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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大学生入伍的重要性

拿破仑的一句经典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知激励了多
少人奋发向上而成功。大千世界，浩浩尘寰，多少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多少平平
凡凡平淡一生之人，又有多少功成名就、矢之不渝之士，追其原由却无外乎是要
当将军、士兵还是逃兵。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不是绝对的，更多的是想激励当
代大学生应当有目标并为之努力，即使他不想成为“将军”，老师家长也不该批
判。

以前我们总是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来激励人们要有理想和
斗志，不可浑浑噩噩，同时也用这句话来批评那些“厚道老实，安分守己”的人
们（也就是终于职守，不会越俎代庖想入非非的人）。可是直到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都错了———因为只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才是好士兵。在这个人人都变
得浮躁的社会，我们有的是“想当将军的”“士兵”，同时缺少的恰恰是“不想当
将军的士兵”。

想想看，那些个为了政绩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员不就是“想当将军”吗？那
些个为了学衔而抄袭论文、谎称科研成果的学者和科研人员等等不都是“想当
将军”吗？现在社会为什么浮躁？就是因为“想当将军的人”太多了，以至于社会
没有几个安分守己的人了，大家都争着去当“将军”而不当“士兵”了，这样的社
会能不浮躁吗？还是多些“士兵”少些“将军”吧！

时代需要“士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才是好士兵！
(会计 2 班 王子璇 )

青春无限好，参军最光荣

血肉之强

广大适龄青年朋友们：
你们好！
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拉开了序

幕，一批热血青年又将积极响应祖国
的号召，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投身国防
建设，成为人民解放军或武警部队的
光荣一员，担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职
责，这是祖国和军队的需要，也是你们
应尽的义务，人民军队将因你们的到
来，增添新的活力，钢铁长城将因你们
的融入，变得更加坚固，你们将为国防
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你们应以此感
到骄傲和自豪。
“少年志尚武，老来无缺憾。”拥有

辉煌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
祖国的钢铁长城，是教育人、培养人的
学校，是锻炼人、熏陶人的大熔炉，是
关心人、爱护人的大家庭，是健体魄、
长知识、提素质的好地方。适龄青年朋
友们，让我们趁年轻立定尚武志，投身
军旅中，披肝沥胆，壮我中华，当一个
能文善武的热血男儿，做一名顶天立
地的有为青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现在
部队的生活水平和军人的待遇逐年提
高。目前，第一年兵每月津贴费 500
元，第二年兵津贴费每月 550 元，第三
年如留队转为下士，每月工资有 2000
多元，第五年兵如转为中士，每月工资
约 3000 元，第八年兵如转为上士，每
月工资有 3500 多元，伙食标准每人每
天在 18-30 元之间；两年兵退伍费用
达 5000 多元；下士退役费可达 3 万
元；中士退役费可达 5 万元；上士退役
费可达 9 万元。同时，地方政府每年给
农村义务兵发放优抚金近 5000 元。粗
略计算，现在一名战士吃、穿、用和优
抚金等，平均每月将近 2000 元。

适龄青年朋友们，“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八一”军旗在向我们召唤，
人民军队在向我们招手。让我们唱响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口号，踊跃报
名参军，投身火热军营，让青春在保卫
祖国的战斗岗位上闪光。用自己的青
春和热血，谱写人生最壮丽的诗篇！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 班 赵维政 )

我国军队历来重视人才建设，毛
主席曾说过，打胜仗的关键是人才，人
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大学生参军入伍
不仅为我军的兵源结构提供了新鲜血
液，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军的人才储
备与知识结构。大学生成批量地进入
士兵队伍，一定会对军队的官兵素质
产生一个巨大的提升。

2003 年 9 月，中央军颁发的《实施
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是我军出台
的第一个人才建设的宏观发展规划。
《规划》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
息化战争的需要，从数量规模、知识结
构、复合素质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军队
建设的目标，并围绕建设高素质的指
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
技术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进行了分类
设计，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措施。规划
提出：2010 年前主要是打好基础、理顺
关系，力争使人才队伍状况明显改观；
2020 年前主要是加快发展、整体推进，
实现人才建设大的进步。

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需要依照国
际划分，当大学入学率达到 15%后，便
由精英教育化为大众化教育，超过
50%便成为普及化教育。中国 1998 年
大学入学率是 9 .8%，属于精英教育阶
段。2002 年突破了 15%，进入了大众化
教育阶段。2007 年时达到 23%，提高的
非常快。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必然要进
入各行各业，包括军队，这是客观必然
的。二十世纪每一年招收几十万大学
生，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远不能满足
社会各行各业发展的需要。大学毕业
生是稀缺资源，要按计划分配，二十一
世纪高等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每年
招生数量从几十万一下到了几百万，
大学毕业生的规模已基本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才资源的
合理配置，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资源如
何配置，就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来确定。

