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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语

一线传真

暮春时节，渤海湾畔薄雾缭绕，海风
呼啸。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现场紧张
而又忙碌，新一期飞行学员郭志杰和战友
们正在做飞行前的最后准备，一场对地目
标实弹攻击课目训练即将拉开帷幕。

作为海军与地方高校联合培养的
第二批双学籍飞行员，郭志杰和战友们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已经顺利完成基础
理论知识和初级、高级教练机选拔。眼
前的这场训练是最后一个阶段，意味着
他将完成从一名飞行员升格为战斗员。
“726，计时起飞！”随着塔台指挥员

一声令下，郭志杰驾驶战鹰，伴随着巨
大的轰鸣声直冲蓝天。

一路上穿云破雾，数分钟后郭志杰
飞抵位于海岸线的某靶场。陌生的靶
场环境和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考验着
郭志杰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
“教官，风向风速较大……”当飞机

进入预定攻击航线，郭志杰下意识地感
到靶场海风对实弹轨迹会有较大影响，
立即通过无线电向后舱教官谷英杰报
告。“保持好状态，注意气象影响，及时
修正偏差……”谷英杰回复。

透过风挡玻璃，只见地面靶标只有
玻璃球一般大小。面对风速和风向带
来的影响，郭志杰一边加强观察，一边
不断修正攻击航线，瞄准具十字准星中
的靶标越来越清晰。
“拉起来，拉起来……”正当郭志杰

准备扣动扳机时，突然听到谷教官通过
无线电急促地提醒。郭志杰从瞄准状
态反应过来，立即停止对目标进行攻
击，迅速拉杆。
“刚才飞机高度已经接近最低安全

范围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郭志杰这才意识到刚才只顾瞄准而忽
视了飞机高度。“不要紧张，看好靶标关
系位置，保持好高度……”谷英杰感受
到了郭志杰心理上的细微变化，及时鼓
励他。

实弹地靶训练本来就是难点，新的
训练大纲还要求教官空中最低限度介
入，最大限度挖掘学员自身潜能。这次

实弹射击训练，学员要根据战机、环境
的实时状态，自主建立攻击航线，临机
选择最佳攻击姿态。

郭志杰迅速调整好状态，再次建立
攻击航线，转弯、俯冲、瞄准、发射……
一连串动作娴熟规范，只见战机向着靶
标俯冲而下，轰鸣声中，数枚火箭弹呼
啸而出。
“攻击角度还可以，但是进入俯冲

攻击的动作要干脆利索，同时还要准
确判断开火的时机……”教官谷英杰
的点评直击要害。第一个架次成绩差
强人意，走下飞机的郭志杰眉头紧锁，
一头扎进战术研究室，复盘上一个架
次的动作，在反复比对中寻求最佳攻
击效果。

完成弹药补充后，郭志杰再次驾机
升空。他总结上一架次的经验教训，飞
机进入最佳射击俯冲角后，迅速瞄准锁
定目标，果断射击。伴随着巨大的爆炸

声，靶心顷刻间淹没在滚滚白烟之中，
准确命中。
“726打得好，正中靶心。”郭志杰退

出靶场时，无线电里传来塔台的声音，
他听后兴奋不已。“保持好这个印象，记
住这个感觉。”教官谷英杰的话语更加
坚定了他的信心。

15时许，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
陆，飞行训练结束。走下战机，郭志杰
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说：“实弹地
靶课目危险系数较高，但要想真正成为
一名空中战斗员，这是必须要迈出的重
要一步！”

左上图：战机对地目标实弹攻击瞬

间。

“雏鹰”砺翼展锋芒
■蓝鹏飞 本报特约记者 朱晋荣

这是一双普通的夏皮鞋，鞋跟不

高，经典款，黑色尖头浅口。鞋盒上注

明——07式陆女军官夏皮鞋；

这也是一双有年头的“夏皮鞋”，4

年的时光在它身上烙下斑驳印记，磨损

的鞋跟仿佛在诉说着走过的青春旅程；

这还是一双有情感的“夏皮鞋”，陪

我战斗，予我坚强，让我的前行脚步依旧

铿锵有力。

最初拿到它时，宿舍几个女孩开

心了许久，整个走廊一直回响着皮鞋

敲击地面“嗒嗒”的声音。然而，新训

后的我们，对这双皮鞋却是“恨”大于

“爱”。

那时，“穿常服练队列”是每天的必

修课之一，但是对女学员而言却是一种

痛苦。因为穿着皮鞋站军姿，身体重量

都会集中在前脚掌，10分钟后两脚已经

酸麻没知觉。凑巧新训班长还是个“直

男”，总是不打折扣地检查我们身体是否

保持微向前倾，更是断绝了大家“偷懒”

