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认命，谁都不是天

生的强者

有这么一种现象，当我们不情愿做
某件事情或遇到困难时，大都会下意识
地给自己找台阶下，顺其自然吧。心理
暗示中，渐渐失去了直面挑战的决心和
勇气。

陈鑫从军 19年来，不止一次碰到这
种事。就说去年 5月陆军“轻突奇兵-
2019”比武吧，一接到通知，陈鑫立马兴
奋起来。
“这么老的同志了，刚当营长时间不

长，年龄、专业都不占优势，就别凑那个
热闹了。”有人善意提醒陈鑫。

作为集训队里任正营时间最长的队
员，3个月后陈鑫将与陆军各单位的营
主官一较高下。在这样“高手云集”的擂
台上，陈鑫能有多大胜算？

集训没多久，一盆“冷水”就浇在
了陈鑫的头上。在此次比武中，指挥
作业是名副其实的“重头戏”。由于之
前长期工作在政工岗位，这个课目一
直是他的弱项。前几次模拟考核下
来，没人觉得陈鑫和“夺冠”能扯上半
点关系。

尽管训练节奏很紧张，但陈鑫还
是想办法挤时间，比年轻的同志都用
功。打饭排队的时候，大家常常看到
陈鑫嘀咕个不停，原来他是抓紧点滴
时间背记相关数据。集训队的同志还
发现，有时候半夜醒来，陈鑫的铺位上
还空着……

由于低血糖，在一次 14公里定向越
野备考中，陈鑫险些栽倒在地上，不少考
官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从那以后，陈鑫
迷彩服的口袋里就常常备着几颗糖果应
急，因为他不希望自己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掉队或缺席。

陈鑫对自己狠是出了名的，凡事尽
全力拼，一直做到确实没办法再做得更
好了才撒手。比如定向越野训练，他会
因为寻找某个目标点有偏差而“惦记”好
几天，直至到实地搞清楚、弄明白才肯放
过；实弹射击考核，陈鑫即使拿了“优
秀”，依然会对弹着点逐个进行分析，一
丝一毫不留余地。

陈鑫不止一次提醒营里官兵，战场
无小事，平时训练若不从严从难，上了
战场就会用鲜血换教训，一着不慎满盘
皆输。

严在哪里？细在何处？陈鑫会从
一个个环节、一个个细节的缝隙里抠。

向前的行动往往来自向上的心
动。陈鑫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陆军首届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现场，
当听到友邻单位某特战旅连长蒯威亮
剑国际赛场的事迹时，陈鑫既羡慕又感
慨。谁都不是天生的强者，就看自己努
力的程度。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比武出征

前夕，陈鑫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这样
一句话。但几乎同时，陈鑫被通知，之前
上报他营主官高配副团的计划“泡汤”
了，理由是，虽然陈鑫正营已 5年多，但
任营长年限不够。

现实与理想带来的落差，陈鑫并
非第一次遇见，这一次他依然选择坚
持。他认为，时代在淘汰人，时代也
在挑选人。在军人这个特殊群体中，
梦想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们
必须时刻准备接受组织的挑选，才能
打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晨光熹微，比武如期而至。赛场上
的陈鑫心无旁骛，拼尽全力。

多个课目获得满分，个人综合总评
分第一，其中“定下战斗决心”这一曾经
的弱项课目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这
便是陈鑫最终交出的答卷。

从“冷门”到“黑马”，陈鑫不仅战胜
了众多对手，更完成了自我的又一次超
越。

用心浇灌的种子，终会等到花开的
那一刻。站在领奖台中央，年龄相对偏

大、一脸冷静的陈鑫，格外耀眼。

自己选择的路，跪着

也要走到底

刚毕业那会儿，陈鑫从没想过自己
会以这种方式“出名”。

黝黑的皮肤，看似瘦削却有线条分
明的肌肉，他活脱脱一个“练家子”。

光看外表，你绝对想象不到陈鑫和
“电脑程序员”能有多少关联，直到发现
那 20多本压在箱底满是灰尘的专业证
书后，我们才仿佛又看到陈鑫坐在电脑
前意气风发的模样。

在军校时，陈鑫曾连续两年获得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省级赛区一等奖，并
在静态 IP 网页设计大赛中荣获特等
奖。不仅如此，他还自学考取了高级程
序员，即使在当时的计算机系，像陈鑫这
样的学员也是屈指可数。

那个时候，陈鑫就给自己的军旅生
涯定下了初步规划，毕业后到与自身专
业特长相匹配的岗位上工作，把自身的
专业优势发挥出来。

然而，新排长集训结束，陈鑫接到了
去某摩步连任排长的命令。一时间，他
有些接受不了。
“自己辛辛苦苦学的技能却无用武

之地，本以为赢在了起跑线上，却没想到
还要重新归零启航。”陈鑫越想越不是滋
味。第二天，他找到了当时负责新排长
集训工作的副旅长傅芳槐，表明了自己
的态度，希望能够在类似自动化站这种
与自己专业相符的岗位上任职。
“基层营连是干部成长成才的沃土，

