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上等兵胡一凡在刻苦训练。他相信：只要坚持拼搏，总会迎来人生中的一次次跨越。 陈浩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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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璐、尼都塔生、张磊、刘飞、李保

国、翁春芳、吴勇、肖立权、李玉峰……八

一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联合发布 9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

一个个普通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个

与梦想有关的故事。处突维稳的忠诚卫

士、矢志创新的科研专家、扎根高原的一

线带兵人……他们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凡

的贡献，在逐梦强军路上彰显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本色。

发布仪式上，一张张自信、刚毅、

坚韧的面孔，如同一支军队的“封面”，

向人们诉说着新时代的强军故事。当

我们走进故事深处，便会发现幕后还

有无数平凡的军人在默默奉献、矢志

坚守。

前不久，陆军某部10名女坦克手的

故事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最美当代

花木兰”的坦克车长刘姝杉，从小向往军

营生活，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在风沙弥

漫的练兵场追逐自己的梦想。在这些女

坦克手的心中，“驾驶坦克驰骋在风沙中

的身姿，是最美的自己。”

平凡的面孔，不凡的梦想。走近这

些最美军人，也就走进了中国军队的“日

常”。他们铿锵前行的步伐，在奋斗的征

程上勾勒出梦想的轨迹。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为一个普通

战士题词，雷锋这个名字从此与共和国

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紧紧联系在了一

起。时代见证，即便是平凡一人、普通一

兵，也能在人民军队成长的道路上留下

巍峨的身影。

进入新时代，那些在平凡岗位坚守

的人同样被人敬仰。王继才，一个普通

民兵，并非从事惊天动地之业，并未立下

惊天动地之功，却以一种坚守诠释了不

平凡的人生价值。

在人民军队的队伍里，平凡的英

雄恒河沙数。他们如点点星光，为更

多人照亮奋斗的前路。当我们审视他

们的面孔，走进他们的世界，便会发

现，平凡人的故事闪耀着时代光辉。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当

代花木兰”“排雷英雄战士”……透过

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热词，我们看到，

新时代军人的梦想正在强军兴军的征

程中绽放。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平

凡的你我，才筑就了中国梦、强军梦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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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不会轻而

易举地在理想的“轨

道”上实现

胡一凡的人生仿佛陷入了“死循
环”。当指导员廖俊杰告诉他结果后，
失落的痛又一次“砸”在他身上。

年初，他满怀信心备战军队院校招
生考试。本以为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
契机，不承想在距离考试 10 多天，他
“栽”倒在档案审查上。

“一凡，当年你是中考直升大专，
未参加高考，不符合考学要求，所以不
能参加这次考试……”听着指导员廖
俊杰的话，胡一凡只觉得脑子里一片
空白。
“仿佛一场排练已久的演出，还没

有等到上场，就提前落幕。”对大多数考
学的基层战士来说，日常执勤训练工作
不能耽搁，能挤出时间来学习实属不
易。不能参加考试的消息对胡一凡无
疑是“晴天霹雳”。

说起胡一凡这份执着与刻苦，中队
参与深夜执勤的战友都深有感触，“进
门第三张桌靠窗一侧，每晚都有个身影
雷打不动地坐在那儿。”在考试前 100多
天里，胡一凡争分夺秒地备战。
“不经历风雨，怎见得彩虹，没有

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正如歌词所
言，梦想，不会轻而易举地在理想的
“轨道”上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之
间的落差，在胡一凡的人生不是第一
次上演。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电影《战狼 2》
创造了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同
时也掀起了众多青年的参军热潮。“出
了电影院就去了人武部。”胡一凡便是
如此。
“到部队具体干些啥”“自己去了能

不能行”……从点开“全国征兵网”的那
一刻起，胡一凡就在手机通讯录里扒出
那些参过军的同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
打听部队的“神秘”生活。

2017 年 7 月 30 日，离自己穿上军
装还有 43 天的日子，胡一凡早早蹲在
电视机前。9时，千里之外的朱日和训
练基地，正在举行庆祝建军 90 周年阅
兵活动。

看着一排排受阅官兵步伐铿锵，震
撼的场面一次次隔着屏幕，撞击着这个
热血青年的心。他仿佛看到了 43天后
的自己，“在部队活出自己的精彩，才是
年轻人该干的”。

然而，当丰满的理想撞上现实的骨
感后，一切都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精彩。

枯燥乏味的队列训练、整理不完的
内务卫生、各种各样的平凡琐事，甚至
连“出门上厕所都要报告班长”，胡一凡
感到了无处不在的约束。
“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抵达终

点。”胡一凡咬紧牙关，熬过新兵连的不
适应。下连第二个月，恰逢支队为新组
建的特战中队挑选新人，当特战尖兵的
梦想让他跃跃欲试。本以为能大显身
手，最后他却惨遭淘汰。

对胡一凡这样普通士兵而言，两年
的军旅生涯，梦想掀起过波澜，但又迅
速沉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让他
们有些低沉，甚至一度感到彷徨，“这难
道就是我要的生活吗？”

