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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日记

特别推荐

深秋一个阳光格外明媚的周二，在
北京姜春阳的家中，我们见到了这位依
旧保持着创作热情的老战士。

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一看就是军
旅出身，很难想象他已90岁高龄。

刚一坐定，姜老就迫不及待地与我
们分享他的创作过程。

10 月 17 日，姜老正在家中翻阅当
天的《解放军报》。当看到基层传真版
《我为什么来当兵》这篇自述文章时，他
深深地被文章中年轻人的选择触动了，
连夜创作了同名歌曲《我为什么来当
兵》。
“当时一看文章标题，我马上感觉

意味深长。”姜老说，青年人选择参军
入伍是很大的题目，这不是哪一个人
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民族、我们
的下一代如何“走”的问题。像路顺一
样选择参军报国的年轻人有很多，“作
为军队宣传员，我就是要宣传这样伟
大的青年人”。

伟大？姜老为什么会用这样沉甸
甸的词汇来形容刚入伍的“路顺们”？

1948 年，尚未完成中学学业、只有
19岁的姜春阳，作出了和路顺同样的决
定——当兵。童年时经历了国弱被欺
凌的苦难，他一心只想参军报国。

参军后，他就加入了宣传队，演出
慰问、鼓动宣传，有时还要参加战斗。
一次，年轻的姜春阳和战友们追击敌人
到了塘沽海边。海滩上满是敌人埋好
的地雷，先头部队用来标记地雷位置的
小红旗被吹得东倒西倒，来不及多想，

他们蹚着地雷阵往前冲。战争总是残
酷的，身边的战友接连倒下了，为了战
争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姜春阳和其他
战友没有丝毫犹豫。几十年过去，谈起
牺牲的战友，姜老依旧眼泛泪光。

还有一次经历让姜老触动很深。
有一年，他到西藏边防哨所慰问。那
时边防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封山
期，能保证正常生活用水已经不易，
洗漱洗衣更是奢望。但驻守这里的青
年官兵却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
坚持着。

可青年人参军报国的选择，却不
总是换来认可和赞扬。1987 年，姜老
到驻大连的一个飞行师体验生活。当
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说战士们是“傻
大兵”。“我们保家卫国怎么就傻了？”
战士们的这句抱怨让姜老至今记忆犹
新。即使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生当兵
仍存在误解和偏见，但他叮嘱青年人，
要顶得住“风吹浪打”，要坚定自己的
信念。
“国家和平安定靠什么？靠的是

一代代军人的奉献和坚守！”姜老激动

地说。
这一刻，我们理解了姜老所说的“伟

大”。其实，何止“路顺们”伟大，姜老也同
样伟大。

姜老的工作桌上摆放着一副老花
镜、一个放大镜、一支笔和一沓厚厚的
稿纸。这沓稿纸全部是这首作品的创
作手稿，上面满是修改的痕迹。
“要完成军队宣传员的使命”，这是

姜老提及最多的一句话。他说：“我写
这首歌的初衷就是向党汇报、向战友汇
报，姜春阳还在牢记使命。”

也曾有人劝他可以好好享受天伦
之乐了，但他说：“我参军就是宣传队
员，我的一生就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
颂人民、歌颂人民军队，到今天 90岁了
也没有忘记。”