无论在哪个岗位，只要肯用功，都能闯出
一番天地来。”望着那一纸命令，脑海中
回荡着副旅长语重心长的话语，陈鑫知
道这一切都成了定局。
“事不遂人愿，今后的路还长，既然

选择了军营，跪着也要走到底。”陈鑫不

甘心，更不灰心。正如每个怀揣着梦想
参军入伍的青年一样，谁都不希望自己
的军旅生涯碌碌无为。

对于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的陈鑫而
言，装备操作、专业技能等训练课目犹
如一张白纸，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陈
鑫明白，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
才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拐点实现“弯道
超车”。

从那以后，陈鑫白天缠着老班长请
教经验方法，晚上便泡在学习室钻研琢
磨，没人能想到他以前还是个计算机“大
咖”。

那段日子，陈鑫把全部心思和力量
倾注在新排长的岗位上。当其他新排长
忙着踢好“头三脚”的时候，他不声不响
默默无闻打底子。

有次连队组织四百米障碍小比武，
陈鑫输给了刚下连不久的新兵。比起
败北带来的失落，陈鑫看重的不是脸
面，而是找到导致自己落后的原因。随

后，他对症下药，俯下身子勤学苦练。
不久后，陈鑫再次发起挑战。那一刻，
老兵们都觉得这个排长不一般。

毕业第一年，适逢旅队组织“岗位
当标兵，质量排座位”军官比武。陈鑫
觉得机会来了。他又拿出了当初备考
高级程序员那股劲头，在周围人并不
看好他的情况下，最终从几百名军官
中脱颖而出，拿到了自己任职后的第
一枚军功章。他所在排也荣立集体三
等功。

不仅如此，陈鑫还利用自己的特
长为连队在当时的内部网络平台上建
立了一个专属网站。在那个智能手机
还没有普及军营的时代，它一时间成
了连队官兵娱乐休闲的好去处和学习
生活上的好帮手。

渐渐地，陈鑫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
方向，他发现，无论多平凡的岗位，只要
一直努力向前奔跑，运气都不会太差，总
有闪光的那一刻。

惰性最害人，奔跑着

就能把它甩掉

当你进入服役的第 5个、第 10个、第
15个年头的时候，你是否还能保持当初
的激情和活力？

在陈鑫看来，每一个阶段就如同一
场跋涉，心态很重要，状态更关键，必须
认真对待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工作标准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一向对军事感兴趣的陈鑫被任命为
指导员，心理上准备不足的他，抓紧时间
恶补，但常常补不到点上。比如上政治
教育课，尽管每次备课很用功，但连队战
士就是不买账。

后来他发现，这些课离战士太远了！

那段时间，陈鑫一有空就找战士们唠家
常、向兄弟连队老指导员取经。在一次次
“心贴心”的交流和躬身实践中，他渐渐明
白了当好一名指导员的“诀窍”。随后，连
队连续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他还曾参加全
军基层党的建设座谈会。

经历多了，陈鑫常常会有这种感受：
“有时候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懂得太
少，越奔跑越感觉自己值得跑。其实，风
景就在征途中。”

2018年 5月，由于部队编制体制改革
调整，陈鑫由教导员转型为合成营营长。
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步兵营，合成营编制步
兵、炮兵、通信、侦察等十余个兵种。当好
一个合格的合成营营长，谈何容易？

有人为陈鑫捏着一把汗，也有人担
心陈鑫会动力不足。毕竟，他职务原地
踏步，任职时间较长，又是面对全新领
域。然而，陈鑫又一次用行动打消了这
些“顾虑”。

拿到陆军比武的金牌就是一例。营
里大量琐碎的工作，他抓得细，落得实，
有板有眼。为了摸透合成营各类装备的
“脾性”，陈鑫从基本战法、指挥控制、后
装保障等课题入手，逐个展开研究攻关，
结合演练任务采集数据，还为旅合成营
作战训练提供了依据。

陈鑫一路走来，昂扬向上的心态、努
力奔跑的状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正如评论区里那些老兵的留言，这
么多年过去了，陈鑫就像没变过一样，始
终保持着奔跑的“模样”。

是的，惰性最害人，奔跑着就能把它
甩掉。

他奔跑的“模样”也深深影响和感染
着周围的官兵。该旅隆重举行“学习强
军思想，践行强军目标”标兵颁奖典礼，
陈凯祥和王世湧等多名同志在陆军比武
中过关斩将，荣立二等功。

