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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支持就是我前进
的最大动力

★ 下士方凌祥写给父

亲的信

老爸，您好！看到来信，是不是特别
惊讶，心里是不是在想：臭小子，居然给我
写信了！确实，我也想过给您发个微信
或者打个电话，但是您知道的，我这个人
嘴笨，就把想说的话通过书信写给您吧！

转眼，我当兵已经第三年了。3年
里，我学会了许多，也懂得了不少。记得
在家时，我告诉您我要当兵时，您嘴上说
好，其实心里很舍不得。离家的那天，我
分明看到您的眼眶红了。来到新兵连，
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说在部队好多
不适应、能不能打退堂鼓。您第一次对

我发了火，说：“你是个男人，既然选择了
当兵，就不要后悔，要干就干到最好。要
记着，你不比任何人差。”那一刻，我的眼
眶湿润了。经过努力，我不仅完成了各
项训练，而且还在年底获得了优秀士兵
的奖励。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您，您
非常高兴，用激动的声音大声告诉我要
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说话的口气简直跟
我们领导一模一样。去年士官选改，我
纠结了好长时间，还是把留队的想法告
诉了您。您依然选择支持我，说我的选
择就是您的选择。谢谢您，老爸，您的支
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我也当上了副
班长。再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在不久
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
一名预备党员。请您放心，我会牢记您
说过的话，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在
今年的比武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我在部队一定好好
干，不辜负你们的白发

★ 上等兵靳印运写给

父亲母亲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有人通知你
们有封信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好
奇，是谁写的呢？没错儿，就是你们
的儿子写的，没想到吧！其实，也没
什么大事情，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
不太善于表达，很多话都藏在心里说
不出口，幸好有书信这种交流方式。

爸爸妈妈，我当兵一年多了，其实挺
想念你们的，但是一想，不行啊，既然来
当兵了，就要把它当好，可不能给你们丢
脸。现在的我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
前我性格很倔强，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

进去，还沉迷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总之
没少让你们操心，没少让你们失望。入
伍后，一开始也不习惯，不管是训练还是
管理，都让我感觉受不了，但是看看班里
的战友们，同样是男子汉，别人能受得
了，我为什么不行？经过这一年多的锻
炼，我发现自己成熟了很多。我想说，当
兵这条路我选对了，我要一直走下去，我
要转士官，还要争取入党、立功。是不是
我的目标有点远啊，其实也不远，男人还
是要有个目标指引的！这样一来，我陪
伴你们的时间就要减少了。写到这里，
我突然发现，自己欠你们真是太多太多
了，但是请你们放心，你们养我小，我定
养你们老。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在部队
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你们的白发，不辜负
你们的期望！

题图制作：陈坤丰

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上推出很多
生肖题材的邮票、金银纪念币、贺岁纪
念钞等收藏纪念品，受到群众的热
捧。很多官兵及家人也会购买一些贺
岁纪念品，有的当作新年礼物赠送亲
朋好友，有的当作投资项目静待收藏
品升值。

现在收藏品市场鱼龙混杂，这些贺
岁纪念品发行单位众多、品种花样繁
多。很多商家在销售时，经常夸大贺岁
纪念品的升值空间，还有的利用电视购
物、电话推销、网上商城、微商等平台进
行销售。一些商家还打着“国字头”收
藏社团协会的名义制作收藏品网站和
宣传画册。消费者如果没有专业收藏
知识和金银制品鉴别能力，往往难辨真
假。

针对购买收藏贺岁纪念品，笔者在
这里给大家提几条建议：

1.对于购买生肖邮票、贺岁金银币
和纪念钞等收藏品，要保持良好的心
态，通过收藏来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

提升审美能力和留存历史纪念，不要过
分追求收藏品的价格升值，不能抱有买
了就能赚大钱的心理。

2.购买生肖邮票、贺岁金银币和纪
念钞等收藏品时，尽量到邮局、银行等
发行部门或者受邮局银行委托的商家
购买。购买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
贪小便宜，特别是面对“××银行监制”
“贵金属藏品”等一些带有迷惑性的字
眼，一定要仔细辨别。

3.购买前，最好能先做做收藏品功
课，了解掌握想购买收藏品的相关信息
和收藏知识。邮政和银行官网都有发
行的收藏品信息，一些正规期刊也有相
应的介绍。

4.特别要注意，现在有公司以高价
回购收藏品为名非法集资，利用毫无价
值或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
等所谓的收藏品为工具，声称有巨大升
值空间，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
引诱群众购买。

32144部队 陶 然

贺岁营销有玄机
投资收藏须谨慎

随着智能手机在军营有序放开使
用，手机逐渐成了官兵休闲娱乐的主要
方式。一到周末休息时间，连队里经常
静悄悄的，篮球场上打球运动的人少
了，很多官兵都抱着手机打手游或刷微
信，成了军营“低头族”。

