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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预警学院优秀士兵保送学员
郭靳接连三次向学员队党支部递交了
赴藏申请书，并在学员队专题党日活
动中进行了交流发言。一石激起千层
浪，他发自内心的感言，引发全体毕业
学员的情感共鸣，成为毕业教育的鲜
活教材。现将他发言推荐给《解放军
报》，以飨读者。

范绪阳推荐

转眼间，两年的军校生活就要结

束了。我至今清楚记得两年前来学院

报到时的场景，想到再过不久就要告

别军校，踏上人生新征程，真的是有些

不舍。

前些日子，我和老部队的战友打

电话时，告诉他们我毕业申请赴藏的

意愿。有的战友不理解，有的甚至很

困惑，毕业回原单位不好吗，为什么还

要选择那么遥远又那么艰苦的地方。

我想从我入伍以来的经历说起。

2012年年底，我入伍来到祖国西

北边陲的一座边防雷达站。雷达站地

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条件艰苦。一

望无际的戈壁滩，荒凉的自然风光是

我军旅生涯的第一课，但我没有被恶

劣的环境吓退，我牢牢记着离家时爸

爸妈妈的叮嘱。我告诉自己，即使条

件再苦也不能放弃信念，一定要在部

队干出名堂来！

作为一名雷达操纵员，我坚守在

雷达方舱内的方寸荧屏前，勤学苦练

专业技能，在日常训练和战备值班中

提高自己。同时，我也被身边战友数

十年如一日扎根戈壁、奉献青春的事

迹感动着，利用业余时间写出100多篇

展现新时代边防雷达兵风采的稿件在

多家媒体刊发。

得益于风清气正的好环境，在那

座只有几十人的边防雷达小站里，我

能顺利选取士官、入党、当班长，两次

荣立三等功，再到保送上军校，我是部

队好风气的亲身受益者。

2017年 9月，历经各级选拔和考

核，我考入空军预警学院学习。从基

层战士变成军校学员，虽然角色改变

了，但作为一名军人谋打赢的使命没

有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没有

变。感谢这两年短暂而又丰富的军校

生活，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也让我

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个人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党组织的

培养，每个人都有一个成长和历练的

过程。我能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

长为一名“准军官”，都是党培养的结

果。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我对空军

雷达兵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

识更加深刻了，对人民空军的光荣传

统了解更加深入了，对人民军队的感

情更加深厚了。

刚提出赴藏申请时，很多人不理

解，也包括我的父母。他们说，原单位

已经很艰苦了，何必还要选择去一个

更艰苦的地方，身体能吃得消吗？

然而，选择西藏并不是我的一时

冲动，而是我一直坚持的梦想。

人生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

么样的选择。入学之初，思政课教员

曾为我们讲述过第一代高原雷达兵不

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如何艰苦，为了

祖国的领土完整和领空安宁，始终不

畏艰难险阻，义无反顾、英勇顽强地常

年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故事。

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

家，是第一代高原雷达兵的真实写

照。我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军校学

员，我们更应该传承英雄血脉、弘扬英

雄精神。我是一名“95后”青年，因为

从小生活在舒适的环境里，社会上有

不少人曾质疑我们青年官兵，把我们

比喻为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

打。

的确，我承认我们身上或多或少

存在着缺点与不足。进入新时代，当

强军兴军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青

年官兵手中，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把理想信念变成实际行动，才能

担当起我们的历史责任。

人生经历过磨难，才能体会到生

活的不易与美好。青藏高原被称为世

界第三极，那里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有

漫长的边防线、有世界上最高的人控

雷达站……但苦地方险地方，更是建

功立业的好地方，更能体现一名军人

的价值。

我把我的想法同父母和身边的战

友讲了，他们也从原先的不理解逐渐

转变为支持。

我想，去西藏，我不要做温室里的

花朵，我要做那绽放在高原的雪莲花，

傲霜斗雪、守望空天。

“我愿化作一朵雪莲花/无怨无

悔/扎根青藏高原/盛开在蓝天下/守

卫祖国空天安全……”

苦地方险地方，更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更能体现一名军人的价值—

我为什么选择西藏

读者推荐
军校是培养军官的“摇篮”，军校学员是

未来的带兵人，从军校学员的身上，可以看
到一支军队的未来。随着军校毕业季的临

近，“毕业分配去哪儿”又成了学员中的热点
话题。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两名军校
学员的选择……

编辑同志：

连队今年有几名战士参加军考，平时各科成绩还不错。随着考试时间越来越近，

我感到他们有一些焦虑和紧张，加班复习都比较晚，有时看书容易走神，晚上还在床上

翻来覆去、辗转难眠。请问有什么复习的好方法能事半功倍，考前冲刺需要注意什么？

某部排长 小 杜

小杜排长：

军考进入冲刺阶段，如何科学安排考前的复习和生活，是各位考生和家长关
注的重点。在这里，我们请陆军工程大学的几名学员结合自己参加高考或军考
的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些考前冲刺的“秘籍”，希望能对各位考生有所帮助。

