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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袁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白曰
他袁 是守卫祖国海疆的千里眼曰
他袁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
里的一名光荣的受阅战士袁同时袁
他也是父母的儿子尧妻子的丈夫遥

他就是王培晨袁 南部战区海军某
雷达旅上士遥

王培晨参军入伍十一年以来袁
获得过三等功一次尧 优秀士兵三
次尧嘉奖九次袁先后参加了 2009 年
建国 60 周年国庆大阅兵尧2017 年
建军 90 周年朱日和沙场大阅兵袁
均圆满完成了受阅任务遥 今年 10
月 1 日国庆阅兵是他参加的第三
次阅兵袁在本次阅兵中袁王培晨作
为巨浪 2 导弹方队的乘载员光荣
地接受了习主席的检阅袁接受了党
和人民的检阅遥

在高强度的训练面前袁 他高
标准地要求自己袁 在每天早晨呼
号答词训练中袁 他一度喊到声带
撕裂遥 前期挂枪训练时袁他的肩膀
被枪背带勒得血肉模糊袁 汗水夹

杂着血水让他的衣服紧紧地粘在
身上遥 作为方队中年龄最大尧兵龄
最长尧执行重大任务最多的野老大
哥冶袁 在完成每天十几个小时的
野基本冶训练后袁他还会主动帮带
其他同志袁讲技巧方法袁讲心得体
会袁即使两度晕倒在训练场上袁他
也从来没有想过退缩袁 不顾领导
劝阻袁坚持训练遥

就在阅兵训练进入最后攻坚
期之时袁他远在河南辉县老家的父
亲因病过世浴而此时在训练场上挥
洒汗水的王培晨却丝毫不知遥 其
实袁早在 5 月初袁患有强直性脊柱
炎的父亲便不慎摔伤袁而王培晨这
时候已奔赴训练场袁为了不影响他
的训练袁父母选择了隐瞒遥 建军节
那天袁 父母发来录制的短视频袁他

看到母亲笑靥依旧袁 父亲虽然在
笑袁可脸上的汗珠却引起了他的注
意袁他连忙给父亲打电话问道院野您
没事吧钥怎么那多汗钥冶为了不影响
他的训练袁 父亲对他撒了一个谎院
野我很好袁天气太热浴 冶然后便匆忙
挂了他的电话遥他不知道的是短短
的一分钟视频背后是父亲强忍剧
痛遥 8 月 29 日袁王培晨的父亲与世
长辞袁 这一次是母亲对他撒了谎遥
母亲独自操持着父亲的后事袁就算
是野十一冶前的一次手机视频通话袁
母亲也野一如往常冶袁微笑着鼓励他
刻苦训练袁其实这个时候袁父亲已
经走了近一个月了袁为了不影响他
的训练袁母亲选择瞒下去遥

野阅兵完成了就回部队袁看看
单位有什么要求袁 有没有什么事

耽误着遥 冶10 月 1 日阅兵结束后袁
母亲依然没有告诉他真相袁 而是
用朴素的语言告诉孩子院野做事要
善始善终袁 在成绩面前不要骄
傲遥 冶或许袁在母亲看来袁家里的事
是小事袁 国家的事是大事要要要自
己的儿子在做大事袁 而家里的小
事不能影响大事遥

所谓野自古忠孝难两全冶袁但王
培晨的所作所为足以告慰父亲的
在天之灵遥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南
海雷达兵野以苦为乐冶的奉献精神袁
他用实际行动投身到了兴军强旅
的伟大征程中袁正是因为有无数个
他这样默默奉献的英雄以及他背
后英雄亲属们的支持袁才有了今天
祖国的野锦绣山河辉大地冶袁才有了

当代海军的野疆海无边驰母舰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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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袁第一次遇见首长时袁
下级要向上级敬礼袁 首长必须
还礼曰 军人在参加重大活动升
国旗时袁必须面向国旗敬军礼遥
敬军礼袁是军队条例所规定的袁
也是每个军人必备的基本礼
仪遥 虽然袁我敬过无数次军礼袁
然而袁有三次敬军礼的情景袁在
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遥