的想法。休息间隙，我脱掉鞋袜，发现脚

掌上的血泡都被压破，麻木的感觉已经

盖过了疼痛的反应。

再后来，齐步、正步、跑步……一

项项单个军人队列动作接踵而至。每

天晚上，因双脚浮肿，脱鞋成了我们的

一大难事。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起来，

还要再松解鞋带并后移一格，才能把

肿胀的双脚塞进鞋内。然而，在无数

次重复的队列训练中，双脚的麻木与

疼痛悄然转化为坚持的动力，每名女

学员都咬紧牙关，一次次行走在训练

场上，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在，每当我路过训练场，仿佛还能

看到穿着皮鞋踢正步的自己，仿佛还能

听到皮鞋踩在地面上“嗒嗒”的声响。

我想，那就是我从地方女青年成长为合

格女军人的印记。

过年回家，奶奶要我换上军装照张

相，给她留个念想。当我穿上军装，踩

着那双爱过恨过的皮鞋，挺拔地站在奶

奶面前时，她激动地上下打量着我，声

音微颤地说：“神气，好看。”说完她低下

头，竟哭了起来。我知道，她当了大半

辈子的军嫂，清楚军人的艰苦，她是心

疼我这个孙女。

“咱家当兵的几个人，吃过不少苦，

但也多亏部队的培养才能成长成才。你

是个女娃，我怕你遭罪受累。”奶奶喃喃

地说。

“奶奶，谁说女子不如男，我现在可

是队里的标兵！”听了我的调皮话，奶奶

乐了，她摸着我的头说，“我孙女长大懂

事了！”

去年，由于院校调整改革，我们这

届学员从武汉迁往重庆。一路上，大

家都穿着常服，女学员照例还是蹬着

皮鞋。上军卡、坐大巴、乘高铁，从汉

江之滨到山城重庆，这双鞋陪我走完

了全程。

下火车时，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踝，但

我对这双鞋子却没有丝毫“恨意”。因为

有它的陪伴，才让我能挺拔身姿向前进，

自信地从江城来到山城。还有几个月我

就毕业了，无论是到雪域高原，还是到戈

壁沙滩，抑或是到边陲海岛，这份从容与

自信都不会消失。我想，祖国需要我去

哪里，我就会去哪里。

而这双鞋子，将会一直陪伴着我，陪

我穿梭于炎炎烈日与细雨雾霭，陪我踏

上新的征程，一步一步走向强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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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成长之路，畅谈成功之道，分享成人之

理，开启成才之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火箭军工程大学‘百名学员话成长’专题节目，今

天给大家分享的成长故事是《每天新一点，梦想近

一点》，作者董书豪……”

“第5期来了。”4月21日，当新一期“百名学员

话成长”征文准备在学校微信公众号推出时，“百

名学员话成长”专栏主持人周杰将预览内容转发

到征稿群里，大家迫不及待地点开，群里一下子又

热闹起来。

见文如面，闻声动情。在“百名学员话成长”

征稿群组建后，大四学员彭征就已经把群置顶，生

怕错过自己喜爱的文章。他说：“我已经与同学们

3个月没有见面，甚是想念。但看到大家的一篇篇

肺腑之言，听到一个个熟悉的声音，仿佛我们又相

见了，我也认识了更多的校友。现在每天我都在

等待更新，感觉就像是在追‘剧’。”

“欢迎转发，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的成长。”作

为活动策划者之一的周杰总是不忘附带一句“广

告语”。近段时间，这个以成长为主题、以分享为

主旨的“百名学员话成长”专栏，已先后在学校公

众号推出5期，在学员中持续引起反响。

1月30日，周杰在朋友圈上发布了一条征稿启

事，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16篇稿件。谈起这次

活动的初衷，周杰说：“受疫情影响，想让大家利用

宅在家里的时间，回忆军校生活，记录点滴成长。

同时，学员们散在天南海北一时难以见面，我们就

想到以文传情、用文聚气，让大家‘隔空’感受军校

大家庭的温暖，所以筹划开展了这次征文活动，并

在公众号设专栏推出。”

