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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雅冰

从校园到军营，
主动申请去更艰苦的地方

刘宸从小就喜欢看电视剧《士兵突击》

《我是特种兵》，梦想成为一名军人。然而，

“我最想当的就是特种兵，为国而战。我高考

的第一志愿是国防科技大学，结果失之交

臂。”2016年，刘宸考入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成为一名大一学生。虽然没有考上

军校，但他当兵的梦想一直没有变。在一次

军事理论课上，刘宸得知在校大学生也可以

报名应征入伍，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下课后，

就去学校武装部了解情况，并预报名了。

大一结束后，刘宸顺利通过报名、体

检、政审，正式成为一名军人。而且，他向学

校武装部提交了一份到新疆的参军申请。

“主动选择去新疆，并非我刻意想到艰

苦边远的地方吃苦受累，而是我想，如果选

择舒适和安逸，又何必要当兵呢？既然这个

选择必然是要吃苦的，那就索性把苦吃得

多一些，吃得深一些。”说起当年的选择，刘

宸语气毅然而坚定。

2017 年，刘宸来到新疆军区某野战

师。从学校到部队，从课堂到战场，刘宸第

一次感受到了部队的严格与艰辛，仅仅新

兵训练就给了这位来自大学校园的小伙子

深深震撼。

为了锻造新兵，新兵连管理严格苛刻，

训练强度大，节奏快，加之南疆气候干燥，

初来乍到的刘宸完全水土不服，经常流鼻

血，皮肤也严重皲裂，手指还一度变形。但

茫茫戈壁，狂风暴雪，都没有让刘宸产生一

丝放弃的念头。无论是军事体能还是军事

技能，刘宸始终没有落在后面，甚至在第一

次实弹射击中就打出了第一名的成绩。当

全连唱着《打靶归来》从靶场返回营区时，

走在队伍最前排，刘宸看着自己胸前佩戴

着的大红花，“就像小时候考试得了第一

名，安逸得很。”

新兵结业，刘宸被评为“优秀新兵”，受

嘉奖一次。由于在新兵连军事素质表现突

出，刘宸满以为自己肯定能如愿分到向往

的侦察营，万万没想到，新兵连训练结束

后，他却被分到了油库，当一名油料兵。那

天中午，刘宸抱着枕头哭了很久。

油料兵做的是站岗、警戒、加油等琐碎

工作，日复一日，这里没有对抗演习，没有

实景体验，打靶的机会也寥寥无几。刘宸执

行任务的时候，经常会路过侦察营的训练

场，发现侦察营天天在打靶。“你能体会那

种感觉吗？有时凌晨我都能听到枪声，那声

音就往你心里钻，点你的火。”

2018年5月的一天，值哨下岗后，刘宸

直接去了学习室，用一个通宵写了长达 10
张信纸的申请书，要求转岗到侦察营。第二

天，刘宸从门缝把申请书塞进了保障部副

部长的办公室。

“后来，副部长把申请书报给部长，部

长跟我聊了很久，我没有动摇，他就又把申

请书交给了师政委。我特别喜欢政委，他很

开明，我知道他一定能理解我。”

后来，刘宸越级写信的行为被批评了，

但他说：“我不是找组织要好的待遇，我是

要求从相对舒适的油库去艰苦的打仗的部

队，我问心无愧。”政委被刘宸的决心打动

了，两天后回复刘宸，答应让他去侦察营试

训3个月，如果合格就留下，不合格就退回

原单位。

结果，到了侦察营一个半月后，刘宸就

被留下来了，集训结束时，他宸的成绩在全

营名列前茅。

“花姐，太安镇中到了，欢迎前来指

导工作。”

当丁校长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

起，我看了一眼时间：刚刚8点，离出发

不到一个小时。

“太快了，我还没有开始晕车呢。”话

音刚落，四周响起一阵愉快的笑声。

接到“结对帮扶送课下乡及同台献

课”邀请函的时候，我有些许犹豫。太安

是中江最南端的一个小乡镇，途经广福、

仓山、冯店，离县城80多公里，路窄弯道

多，两年前，我曾路过那里，自驾开了两

个多小时的车，车身被旁逸斜出的树枝

刮了深深的一道印痕，现在想起仍心有

余悸。

就在我为提前一天到太安还是当天

到太安而纠结的时候，太安的丁勇校长

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你担心什么呢，

成都三绕德简高速中江至禾丰段已经试

运营了，早上吃一碗中江挂面，中午就可

以喝碗简阳羊肉汤，难道你还怕赶不上

中江境内的一堂课？到时候我去接你

们。”

