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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参加××十佳评选，请大家帮
忙投一票”“我的作品入选××大奖赛，
请大家点赞”……在微信朋友圈里，经常
能看到这样的拉票请求。各种“才艺大
赛”“美食排名”甚至“宠物比美”的网络
投票，快将朋友圈变成了“拉票圈”。仔
细思量，“火热”的网络投票背后“暗流”
涌动，实在令人担忧。

很多的网络投票都要求“先关注后投
票”，这是商家借助微信营销的一种手
段。商家通过网络投票活动，以极低的成
本获取大量粉丝关注，扩大自己的影响。
这些投票基本上没有公证机构监督，随便
攒个“草台班子”就组织投票、拉票，甚至
招募投票手“刷票”，有的竟直接在后台控
制投票数。如此投票产生的“××排名
榜”“××奖项”猫腻很多，破坏了公平竞
争秩序。特别是一些商家利用这样的网
络投票结果，推销滞销积压商品或者假冒
伪劣产品，很容易误导消费者。
“帮忙投一票，再转发一下微信朋友

圈”“票都不愿意投，还是好朋友吗”……有

些人不仅要求朋友投票，还要求朋友再去
发动更多的人投票。这种几何级的“人情
拉票”，利用了传统熟人社会人际交往“重
人情好面子”的特点，导致很多人都被迫
给“朋友的朋友”去投票拉票，影响了正常
的人际交往，让网络投票成了人情包袱。

还有的网络投票根本就是不法分子
设下的骗局。一个朋友收到拉票微信：
“孩子正在参加某某书法大赛，请您帮忙
投个票。×月×日前发送××短信
至××号码。”这明显是为了骗取手机号
等个人信息。还有一些校外班、兴趣班
的评选需要提供孩子的照片、名字、生
日、学校（幼儿园）和家长手机号等信
息。如果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后
果不堪设想。某地的一位家长参加某微
信公众号主办的萌娃评选后，听信活动
客服要求支付几千元为宝宝刷票，最后
发现这个所谓的“萌娃大赛”根本没有主
办方、没有领奖地址，才知落入骗局。

笔者建议大家在参与网络投票时，
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擦亮眼睛，对那些
没有意义甚至损害社会效益的投票，应
当自觉抵制，不参与、不传播，扫除投票
过度泛滥、过度娱乐化的尴尬。

空军军医大学 李 博

警惕朋友圈投票背后的暗流

一转眼，新兵入营已近两个月时
间，新战友们已经逐步融入新集体，
在磨砺中换羽重生、历练成长。针对
新兵中容易出现的想家、遇到挫折、
网瘾难戒、过不了训练苦累关等现
象，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武部结合
回访新兵家庭，协调地方政府，发动
抗美援朝老兵、荣立一等功的退伍战
士、地方党政领导以及新兵的老师、
父母、朋友、同学等各界人士，开展
“家乡亲人送寄语”活动，将家乡亲人
的关怀、期望、鼓励和鞭策，通过书
信、音频、视频等形式，及时传送给
今年从古塔区入伍的新兵，激励他们
在投身强军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
梦想。我们选摘了其中的部分寄语，
以飨读者。

战场上没有“回

炉”的机会

亲爱的新战友们：

我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的老兵。祝贺你们经过层层选拔，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你们
到部队后严守纪律，吃苦耐劳，各
方面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为你
们感到骄傲。

可能个别新战友对部队的严格要
求和艰苦训练还有些不适应，思想上
有波动。在这里，作为一个参加过战
争的老兵，我想跟你们唠唠心里话，
讲讲我自己的战场经历。

我随部队入朝后，第一次与敌
军交战，就在交通壕里遇见一个又
高又壮的美国兵。我端起步枪用刺
刀向他刺去，他一拨便挡开了我的
枪，紧接着一刺刀刺向我的胸前。
紧要关头，我条件反射一样猛扑上
去，用尽全身力气，使出“防左下
击 ” 的 招 式 。 可 我 个 子 矮 、 力 气
小，没有挡开，他的刺刀划过我的
肚子，但我的刺刀也刺中他的右大
腿。我抓着他的枪头一脚踹到他的
裆部，趁着他倒地的瞬间，我冲上
去想再补刺一刀，他害怕了，一翻
身 扔 下 枪 就 跑 了 ， 我 缴 获 了 一 支
枪 。 战 斗 结 束 ， 我 立 了 一 次 三 等
功，肚子上也从此留下一个伤疤。
后来想想，如果之前练习刺杀格斗
时偷个懒儿，那天我就得丢命。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真
刀实枪的战场上，可没有给你“回
炉”重新训练的机会。作为一个老
兵，我最想说的就是，新战友千万要
把功夫下在平时，训练中不能偷懒，
得按战斗标准练，上了战场才能打胜
仗、不吃亏。
（抗美援朝老战士蒋庆泉给新兵的

