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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事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党，根

本在人。把思想解放、意志坚决、敢挑重

担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方能更好地推

进军队改革到中流击水，向深水区挺进。

大凡成功的改革，大都是由促进力

量推动的；大凡失败的改革，无一例外是

保守僵化思想阻碍的结果。著名的庆历

新政，就是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欧

阳修等一大批促进派取得的。后来，宋仁

宗听信保守派夏竦的谗言，罢免了范仲

淹等人的职务，使得刚刚见效的改革很

快夭折。

“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

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

小平推动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1975

年，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期间，大胆启

用胡耀邦、万里、张爱萍等一大批改革促

进派。由于这些同志既敢于改革又善于

改革，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

未来不在现在的延长线上，思想的

禁锢才是改革的最大障碍。那种与过去

战争比得多、与明天战争比得少，与自己

比得多、与强敌比得少的守旧观念，必将

导致军事变革中的迟钝和迷茫。而往往

那些具有战略思维、前瞻思维的人，一旦

把他们用好用活，可以影响和带动一大

片。推进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就更

有利于军事领域的变革。

今天的改革，是从机械化战争军事

体系向信息化战争军事体系的转变。目

前，好吃的肉已经吃完，剩下的都是些难

啃的骨头。如果缺少“不苟俗流、不随众

议、不畏人言”的精神，没有攻坚克难的

勇气，没有化解风险的智慧，改革就难以

达到预期目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用好

人才，才能革弊鼎新，才能确保改革既乘

破竹之势，又迈扎实之步。

有人说起改革口若悬河，但一碰到

与自己攸关的利益就缩了回去。利益藩

篱成了一些人思想上跨不过的大坎。这

时候，最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站出来，当

舍弃奶酪的勇士，当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的骁将，带头拥护改革、推进改革。只要

党员干部都能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

有血性、有担当、有作为，就一定能带领

官兵摆脱利益固化掣肘，走出一条锐意

改革的新路子。

50载光阴丈量一段记忆
■苏祥山 程奇伟

容杰老先生个头不高，头发花白，

但行动敏捷利索，很多人都没看出他是

一位年届七十的老者。但凡认识他的人

都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有一种情怀在

他心里始终如一，那就是他的“昆仑关

情怀”。

上世纪六十年代，容杰在广西邕宁

县插队务农，他的房东同他讲起当年在

昆仑关打响的那一场抗击日寇的战役，

战斗的惨烈深深震撼着容杰的内心，有

些美术功底的他决心以昆仑关战役为题

创作一幅油画，上以告慰英烈，下以勉励

后人。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一得空闲，他

就穿上自己的水陆橡胶鞋，背囊里装上

干粮和笔记本，徒步穿梭在桂南、桂中南

和沿海一带，走访当年的战斗遗址，拜访

抗战老兵。

五十年间，他一边走一边记录，在自

己的画册上描摹各种地形图，如今，用来

记录的绘本已近百册。

在战斗遗址的萋萋芳草丛中，他拾

到过尸骨遗骸、坦克履带残片，还挖掘

过弹片和弹头……在他的脑海中，一幅

将士在战场浴血厮杀的画面逐渐清晰

了起来。

在画了几十张大构图、上百张小构

图的基础上，容杰用了整整七年时间，完

成了巨幅战争油画《碧血昆仑》。油画在

广西展出时，吸引了当地众多抗战老兵

前来观赏，他们在画作前久久驻足，细细

打量着每一处细节。“我感觉油画里的那

位战士就是我自己，置身沙场同敌人浴

血厮杀。”在观展留言簿上，有人写下了

这样一段话。这段话也深深地触动了容

杰，他说：“这些质朴的留言和鼓励，让我

觉得这件事没白做。”