到了送课下乡的日子，来接我们的

车驶出县城，从中江西站驶上高速，我的

眼神立即被黏住了。伴着车内的歌声，

车灯穿破淡淡晨雾，平坦笔直的双向六

车道在眼前延伸，路旁的芦苇、火棘、松

柏以及田里郁郁葱葱的麦苗、油菜一并

朝身后跑去，早起的鸟儿鸣叫着、飞翔

着，却怎么也追不上车的速度，在眼底留

下一个剪影便不见了踪迹。

太阳刚刚从天边透出一丝丝红晕，

我们的车就从冯店拐下高速，太安镇中

也就不远了。

一条高速路，拉近了城乡距离。踏

进校园，熟悉的、学校所特有的青春气息

迎面扑来。学校不大，但干净整洁，孩子

们带着纯净的微笑主动过来打招呼，那

略微害羞的模样让我心暖暖的，我迫不

及待地想要看看课堂了。这次教学交流

活动是同课异构模式，临出发前，担心一

些不确定，我对参加活动的6位老师再

三叮嘱：课件要做三手准备，U盘、移动

硬盘、邮箱都要备份，甚至让他们自带笔

记本电脑。走进教室，我才发现自己多

虑了。虽然是农村学校，可每间教室都

配备有功能强大的一体机，智慧教室就

那样静静地呆在大山脚下，与乡村孩子

日日相伴。

联网、试课件、上课，继光和太安的

老师同台亮相。在先进的信息技术辅助

手段中，语文老师带着学生抓词眼、觅情

感，解读文本、创意写诗，师生之间无障

碍交流，各环节层层推进，课堂灵动而新

颖；数学老师借社会热点视频导出数据，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复杂问题简

单化，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轻松愉快之间

重难点不攻自破；英语老师创设出富有

生活气息的语言情境，带着学生“玩中

学，学中玩”，活跃的课堂上，知识在静静

流淌。跟随老师的思路，我仿佛又回到

了中学课堂，又当了一回学生。

一时兴起，趁老师上课间隙，我溜到

其他教室转了一圈，竟然发现两个没有

老师的教室内（老师们在集中听课研

讨），学生自己打开多媒体，讲题正酣，那

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挺有老师的风范，坐

在下面的学生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站在

门口，看着那稚气未脱的脸，听着变声期

略微沙哑的声音，我满心欢喜。

“老师，给您。”刚刚下课，一个略带

羞涩的男孩塞给我一个还冒着热气的饼

子，那可是他的课间餐呢，不待我“谢”字

出口，他已经转身朝操场跑去。眼神追

着他的身影，我发现校园内一棵脱光了

叶的高大的梧桐树梢，阳光一泻而下，洒

落在树下的乒乓台上，我分明看见一个

个芽胞正在各个枝条上酝酿，只等一阵

春雨、一声春雷的唤醒。眼前的这些孩

子，不就是那一个个芽胞吗？他们青春

阳光、健康向上，在老师的呵护下，总有

一天会冲破这片土地，飞向更加广阔的

天地。

一条德简高速，拉近了城乡距离。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探索

城乡学校之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协

同创新、一体化发展”的教育整体推进机

制，“结对帮扶同课异构”的联合教研，缩

小了城乡学校的差距。教育，未来可期；

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 严天吾 李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9 年 9 月，两年兵役期满，刘宸选择退

伍，婉拒了部队领导的再三挽留。

退伍后 4 个月，刘宸接到了被新疆军区授

予他的“一等功”证书。

很多战友对他主动放弃大好军旅生涯表示

惋惜，刘宸内心却异常平静。“因为没有机会参

加实战，我还是想回去读书。”

退伍后，刘宸没有立即复学，而是先去打

工。在这一年里，他走遍了丽江、大理、西安、宁

波、广州、深圳，刘宸最终在宁波一家房地产公

司找到了销售的职位，干了3个月，一套房也没

有卖出去。但刘宸觉得：“能不能把房子卖出去，

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走

的地方多了，经验也多了，视野也变宽。”

