忆中的童年
经历和现在的幸福美满在脑海里不时
浮现。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时代，我抬
头仰望天空，晴朗的天空美得就像一
幅画。

要想岁月静好就得有人负重前
行，从军多年的我深知军人的责任与
使命。最近，我创作的新歌《合成出
击》已经推出，我将新型陆军部队沙
场练兵的新气象和新一代革命军人的
使命与担当化作歌声，希望能够鼓励
更多的官兵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并
用生命去捍卫她。

雷兆强、程加彬整理推荐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好”
■陆军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宣传科干事 石晓丽

“加某品牌微信号，就能免费领取名
牌运动手环”“发朋友圈推广，点赞超过
50 个，就能领取新产品试用版”……面
对这些经常出现在微信中的“免费”领取
物品的信息，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
心动。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战士小王收到微信好友转发的一个
免费活动链接，说“关注某商户微信，免
费领取酷炫太阳镜，名额仅限 100 个”。
小王赶紧用手机识别二维码，关注了某
商户微信，按照微信提示的要求填写了
个人信息，提交后就显示领取成功。商户
称 3天内统一发货，3-5天到货。一周后，
小王果然收到了一个快递包裹，但是快
递员要求小王支付 39元运费，小王也没
有多想，就支付了运费，签收了快递包
裹。等快递员走后，小王打开包裹，没想
到里面是塑料的玩具墨镜，也就值一两
元钱，根本不是活动广告图片中的那款
酷炫太阳镜。发现商品有问题后，小王找
该微信商户联系，却发现微信提示对方
账号异常，消息无法发出，小王怀疑自己
被骗，随即与一同领取眼镜的微信好友
联系，发现对方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至
此，小王更加坚信这个免费领取酷炫太

阳镜的活动就是一个骗局。
战士小李的遭遇则更加令人生疑。

小李也收到了类似的关注微信号免费领
物品的微信链接或推广信息。小李连续
关注两个商户的微信号后，等填写个人
信息上传后，微信提示都是活动已结束。
小李很纳闷，既然已经结束了，还要填写
个人信息干啥啊。过了几天，小李收到很
多推销产品、保险代理、办理银行卡、贷
款服务等垃圾信息。

鉴于小王、小李的遭遇，笔者在网上
进行了查询，发现这类“免费”领取物品的
活动，大多是骗局或陷阱。一方面，个别商
户以免费领取物品为由，骗取客户高额的
快递费用，所谓“免费”领取的物品很多都
是廉价的劣质商品；另一方面，个别商户
通过活动收集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包括微
信号、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很有可能
通过非法手段提供给第三方或不法分子。

在此，笔者给战友们提个醒：第一，
不要轻易相信微信或短信中“免费”领取
物品的信息，也不要随意转发，这样可能
会泄露自己或者好友的信息；第二，对于
来路不明的快递包裹应谨慎签收，特别
是需要支付明显高于平常运费标准的包
裹；第三，不要贪图小便宜，切记天上不
会掉馅饼，即便有些小甜头，恐怕后面也
是大陷阱。

31698部队 刘 康

“免费”的馅饼，
陷阱多多

我是李茂源，现为装步五连一班
副班长。9月初，我放弃了回校读研的
机会，选择了留队，从上等兵选改为
中士。这件事让身边的战友很不理
解，很多人都说我转士官不值得，以
我的学历，回去以后完全会有更好的
发展，为何选择留在部队受苦受累？
但我想说的是：“参军报国是我无悔的
追求。”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好士兵。步兵、坦克兵、炮兵、防空
兵、通信兵、工兵、侦察兵……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部队给我提供了很多
成长进步的机会，抓住，还是放走？在
这所“大熔炉”里，我坚信成功必定属于
努力的自己。

