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信人： 小浩父亲李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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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 武晓飞奶奶

我的大孙子是最棒的！

飞飞：
你好， 现在还好吧。 奶奶岁数大了， 你打电话回

家有时候也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怕你惦记， 就想给你
写封信。 记得奶奶给你写的上一封信是在你当兵第二
年的时候， 一晃眼十几年过去了， 你都长大了， 从一
个新兵变成了能够出国执行任务的大小伙子了。

飞飞， 你出国已经快两个月了， 一切还好吗？ 我
们每天都看那里的天气预报， 这么高的气温， 真怕你
受不了。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多喝水啊。 如果开着空
调， 也不要直吹， 那样很容易感冒。 上次全家和你一
起视频聊天， 因为时差， 你那里是半夜2点， 奶奶看
到你都瘦了。 出国工作压力肯定特别大， 你得注意休
息啊！ 不行就不要跟家里视频了， 多睡觉， 养足精
神， 好好工作。

飞飞， 那里的外国人对咱们中国军人友好吗？ 在
那边工作要学会尊重别的国家风俗、 学会沟通交流。
战友们在一起要互帮互助， 走之前你爸给你塞的太谷
饼记得分给你的战友吃。 任务紧张， 休息的时候你就
多喝水， 补充能量。 出门在外奶奶看不到你， 得学会
自己照顾好自己， 不要让奶奶担心。

飞飞， 从小你就特别懂事， 是奶奶的小棉袄。 现
在你长大了， 更是奶奶的骄傲。 看着你这么多年在部
队一直在成长进步， 奶奶真为你高兴， 我的大孙子是
最棒的！ 还记得你小时候吗， 总爱躺在奶奶家的大床
上打滚。 上次你回家， 再睡上去床已经变得很挤了，
你真的已经长大了。 不仅个高了， 也更懂事了， 现在
更是代表咱们中国军人去国外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奶奶真的觉得太欣慰了。

飞飞啊， 咱们是普通人家， 你能有机会在部队成
长， 奶奶时时为你这份幸运感到骄傲， 感到光荣！ 你
不在家的时候奶奶经常把你得的军功章拿出来看看、
擦一擦， 看到这些军功章就像看到你一样。

你总跟奶奶说， 觉得这些年不能陪在奶奶身边很
愧疚， 但是飞飞啊， 奶奶一直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
吗？ 年轻人想家没出息哩。 奶奶辛苦拉扯了那么多孩
子和孩子的孩子， 就是为了看到你们的成长进步！ 飞
飞你放心， 奶奶在家很好， 你爸妈经常叫上姑姑们来
陪奶奶， 你三姑每天下班都过来。

飞飞， 大的道理奶奶不会讲， 也讲不好， 奶奶希
望你既然选择了， 就不论再苦再难， 也要坚持下去，
完成好自己的任务。 出去后， 你代表的就是咱们中
国， 一定要为国家争光， 全家人等着你的捷报！

飞飞， 奶奶等着你回来啊。 记得小时候， 逢年过
节你们几个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可热闹了。 我做饭
时， 你们就钻进小小的厨房， 看看奶奶到底做什么好
吃的呢。 你最爱吃饺子了。 飞飞， 奶奶等着你回来
啊， 还给你做最爱吃的饺子。

飞飞， 全家很好， 勿念。
本报记者 李婧 整理

（注： 武晓飞是中国首批维和直升机分队保障连
副连长， 于2017年5月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武晓飞
从小与奶奶感情深厚， 在外执行任务唯一放不下的就
是奶奶。 为了不让他挂念， 奶奶给自己的大孙子写下
了上面的家书。）

小浩：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 儿子， 你的两年服役期

就要满了。 八一建军节将至， 你老爸的战友们节日前
的互相问候， 更使我想念一年多没有见面的你。

还记得送你入伍的那天， 沈阳火车站前一片绿色
的海洋。 看着你那瘦弱的身影， 随着熙熙攘攘的队
伍， 走进站台， 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 那一刻， 我
和你妈妈都止不住的潸然泪下……那泪水中既有留
恋， 也有牵挂。 更多的是对你走出这一步的欣慰： 孩
子长大了， 就如那羽翼初丰的小鹰， 要飞离呵护它成
长的家， 远离亲爱的父母及家人， 去寻找属于它自己
的天地。

