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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兵战友：

首先，我怀着一颗无比崇敬的心，
向所有老兵班长们表达由衷的敬佩。
对于你们的了解，大多都是通过新训
班长们的日常言谈获得的。每每听新
训班长讲述你们的英雄故事，我都会
竖起两只耳朵，生怕错过了某个精彩
的桥段。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得知你们从陆
军“精武-2018”军事比武竞赛的战场载
誉而归，勇夺陆军总评第一名；我得知
你们紧盯训练急需研制的“草根发明”
拿了军队科技进步奖；我得知你们为了
练就过硬本领，轻伤不下训练场，流血
流汗不流泪……

你们训练是那么刻苦，工作是那
么出色，成绩是那么突出，一个个生
动的故事深深感染触动着我，我默默

地告诉自己，我也要像老兵班长们一
样，训练猛如虎，工作标准高，争当尖
子兵！

如今，我们就要下连，成为连队战
斗集体的一员，突然感觉肩上的责任和
担子重了起来。能不能像你们一样，传
承好战斗精神，为连队建设添砖加瓦，
为部队战斗力提升贡献力量，将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考验和难题。

不得不承认，和你们相比，我们确
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作为陆军首
批“先训后补”的新兵，前后 6个月的入

伍基础训练和专业基础训练让我们掌
握了一些本领，但还远远达不到优秀战
斗员的标准。

虽有差距，但我们更有信心和勇
气。未来，我们会以你们为榜样，扎实
勤奋苦练，虚心请教学习，团结互助友
爱，一步步地向你们靠近。也希望在以
后的生活中，你们能在训练时多批评帮
带，在日常养成中多拉拉衣袖，在待人
接物上多指点迷津，期待我也能成为下
一个你！

新兵 赵建淳

徐水桃、韩 玄、特约记者康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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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你，英雄老兵由我接任

童年时期，我生活在一个海边小
城的部队大院里，我的父亲是一名飞
行员，在那里经常能看见战鹰从空中
呼啸而过。年少的我，曾无数次追逐
着翱翔在蓝天的战鹰。无数个夜晚，
是那战鹰的轰鸣声伴我入眠。

父亲的时间大都献给了他热爱的
飞行事业。当时的我，还无法真正体
会母亲对父亲的思念与牵挂，直到有
一天，我嫁给了你，成为一名飞行员
的妻子。

从执子之手的那一刻开始，不知
不觉我们已经走过了十来个年头，可
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却屈指可数。
为了你的飞行事业，我放弃了自己喜
欢的职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因
为飞行任务繁重，你一周往往只能回
家一两天，有紧急任务时，十天半个
月回来一次是家常便饭。虽然同在
一个城市，我们却过着咫尺天涯的生
活。赶上部队转场驻训，你更是经常
一走就是三四个月，每次团聚的时光
都是那么弥足珍贵。

好不容易盼到你休假了。那次，
你拉着我的手走在湘西凤凰古城的城
墙上，夏天的风吹着我的衣裙，午后的
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脚
下是缓缓流动的沱江，身旁是青翠欲
滴的群山，一切像画一样美好，让我如
痴如醉。那一刻，我真希望你可以这
样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可短暂的
假期过后，你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身在异乡，最害怕的便是孤单。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独自站立在窗
前，望着万家灯火，守候着你的归来；
身在异乡，最无助的事情就是生病，记
不得多少次生病，你不在我身边，但我
又怕影响你飞行不敢告诉你。

自从嫁给了你，我习惯了一个人

去面对家庭生活中的琐碎冗杂，习惯
了所有困难都自己扛。我爱上了查看
天气预报，有时候一天刷几十次手机
也不觉得烦，每一次天气变化都牵动
着我的心。

我知道，飞行是一个高风险职
业，需要飞行员全身心地投入，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我知
道，你非常热爱飞行事业，更知
道，你为此付出了很多。那年，婆
婆突发疾病入院，当时你正在执行
飞行任务，一时脱不开身。当我们
赶回家中时，你与母亲已是天人永
隔，你跪在母亲的灵柩前泪如雨
下，我第一次看见铁骨铮铮的你哭
得像个孩子一般！

无论何时，我都愿意一直陪在你
身边，默默地支持你。你守护着祖国
的碧海蓝天，我守望着你。不管你飞
得多远，黑夜里的那盏灯，是我等你
归航的牵挂。

作为一个听着战机的轰鸣声长大
的孩子，父亲是飞行员，自己长大又
嫁给了飞行员，身边不少亲朋好友都
不理解地问我：“你母亲的辛苦，你
深有体会，为什么自己又选择了飞行
员？”每次被人这样问起，我都笑而
不语。可有一次你也这样好奇地问
我，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很认真地看
着你的眼睛说：“其实我和你一样，
对祖国的碧海蓝天同样爱得深沉！”
“望天族”，这个浪漫的名字背

后，饱含了坚守与奉献。我们也有着
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怨无悔地把
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无比
崇高的飞行事业！