和许多人一样，参军入伍也是我童
年时的梦想。25年前，我出生在山东枣

庄，在听着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摸
着布满弹孔的台儿庄城墙中成长，让我
从小就向往军营。父亲年轻时，因为种
种原因未能圆梦军旅，成了他一生的遗
憾。大舅和伯父都曾当过兵，特别是伯
父，曾服役于西北大漠深处，为国家核
试验保驾护航。受他们的熏陶，我的军
旅梦更加坚定。两年前大学毕业时，虽
然已经获得保研的资格，在家人的支持
下，我毅然选择参军入伍，既圆了自己
的军旅梦，也能给父亲一份安慰。

部队让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
暖。我的母亲身体有残疾，行动不便，
入伍后我一直挂念母亲的身体。那段
时间，指导员鲁晓龙找我谈心，帮我消
减忧愁、打开心结；身边战友也纷纷陪
我聊天、找我一起运动，帮助我调节情
绪，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懂得了尽忠即

尽孝的道理。我作为镇里唯一的大学
毕业生入伍战士，父母都倍感骄傲。不
久前，父母还专程来部队看望我，看到
我在部队的表现，他们很放心，希望我
能留在部队安心服役。父母的想法也
是我的想法，军营才是真男儿建功立业
的归宿。在我看来：保家卫国就是对父
母最大的孝。

部队是超越自我的舞台。披甲两
年，我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学毕业生就自
视清高，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比绝大
多数班长还大而不服从管理，始终严格
要求自己。下连后我放弃了连里安排
的文书、技师等“舒适”的岗位，主动选
择训练强度大、体能要求高的步兵专业
锻炼自己。面对身边十八九岁的战友，
我只有勤学苦练，靠着自己的努力，用
“笨鸟先飞”的办法补齐了军事素质的

短板。我的军事体能技能不仅很快跟
上了连队整体水平，最终还走在了全连
前列。
“全面打基础，行业树品牌”是我们

旅队建设的目标，全体官兵正乘着改革
强军的春风奋力前行：暖心工程沁兵
心，官兵幸福感爆棚；“老槐树”精神激
励斗志，情感高度认同；实战化训练如
火如荼，能打仗、打胜仗信念坚定……
作为旅队的一分子，身在这样的大家庭
里，我有什么理由不留下来？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在强军
兴军的路上，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建功
军营，身处时代大潮，作为大学生士兵
的我当仁不让，投身改革强军，用自身
努力为强军兴军作贡献。

李鹏飞、刘 正整理推荐，压题图

片右一为郝明明摄

我愿在梦想的舞台上绽放青春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装步五连中士 李茂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又是一年退伍时。
大学生士兵，这个在基层部队中不断焕发出勃勃生

机活力的特殊群体，在经历部队大熔炉锤炼的两年之后，
到底是选择继续留队服役，还是选择脱掉军装，回到大学
重新开始学习？

东部战区陆军有两名大学生士兵，一个是入伍前已
经获得保送研究生资格的李茂源，一个是入伍前就读于

上海某民航学院的郭宏阳，今年退伍时他们都选择了留
队选改士官。两名大学生士兵的选择，引发了官兵热议，
有对他们选择留队的不解，但更多的是点赞他们为改革
强军事业的无悔奉献。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茂源、郭宏阳作出如此抉择？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两名大学生士兵，探寻他们把火
热的青春留在部队，选择留队的心路历程——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探寻两名大学生士兵选择留队的心路历程

9月9日，即将踏入军营的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办事

处应征青年丁明宇，收到该区

人武部赠送的《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一书。新兵启程前，

魏都区人武部先后组织他们通

过集体宣誓、入伍签名、赠送励

志书籍等活动，激励新兵牢记

家乡人民嘱托，建功军营。

王根成摄

送给新兵的

特殊礼物

军报读者

官兵最亲密的朋友

“读者之友”版

投稿邮箱：

junbaoduzhe@163.com

强军网网盘：

junbaoduzhe

听爸爸妈妈讲

改革开放的故事

“听爸爸妈妈讲改革开放的故事”专栏将开设至年底，欢迎广大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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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要求有真情实感，要有故事、有思

想、有特色，字数不超过1200字。

稿件请发本版邮箱：junbaoduzhe@163.com，请注明“听爸爸妈妈讲改革开

放的故事”专栏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