寄语摘录）

让困难挫折变成

起跑线上的“垫脚石”

新兵同志们：

热爱国防是每一名公民的应有之
责，你们从适龄青年中脱颖而出，代
表了我区应征青年的良好形象。入营
已有一段时间了，听一些家长说，有
的新同志到了部队后，因身体和心理
上不适应，受了点挫折，就想打“退
堂鼓”；有的觉得“天天练队列、喊口
号过于枯燥单调，不是自己想要的军
营生活”。一个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
不能逃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只要逃避，就会背离了初衷，远离了
成功。凡是有作为的人，都会迎难而
上，在艰苦的磨砺中超越自我，让自
己变得成熟、强大起来，最终取得成
功。困难挫折面前，只要不自卑不迷
失，勇敢向前冲，困难挫折就会成为
人生新的起跑线上的“垫脚石”。

咱们古塔区去年有 100多名新兵奔
赴军营，不少人也经历了和你们一样
的挫折困难，可没有一个人“掉链
子”，全部以优异成绩完成新兵训练。
我相信，你们也会和他们一样坚强勇
敢，一定不会让家乡父老失望。

另外，我想告诉大家，军地相关
部门会关心你们家里的生产生活，保
证各种优抚政策及时到位，请同志们
安心服役，为家乡人民争光。
（锦州市古塔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刘占禄给全区新兵的寄语摘录）

是雄鹰，终将展翅翱翔

玉林同学：

作为你的老师，在教师节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能收到你从部队发来的
祝福，我很欣喜。照片中你崭新的军
装、挺拔的身材、标准的军礼让我震
撼并为你自豪。你说很想家，有点不
适应部队的生活，我能够理解，但也
为你着急。我上大学时也和你差不多
的年纪，也经常感到苦闷彷徨，思念
父母和家乡。但我深知，雏鹰展翅终
将翱翔天空，好男儿志在四方，再苦
再累都要坚持。

玉林，当兵是你新的人生的开
始，离开自己的小家，部队这个大家
庭会让你更加成熟。也许现在的你如
同当年的我一样，为离开家而默默哭
泣，但擦干眼泪后，你要直起脊梁，
挺起胸膛，做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军
营是你施展抱负的大舞台。

玉林，告别家乡穿上军装，你就
是国家的钢铁栋梁，愿你把爱国之

志，转化为报国之情，进而来回报父
母、回馈社会。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吴迎春

给学生王玉林的寄语摘录）

人比山高 脚比路长

弟弟：

你说由于体能差一些，训练总是
跟不上趟，离当一个好兵的梦想遥不
可及。哥哥想告诉你的是，任何人的
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量的积
累，就不会有质的飞跃。

我当新兵时，由于从小营养不
良，身体发育不好，浑身没劲，体
能训练成绩排名靠后，我可没少抹
眼泪。我的班长对我说：只要坚持
每天进步一点点，时间长了，就有
了大的进步。比如，跑 3公里，就把
前面不远处的一棵树作为目标，到
达这棵树后，再盯着下一棵树继续
跑，就这样，当超越了无数棵树之
后，你就能到达终点。我那样弱的
体质，靠着每天一点点的进步，新
兵 下 连 时 ， 训 练 成 绩 也 全 都 合 格
了。几年下来，也正是凭借着每天
的 一 点 点 进 步 ， 我 还 成 了 训 练 标
兵，在军事大比武中夺冠，荣立了
一等功。我之所以能晋升四级军士
长，退伍后被咱们家乡直接安排到
事业单位，靠的就是那股子韧劲。