沙凌云整理推荐，已征得本人同

意刊发，内容有删减

黑夜里的那盏灯，
是我等你归航的牵挂

■李芊卓

不久前，我们有位同事的银行卡信
息被盗了。令人奇怪的是，银行卡一直
在同事身上，没有丢失，也没有外借，
信息更没向外人透露，可银行卡里的余
额、最近详细交易记录、持卡人姓名甚
至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全被人读取了。要
不是公安机关抓住犯罪嫌疑人，上门来
核实情况，同事还蒙在鼓里，不知道银
行卡信息被盗了。虽然银行卡里的钱没
被盗取，但也着实让人惊出一身汗，银
行卡的余额、消费信息及身份证号码的
泄露，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么，同事的银行卡信息是如何被
盗取的呢？通过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侦
查，又调取观看了事发现场的监控视
频，发现原来是同事外出购物时，犯罪
嫌疑人在他身后假装打电话，犯罪嫌疑
人虽然没与同事有任何的身体接触，只
是在同事身边逗留了短短的几秒，就用
隐藏在身上的大功率 NFC 芯片接收
器，偷偷地盗取拷贝了同事身上的银行
卡内的数据信息。

根据办案人员的介绍，我们又查
阅相关资料，这种 NFC 芯片接收器，
是一种新兴的近场通信技术设备，它
可以在一定距离内进行数据交换，是
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 （RFID） 及互
连互通技术整合演变而来，通过在单
一芯片上集成感应式读卡器、感应式
卡片和点对点通信的功能，实现信息

数据获取，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较为广
泛。比如，现在市面上销售的智能手
机，几乎都装有 NFC装置，可以用来
实现手机支付、身份识别等功能。

随着 NFC 技术在生活中的大量使
用，人们使用手机和银行卡支付也越来
越多，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银行卡信
息安全呢？

一是建议大家日常保管好自己的
银行卡。针对 NFC芯片接收器穿透能
力不是很强，遇到金属物体信号基本
无法穿透的特点，可以把银行卡放在
专门的卡包卡盒内，这类卡包卡盒里
有一层薄薄的像锡纸一样的金属材
料，会屏蔽卡上的信息。或者是干脆
用锡纸、薄铁皮之类的金属包裹银行
卡和身份证，防止 NFC芯片接收器盗
取卡上信息数据。

二是建议大家在使用银行卡时，不
要脱离自己的视线，尽量开通银行卡账
户变动的短信或微信提示，随时掌握银
行卡余额等信息。

三是建议大家在使用智能手机的
NFC 功能时，尽量通过安全可靠的软
件市场下载安装 NFC 支付类应用软
件，不要随意安装路边或网上陌生人推
荐的 NFC支付类应用软件，防止手机
因被植入病毒而泄露个人身份信息和银
行卡信息。
辽宁省锦州军分区 院树峰、姜玉坤

请给你的银行卡装个“防护栏”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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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陆军部队又迎来一批“00后”新战友，他们刚好赶上陆军
新兵训练全面推开“先训后补”模式，新训时间由3个月延长到6个月。

转眼间，6个月的新训生活已经结束，下连在即，新兵们的心态
有哪些变化？3月下旬，陆军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新兵营开展“下

连前，我想对你说”活动，让新兵给家人朋友写一封书信，谈谈自己
的成长经历，聊聊自己的军旅打算。我们选择其中 4名新兵写给家
人朋友的书信，推荐给解放军报，和大家一起感受“00后”新兵拔节
成长的心声和豪迈宣言。

每一个伟大壮美的事业，都饱
含着无数人的默默奉献。每一个叱
咤海天的飞行员身后，也都有一个
平凡的她，深情守望、默默等待。当
战鹰划过天际，她们总会抬头望向
天空，目光追随着远去的战鹰。她

们有个浪漫的名字——“望天族”。
本期刊发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飞行中队长严军的妻子李芊卓的故
事，她深情的讲述表达的是对军队
的热爱、对军人的支持，拨动着官兵
柔软的心弦。不负韶华 建功军营

—推荐陆军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4名新兵写给亲友的书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再过几天，我就要正式成
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成为战斗连
队的一员了。我格外地开心，要把这个

好消息告诉你们。还记得去年刚报名
参军时，你们对我的选择充满不解，放
着好好的大学不上，为何要去当兵？但
当你们听我说起，如果不当兵将会是我
一生的遗憾时，你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
择支持我。

到部队后，我终于开始了你们一
直希望我过上的规律生活。每天早睡
早起，按时吃饭、训练和学习。说实
话，这种生活对于一向散漫的我来说，
真的很不适应，刚开始的那一个月，我
每天都度日如年，我的心里也打起了

“退堂鼓”。
但当兵是我自己的选择，想到我对

你们的承诺，“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
要走完”，我咬牙坚持了下来。在这里，我
学到了在家里和学校都学不到的东西，我
学会了坚持，三公里跑从刚入伍时的 17
分钟不及格到现在的 12分钟优秀；我懂
得了纪律，从最初的练队列经常冒泡到练
就了挺拔的军姿；我收获了战友情，结识
了一群摸爬滚打的好兄弟……