而军队正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又
急需人才的单位。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军队主体的士兵，主要还是由
高中以下学历人员构成，高学历人
才奇缺。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战争打的是
精确打击、远距离攻击。操作现代
武器的士兵还是高中以下的群体，
是适应不了时代发展需要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军队的战斗
力、现代化水平要不断提高，国防

实力要不断增强，才能保卫改革开放
以来的辉煌成果。如果还停留在上世
纪高中文化程度的兵员结构层次，是
无法实现军队战斗力达到现代化水
平。因此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
时期，大学毕业生走进兵营服义务兵
役成为必然，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
军队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也是当代青年的神圣义务。

当代青年锻炼成才的良好渠道现
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是独生子
女。军队这个大熔炉，能将一名娇气的
“小皇帝”、“刺头兵”训练成模范和标
兵。大学生到部队要先后两次实现“两
个转变”。第一次“两个转变”：从思想
上转变，忘记自己的年龄和学历，抛弃
书生气而练就军人的“骨气”；从行动
上转变，放下“小祖宗”的架子踏踏实
实当新兵练技艺，“一切行动听指挥”。
做到这些后，才具备实现第二次“两个
转变”的条件：从大学生转变为军人，
从士兵转变为军官。

军队是革命的大熔炉，是大学毕
业生发挥聪明才智的大舞台，有利于
大学毕业生成长成才，在部队这个大
的环境里应该是一个成才的好天地，
如果是退伍以后，又有高等教育的文
化水平，又有大学军营训练的两年经
历，将是地方政权、地方经济发展建设
的优质人才。可以想像，大学毕业生在
部队锻炼两年回来，比刚离校的大学
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单位。

总之，大学生当两年兵回来，经济
上、政治上、个人成长上都有很大的收
获，并且也不耽误就业。所以大学毕业
生走向社会也包括走进军营，大学毕
业生要成就事业和未来就必须把自己
的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相结合，
与国家的需要相结合。

(工商企业管理 1 班 薛月明 )

谢 强 ，今
年 58 岁，现在
住在一个落后
的山村里。没
有妻子，没有
孩子，甚至连
一个远方亲戚
都没有。他只
有一条狗，只
拥有一条狗。

这 天 ，阳
光正好，村门
口的石头上，
坐了几位干完
活的妇人，她们嗑着瓜子，交谈着，嬉
笑着。说哪家鸭又下蛋了，说谁家孩子
调皮捣蛋又被谢家那条老黄给吓着
了。小山村不过三四十人家上午发生
的事，不到下午全村人都知道了。

聊着聊着，突然聊到老黄的主人
谢强，都说谢强的家人都是被他自己
害死的。说以前，谢强的爹娘都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谢强从小学习就特别好，
每回考试都是满分，爹娘可骄傲谢强
也没回来看他们最后一面，还是邻居
帮忙埋了的呢。那时候谢强爹生病了，
得了胃癌，没钱治病，家里都砸锅卖铁
了，最后还是没治好。他娘看他爹死了
受了刺激，在他爹坟前给自杀了。众人
叹气着，突然听到狗叫声。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方正脸，黝黑
的皮肤，满脸刀疤，手上还拉了一条黄
色的老狗，不是谢强还能是谁。现场一
片寂静，谢强朝她们微微一笑，脸上的
疤全都皱在一起，显得更加可怕。笑完

便走了。
这时，有人

开头说要回去做
饭，大家便以此
为借口，谈笑着
都散了。刚刚还
像一群叽叽喳喳
的鸟儿，这时便
像 猎 人 开 了 一
枪，各自逃亡去
了。

而这边，谢
强本来是想去看
看吓着的小孩。

他拉着狗在黄昏中，突然看到了自己
的影子，又放弃了。他想起了以前的时
光，想起当兵 20 多年的时光，想起报
纸上报道的那些话，上面说他是保护
中华民族血墙的人，共破除恐怖事件
200 多起，保护了全国人民的安全。同
时还活捉拐卖份子 2000 多人，使将近
十万的家庭重获团圆……但谢强觉得
自己最幸福的时候不过是看到家庭团
圆的笑脸。他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
稚嫩而坚定的声音：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
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
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祖国。

当谢强到达家门口时，一束阳光
正好照在他的脸上，就连脸上的伤疤
也显得柔和而美好。

(工商企业管理 2 班 宋佩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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