他 第 一 次 意 识

到，平凡原来可以如

此熠熠生辉

想起屡屡落空的愿望，胡一凡觉得
自己是个“loser”（失败者）。

7 月初，支队人力资源部门组织
2019 年度士兵留队意愿摸底。特战落
选、考学失败的经历，让他对留队有些

信心不足：“想继续留，但又怕依旧一事
无成。”

越是平凡，越见初心。当胡一凡
还在纠结自己留队与否时，一个平凡
英雄的故事正温暖人们心头，成为最
硬核的正能量。95 岁老兵张富清 60
余年深藏功名，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埋头苦干，用平凡坚守释放出非凡力
量。

榜样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审
视自己，胡一凡第一次意识到，平凡原
来可以如此熠熠生辉。的确，不执迷于
“已失去”和“未得到”，在平凡中努力坚
守，是另一种不平凡。

事实上，那些熠熠生辉的荣誉，胡
一凡从小就印象深刻。他记得一进家
门，就能看到墙上挂着一个陈旧的木
制相框，里面整整齐齐地嵌着几枚奖
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淮海战役纪
念 章 ”“ 独 立 自 由 奖 章 ”“ 解 放 奖
章”……这些奖章，是胡一凡爷爷最珍
视的荣誉。

如今，爷爷的这些荣誉，成为胡一
凡前行的动力。
“ 认 准 了 目 标 ，就 要 为 此 去 拼

搏。”家人的支持也让这个打退堂鼓
的兵转变了想法，他誓要在墙上的那
个相框里，添上一枚属于自己的军功
章。

部队有着神奇的魔力，总让你有闪
光的那一刻，因为它不曾放弃过每个
人。除了家人的鼓励，来自部队战友的
关心也让他倍感温暖。

指导员廖俊杰知道他无法参加考
试后，想方设法对他开导，让他重拾信
心。“人生的路有很多，如今部队的舞台
足够宽广，容得下你的梦想。”战友们闲
下来也会找到他，一同坐在营区的台阶
上聊一会，安慰他“放平心态，是金子早
晚会发光”。

正如《士兵突击》里“不抛弃不放
弃”给人的感动，那些“与汗水相伴的日
子”和“摔倒了一定会有人拉你一把”的
战友情，是他们特有的真情，也牵住了
老兵不想走的念想。

在大家的帮助下，考学梦的失落
在胡一凡的生活里渐渐淡去。和两
年前一样，今年夏天这个平凡的年轻
人又面临着选择，这一次依旧是“军
营”。

哪怕在平凡的世界里，也要留下一
抹亮色。撕下“loser”的标签后，胡一凡
面临的是为期 3个月的预提指挥士官集

训，他和所有留队转士官的战友一同加
钢淬火，盼望在军旅生涯的又一个阶段
遇见更好的自己。

只有足够坚持，才

能在下一刻与梦想不

期而遇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在笔记本的扉页上，胡一凡留下
这样一行字。在他看来，2019年的这句
流行语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人人逐梦的
伟大时代，谁都不能辜负这样的时代。

眼下，选择在军营继续追梦的胡一
凡，脑子里想的最多的就是，让自己在
各方面更强一些。他希望自己将来成
为一名好班长，带上几个新兵，给他们
讲讲老班长的故事。

时代眷顾着每一个追梦人。胡一
凡始终记得，去年武警部队第二届“巅
峰”特战比武竞赛，武警浙江总队的参
赛选手赵战胜，凭借个人全能第一，成
功站到了梦想的“C位”。作为服役 5年
的特战队员，此前他身上的标签平凡又
普通。

一等功、二等功、“武警部队十大
标兵士官”、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
奖……在总队发起的学习比武标兵活
动中，这些身边榜样取得的荣誉勋章，
对那些还在逐梦奔跑的“胡一凡们”而
言，无疑是最有力的激励。在这个追
梦时代，更多平凡士兵一步步朝着自
己的梦想前行。

机动二中队下士周新程和胡一凡
同在集训队，本是卫生员的他即将进入
服役期最后一年。在集训队，和那些
“两道拐”的上等兵相比，挂着士官军衔
的周新程显得有些“突出”。大多数战
友觉得，技术岗位上早已轻车熟路的周
新程，此时选择集训并非“明智之举”，
有人质疑他“老同志了，还来凑热闹”，
也有人好意劝阻别“自讨苦吃”。

再平凡的人，他的每一次努力都
值得喝彩。从别人眼中相对舒服的
“后勤兵”蜕变成摸爬滚打的指挥专业
士官，周新程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也
不畏惧要迈过几道坎，他只想挑战一
下自己，“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
么分别。”
“不懂组织指挥，甚至连一个口令

都下不好，那一定是当兵生涯最大的遗
憾。”集训队组织的一次交流发言上，周
新程说出了他参加集训的缘由。坐在
台下的胡一凡听得格外专注。那一刻，
他看到这个“另类”老兵的眼中闪烁着
梦想之光。