青春不苦不累，怎会有滋有味？正
是在这 6个月里所吃的苦、受的累、遭的

“罪”才磨砺出此时此刻的我，一个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现在的我就是这样一
次又一次从磨炼中成长。

经过半年的历练，我的身体更加
强壮了，思想也更加成熟了，我也不再
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了。马上就要分
到战斗连队，迎接我的将会是新的环
境、新的战友和新的挑战。但我对自
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在这里我再次向
你们做出承诺，下连以后，我一定会遵
守各项规章制度，加倍努力地刻苦训
练，学习军事理论，钻研军事技能，遇
到不懂的问题时，虚心地向连队的老
兵请教，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不断提
高自己，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
不辜负你们的期望。请你们等待我的
捷报！

新兵 杜刘进

承诺你，始终保持冲锋姿态

亲爱的同学们：

自我携笔从戎奔赴火热的军营至
今，我们已经阔别 6个月有余。来到这
里后，我们之间联系的次数变少了，通
话的时间变短了，但我仍能够感受到那
种同学间的情谊。

每次联系时，你们都会问我“过得好
吗？还适应吗？和新战友相处得怎么
样？”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们：我
的这些新战友个个都很好。当初，刚刚
离开学校来到军营，我是有百般的不适
应，每天夜里都会梦到校园生活的点
滴。但如今，我和战友一起经历了 3个
月的入伍训练、3个月的专业训练，我们
一起扛枪、一起流汗、一起拉练，我们一
起摸爬滚打、一起吃苦受累、一起互帮
互助，我在这里又收获了一份真挚的战
友情谊。

你们曾问我，“很苦很累吧？严格的

军营生活是不是很枯燥？”现在，我可以
肯定地回答你们：军营的生活是有声有
色的。也许在你们的印象中，军营的生
活就是直线加方块，但我要说这仅仅是
表象。6个月的新兵生活里，我每周都进
行理论学习，每天都进行军事体能训练，
练就了一副好身板；我每天都进行军事
技能训练，练习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的能
力……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
子。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们，
军营生活有苦有累但更有声有色，我很
庆幸自己的青春能拥有这一抹绿色，这

段不一样的迷彩青春必将是我人生最
宝贵的财富。

亲爱的同学们，请你们不必为我
担心。如今身处军营的我，在历经 6
个月的“淬火”后，无论是身体还是思
想，都完成了由一名地方青年向一名
合格军人的蜕变，我在这里真正得到
了锻炼，收获了成长，下一步我也必将
在军营这个成长成才的康庄大道上阔
步前行，向着心中的那个梦想继续拼
搏。同时，我还想对你们发出我内心
最诚挚的邀请，希望你们在未来也能
够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

来，我们共同担负起强军兴军、报效祖
国的重任！

我在这里等着你，多彩的军营请你
入列！

新兵 李 杨

欢迎你，多彩军营请你入列

尊敬的新训班长：

你好，第一次见面时，看着你潇洒
挺拔的身姿和领口上带枪的军衔，我的
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你鼓励我说：“好

好干，将来你也会有的！”
当时我就定下目标：当兵就要当好兵。
但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体

型稍胖，入伍不到 2周，我的训练成绩就
在班里垫了底。

眼看着自己输在了起跑线上，性格要
强的我越来越急。三公里跑摸底考核，尽
管我拼尽全力，仍然没能及格。失落和无
助一齐涌上心头，我害怕自己的军旅生涯
就这样一直失败下去，不知道接下来的日
子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把委屈藏在心底，但你还是发现

了我的秘密。你告诉我说，凡事不能急
功近利，只有正视自身不足，尽快弥补
差距，才是一名好兵。你为我制定了专
属训练方案，结合训练经验，传授“30秒
极点突破法”“两步呼吸法”“滚动式着
地法”等训练技巧，对我提高跑步成绩
有了很大帮助。

班长，你还记得吗？你为我纠正错
误的据枪动作，我俩趴在冰冷的草地上1
个多小时，冻得满脸通红，那一次我明白
了，成功没有捷径，只有比别人多付出。
第一次野营拉练，你细心地帮我挑脚底

的水泡，并鼓励我军人永远不要放弃，当
兵要有点英雄气。简单的卧倒动作，你
一遍遍伏地教学，从你身上我学到了把
简单工作干出精彩的道理……

虽然训练中你对我们“不讲人情”，
但是你对我们越严格，我们跟你越亲
近，我们知道你所做的都是为我们好。

在新兵结业考核中，我被新兵连评
为“训练之星”。看着自己胸戴大红花
的照片贴上“龙虎榜”，我第一时间拉着
你来合影，你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腾，不遇着

岛屿和暗礁，就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6个月的新兵生涯正式结束，但是“当一
名好兵”的初心早已在我内心生根发
芽。感谢班长，带我走好军旅第一步。

新兵 黎富生

感谢你，无悔军旅领我入门

3月29日，火箭军某部通信一

连开展趣味游戏活动，让官兵放松

身心，缓解训练疲劳。

周雨波摄

趣味游戏
放松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