2020 年 9 月，刘宸回到久别 3 年的大学校

园，由军人身份重新变回学生，他适应得很快。

不到一个月，他就被学校选拔为民兵预备役队

长，带领大学生征兵志愿者大队、退伍老兵、国

旗护卫队，成功组织了2020年退伍老兵欢迎仪

式。

虽然已经离开了部队，但刘宸的大学无论

是学习还是生活充满了军人作风。“每天早上7
点一到，他就像设置了自动程序一样，定时起床

了。”室友许海笑说。

因为刘宸的到来，寝室就变了模样。在他的

带动下，大家对宿舍进行了改造，换成了统一的

床帘、统一的摆设，原本有些脏乱的寝室变得干

净整洁。

在班里，刘宸比其他同学大3岁，但同学间

并没有因为年龄差距而产生隔阂，反而刘宸因

为“靠谱”被大家一致推选为班长。“他是认真负

责的优秀班长，做事雷厉风行，有条有理，能为

同学们办实事，老师交代给他的事情，也不用多

操心，是个靠谱青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复学后，因为学校官微的一篇报道，刘宸成

了校园“网红”，不少学院、班级、协会都邀请他

去做励志演讲分享，他从不推辞，从不吝啬于分

享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周边同学。

“其实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学习才是我面临

最大的困难。”刘宸说。虽然有同学告诉他一等

功可以保研，但刘宸不想躺在功劳簿上，他把学

习当成他的一个新的战场。“我想去更好的大学

读研，得先把学业补上来，不能因为一等功能保

研就放松了。”

从训练到比赛
勇夺“军事奥运会”三金

在侦察营，刘宸被连队推荐参加“国际

军事比赛-2019”赛事的选拔，“国际军事

比赛”是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一项国际性

军事赛事，被誉为“军事奥运会”。

刘宸是参赛队员中兵龄最短、年龄最

小的选手，他毫不畏惧，每日和队友一起接

受近乎残酷的强化训练，并且顺利通过多

轮淘汰，从万名候选者脱颖而出，代表中国

队参赛。

刘宸参加的比赛项目是手枪的完全分

解结合训练、实弹射击。备赛期间，他每天

都进行着“魔鬼式训练”：穿戴战斗携行具

和钢盔不少于8小时，除了日常训练之外，

上午、下午实弹射击结束后及中午午休期

间，刘宸还给自己“加餐”——5 斤重吊砖

块负重据枪训练，每次吊砖块3-5分钟，休

息 30 秒，然后进行下一组，平均每天负重

据枪不低于两小时。

“一天下来，脖子、腰部、膝盖和腿部都

疼痛难忍。临近比赛时，每天训练更是长达

十六七个小时，有时候累得直不起腰，睁不

开眼，站着也能睡觉。”刘宸说。

部队还会“故意”在下雨、大风、沙尘

暴、酷暑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训练。天气

冷，手指僵硬，动作就会缓慢；大风会把手

枪的小零件吹落从而罚时；烈日会出现虚

光，影响中靶率。……比赛当天，狂风怒吼，

黄沙漫天，能见度极低，比赛还因此推迟了

近两个小时，

最终，刘宸分别获得“轻武器两项接力

赛”第一名、“修理排综合接力赛”第一名、

“最佳轻武器（手枪）射击手”称号，勇夺 3
枚金牌。

服役期间，刘宸的爷爷、奶奶去世，因

为执行任务，他没能回家见上最后一面。

“以前对‘为国争光’‘保家卫国’‘忠孝难两

全’没有深刻的体会，但在军营两年里，让

我懂得了‘有国才有家’的道理。”

外表看上去，西南石油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2019级经济学专业学生

刘宸和其他大学生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年轻朝气的面孔之下，是他与

同龄人相比十分特别的青春经历：

大一报名参军，在新疆某部队服役，

努力争取当侦察兵，从万名候选者

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军人参加“国际

军事比赛”勇夺三金、荣立一等功，

退役后，花一年时间游历祖国大好

河山、打工体验别样生活，重返校

园，继续追梦……

都说“谁的青春不迷茫”，但刘

宸的青春，目标清晰，步履坚定。

青春，不走寻常路
刘宸

从部队到校园
学习是我新的“战场”

距离

荣立一等功的刘宸

校园里的刘宸

训
练
中
的
刘
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