在创作油画的同时，他还对历史细

节进行整理记录，文字大多来自于抗战

老兵的口述。前后 １０ 年间，他采访过

100 多位抗战老兵，每采访一位老兵，不

仅详细记录下战斗细节，还会为老兵留

下一份手模。１０ 年间，有近 80 位老兵相

继离世，还有几位老兵特意叮嘱子女将

自己的战斗遗物转交给容杰。“这是老兵

们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他们。抗战精

神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不能

在我们这一代身上被遗忘。我会继续研

究这一段历史，用画作让子孙后代感悟

和平的来之不易。”

中国主办的高端防务论坛连续 6 届在北京举行

香山论坛，咱能看些啥？
■本报记者 彭 况 宫玉聪

10 月 16 日至 18 日，第六届香山

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从上一

届论坛开始，香山论坛升格为“一轨

半”，邀请智库学者和各国官员共同参

与，围绕亚太地区的安全发表意见。

纯粹由学者智库构成的二轨论坛，

瞄准的是交流思想。一轨论坛则是正式

的国际会议，目标多为达成政府间协

议。升格后的香山论坛定位为“一轨半”

论坛，既囊括了代表国家的相关官员，

又为其提供了像智库讨论那样自由对

话环境，为思想交流创造更大灵活性。

一场精彩的高端论坛，也是一个观

察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当它来到我们

的身边，我们又能从中看些什么？

1.看国际舞台
上的博弈

对于普通人来说，国际大事往往有

些遥远，是电视里的一帧帧画面、杂志

上的一张张图片、报纸上的一则则新闻

故事。而香山论坛则把缤纷的异域场景

直接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本届香山论坛，有 49 个国家、4 个

国际组织派遣了官方代表团参加会议，

国防部长来了 16 个、武装部队司令来

了 5 个，联合国开会的模样也不过如

此，而在金秋十月，以香山为名，世界的

舞台搭在北京。

前不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戴

维·兰普顿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中美关

系正在接近临界点。这一说法在中美两

国学界立刻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香山论坛的现场，记者毫不费力

地就找到了兰普顿教授，他穿着一身有

点发灰的蓝色西装，不起眼地坐在会场

的最后一排。记者找了个时机走上前

去：“兰普顿教授您好，您有兴趣和我们

聊聊关于‘临界点’的一些话题吗？”

“关于‘临界点’我的想法是……”

兰普顿教授对于采访要求来者不拒，接

过话题就聊了起来。

记者有理由相信，如果这样的会

议和活动更多地在中国举办，我们看

到的“国际新闻”很快就会迎来一番新

模样，一手资料更多、话语权更多、主

动权更大。而这也正是这类高端论坛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把国际舞台

搭在我们的身边。

2.看国际社会
的运行机制

经常关注国际问题的人们都会看

到，作为目前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确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更受关注。

但这也并不是全部。

在大会第二天的第一场全体会议

上，第一个发言的嘉宾是东帝汶国防部

长西黑洛·雅各布·克里斯托旺。

东帝汶是一个 2002 年才成立的国

家，人口约 120 万，面积 1.5 万平方千

米。人们眼睛只盯在大国身上的那些

“国际眼光”，很难会注意到这个从人口

到面积都如此“轻量级”的国家。

第二天的大会发言主题为“关注海

上安全”，东帝汶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印

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点上，这里是海上

交通的一个要道。关注海上安全，东帝

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塔吉克斯坦。

在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谢拉里·米尔佐

中将的发言中，大篇幅谈论的是恐怖主

义的变化趋势。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

坦南部接壤，因此，塔吉克斯坦对于恐

怖主义这种以另类方式挑战国家主权

的行为更为敏感。

当然，这些细节上的内容只有来到

香山论坛的现场，才有机会领略到。

我们时常听到“国家不分大小一律

平等”这样的说法，但当这些国家真实

的来到你的面前时，你能更真切地意识

到，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相互依存在

这颗蓝色星球上，“国际社会”不是大国

俱乐部，它必须囊括问题所及的所有相

关部分，也许大国在能力上更强，在责

任上承担得更多，但既然是身处“国际

社会”，就不能是单方面说了算，必须有

协商、讨论与合作机制，这才是应对国

际问题的基础。

3.看与会代表
思维火花碰撞

王翰灵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一位优秀国际法专家，在第一天上午的

大会提问环节，他向前美国海军作战部

长拉夫黑德退役海军上将提了一个问

题：“您如何看待中美的军事关系？”

