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放心去吧，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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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 陈青瀚父亲陈刚

一个老兵向你敬礼

写信人： 汪加成妻子袁玲

写信人： 小静曾经战友冯笑

让青春在军营
闪耀最璀璨的光芒

小静：
小静， 还记得认识你是在2012年， 当时我是空

军某师新兵连的班长， 班上有11名女兵， 你是其中
之一。 你们是我带的第一届新兵。 你个子高高的，
有1米72， 特别文静。 白天训练时， 我是非常严厉
的， 我以为你在训练场上会坚持不下去。 没想到，
你看起来文弱， 但是特别能吃苦， 训练的动作都高
标准完成， 我一下子对你的好感就加深了。

在两个月的训练中， 白天我是严厉的教官， 晚
上我是你们的 “知心大姐姐”， 你们常常围在我的床
前， 我们聊家庭、 父母、 感情， 我比你们大几岁，
对于你们的迷茫和困惑， 可以给一些建议。 那时候
的你， 说的很少， 大部分时候都是认真在听我说。
两个月训练过后， 我们就分到了不同的部队， 你在
我心里一直都是我的好妹妹。

我是2010年当的兵， 当时是全国第一批女直招
士官。 在来部队之前，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乘务专业
的一名大学生。 当时部队来学校招人， 我一向对部
队充满向往， 就应征入伍， 大三时就进入空军某师。
当兵的第一年， 特别苦。 在没来部队前， 我是家里
的独生女， 在家里基本是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来
到部队后， 自己要整理内务， 慢慢的， 生活自理能
力越来越强。 最重要的是， 我心里逐渐有了感恩意
识， 那时候慢慢意识到父母养大我们是多么不容易，
就想着一定要为父母多做些事， 让他们开开心心的。
2013年我退伍了， 而你继续留在部队。

2014年， 我通过一些战友辗转联系到了你， 几
年部队生涯的磨练， 你变得更成熟、 更稳重、 更有
想法了， 而且外向活泼了很多。 其实刚到部队时，
我跟你的性格很像， 内向， 不多跟人沟通， 但是部
队是一个大熔炉。 在这个大熔炉里， 我们得到了历
练和成长， 慢慢学着打开自己的心扉， 交到了越来
越多的朋友， 人也活泼了很多。 我们经常会联系，
等你有假期的时候， 我们也会一起吃饭， 我感觉我
们逐渐变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姐妹。 因为你在部队，
工作是要求保密的， 所以我们心照不宣的不聊你的
工作， 但是我会跟你分享我在基金公司的经历， 有
意思的同事等。 而你会跟我分享你生活里的点点滴
滴， 你的喜怒哀乐， 你对未来的打算等。

我们俩的性格很像， 都是那种不爱争抢的人 ，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 人走远了， 往往就会忘掉初
心， 所以我希望你能不断读书， 不断提升自己的文
化素养， 在跟战友相处时， 多为对方着想， 力所能
及地为战友做些事， 把眼光放长远些， 为自己的未
来做些打算。 我们的父母都很辛苦， 要常跟父母联
系， 多跟父母交流， 多为他们做些事， 让他们开心。

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那时特别充实， 每天内心
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真是一段值得终生怀念的时光。
上次一起吃饭还是5月份， 当时你带着你的新兵， 我
带着我老公， 我们聊得很好， 还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你现在在部队，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珍惜时光，
好好学习， 积极训练、 工作， 把自己的综合素养能
力提上来， 珍惜跟战友相处的美好时光， 让青春在
军营闪耀出最璀璨的光芒来！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整理

青瀚：
我的宝贝儿子， 你好！
突然这么称呼你， 我的心里还有些不习惯呢 。

也许是你长大了， 也许是你成为了军人， 不知不觉，
我们之间说话有些客气了， 对你的称呼也不那么随
意了。 但你在爸爸妈妈的心里， 永远都是宝贝儿子！

总以为你还是个孩子， 所以一直没有和你深入
交过心。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虽然爸爸没有如期接
到你远方的祝福， 但内心却没有遗憾。 爸爸知道军
队有纪律， 所以爸爸不会责怪你的， 同时爸爸妈妈
还希望你能够安心服役， 不要牵挂我们。 爸爸妈妈
为你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现在的通讯真是方便多了， 你离家那么远， 时
常还能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和你妈妈的心里踏实多
了。 爸爸当兵的时候， 写书信是最方便的， 和家人
朋友的沟通基本上都靠邮寄信件。 在部队的日子里，
一封家书比什么都让人感到温暖。 马上八一建军节
了， 午报要做一封家书的专题， 借此机会， 我还真
想通过这种方式跟我当兵的儿子说说心里话。