闲下来的时候打开手机，“知乎”是
胡一凡使用频率最高的 APP。他的账
号里收藏着一个热门话题：“人为什么
一定要有梦想？”在诸多的评论回复中，
有这样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平凡人的
举动在时代巨变中尽管显得微小，但他
们每一次逐梦前行所散发出的星光，能
点亮这个璀璨的时代。

无论是特战比武夺冠的赵战胜，还
是只为不留遗憾的周新程，抑或想当班
长、带好兵的胡一凡，在这些心怀梦想
的士兵们看来，能够坚持梦想、实现人
生价值，真的很酷。

梦想并不遥远，只有足够坚持，才
能在下一刻与它不期而遇。

那些不甘平凡付

出的努力，才是人生中

最不平凡的事

“8营×连×排×班”，说起新兵连
的番号，胡一凡能不带任何停顿地脱口
而出。

他常常回忆起第一次进新兵班的
场景：“宿舍一楼楼道走到底，进门第三
张床上铺，就找到了有自己名字的标
签。”

初进军营的新兵，都不可避免地度
过一段磨被子的经历。胡一凡记得当
时发的被子过于蓬松、遍布皱纹，捋平
叠齐并不容易。班长让他们用方凳在
铺开的被子上反复磨压。这个重复单
调的动作，挤满了新兵大部分的空闲时
间。他们有时抱怨，“磨来磨去有什么
意思？”

事实上，每个人都急着把被子叠
好，但打磨过程又嫌费事枯燥。回过头
来看，胡一凡对这段经历有了新的体
会，“就像被子的成型需要反复打磨，人
也是要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

现实中，大多数人渴望成功，有的
人一开始就拼命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有的人却一直站在原地猜测自己离梦
想的距离，对看似枯燥乏味的过程心

生抵触。
相比于踟蹰观望的人生，胡一凡选

择了前一种。参加预提指挥士官集训
队以来，他就希望对自己苛刻一些，让
平凡的自己在能力上不平庸。反复练
冲刺提高 400米障碍速度、在枪管吊上
装满水的水壶练射击、别人休息他就跑
到没人的山坡喊口令练指挥……每天
汗水打湿的迷彩服总是来不及换下，又
在下个课目被新的汗水浸透。

改变，在胡一凡的身上悄然发
生。他的脸被晒黑了，作训鞋鞋底也
磨破了。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幸运女神”在不经意间降临。集训第
二个月，支队组织集训人员阶段性全
课目比武，胡一凡夺得 400米障碍课目
第一名。

考核总结点评时，队列前的值班员
宣布每个人的成绩，念到胡一凡时，他
昂起头响亮地答了一声“到”。那一刻，
他第一次成为别人眼中的“尖子”。

对于一个到处都是短板弱项的人
来说，改变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训练场上的这次激励，犹如一丝
亮光，在胡一凡的人生中撕开了缺
口，让他渐渐找回自信，“自己其实并
不那么差”。

5公里课目，曾让胡一凡一想起就
头疼。“累得双手叉腰，气喘吁吁往前
赶”，这是以往他给战友留下的印象。
为了提高耐力，他在训练时穿过 10斤重
的沙背心，也戴过绑腿沙袋给自己负重
加压，甚至专门让集训队教员给自己卡
表加练。熬过那段最苦最累的经历之
后，如今的胡一凡，5公里越野成绩已排
在了集训队的优秀行列。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感觉到自己很
累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在加速奔跑了。
赵战胜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届“巅峰”
特战比武竞赛中，有一项射击课目，显靶
时间仅有 2秒，而赵战胜从准备到击发
只需要 1.5秒。这少出 0.5秒的背后，是
上千个小时的艰苦训练。为实现快与准
的平衡，他在训练中换上面积更小的头
环靶；练动作一天磨破一双手套，虎口磨
出厚厚的老茧。

即将到来的 9月，是开学季也是退
伍季，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主题。

优秀士兵保送入学的特战队员赵
战胜，将带着军校录取通知书开启新的
征程；留队晋升士官的胡一凡，也将结
束集训生活，在送别退伍战友后迎来新
的角色。

一 个 士 兵 的 平 凡 世 界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邵建国 占传远

退伍季又要到了，军营老兵们再一次站在了走留的
十字路口。

面对进退走留，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上等兵胡一
凡选择了留队，这是他当兵以来难得的一次“出名”。正
如名字一样，此前的他再平凡不过。

两年前，胡一凡带着在军营建功立业的梦想入伍，却

遇上特战队员落选、考学失利……努力的人生没能如愿。
其实，在基层部队，像胡一凡这样普通的士兵属于大

多数。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可能到退伍也没
有留下光鲜事迹、显著功勋。
“不拼一把，怎能知道当初的小草会不会长成参

天大树？”胡一凡相信军营人生的上半场是磨砺自己，

只要努力坚持，积蓄的能量会在下半场爆发。他报名
参加了支队预提指挥士官集训，再次踏上追梦的奋斗
之旅。

那些身处平凡岗位又不甘平凡的普通士兵，是奔流
不息的强军浪潮里奋进的朵朵浪花。他们每个人的小故
事，汇聚成新时代的强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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