你九岁就失去了妈妈， 但老天又很眷顾你， 又给
了你一个新妈妈。 这个妈妈对你的爱， 是那样的真诚
和细腻。 她来到咱们家的这几年里， 对你的关怀和爱
护， 胜过了我这当父亲的数倍。 我看在眼里， 感动在
心上。 当第一次收到你的家书， 看到你穿军装的照
片， 你妈妈喜极而泣。 现在想起来， 我依然情不自禁
的要掉泪。 看到你的些许成长进步， 是做父母最大的
快乐！

还记得三十年前你老爸入伍的情形， 和你是在同
一个火车站走的， 胸戴红花， 兴高采烈地走上火车，
当火车开动， 看到你爷爷奶奶边挥手边掉泪， 当时有
些小伤感， 但心里还偷偷埋怨你爷爷不够勇敢。 可是
现在体会到了做父母的那爱子之心， 怎能用语言来表

达啊。
在这将近两年的服役期间， 随着你发回的一封封

家书， 老爸也感觉到了你这小子的进步。 从一个懵懵
懂懂的毛头小伙， 渐渐地和我谈起了国家利益、 军人
的荣誉、 团队精神……还真让老爸重新认识你了。

至于你上次来信提及的想在部队多锻炼几年的想
法， 老爸和你妈都赞同。 真心的希望你在部队这个大
学校好好学习， 在保家卫国做贡献的同时， 好好锻炼
锻炼自己。 既然是一名军人， 就要做一名优秀的军
人。 你的爷爷是老八路， 你的老爸也曾经是一名优秀
的军人， 到了你这里， 千万不能给咱们家族丢脸。 以
后不管你是留在部队， 还是回到地方， 不管在哪里，
都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虚心学习， 要求进步。 把自己
打造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小浩， 你妈妈和我都非常牵挂你， 希望你能好好
照顾自己， 我们在家一切都好， 你不要牵挂家里， 在
部队里， 要好好学习， 好好锻炼， 做一名优秀的军
人， 我和妈妈都会以你为骄傲！ 建军节马上到了， 老
爸祝你节日快乐！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整理

晨：
见信好！
时光飞逝， 转眼间你在军营的生活已经一年整

了， 在这一年中你身上发生的点点滴滴变化我们都历
历在目。

感谢部队这座 “大熔炉” 大集体能够锤炼你 ，
使一个从小过着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喜欢走另类
的 “90后” 渐渐变得坚强， 学会了坚持不懈和永不言
败。 从前在我们眼里永远长不大， 不放心的影子渐渐
的消失了。

部队团结紧张的氛围、 刻苦的训练不断的锤炼着
你的意志。 在你刚离开的那段时间 ,我们总是怕你睡
不好、 怕你吃不了苦， 妈妈的心每天总是揪着。 但
当我们第一次接到你的电话， 你 “眉飞色舞” 地跟我
们讲述着在部队精彩的生活， 我们揪着的心才算是放
下了。 既为你欣喜， 又为你骄傲！

记得在新兵营阅兵式， 你们个个腰杆笔挺气宇轩
昂， 踩着军歌的节奏踏着正步大步向前， 妈妈深深被
你感动， 为你们骄傲！ 这才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风采！
不怕被你笑话！ 看着你的身影妈妈竟是情不自禁热
泪盈眶， 仿佛有个声音告诉我 “我的孩子长大啦！”

火热的军营中， 各种体能训练正是力与美的完美
体现。 部队是所大学校， 能让你锻炼出强健的体魄，
坚强的意志， 同时收获一份弥足珍贵的战友情。 你
们来自五湖四海， 共同的理想让你们朝夕相处， 从素
不相识到并肩作战， 这份情感你一定要珍惜守护！

部队的学习 、 训练 、 生活， 丰富了你的阅历，
培养成就了你独特的军人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
相信你会受益终身。

最后妈妈想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是一
个很好的机会， 希望你能好好学习， 尊师敬友， 你的
领导， 你的老班长们都是你的老师。 你一定要虚心向
他们学习！ 你要听党组织的话， 努力学习我们的党
史、 国史、 军史， 做一名 “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
性、 有品德” 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在部队建功立业。

“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我们家因为有你这位
“人民子弟兵” 感到无比自豪！ 你的弟弟们还总是骄
傲的告诉别人 “我哥哥是军人！” 我们期待着你更大
的蜕变———努力成为一个不怕吃苦、 待人真诚、 勇
于担当、 爱岗敬岗的人。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整理

写信人： 陈晨妈妈吕杨肖

感谢部队
让我的孩子长大啦

武晓飞 （左） 和家人的合影

陈晨和妈妈

小浩 (右) 和爸爸 （中） 及爸爸战友合影

望你好好珍惜
部队这个大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