祝愿大家为梦想而战，加油！

考前冲刺有“秘籍”
且放宽心迎军考

日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
区毕业学员叶星国在参加“淬火-2019”
综合演练的间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汇报自己在军校的学习生活、参加综合
演练的感受体会。这封信情真意切，在
学员自办的《淬火报》刊登后，在学员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毕业季到来之际，
我们将这封信分享给战友们。

姜 阳、司小冬推荐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在野外训练场第一次站夜岗，手

握钢枪，抬头便是满天繁星。两个小

时的夜岗，腰背有些酸痛，那一刻，我

想起了远方的你们。爸爸，您的腰一

直不大舒服，妈妈，您的膝关节一遇到

雨天就犯病。虽然每次电话里你们都

安慰我说身体好了，但我还是有意无

意地“套出”你们的身体状况，下次回

家时一定要带你们去市里的大医院好

好检查一下。

最近打电话时，你们总是跟我倒数

着毕业的日子，甚至还在日历上做标

记。是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已是

一个临近毕业的大四学员。记得刚上

军校时，新训第一个三公里都没能坚持

下来，野外拉练总是“吊车尾”，紧张的

节奏，高强度的训练，经常是晴天一身

汗、雨天一身泥。那时候的我不太懂

事，经常在电话里向你们抱怨，视频聊

天时还总被你们说“又黑了又瘦了”，但

你们怕我打退堂鼓，很少说思念的话，

一直都在鼓励我咬牙坚持下去。

这次参加毕业综合演练，让我成

长了很多。虽然我在装备操作上还有

很多不足，但世上的事就怕“认真”二

字，我能用十倍、百倍的热情和努力去

弥补，这也是在家时老爸您经常给我

讲的。如今，每当实验、训练中遇到什

么难题，我都会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

课后“缠住”教员提问、加班自学。面

对新装备，我都是抢着第一个操作，课

上有学不明白的，当天必须学会弄

懂。尤其最近参加毕业综合演练，我

过得可充实了，每天白天参加各类演

练课目，晚上读书学习。每晚熄灯后，

我还会到政工组会议室加班，写训练

广播稿、编辑《淬火报》，分析总结今天

训练中的失误和不足，为明天的训练

做好准备。

老爸老妈，虽然在家的时候我总

是嘻嘻哈哈，爱玩爱闹，可是在关键时

刻我从来不含糊，这方面我随爸爸。

就在昨天，我们连队接到上级命令搭

建指挥信息系统，我主动请缨打头阵，

开设通信装备、调试指挥网络等等，都

由我牵头指挥。现在的我俨然成为大

家公认的“一号选手”，你们是不是觉

得很骄傲，你们的儿子还是很争气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儿子知道，从我

考入军校到现在，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所以，在这场毕业大考中，我想用军人

最好的样子向您报告，向祖国报告，以

更优秀的自己，来谢谢你们的理解、支

持与陪伴。就要毕业了，你们都希望我

能离家近一些。每次回家时，看到你们

俩的鬓角又多了一些白发，眼角皱纹又

加了几道，我心中何尝不想让时光再慢

一些，多一些陪伴与相守。但我的青春

已弹压枪膛，我要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赏一赏边疆的“风花雪月”，走

一走祖国的边防线。

原谅我不能跟你们说我在哪里，

但每晚发手机时，我都会拍上几张星

空发给你们，表达着我对你们的思念，

让星星与明月为我捎句话——“晚安，

儿子一切都好！”

此致

敬礼

儿子：叶星国

（以上发言和书信征得本人同意

刊发，内容有删减）

我的青春已弹压枪膛，我要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用军人最好的样子向您报告

有的单位正在换发二代军人保障
卡和军人证件，需要官兵上交个人证件
照片，不少官兵纷纷去地方照相馆拍摄
证件照片，或者请地方摄影师来单位集
体拍摄。由于单位官兵证件照片集中
拍摄的数量比较大，请地方照相馆拍照
容易造成个人信息外泄，给保密工作带
来隐患。

在此，笔者就证件照片拍摄问题给
各单位提几点建议：

一是现在各单位数码相机等设备
都比较齐全，而且官兵中懂摄影会制作
图片的人才也不少，完全可以依靠自身

力量完成证件照片的拍摄。
二是相关部门要根据官兵的晋职

晋衔情况，定期组织拍摄证件照片，同
时将官兵的证件照片电子版集中留存，
当有需要时及时冲印，既减少官兵忙乱
又降低失泄密风险。

三是确需请地方照相馆集体拍摄
证件照片时，最好能由保密部门与其签
订保密协议，在拍摄制作过程中安排专
人监督，严禁地方人员私自留存官兵证
件照片。

李世伟、庞双双

漫画：刘 程

拍摄证件照片要当心

官兵身边的保密话题③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成立士兵考学集训队，从全旅选拔文化课成绩优秀