校园特别关注

“成长，就是选择

你的坚持，坚持你的

选择”

“每10篇一个组，每组设1名组长和
1名副组长，负责本组的稿件校对修改。”
当100余篇稿件收集完后，活动策划者们
指定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学员担任组长、
副组长，进行第一轮交叉校对修改。

彭征是这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除
了自己提交了一篇征文外，还担任了这个
临时“线上编辑部”第6组的副组长。阅校
完本组稿件后，他又主动报名校对汇总稿，
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篇来稿拷进电脑里。

落后时的奋起直追，赛场上的同台
竞技，永不放弃的青春梦想……彭征
说，从每一篇文章里，仿佛都能看到自
己成长的影子。

记得大二那年开学时，彭征和同学
一起参加学校智能车队招新面试，当时
面试的题目是如何让一辆搭建好的车
模实现“自动行驶”。听到题目时，彭征
的嘴张成了一个“O”形，由于知识储备
不够，队友们也都感到“压力山大”。

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彭征决定“搏
一搏”。要交作品前的那段时间，彭征
一有空就跑去实验室，不停地调试。终
于有一天，车模会“走”了，但是并没有
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越急越容易出错。一次，万用表表
笔不小心碰触到一个线路触点造成短
路，整个电路板一下烧坏了。这么长时
间的付出眼看着化为了泡影，顿时，彭
征感觉天都塌了。
“从头再来！”呆呆地盯着堆放了满

地的零部件一下午，彭征站起身，决定
重新焊一块电路板。这次，他小心翼翼
地拿起烙铁，不敢有丝毫马虎。

在后来的调试中，彭征和队友还碰
到了许多问题，但正是每一次的坚持，
让他在最终的测试中完成了任务，成为
大学智能车队10名正式队员之一。
“打开门的，常常是最后一把钥

匙。”和彭征一样，征集的稿件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坚持”。学员苏
新宇为此写下了4000余字的长文。

2017年 8月 18日，苏新宇至今清楚
记得踏进军校大门的日子，因为这是他
多年以来的梦想。
“以前总听说军校很苦，但没想到

现实如此‘骨感’！”苏新宇坦言，好不容
易挺过了新训，没想到的是考验才刚刚
开始——两个学期还未结束就已经挂
科 3门。越是想提高成绩，越发现自己
同别人的差距太大。苏新宇开始怀疑
自己当初的选择。

在苏新宇感到最“黑暗”的那段日
子，高数教员龙正平主动在课余时间给
他补课，队干部专门安排“小教员”对他
进行一对一辅导，战友们经常为他推荐
各种有益的书籍……
“看到这么多人关心自己，我没有

理由选择放弃。”付出就会有回报，第三
学期的课程考核苏新宇全部及格，并被
队里评为“学习进步先进个人”。

当苏新宇再次走进学校大门时，眼
里满是自豪和骄傲。他在征文《与子同
袍，破茧成蝶》中写道：“还好没放弃。成
长，就是选择你的坚持，坚持你的选择。”
“排山倒海，为梦而来。”校对完 250

余页 15万余字的稿件，彭征有了“重新
读了一回军校”的感觉，他感慨：“军校
的路该怎么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
长方式，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有一种品
质不可缺失，那就是——坚持。”

“成长，就是大胆

去想、勇敢去闯”

一支话筒，一个调音台。女学员苏

婧玮坐在电脑前，开始准备录播“百名
学员话成长”稿件。

为把“我的成长”变成“我们的成
长”，“线上编辑部”成员在挑选出第一
批优秀稿件后，开始广泛撒网寻找播音
员将稿件录制成语音版，让更多的人既
能“看见”征文，又能“听见”声音。

受领播音任务时，苏婧玮既兴奋又
紧张。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
锻炼机会，也是一次挑战。”据她了解，
仅前 5期播音，就已经有学员、战士还有
粉丝参与了。孰优孰劣，一听便知。