一次袁我到市里参加会议袁
遇一老朋友袁 他与我曾在县级
常委班子共过事遥 会议休息间
隙袁我快步走过去袁本想与他握
手袁在我伸手的一霎那袁他的一
个动作却使我愣住遥 野敬礼袁首
长好浴 冶他的话音未落袁就给我
敬了个军礼遥我们相视而笑袁我
夸他动作标准遥他很自豪地说院
野自己曾经还是一名预备役军
官呢浴 冶此时袁我紧紧地握着他
的手袁不愿意松开袁他的手充满
温暖而有力度遥我在思考袁他不
是军人袁 为何见了穿着军装的
我袁会给我敬礼钥我想起了抖音
里特别窜红的那位记者的提
问院野和平时期袁需要军人吗钥 冶
阳光帅气的军人铿锵有力地回
答院野正是因为军人的存在袁我
们才能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与安
宁浴 冶我理解袁军礼是对军人职
业的一种尊崇袁 是维系朋友情
谊的一根纽带袁 更是架在军地
之间的一座连心桥遥

我清晰记得第一次学敬军
礼的情景遥刚入伍到新兵连时袁
班长威严地下着口令院野半面向
右转袁敬礼浴 冶并反复强调敬礼
的动作要领院头要正袁颈要直袁
眼睛平视前方袁五指轻轻并拢袁
掌心向内稍向外袁 中指贴于帽
沿右角两至三公分遥 班长还不
停地重复着一句话院野行军礼
时袁目光必须要有精气神遥 冶班
长在用近乎苛刻的语气要求我
们遥野欧阳权袁怎么回事袁眼睛没

神袁眼珠来回穿梭钥我告诉你一
个诀窍袁 其实敬军礼的动作要
领很简单袁只要心中有信仰袁眼
睛里装着国旗袁 你就能敬出标
准的军礼遥冶就是因为记住了班
长说的这句话袁我从那以后袁再
也没有挨过批评遥 因为袁 敬礼
时袁 我的心里永远装着一面鲜
艳的五星红旗浴

军礼袁 还是维系夫妻感情
的纽带遥 记得军校刚毕业当排
长的那个时候袁 部队在天津蓟
县袁妻子是老师袁有两个月的暑
假遥她来部队探亲时袁部队条件
艰苦袁 接待家属来队的房子只
有四间袁 部队规定休满一个月
的假期袁家属必须离队遥 否则袁
房子不够住遥 我忘不了妻子即
将离队的那天下午袁 她牵着走
路还不稳当的两岁儿子袁 一步
三回头的走出营门遥 营门外袁
全排的战士列队欢送嫂子袁一
班长孟晓明扯着嗓子下了一道
口令院野向嫂子袁敬礼浴 冶那口令
似乎响彻云霄遥 我紧紧地拥抱
住妻子袁 儿子的小手使劲地拽
住我的裤角袁 他睁着大大的眼
睛袁 仰起头好奇地看着拥抱中
的我俩遥 我似乎被这口令所陶
醉袁 我似乎看到了三十二只战
友的手在向我们行军礼袁不袁应
该是无数只手在行军礼袁 这是
战友加兄弟的一种牵挂与祝
福遥 多年以后袁妻子提出袁一定
要带着读研究生的儿子到我老
部队去看看袁我知道袁她是想去
寻找为我们行军礼的老战友的
身影袁 寻找我与她拥抱在一起
时袁散落在地上的晶莹的眼泪浴

是啊袁敬军礼袁一名军人必
备的礼仪遥一个简单的动作袁我
们不要小瞧它袁 它不仅珍藏着
一段美好的情感与经历袁 它更
装着一股信仰与力量浴渊作者单

位系湖南省株洲军分区冤

解读最新政策，助力备战考研
国防科技大学为学员考研助力

编者按院尽管国庆阅兵己经结束袁但那些踢着正步走过天安门的受阅官兵们依旧为人们津津乐道遥 阅兵场上袁他们昂首阔步尧意气风发尧气宇轩昂袁但在荣光背后袁却是他

们被晒脱皮的脸颊尧被磨破的好几双鞋和被汗水浸透的背夹噎噎

宋宇飞：谁说“00后”不行
通讯员 胡会川

野当我正步走过天安门的时
候袁真的是热泪盈眶袁作为军人我
感到特别自豪噎噎冶 回想起 10 月
1 日参加阅兵的场景袁武警沈阳支

队副支队长任明新的心里至今还

激动不已遥
今年 3 月刚调整完工作岗位袁

他便被抽调北京参加阅兵集中训
练遥 野磨破了 5 双鞋袁每天喝 60 多
瓶矿泉水遥冶任明新副支队长说道袁
野一共是经过了 188 天的训练袁每

天要训练 11.5 个小时袁 至少要走
21.75 公里左右袁 相当于半个马拉
松噎噎冶

将军领衔袁校尉争先遥 这么重
的训练量袁 你的身体能承受的了
吗钥面对笔者的提问袁已经 44 岁的
任明新副支队长坚定地说院野我代
表的不仅是我自己袁更是代表武警
沈阳支队和家庭参加这次阅兵袁在
我们的方队里就有 20 多个将军袁