弟弟，人比山高，脚比路长，所
有大的成功都始于一点一滴的积累，
没有谁能一口吃成胖子。当然，也需
要做好长远打算和具体规划，不能急
躁，要找准自己的不足，定好努力的
目标，不虚度每一天，不原谅每一天
的懒散，只要坚持每天进步一点点，
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锦州市军休二中心职工、退伍战

士冯安心给表弟王贺的寄语摘录）

把自由这片蓝天

时刻顶在头顶

儿子：

一转眼，你入伍一个多月了，你
也向妈妈抱怨过，说部队管理太严格
了，干什么都要报告。儿子，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何来战斗力？
说实话，军人相对社会上的人来说，
确实不那么自由，但这是军队的使命
和任务决定的。然而，军人的这种不
自由恰恰是为了整个国家的人民享有
自由。

妈妈告诉你：一个国家、一个社
会都要有纪律。妈妈作为一名工人，
在工厂里尚且有许多制度要去遵守，

更何况是在部队呢？
严明的纪律需要从新兵做起，从

迈入军旅第一步严起，从进入军营第
一天养成。军人不自由，恰恰是将自
由这片蓝天时刻顶在了头顶，为了全
国人民、家乡亲人的自由，再苦再累
也要挺住，也必须挺住！

自从你离家上车的那一刻起，就
意味着你已经不是一个地方青年了，
你是一名军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
汉了，你可以抱怨苦和累，但绝不要
有动摇的念头。因为，这是对你成长
的洗礼和磨炼，熬过去了，你就成长
了，就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当你真
正成为一名合格军人时，你会发现，
在纪律约束下的自由生活是幸福的、
珍贵的。

爸爸妈妈相信你，你会成为一名
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新兵姜玮航的母亲王丽红给儿子

的寄语摘录）

治好“鼠标手”，练

就“飞毛腿”

好兄弟：

初到部队，最让我担心的是你多
年的网瘾戒掉没有？网游已让你浪费
了大量的学习时间，我不愿看到它再
影响你的军旅生涯。我希望你能主动
去结交新的朋友，不要再当“低头
族”，沉迷于虚幻的网游空间。

歌德曾经说过：“谁若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便
永远是一个奴隶。”在我看来，一个人
沉迷网络也是他内心软弱的体现。只
有不敢面对现实生活的人，才会如同
鸵鸟一般一头扎进虚幻的世界中不肯
出来。火热的军营能锻造你强健的体
魄，磨炼你拼搏的意志，锤炼你令行
禁止的作风，而这一切的前提，都需
要你放下手机，走向阳光。

从你的壳子里走出来吧，我的好
兄弟。愿你敞开心扉，少与网友联
系，多与战友沟通；愿你乐观积极，
少一些“王者荣耀”，多一些团队精
神；愿你身体康健，治好“鼠标手”，
练就“飞毛腿”；愿你重新开始的生活
沐浴阳光，超越自我。你一定不要懈
怠！记住，你是一颗上膛的子弹，祖
国指向哪里，你就要飞向哪里！
（渤海大学新生朱文强给同学王玉

宏的寄语摘录）

姜玉坤、胡 斌、温 金、柏 波整
理推荐，寄语内容有删节，经本人同意
刊发

题图摄影：侯崇慧、陆文凯、焦明

锦、武 兵

合成：陈坤丰

迈入军营，你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各界人士寄语新兵摘录

在我部新兵团举行的“强军路上必

定有我”演讲比赛中，入伍前已经考上公

务员的大学生新兵张塍凌以“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为题的演讲，在新兵中引起强

烈反响。“奋斗是青春永远的底色，拼搏

是军人应有的状态”，成为新战友的热议

话题。现将张塍凌的演讲稿推荐给《解

放军报》，希望能对新兵战友有所启发。

61016部队 苏小宁推荐

亲爱的战友们，我叫张塍凌，是今年
9 月光荣加入军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的。入伍前，我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已
经考取了山东省委组织部的公务员。可
能有人会问：你有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
还要来当兵呢？这要从我的军人情结说
起。我的爸爸是退役军人，两个姐夫都
是现役军人，受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平
时也经常观看军队题材的影片，我感觉
到军人身上特有的正直诚信、刚毅坚强、
吃苦耐劳、牺牲奉献的高尚品质，深深吸
引着我，于是有了成为军人的梦想。