的排长为考生授课辅导，助力考生冲刺军考。图为5月18日，该旅道路一连排

长邢经纬正在为考生授课。 高方录摄

5月28日，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举行

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小学生走进军营，体验部队生活，增强孩子们的爱

国主义情怀。图为官兵帮助小学生体验武器装备。

刘春辉摄

“读者之友”版

投稿邮箱：

junbaoduzhe@163.com

强军网网盘：

junbaoduzhe

走进军营过“六一”

服务点对点

考前时间紧迫，每门功课再系统复
习一遍的时间可能不够。考生一定要抓
住重点，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一要突出重点。要着重回顾知识点
和重点题型，翻翻笔记、看看错题，切忌
只刷题。战略性放弃难题、偏题也是一
种智慧，军考主要考基础知识，学会取
舍，抓住“大头”才是胜利。

二要关注热点。时事政治在军考中
占的比重较大，很容易拉开分差，考生要
关注时政热点，学会归纳和积累。特别
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内容，要重点复

习，确保熟记知识要点，掌握思想要义。
考生也可适当背记几个经典短句，总结
几个答题“模板”。

三要认真“预演”。最后几天，考生
要扎实进行“预演”，目的是熟悉题型、保
持手感。要把模拟当成军考，把军考当
成模拟，分配好时间，找到适合自己的答
题节奏。同时，“打一仗要进一步。”模拟
考后，要认真总结，把失误原因找清楚，
把错题弄懂，不要用一句“马虎大意”敷
衍。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学员
张鹿峰

热点重点要关注 认真“预演”不能少

考前冲刺阶段，科学合理地安排作
息时间尤为重要。考生要学会设定复习
备考的优先级，合理安排一天中每个时
段的学习进度和内容。

有的考生在考前一周每天熬夜复习
到凌晨，考前一晚很早上床却翻来覆去
睡不着，很容易影响考试当天的发挥，这
种方式是万万要不得的。建议考生从考
前 10-20天开始，逐步调整好自己的生
物钟，不要等到考前一两天才突然改变
作息习惯。考前落实好高效率的学习和
休息计划，能帮助考生调整好自己应考

的身心状态。
冲刺阶段，考生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

间，养精蓄锐，中午最好进行午睡，适当放
松大脑。对于容易紧张的考生而言，军考
期间中午可能难以入睡，因此，这类考生
不必刻意养成午睡习惯，以免考试日下午
精神不振。晚上不要熬夜复习到凌晨一
两点，否则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容易
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条件允许，考生每天
上下午可以做一些适量的放松运动。

陆军工程大学野战工程学院学员
白兰鑫

考前调好生物钟 科学用时效率高

巧干胜于蛮干。军考作为一次人生
大考，更是如此。掌握足够的考试技巧，
方能事半功倍。

一是合理规划赶考时间。万事要有
提前量，要充分考虑交通堵塞、忘拿证
件、车辆损坏等各种突发情况，按考试要
求准备好自己需要携带的准考证、士兵
证、黑色字迹签字笔等考试用品，合理规
划赶考时间可以在突发状况时留有余
地，处之泰然。

二是合理规划答题节奏。考场上，合
理分配答题时间至关重要。每张试卷的题

目都会分“轻重缓急”，考生要利用有限时
间拿最多的分，“轻”题“急”做，“重”题“缓”
做，难题偏题先越过，切忌死拼一道题。

三是合理规划饮食习惯。考生要尽
量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适当微
调饮食，以清淡为主。切忌饮食变化多，
进补力度大，剧烈变化饮食和大量营养
摄入可能造成考生肠道耐受性下降，引
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影响考生的生理
健康和应试情绪。

陆军工程大学指挥控制工程学院学
员 罗诗洋

“临门一脚”要踢好 合理规划有妙招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经历了
“魔鬼”般的备考复习后，最关键的一环
就是考场发挥了。心态好，能够正常发
挥甚至超常发挥；心态不好，很容易“马
失前蹄”。

考生进入考场一定要有一个好心
态，要有自信心、平常心和一颗勇敢的
心。但自信不是自负，要胆大心细，不慌
不忙，逐个题目地过，力争把会的全做
对，不要漏题忘题。同时也要集中注意

力，坚持不懈，跑好“最后一公里”，学会
在心里暗示自己“坚持到底”，把注意力
都集中到试卷上来，心无旁骛地考试才
能取得好成绩。

最后，希望每位考生都能沉着应试、
胆大心细，祝愿大家金榜题名，不负韶华。

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程学院学员
文学通

（陆军工程大学 云利孝、王 超整
理）

沉着冷静上考场 心态从容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