和陈鑫一样，他们都来自同一个
营。从下连的第一天起，陈鑫就像一面
镜子，时刻激励着这些年轻的士兵不断
向前奔跑。
“每当看到营长拼尽全力的样子，仿

佛自己全身也充满了力量。”入伍第 6个
年头的中士陈凯祥一直有个冠军梦。从
穿上军装的那刻起，他就在不停地为之
奋斗。他说，“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就
是自己绽放光芒的时刻”。
“只有拼出来的成功，没有等出来的

辉煌。”聆听老营长的心路历程，许多官
兵感同身受。

某连下士黄毅，当初抱着考军校的
想法参军入伍，却连续两年与军校失之
交臂。那段时间，他也彷徨迷茫过，曾想
过再混个两年就退伍回家，是身边榜样
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如今，黄毅凭
借着自己的努力不仅当上了班长，还连
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官”。

通信班班长刘帅因改革调整多次转
岗，面对全新的专业，他不抱怨不气馁，
将一个个“硬骨头”啃了下来，多次在旅
里破纪录拿金牌，去年年底再次荣立三
等功。

带兵人有“模样”，他的兵同样会有
模有样。身教胜于言教，这是陈鑫最欣
慰的地方。

版式设计：梁 晨

奔 跑 者 的“ 模 样 ”
■韦旭升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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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咱老排长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么拼！”

“老指导员的学问，够我学一辈子！”

“为老教导员点赞！”

“咱营长就是牛！”

……

在一篇新媒体稿件的评论区里，我们发现了一串这样

发自内心的点赞留言。“排长、指导员、教导员、营长……”

虽然称谓不尽相同，但所指的其实是同一个人，只因官兵

与他相遇在不同的时空中。

他就是第73集团军某旅营长陈鑫。在一个个平凡的

岗位上，他用自己的方式让军旅生涯的每一天都变得充

实而有意义。

这一次，陈鑫走上了陆军部队比武的最高领奖台，再

次唤醒了大伙对他的关注。细细品味评论区那些留言，

战友们遇见的也许只是某个阶段的陈鑫，但串联起来的

脚印却是陈鑫从军19年来实实在在的成长轨迹。

当排长时，他因分配到专业不对口的连队，直接找旅

领导理论；当指导员时，也是他并不擅长的岗位，工作中

没少犯愁；后来又从教导员改任营长……一次次转岗，一

次次挑战，又一次次超越。陈鑫认准一个理，只有拼来的

成功，没有等来的辉煌，奔跑着，总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习主席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

们都是追梦人。”

梦想，从来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词

汇。当我们聊到梦想时，仿佛总有说不

完的话题。因为梦想，许多像陈鑫一样

的“追梦人”有了自己的“模样”。从他

们的身上，我们也许能看到自己的影

子，抑或得到些许启示。

梦想始于心动，更需要我们为之

付出行动。不管它多么远大磅礴、多

么壮阔浩瀚，梦想的种子都离不开汗

水的浇灌。

当起点比别人低时，我们是否有

决心和定力付出更多的辛勤与汗水；

当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时，我们是否

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和豁出一

切的勇气；当征途进入后半程时，我们

又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和拼劲来度过

“疲劳期”。

追梦若止步于幻想，那终究是个

“梦”。曾经有段时间网上兴起了“转

锦鲤”的热潮，仿佛这样“幸运女神”就

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要知道，每一次

成功都不是偶然，每一个“锦鲤”的背

后，其实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奋斗历

程。

回望陈鑫的成长轨迹可以清楚看

到，追梦的路上从来不乏挫折与荆棘，

越过它才能与梦想不期而遇。今年年

初，陆军举行了第二届“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主题便是“逐梦

强军”。从胜战刀锋亮剑国际赛场的杨

建松到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全师第一位

坦克女驾驶员马合帕丽，每一个先进典

型的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追梦故事，

他们从平凡的岗位中走来，创造了不平

凡的成绩。

历史的长河里，一代代奋斗者既

胸怀梦想又不驰于空想，既勇于追梦

又不骛于虚声，激扬了“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气魄，砥砺了“越是艰难越向

前”的意志，蓄积了“千磨万击还坚

劲”的韧性。探寻他们的成功密码，

其实有时候我们缺的并不是梦想，而

是向前的行动。追梦，最遗憾的是，

你本可以做到，而不去力行。

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军营更是筑

梦的沃土。踏着改革强军的鼓点，我们

每名官兵的梦想也终将汇入实现强军

梦的时代浪潮中。

无论是初入军营的“00后”，还是

扎根基层十余载的“80后”，在追寻梦

想的道路上何时出发都不晚，让我们把

握当下，像陈鑫一样，做一个努力奔跑

的追梦人！

追梦，不驰于空想
■林超平

上图：官兵进行机降演练。

右图：陈鑫指挥合成营协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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