年龄都比我们大很多袁站军姿的时

候他们用普通一兵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袁站在前面一动不动袁给我
们做出了榜样袁他们这种坚定的毅
力深深感染尧激励着我袁我必须向
他们看齐袁决不轻言放弃浴冶他暗下
决心袁一刻也不能松懈袁为支队荣

誉而战浴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考核袁他

以优异成绩成为受阅方队中的一
员遥 野当领到阅兵服装的时候袁别
提心里有多高兴了袁 我觉得这是
最幸福的事情遥 冶任明新所在的方
队是领导指挥方队袁 紧随仪仗队
之后袁 是第二个走过天安门接受
祖国和人民检阅的方队袁 他内心
的自豪感尧荣誉感油然而生遥 野我

站在第 5 排袁第 3 名袁这是我一生

最光荣的坐标遥 冶
现在袁 虽然阅兵任务已经结

束袁但是在阅兵场上的一幕幕袁仍
令他记忆犹新遥 他说院野军人的忠
诚不是说出来的袁 是用无数滴汗
水浇灌出来的袁 是 128 步正步走

出来的遥 冶
野副支队长袁你太棒了浴冶野副支

队长袁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冶
野副支队长袁 我们想跟你合个影
噎噎冶10 月 4 日袁圆满完成阅兵任
务回到支队的任明新袁成了支队官
兵争相追捧的军营野明星冶袁大家紧
紧围绕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袁嘘寒
问暖尧合影留念遥

一心装满国袁一手撑起家袁家

是最小国袁国是千万家遥 在任明新

参加阅兵训练期间袁 军嫂徐晶一
边要忙于工作袁一边要照顾父母袁
一边还要陪高考的女儿复习功
课袁 家庭的全部重担压得她喘不
过气来遥 尤其是 7 月份年迈的母
亲生病袁 她只能一个人带着母亲

去医院检查袁 始终没有把实情告
诉他遥 她说院野没有国哪有家袁家里
的事是小事袁我是军嫂袁苦点累点
不算啥遥冶10 月 1 日袁举国欢腾袁举
世瞩目遥 军嫂徐晶和家人坐在电
视机前观看阅兵直播袁 当看到方
队里的副支队长任明新的时候袁
她的眼睛湿润了遥 她说院野你在天
安门接受检阅袁 我在家里接受检
阅袁家里有我袁你放心吧浴 冶

党员就要走在学习的路上
扬州市组织党员干部参观见学

今年从维和国庆阅兵方队中
走来的 19 岁战士宋宇飞帅呆了袁
一米八的个头袁俊美的外表袁自信
的眼神遥 这个前年才入伍到河北
省张家口市某部服役的宋宇飞袁
真了不起浴 他说院野能有幸参加祖
国 70 周年阅兵袁当我迈着正步走
过北京天安门广场时的那一刻袁
我特别骄傲自豪袁 我的心跟着囯
旗高高飘扬了起来遥 冶

10 月 1 日那天的阅兵场面袁
还幸福地定格在宋宇飞眼前院野我
作为一名基层战士袁 有幸入选维

和国庆阅兵方队袁 能参与和见证
整个阅兵过程袁感到无比荣光袁也
是对基层战士的亲切关怀遥 我心
情激动万分袁我戴着贝雷帽袁身着
漂亮的阅兵服袁手握冲锋枪袁我眼

神中透着幸福的光芒遥 冶 这次阅
兵袁他把中国军人自强尧自信的精
神面貌展示了出来遥

3 月袁 宋宇飞所在部队挑选
国庆阅兵人员时袁 他第一个递交
申请书袁经过层层筛选袁最终成功
入选遥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袁暗自在
心底发誓袁 一定要走岀当代士兵