这个问题让现场不少人听得一愣，

这跟国际法有什么关系？

会后，王翰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关系是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方最近的

言行已经和中美两国之间达成的共识

不符。在两国关系中，两军关系是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看待和促进这一

关系的发展对两国来说非常重要，这将

成为国际秩序运行的基础。

所有的这些，都显示出高端论坛所

包含的巨大信息量，每一句发言背后，

都不会是简单的考虑，而是牵扯到方方

面面的利益。

本次论坛，与会代表聚焦亚太安全

形势，就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恐怖主义、

亚洲安全共同体建设等重大议题积极

发言，各抒己见。这些思想碰撞下产生

的火花，也是论坛的一大看点。

伊朗国防部副部长纳斯鲁拉·卡兰

塔里在发言中指责个别国家暗中支持

恐怖主义，并与反政府组织勾结，发动

廉价的代理战争，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对于论坛上的观点交锋，韩国外国

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长黄载皓

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好

朋友之间有分歧，争论一下很正常。

4.看地区自主
性和中国的贡献

香山论坛的主题是讨论亚太地区

的安全，但依然邀请了不少域外学者

参与，比如欧盟。他们对论坛的看法也

很有意思，比如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福大伟认为：“亚洲肯定需要更

多的合作与协商，但欧洲在这方面的

经验有多少是 100%正确的，我也不敢

确定。”

由于亚太各国在社会、宗教、文化、

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一

地区一直没能拥有一个覆盖全域的安

全架构，而向这个方向努力，也被认为

是香山论坛的目标之一。

“我不是很确定欧洲经验能否算得

上是成功经验。”当福大伟被问及欧盟

经验是否对亚太地区有借鉴作用时回

答，“在过去的几十年，欧洲拥有了无数

关于军备和战略武器方面的条约、协

定、谈判机制等等，但欧洲内部依然存

在一大堆问题，紧张的局势甚至是武装

冲突仍在不断涌现。比如在科索沃、在

格鲁吉亚、在乌克兰……欧洲很难说是

一个和平的欧洲。”

在香山论坛上，持这一观点的人不

在少数，大家普遍认为，亚太的安全机

制有赖于这一地区国家自己的努力。

中国，作为这一地区内的大国，也是

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针对这一问题所作

出的工作受到各方瞩目也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香山论坛取得今天的成绩

来之不易。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举办的第

一届香山论坛在 2006 年，最初的论坛

要比今天规模小很多，“更像是朋友间

交换意见。”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

所所长施万通说。作为欧洲学者，他参

加了到目前为止的历次香山论坛。

香山论坛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

确的。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是“亚太地区

的和平发展与地区安全”，瞄准了地区

发展这一主题；第二届则侧重于“国际

安全合作”；第三届的关键词是“国际战

略格局演变”；第四届则是“地区安全的

新问题与新思路”；去年，第五届香山论

坛主题定在了“合作与共赢：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

“ 会 议 开 的 怎 么 样 ，一 方 面 要 看

搭台的，另一方面要看唱戏的。”军

事科 学 学 会 国 际 军 事 分 会 秘 书 长 陈

学惠表示。

香山论坛从小到大，从学术研讨到

“一轨半”交流，从最开始的两年一届到

现在每年一届，聚集的人气越来越高，

而为营造这样的研讨气氛，中国人为此

付出的努力很多很多，在这条道路上坚

持不懈地走了 9 年，而且还会继续地走

下去，继续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作

出中国所特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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