得知姜老因他而起专门创作了一
首歌，路顺和新兵战友也特地录制了一
段学唱视频。看着视频，看到一张张青
春的脸庞，姜老也情不自禁地挥动手
臂，跟着一起唱起来——

我为什么来当兵/唱支歌儿给你听

追求幸福/制止战争/八个大字记得清

中国要富/中国要强/少不了我是

一个兵

中国人/永难忘/遭受的苦难和欺凌

保卫祖国/保卫和平/我不来当兵/

谁当兵

如果敌人再来侵犯/坚决灭他/不

留情

我为什么来当兵？一篇文章，一首歌
曲，两代革命军人已经作出了共同回答。

一篇新兵自述催生一曲嘹亮军歌
■本报记者 胡 璞 实习记者 徐 雯 特约通讯员 王路加

常常听到一线带兵人抱怨现在的兵

越来越难带，尤其在“95后”“00后”正成

为基层主力军的当下。视野开阔、个性

鲜明、民主意识强烈、敢于挑战权威的他

们，让带兵人变得束手束脚。如何带兵、

如何带好兵，成了很多带兵人的难题。

前不久，某连按计划组织五公里武

装越野训练，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正

当大家都以为会取消训练时，该连连长

决定正常组织训练。不少战士提出了

质疑，但训练依旧正常进行。令战士们

没想到的是，训练结束，迎接他们的是

一碗碗热乎乎的姜汤。原来连长担心

战士们受寒感冒，特地安排炊事班做了

准备。一严一爱，一冷一暖，既让战士

们在恶劣条件下摔打磨练，又让他们在

暖心环境中感受组织关怀备至。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明确指

出，要严格管理部队，坚持严格要求同

热情关心相结合。对于基层带兵人而

言，要身在兵中、兵在心中，在生活上

对战士多关心多帮助，想其所思、忧其

所虑、急其所需、解其所难，真正做到

情到深处、爱到实处。

但在生活上关爱绝不是训练中要

溺爱。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如果

当严不严、放任自流、失之于宽，不仅

对战士无益，更会损害部队战斗力。

“越是心疼兵，越要狠心练”。对

战士真正的爱，就是将他们培养成合

格的战斗员。要在训练场上坚持实战

实训、按纲施训、从严治训，让战士们

在贴近战场环境中从难从严锤炼过硬

本领，在经历风雨血火中思打仗之责、

研胜仗之策、练打赢之功，培植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砥砺英勇顽

强、逢敌亮剑的胆魄血性，把他们锻造

成勇当先锋、能打胜仗的“刀尖子”。

爱兵要深，练兵要狠，一线带兵人

更要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思战研

战谋战，不断增强军事素养、锤炼作战

本领，敢于叫响“看我的”“跟我上”，不

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带出响

当当的队伍，带出过硬的兵。

爱兵要深，练兵要狠
■第73集团军某旅炮兵营营长 邹家奇

“排长，我们还要继续等吗？”
眼看快到饭点了，跟我一起来

机关领物资的下士郑泽俊情绪有点
低落。
“是啊，第三次来机关领这批物资

了，我们不会又空手而归吧？”旁边的
战友也有些牢骚。

前不久，旅里通知为各营配发冬
季野营拉练物资，营长指定由我负责
带车前往旅机关请领。

督导检查、参加会议、临时出
差……前几次来机关，一系列“小插
曲”导致这批物资始终未能领到手。
虽说每次都事出有因，但接连吃到“闭
门羹”还是让我有些无奈。
“物资清单核对完毕，明天上午十

点，仓库门前进行交接。”这次过来之
前，为确保不再“扑空”，我又一次拨通
了机关刘参谋的电话，敲定了请领物
资的时间。

可没承想，第二天早上一场突如
其来的大雨打乱了所有计划，我们到
达时早已超过了约定时间。

下车后，我急忙跑向机关，却只得
到“他没等到你们，就临时到市区办公
务了，请你稍等一下”的回复。

没办法，只能等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正当我和战

友们七嘴八舌讨论接下来怎么办时，
路过的旅政委王建忠注意到了我们。
在得知我们的遭遇后，王政委让我们
先去机关食堂吃饭，随后打电话安排
业务科人员在饭后来对接业务。
“基层的诉求，再小也要有人应；

官兵的困难，再轻也需有人问！”周工

作协调会上，王政委将我们的遭遇作
为例子进行剖析并指出问题所在，同
时公布机关工作人员的“六不”工作
规范：不允许说“我不知道”，必须熟
悉业务；不允许说“这不归我管”，必
须实行首接负责制；不允许说“基层
没找我”，必须主动服务；不允许说
“我安排了”，必须及时跟进、督导落
实；不允许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必须加强工作指导；不允许自己图方
便造成基层不便，必须细致筹划、全
面考虑。

前两天，我连上士殷亚飞到人力
资源科办理分居费发放事宜。当时分
管业务的干事正在休假，在其同事王
虹的帮助协调下，不到半小时就全部
办理妥当。不仅如此，返程的路上，殷
亚飞还收到王虹发的一条信息：“如果
下个月分居费未到账，请及时来电与
我联系！”

回到连队，殷班长按捺不住欣喜
和我们分享这次经历：“本以为这次要
白跑一趟，没想到机关其他干事主动
帮我办理了业务！”看着他脸上洋溢的
喜悦，我也很激动，“跑空腿”的情况减
少了，咱们基层官兵也更有精力和激
情专心备战打仗了！
（王 越、本报特约记者康 克