转眼间你当兵都一年了 ， 想想去年这个日子 ，
全家人为了你当兵的事儿， 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兴
奋和光荣。 同时内心也很纠结， 怕你不适应、 怕太
想念你……以前你天天在家不觉得什么， 现在你不
在家的这段日子里， 我和你妈妈真的非常想你。 不
过你妈妈最近这段时间心情好多了， 好像已经适应
了你不在身边的生活。 的确， 以前习惯了照顾你 ，
现在一下子少了好多活儿， 反而感觉没着没落的。

真没想到你去这么远 ， 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 。
从来没有远离过家的你， 这次确实是一次真真正正
的锻炼！ 一次由稚嫩的男生蜕变成男子汉的过程 ！
我们确实很担心你是否习惯外面的生活？ 是否习惯
军队的生活？ 其实在爸妈心里， 自从你当兵入伍的
那一天起， 你就不再单单是我们臂膀下的儿子， 你
也要开始张开臂膀了， 而且肩上的责任也不再普通。

儿子！ 你知道吗？ 我们真没想到热爱乒乓球的

你， 在部队还有施展球技的机会。 今年3月份我们见
面的时候， 你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那
就是你在你们旅里面得了一个乒乓球冠军。 当我看
到你带着一身稚气和阳光般的笑容递给我奖状时 ，
我心里面乐开了花。 就因为这， 后来听说你还在军
队有了点儿小名气……哈哈哈……儿子你好棒呦！

军队是所大学校， 这一点爸爸深有体会。 从一
日有节奏有规律的生活到非常细小的工作； 从挥汗
如雨的军事训练到全面具体的政治思想教育； 从官
兵之间的团结友爱到战友们共同完成任务的喜悦 ，
这一切都是给年轻人的精神养分。 爸爸当兵的时候
也是如饥似渴的体验着军营中令人兴奋的一切。 如
今你也变得成熟了许多， 说话也有条有理了， 细嫩
洁白的皮肤也变得黝黑结实了！ 辛苦了儿子， 现在
爸爸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向你敬礼！ 向你致敬！

爸爸妈妈的身体非常好， 你不要挂念。 你小妹
妹也被小学顺利的录取了。 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
候可兴奋了， 天天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学校上学，
希望自己快点长大， 也和哥哥一样当军人！ 唉， 幸
亏有你小妹妹， 要不然我和你妈妈每天就剩下想你
了， 真的想念， 我的宝贝儿子！ 最后爸妈希望你通
过这段军旅生涯， 全面锻炼自己， 早日成为一名优
秀的解放军战士， 爸妈等着你立功的好消息。

本报记者 孙艳 整理

亲爱的老公：
你好吗。
你这次出国执行任务， 建设任务比较重， 工作

好忙， 加上网络信号时有时无， 时差较大等等好多
因素， 所以我决定提笔给你写封信， 希望通过字里
行间， 你能感觉到我对你的思念。

跟你分开已经有快两个月了， 一切过得还好吗？
我们刚刚结婚不到半年， 你这个新郎官就 “跑啦”，
太不像话了。 不过我知道这一直是你的梦想， 不想
遗憾， 所以老公， 当得知你要出国执行维和任务的
时候， 我对你说： “你去吧， 我爱你！ 执行维和任
务是军人的荣耀， 我支持你！” 但是你这一跑又让
我很是担心，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记得按时喝水，
不忙时多休息， 知道吗。

我在这边都挺好的， 除了每天跟你聊不上几句
话， 不足表达我对你的思念之外， 哈哈哈。 生活上
都很好， 吃得好， 睡得好。 工作上的事情， 我就不
跟你多啰嗦了。 我知道你那边压力更大， 任务更重，
工作更多。 你上次跟我说， 营区建设上的各个难题
很多， 但是每天工作都有进展， 自己觉得过得还是
很充实的， 我虽然不懂， 但是看着你开心的样子 ，
我就满足了。

你安心执行任务， 我会照顾好家的。 爸爸去世
没多久， 妈妈一个人在老家， 你不用担心， 我会经
常给她打电话， 看看她在家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 ，
陪她聊聊天， 给她解解闷， 下个月等我工作不忙了，
我准备带她出去旅游旅游， 散散心。 你放心吧， 妈
妈有我陪着不会孤独的。

亲爱的， 作为一名军嫂， 我真的非常荣耀。 虽
然你不能陪着我， 但是你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祖
国的重托， 我为你自豪。 你们的任务是历史性的 ，
意义非凡 。 还记得走之前 ， 二伯伯专门给你写了
“荣誉， 责任” 四个字吗？ 你和你的战友肩负神圣使
命， 在非洲大地执行维和任务， 我为你感到骄傲 。
在对比中， 我也深刻感受到我们这个小家在祖国的
怀抱下享受着安宁祥和环境的来之不易。

老公， 希望你肩扛 “荣誉 ， 责任 ” 四个大字 ，
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我会好好等着你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的身边。

祝一切顺利！
本报记者 李婧 整理

图为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