苏婧玮自己也是参与征文活动的
一员，她的文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记录了她对兴趣爱好的追逐。

大一时苏婧玮就进入了学校广播
站，一直主播新闻稿件。为了学好播
音，每天早上她都会早起半小时对着镜
子练口形；看新闻联播时，她会默默跟
着播音员练发音；晚上熄灯前还要练气
息。经过不懈努力，她的播音越来越有
“主播范儿”。

“每当听到广播里传出自己的声
音，就有一种成长的快乐和满足感。这
个超长的假期，同学们很久未见，能让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也是一种别样的
‘相见’。”苏婧玮说。

学员王释颉在征文中这样写道：
“任何经历都会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留
下痕迹。做最好的自己，每段经历有其
存在的意义，都是人生的财富。”

入校两年半，王释颉尽可能地接
触每一个新事物：大一上学期加入学
校融媒体中心，随后担任校报编辑；大
一下学期申请到学院机关兼职干事；
为了拓宽视野，竞聘去电子设计 DIY
俱乐部担任副主任。去年，在学校建
校 60 周年校庆晚会时，从没扛过摄像
机的他又开始尝试现场拍摄、后期视
频制作等工作……
“成长，就是趁年轻时大胆去想、勇

敢去闯。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
碰巧的成功。”他说，成功，不过是水到
渠成。

“成长，就是努力

活成一道光，照亮自

己，温暖他人”

“期待今年能够加入火工大！”
“文章富有真情实感，在充满荆棘

困境的成长之路上，无怨无悔，向阳而

行，满满的正能量。”
“‘百名学员话成长’栏目，就是在

为我们展示不同颜色的青春，让我们知
道用什么颜色去描摹自己的青春……”

前不久，当女学员何林洁撰写的征
文《做向阳而行的火凤凰》推出后，不少
网友跟帖留言。

一句句留言，一次次转发。征文既
带给读者以启迪，也让分享者自身受益
匪浅。何林洁深有感触地说：“一次成
长分享，是一次自我反思，也是一次自
我激励，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让大家
看到更好的自己。”

何林洁分享了自己的“兵之初”：拔
军姿时悄悄偷懒、整内务使不上劲儿，从
一开始不适应军校生活到最后以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从拖班级的后腿到成长
为学员骨干。她说：“成长，就是努力活
成一道光，照亮自己，温暖他人。”
“最怕碌碌无为，谁说平凡难能可

贵？凡事都要追求‘再好一点’。”在第
一组校对群里，一篇名为《不甘平凡，
勇于突破》的征文引发了学员柏恩龙
的共鸣。
“高治莼班长，我记得你，并一直以

你为榜样。”柏恩龙在群里留言：“记得
在前年底大学组织的合唱大赛中，大家
想简化第三段的唱法，但你发挥特长，
坚持教大家用三重唱，最终震撼了全场
评委，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冠军。你写得
真好：做任何事，都要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在学长的影响下，柏恩龙也在努
力尝试。去年 5 月，他和几名同学被
选去参加湖南卫视的一档栏目，临近
拍摄时间，栏目组临时更改了主题，让
他们给观众介绍“野外生存”课目。那
时，还是低年级学员的柏恩龙，也是刚
刚才接触野外生存训练。像学长一
样，凡事想追求“再好一点”的他，迅
速调整畏难情绪，用几天时间采取请
教军体教员、提前进入实操训练等手
段恶补知识空白，最终圆满完成了拍
摄任务。

前不久，“百名学员话成长”征文
活动已经截稿。正如专栏的“主持人
语”所写的那样：“每个人的成长都是
在勾画自己的素质图谱。而这一张张
素质图谱，又汇成了一个个不同的青
春绽放样本。如果成功可以复制，成
长就更可以分享。”下一步，他们还将
把优秀征文汇编成册，同步搞好线上
线下的分享服务，把“一人之优”变成
更多的“众人之长”。

上图：分享快乐，可以让幸福加倍。

训练间隙，学员们像花一样绽放的笑脸，

为军校岁月留下最美丽的青春印记。

潘 剑摄

火箭军工程大学开展“百名学员话成长”主题微信征文活动——

把“我的成长”变为“我们的成长”
■范如松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