的时代风釆遥 宋宇飞提及这些袁青
春洋溢遥

为了踢好天安门前 96 米 128
步的正步距离袁 他刻苦紧张训练
了 4 个月袁穿坏 3 双鞋袁每天训练

完就想睡遥 宋宇飞记得袁一次他在
睡梦中突然听到教练下达 野正步
走冶的口令袁侧着身子睡的他立即
绷紧脚尖出腿袁 没想到一脚踢到
了墙上袁 趾甲盖儿里都踢出了淤
血遥 梅花香自苦寒来袁正是他凭着
一股韧劲尧拼劲袁抒写了爱国与奉
献袁展现了人生新的风景遥

一人受阅袁 全家光荣遥 一次
受阅袁荣耀一生遥 宋宇飞有个想
法袁回部队后把阅兵的盛大场景
和自豪心情袁第一时间讲述给战
友们听遥 经历了阅兵训练磨砺后

的宋宇飞袁他仿佛站上了一个高
点袁做事情的标准更高了遥 他要
把这次阅兵激发的爱国热情转
化为奋力担当作为的前进力量袁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袁更加昂扬的
斗志袁立足岗位袁忠诚奉献袁做好
本职工作袁为中国梦强军梦贡献
青春力量遥

任明新：每天喝 60瓶水
通讯员 邹新江

王培晨：父母对他撒了谎
通讯员 范贤明 王 聪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便感

到一阵温暖遥 我不知这是不

是部队所特有的一种交流方

式袁 但这充满浓浓人情味的
形式便让兵们从心里感到无

限的温馨遥
每个战友都有类似这样

的故事院到部队前袁把绿色军
营想得那么地神秘而美好袁
而后袁枯燥的生活尧单一的形
式袁使你顿生失望之感袁平时

干起工作来也无精打采袁刚

当兵时的豪情壮志顷刻便一

落千丈遥 这时班长尧排长或者
细心的指导员袁便像父母尧似
兄弟尧如朋友一样地靠上来袁
同你谈希望尧 谈理想尧 谈现

实袁 讲述他是怎样从当初不

安心工作到扎根军营无私奉

献的袁部队这样的野老山沟冶尧
野老海岛冶令你敬仰不已浴 再

比比自己袁 心里一下子就亮
堂了袁信心重又在胸中滋长遥
以后你知道了院这就是谈心遥

谈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

一种有效方式遥 尤其是新的历
史时期袁谈心对于加深干部战

士的相互理解袁增强思想政治
工作的 野一感三性冶袁 即时代

感袁针对性尧主动性尧有效性袁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看哪个新兵训练间隙有
愁事了袁 瞧哪个战士压铺板