2014年高考时，我第一志愿填报的
是国防生，可是因体重超标没能如愿。
这对我打击很大，好像人生没有了希
望。爸爸、姐夫等人多次劝导我：“人生
需要奋斗，青春不等怂人。思想和能力
决定你未来的出路，即使不当兵，同样也
能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况且大学毕业
后还有当兵的机会。无论是在地方还是
到部队，没有真本事终将一事无成。”这
些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又重新振作起来。

大学四年，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充
实，专业学习、学生工作、业余写作等都
排得满满的，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
课余时间，有的同学在拼购物、打手游，
我大都用来学习和写作，先后在报刊、
网媒发表多篇文章。由于在学校的出
色表现，我被评为“社会实践先进个
人”，同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毕业后，经过层层考试、面试，我以优
异的成绩考取了山东省委组织部的公
务员。

上班一个多月后，省里的征兵宣传
工作启动，想成为军人的“火苗”再次在
我心中燃起，四年前的场景再次在脑海
里浮现。现在不行动，怕是以后再难有
机会了，我必须要实现自己的军人梦
想。老爸说：“想好了就去做，保家卫国
人人有责，不要留下人生遗憾。”单位有
人问我：“你进入角色很快，干得也很出
色，去部队干啥？”我把自己的军人梦想

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也很支持。当
兵终于顺利成行，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和朋友，很
多人不理解，但他们都佩服我的决定。
“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后悔，哪

怕是再苦再累，也要咬紧牙关坚持，唯有
奋斗才能结出丰硕果实。”来到部队后，
最开始的新鲜感慢慢消失，随之而来的
是每天重复的学习、训练、打扫卫生、整
理内务，既枯燥又乏味，有时累得站着都
能睡着，相比原来舒服的公务员岗位，想
想家里优越的生活条件，心里怀疑自己
的选择是否正确，一度有打“退堂鼓”的
想法。后来，连长、排长和班长都同我谈
心交流，以大哥哥的身份帮我解开心
结。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我：“部
队是一所大学校，作为新兵肯定有一个
适应新环境的过程，这头三个月就是教
会你适应的本领，等你真正融入了部队
生活，就难以割舍了。”

生命最美好的阶段莫过于青春，事
业最崇高的境界莫过于奉献。想想离家
时，自己还作为新兵代表站在武装部门
前，对着家乡父老立下铮铮誓言，我没有
理由不好好在部队干。这天晚上，我在
笔记本上写下：“选择了军人就是选择了
奉献，献身国防的信念决不能动摇！”我
心里亮了，行动也就更加自觉了。

站军姿总比别人多出半小时，练体
能偷偷给自己“开小灶”，整内务用心用
力，学习上带头冲在前。一个多月下来，
我发现自己像变了一个人，身上渐渐地
有了“兵味”，先后被评为“尖兵哨”和“学
习标兵”。面对这些荣誉，我并没有满
足，我的目标是当“训练标兵”。拉单杠
是我的弱项，尽管我拼了全力，可还没有
达到合格标准。为了迈过这道坎，我给
自己加压，坚持每天做俯卧撑练臂力，请
班长指导我拉单杠。几天下来，我平生
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肌肉酸痛的滋味，
但半个多月后，我拉单杠有了明显进步，
班长和战友们纷纷给我点赞。我暗下决
心，新兵训练结束前，一定要向团“训练
标兵”冲刺。

新时代新作为，新目标新挑战。
习主席说：“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
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
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
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作为新时
代的军人，我会牢记习主席的嘱托，扎根
军队这片热土，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实
现自己的梦想。

奋斗是青春的底色
——推荐大学生新兵张塍凌在新兵团的演讲

“读者之友”版

投稿邮箱：

junbaoduzhe@163.com

强军网网盘：

junbaoduzhe

给您提个醒

10月30日，火箭军“唱

响新时代战友之歌”主题报

告团来到某基地，与官兵分

享新时代团结友爱、传承和

发扬尊干爱兵、带兵育兵经

验，所到之处掌声与心声同

频、感动与行动共振。图为

报告团成员，火箭军“十大砺

剑尖兵”尹东(中间右)、刘建

行与警卫官兵交流。

朱 伟摄

“爱兵模范”
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