笔者在此给各位战友提个醒：
1.长时间玩手游容易引发烦躁情

绪。手游种类繁多，很多都在营造虚无
缥缈的虚幻世界，充斥个人主义和暴力
倾向。长时间玩手游，人的精神高度集
中，伴随着血液循环加速、心跳加快，容
易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感到过度疲
劳，容易引发烦躁情绪，减少与周边人
交流，容易形成孤僻性格。

2.长时间玩手游容易造成用眼过
度，患上干眼症。很多战友由于长时间
玩手游会觉得眼睛好累好干，甚至变得
视觉模糊。由于手机屏幕上不断闪烁

的光影对眼睛造成持续的刺激，当眼睛
不停地捕捉这些光影时，会使眼睛感到
疲劳，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刺痛、流泪、
畏光等不适症状，发生干眼症。

3.加强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连
队干部和骨干要以身作则，安排好课余
时间，带头放下手游，走进学习室拿起
书本，把精力多放在提高自己的业务能
力和文化素养上。官兵也应相互督促，
相互鼓励，把休息时间从虚无缥缈的手
游世界拉回到火热的军营生活中来。

4.手游与户外活动交互进行。在
周末休息时，建议战友们适当玩手游，
多走出房间，参与连队组织的篮球、足
球、棋牌等文体活动，在运动中放松心
情，在与战友沟通交流中缓解工作压
力，不仅有益身体健康，还可以增进战
友情谊。
陆军第72集团军某特战旅 郜 健

莫做军营“低头族”
手机游戏应有度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也是
亲友之间团聚、互赠礼物的高峰期。信
息技术的发展，微信红包、手机转账、电
子礼品卡、充值点券、网购快递等等，都
成了送礼的捷径。

临近春节，有的家长、战士也想通
过微信红包、电子礼品卡等形式给干
部骨干表达一下“心意”；有的干部骨
干为了沟通感情活跃节日气氛，经常
在微信群里组织大家发红包、抢红包；
有的官兵结婚生子过生日，其他战友
也习惯利用微信红包随份子送祝福。

我认为这些“红包”形式都不值得
提倡。战友情是在一起摸爬滚打、同甘
共苦中形成的，是能经受得住考验的。
一个微信红包看似事小，却容易产生互
相攀比、“微腐败”等诸多问题，损害的
是官兵切身利益，腐蚀的是战友纯洁感

情，助长了基层不正之风，影响了部队
凝聚力和战斗力。

春节到来之际，笔者要给广大官兵
提个醒：

1.战士或家长以各种名义给干部
骨干发的微信红包，都要及时拒绝，不
要随意点开。

2.官兵之间互相随份子发红包的
风气，各单位主官一定要及时遏制，严
格把关。

3.干部骨干要带头，不要参与或组
织官兵在微信群开展发红包、抢红包等
活动。

4.干部骨干要特别警惕那些美其
名曰“给孩子压岁钱”、用快递寄“家乡
土特产”等变异的“红包”。

武警金华支队执勤五中队 洪振

侯、何博帅

警惕过节“微腐败”
乱发“红包”不提倡

1月27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陆航旅召开空勤家属座谈会，集中介

绍空勤人员日常工作、空勤子女入学、家属随军、困难救济等情况，组织

空勤家属参观军营，使空勤家属真切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图为飞

行员马存与来队过年的妻子女儿在战机前拍摄全家福。

张欢朋摄

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

径。过去，无论人在何处，写一封

家书、报一句平安，就可化解千里

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宽

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

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

贵。如今，联系方式多种多样，对家

人的思念可以系于电话、微信等。

诚然，科技的进步缩短了与亲情的

距离，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都可

通过电话微信表达。家书被称为“最

温柔的艺术”，家书文字所独有的天

然优势始终未曾改变，甚至随着时代

的进步体现得更加明显——手写的

家书“见字如面”，可以更亲切、更

生动、更直白地说出那些心中想说

的真情告白。

春节前夕，陆军第 71集团军某

旅装步十连发动官兵回归传统，开展

“过年了，给远方的亲人写封信”活

动。一封封或长或短的家书中，官兵

们通过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亲人的

思念与祝福，与亲人分享在军营的成

长与收获。我们征得官兵同意，摘选

其中部分家书推荐给 《解放军报》，

感谢一直以来默默支持我们的亲人。

戴永洋、程国庆整理推荐

过年了，给远方的亲人写封信

春节前夕，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装步十连战士（从左到右依次为：罗小松、肖

磊、罗彬、金沛宇、楚春林、王晓东、张浩岚、韩峰）相约给爸爸妈妈敬个军礼拜年。

戴永洋摄

敬礼，给爸爸妈妈
拜年啦！

当兵这几年，我慢慢
理解了你们的不易

★ 下士周清成写给爷

爷奶奶的信

爷爷奶奶，还记得，第一次给你
们写信是在新兵连。转眼，我当兵
都快五年了。近五年的时间里，在
连长指导员的关心下，在班长和战
友们的帮带下，我顺利留队转了士
官，入了党，还当上了班长。说起
来，这个过程真是不容易，好几次
我都想放弃，可是一想到你们含辛
茹苦把我拉扯大，我就觉得自己浑
身充满了力量。