有想不开的事了袁 看哪个战
士吃饭不香袁 就是查铺时哪

个战士多翻几次身袁 细心的

连长尧指导员袁第二天一准会

在训练场边袁在田园菜地边袁
夕阳西下时和你拉家常袁扯
闲呱袁 让你感到心里暖融融

的袁什么事也都冰释前嫌了遥
这样的场景袁令你温暖很

久袁就像家人间的亲情一样遥
谈心在部队是不列入条

文的条文袁 但每一次有大型
任务尧大项工作时袁尤其是半

年工作总结尧年终工作总结尧
老兵复退尧 新兵入伍后都要

求对部属普遍谈一次心遥 作
为一名基层主官要对你的百

十号兄弟袁做到熟悉人头袁掌
握性格袁 即便近期有什么思

想动态也要一清二楚遥 围绕
两个经常性工作的深入开

展袁部队探索总结了开展野双
四一冶活动的经验遥 野四个知

道一个跟上冶院即干部要知道

战士在哪里尧在干什么尧在想

什么尧最需要什么袁思想工作

及时跟上曰野四个报告一个依
靠冶院 即战士要主动向干部尧
部属向领导及时报告在哪
里尧在干什么尧在想什么尧最

需要什么袁 遇到突出问题依
靠组织解决遥

谈心袁看似简单袁其实也
是一门艺术遥 有的人一谈就

翻袁有的人谈心之后使人觉得

野听君一席话袁胜读十年书浴 冶
作为谈心者袁 具备高深

的素养袁优雅的谈吐袁正直的

品格袁 才会赢得被谈者的信
任遥 交谈时袁你可以在工作时

边干边谈袁适当的场所袁诚恳

地直接谈袁间接地曲线谈袁因
人而异袁因地而异袁以拉家常
或聊天的方式袁无形胜有形袁
无法胜有法袁 方法不是最重
要的袁贵在以一颗真诚之心袁
终会感化另一颗心遥

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无形

的隔阂袁 谈心袁 恰似一座桥
梁袁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遥 谈

心是相互的袁 领导要甘于放
下架子袁愿意去谈遥 部属心里

有什么负担袁有什么疙瘩袁找
战士尧 找班长尧 找领导拉拉

呱袁使心理压力得以释放袁相
信院虽然野自古人生多森岳冶袁
但风雨之后见彩虹遥

培根在叶论言谈曳一文中

说袁 关于谈话的艺术还应当

了解院 温和的语言其力量胜

过雄辩遥 不善言辞者是笨拙
的袁 但没有原则的诡辩却是
轻浮的遥 讲话绕弯子太多令

人厌烦袁 但过于直截了当又

会显得唐突遥 只有能掌握此

中分寸的人袁 才算精通了谈
话的艺术遥

几个年轻的士兵坐在青
青草地上袁 轻风吹拂着他们

的头发遥
谈着袁幸福着遥
每年袁 我都经历着这样

的场景遥 每年袁我都在我的笔

记本上袁在心里牢牢地记着院
一年来的失误尧领导的愿望尧
战友的勉励噎噎

坐在青草地上谈心袁是多

么优雅别致而幸福的事情啊浴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敬军礼
欧阳权

谈 心
此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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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夏存喜冤10 月
15 日袁 江苏省扬州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总
体安排袁组织局系统全体党员干部集
体参观扬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遥

此次展览以野壮阔七十年尧奋进
新扬州冶为主题袁通过伟大征程尧沧桑
巨变尧 阔步新时代 3 个板块及各县
渊市尧区冤功能区专题展区袁全面展示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领导扬州人民

同心协力尧奋力拼搏尧解放思想尧开拓
奋进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尧建设和改革
开放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遥

革命尧建设尧改革尧历史的车轮在
滚滚向前袁 沧桑岁月又引人深思回

味遥 近 500 幅图片袁城市公园和城市
书房实景展示袁中航沈飞所的飞行汽
车尧 哈工大机器人系列高科技产品袁
以及老地图尧老报纸尧老票证等老物
件袁 见证了 70 年翻天覆地的扬州跨
越和改天换地的扬州气概遥一幅幅历
史图片尧一段段短片视频尧一个个实
物场景让观展的党员干部深深震撼遥

观展后袁广大党员干部们很受启
发教育袁 为扬州市 70 年来建设发展
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振奋袁对扬州市

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期待遥大家纷纷
表示袁将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改革创
新尧担当作为袁为推动市退役军人事
业高质量发展尧建设野强富美高冶新扬
州而不懈奋斗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君燕冤野今年
考研的形势和往年一样比较严峻袁
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
面......冶 为了让学员更好地了解关于
考研的最新政策袁近日袁国防科技大
学系统工程学院学院大队学员三队
特别邀请了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的
杜振国参谋为学员们讲解 2020 年
学校关于考研的最新政策袁 并对考

研相关问题进行答疑遥
讲座中袁 每一名学员都正襟危

坐袁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杜振国参谋袁
仔细聆听每一条关于考研的信息遥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考研袁杜

参谋总结以往招生情况袁 提出大家
要团结一心袁互帮互助袁在准备考研
的这几个月里互相鼓励袁 及时分享
信息和资料袁 只有抱团取暖才能互
惠共赢袁同时袁提醒大家要注意报名
时间协调好考研专业的选择遥

通过杜参谋的讲解袁学员们对今
年的考研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袁 心中
也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和计划遥 不少学

员反映袁 在前期的复习中对考研政策
关注不足袁存在很多误区袁也不够注意
复习方法袁在剩下的两个月中袁一定要
积极改变策略袁切实提高复习效率袁争
取在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遥

深秋时节袁新疆阿勒泰奇本德地区野生动物出没频繁袁驻守在这里的扎马纳什边防连联合护边员对奇
本德地区进行乘马长途巡逻袁防止不法分子抵边打猎行为袁确保防区安全稳定遥 渊徐明远/摄影报道冤

近日袁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袁将部队战术机动至陌生地域袁采取临机设定射击区域尧随机设
定打击目标等方式袁从严从难锤炼部队作战指挥尧战术协同尧战场保障以及精准打击能力遥 渊陈明/摄影报道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