整理）

此去机关没跑空
■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排长 程致远

值班员：东部战区海军某观通站

指导员 王路加

讲评时间：11月18日

临近岁末，又到了年终总结的时
候。俗话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希
望大家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对自己的
2019 年作一个全面总结。但这几天
我从大家的言谈中注意到，有的同志
思想上对总结很不重视，认为总结就
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打算到时候随
便应付了事。这种思想要不得！

毛主席曾说：“我是靠总结经验
吃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会总
结就没有进步。接下来，不仅站里
要搞好单位的年终总结，大家也要
搞好个人的年终总结，围绕“今年怎
么看，明年怎么干”好好思考梳理一
下，做到打一仗、进一步，一年更比
一年强。

如何搞好年终总结？我强调一个
“实”字。对取得的成绩要写得实实在
在，避免夸大拔高；对于存在的问题、
汲取的教训要实话实说，切勿隔靴搔
痒；对明年的工作，要在实事求是的基
础上合理设定目标。真心希望同志们
学会在总结中提高自己，取得更大的
进步。

（张容瑢整理）

要搞好年终总结

基层之声

值班员讲评

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来电，原来本版 10月 17日刊发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路顺的自
述文章《我为什么来当兵》，引起了一位军旅作曲家的注意，并连夜创作了同名歌曲。他就是曾参与创作歌剧《江
姐》、歌曲《军营男子汉》《幸福在哪里》《红梅赞》等脍炙人口作品的空军原政治部文工团作曲家姜春阳。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饱经战火、阅历丰富的文艺老兵，被一名新兵所写的文章深深触动？近日，本报记者
来到姜老家中，探寻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并按他本人意愿，将歌曲首次公开发表。

姜春阳近照。 王路加摄

Mark军营

根据姜春阳手稿整理的歌谱。

冬日的北尖岛海风阵阵，南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官兵正在执行巡逻查滩

任务，经过陡峭湿滑的岩壁时，下士刘

昌俊（左一）紧紧拉住身后的战友。

曾梓煌、吴增研摄影报道

巡 逻

“16 分 50 秒，不及格。”一个多月
前，中队组织士官选晋模拟考核，当
3000米跑成绩公布时，我感到压力瞬间
倍增。
“刘帅成绩那么差，他要能晋升，

咱们也应该没问题！”模拟考核前，我
就经常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有一天，
一个同年兵甚至对我说：“你还担心什
么，自己负责兵员工作还搞不定，那不
成笑话了。”

因为负责支队士兵档案管理和兵
员数据统计，很多人觉得我“近水楼台
先得月”，这次一定能顺利晋升。但我
心里比谁都清楚，士官选晋全程严格规
范，军事训练成绩不及格就一票否决，
不是危言耸听。

我也想过向大家澄清一下，但历

次考核成绩摆在那里，任何辩解都显
得苍白无力。回击质疑最好的方式就
是靠成绩说话，查找自身训练中的问
题，我开始主动出击并暗下决心：“越
是在特殊敏感岗位，越要立标杆、作表
率！”

早操一次 5000 米，体能训练一次
10000 米，午饭、晚饭前 15 分钟各进行
一次器械练习，雷打不动。

17分，15分，14分……功夫不负有
心人，我的 3000 米跑成绩一点点稳步
提高，这让我对即将到来的终极考核增
加不少信心。
“提速，冲刺！还有 100米，咬牙坚

持，我能行！”前几天，士官选晋考核正
式开始，我一鼓作气冲过终点。
“13 分 49 秒。”听到作训参谋报出

我的 3000 米跑成绩，我心里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虽然距离优秀还有一些
差距，但我自己已经很满意了，毕竟这
段时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刘班长，厉害！”“成绩提升这么

大，真棒！”考核结束返回营区的路上，
一同参考的战友对我刮目相看，曾经的
流言蜚语也随之慢慢消散。

我终于用成绩为自己正了名。回
想起这段时间的经历，我心生很多感
慨，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潜
力有多大。但更重要的收获还是那
句话：凭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永远
是真理。

接下来，我要继续不断突破自我，
向着更快、更强进发！

（梁二敏整理）

我用成绩为自己正名
■武警中卫支队勤务保障中队上士 刘 帅

11月15日 星期五 晴

阅读路顺自述，请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