爷爷，我一直记得小时候跟您去镇
上赶集的情景。每次，您都会给我买一

份水饺，看着我大口大口地吃完，您脸
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有一次，我问您为
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您笑着说：“我不
饿，待会儿再吃。”年幼的我相信了，后
来我才知道，您不是不饿，而是舍不得
吃，把好吃的都留给了我。

奶奶，我知道您一直担心我，怕我
在外面吃苦受累。入伍离家那天，车子
已经启动了，我看见您一边挥着手，一
边抹着眼泪。后来听家人说，您一直等
到车子走远看不见了，还在路边站了很
久才回去。

还有好多和你们在一起的情景，都
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当兵这几年，我
慢慢理解了你们的不易：你们年轻时养
育了我的父亲，年老时又养育了我，此
情此义，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祝愿爷
爷奶奶健康长寿，今后我要好好孝敬你
们，也让你们享受享受。

千万别把身体累垮
了，养家的担子交给我吧

★ 下士邓文晓写给母

亲的信

妈妈，上次休假回家见到您的第一
眼，我哭了，分别才两年，您的头发就白
了这么多。不瞒您说，当兵这两年，我
在部队吃了不少苦，再苦再累我也没有
流过眼泪，但是看到您的那一刻，我这
心里难受啊。妈妈，您辛苦了！

前几天和家里通电话，他们告诉
我，您每天都上两个班，白天一个，
晚上一个，经常凌晨两点多才回家睡
觉，早上八点又要起床。我听了，心
如刀割，您都五十多岁了，身体怎么
能吃得消呢？可是每次我劝您，您都

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身体硬朗着呢，
不用担心。如果我接着问，您就干脆
告诉我，再干几个月就不干了。我知
道，您又在哄我，以您要强的性格，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说来也奇怪，也许是遗传了您不
服输的基因。来到部队后，不管训练
多么辛苦、管理多么严格，我都不怕
苦不怕累，也很受连长指导员和战友
们的喜欢，大家都说我“能吃苦，是个
好兵苗子”。今后，我还会继续努力，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一
名合格的军人，让您以我为荣、以我
为傲。

妈妈，请您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
再每天上两个班了，千万别把身体累垮
了。我现在的工资收入也不错，养家的
担子就慢慢交给我吧。您老已经操劳
几十年了，就好好享享清福吧！

部队就是有这样的
魔力，让一个社会青年脱
胎换骨

★ 上等兵曹展铭写给

父亲的信

老爸，好久不见！上次，您来部
队看我，因为时间紧，也没有带您去
看看琅琊山和醉翁亭，想起来还有点
小遗憾呢！我知道，您是个坐不住的
人，总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可是年
轻时因为照顾家庭和孩子，未能如
愿。小时候，我还悄悄地立过一个志
向——当一名导游，带您游遍祖国的
大好河山。哈哈，您不知道吧？结
果，我没有当成一名解说祖国大好河
山的导游，而成为一名保卫祖国大好
河山的军人。如今想来，这也是一种

奇妙的缘分。
老爸，谢谢您！年少时不懂事，总

是调皮捣蛋，还学会了抽烟打架，成了
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坏孩子”，但您从来
没有放弃教育我，还经常在朋友面前骄
傲地说：“这是我儿子！”到部队以来，我
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终于明白了您常
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
的道理了，也懂得每个军人都应该担负
起属于他的责任。我的身体也变得强
壮了，完全可以保护您了。上次打电
话，您不是也说，当兵后我好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

是的，部队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几年
下来，能让一个社会青年脱胎换骨，变得
更加优秀。可能，这一年多的时间还很
短，我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始
终在不断学习，努力改掉不足，让自己变
得更优秀，让您自豪，然后一脸骄傲地向
别人介绍我：“这是我儿子！”

儿子真的长大了，知
道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
担当

★ 上等兵彭程虞写给

父亲母亲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当兵以来，我已
经给你们写了好几封信了，但是都没有
寄出。这次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对你们的思念与日俱增，所以我决定
把这封信寄给你们，就如同我飞到你们
的身边，陪伴你们过年。

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我知道
一个人要想长大，就要独自面对人生路
上的风风雨雨，而离别便是其中的第一
条河、第一座山，必须想方设法跨过去，
这也是我当兵之后才慢慢领悟到的。

部队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忙起来很

忙，让你无暇顾及其它，“两眼一睁，忙
到熄灯”是最真实的写照。闲下来时，
也有很多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也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慢慢思考以前
不曾想过的问题，想起你们的良苦用
心，为了我的成长成才，不得不忍痛割
爱；想起你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把最
好的留给我。为此，去年母亲节时，我
专门给妈妈挑了一件喜欢的衣服，虽然
妈妈嘴上说“不用不用”，但是我从电话
中听到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妈妈还
说，儿子真是长大了，知道体贴父母
了。我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眼里早已
噙满了泪水。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对我参军
一直是心存顾虑的。但是我想说，请你
们放心，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向你们证
明，你们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
他真的长大了，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肩上
的责任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