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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如何加强国防工
程建设？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中如何
实现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的双赢？日前，
记者采访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

盾要随着矛的发展
而发展，国防建设亦如此

记者：作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
奠基人，您如何理解国防工程？

钱七虎：在战争和战争准备中要学
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国防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工程就是为了更好
保存自己。有人认为现在是和平年代，国
防工程建设可以缓一缓。在我看来，越是
和平年代，越要重视我们的国防工程建
设。与撒手锏武器装备一样，坚不可摧的
国防工程也是重要的军事威慑力量，可以
给潜在的敌人以警告：一旦发动侵略，必
然会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
防御的军事战略，不打第一枪，所以防护
工程就更加重要。我们的国防工程，尤其
是地下防护工程，是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
基石，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国防工程
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和战场环境？

钱七虎：整个人类战争史，从某种程
度上说，就是一个攻者利其器、守者坚其
盾的发展过程。每当战场上出现一种新
的进攻武器削弱防护工程的作用时，防
护工程也会得到新的发展。信息化战场
上的卫星侦察监视技术发展、精确制导
武器的应用、配备智能引信的钻地导弹
使用提高了进攻武器命中率，增强了钻
地能力和破坏力。这些都对防护工程的
建设提出了更大挑战。

盾要随着矛的发展而发展。国防工
程建设也要适应新的战场环境，不断进
行升级和发展。《孙子兵法》讲“善守者藏
于九地之下”，信息化战争中，伪装和防
护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要走综合防护、
土木工程防护与信息化防护相结合的路
子。在防护工程的设计上要有前瞻眼

光，不仅要能防住当前的威胁，也能防未
来可能的敌战略武器打击。

同时，对战略指挥工程、军政领导机
关、交通通信枢纽等重要目标也要注重
综合防护。近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表明，
围绕重要目标的攻防交锋直接影响战争
进程和结局。可以说，重要目标是国家
赢得战争的支撑和战时防护的重点，这
些目标遭受敌精确打击的可能性大，且
一旦被破坏，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21世纪是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的世纪

记者：作为中国地下空间规划建设
专家，请您谈谈对当前我国地下空间开
放利用的认识。

钱七虎：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大有
可为。19世纪人类在地面上修了很多
桥，20世纪修了很多高层建筑，21世纪
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我国人口
众多，土地资源相当紧缺，耕地红线面临
被突破的风险，因此未来城市的发展一
定要向地下要空间，给城市“减肥”，构建
一个新型多元的城市空间。

我国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大国，

但还不是强国。目前，大部分城市对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基本现状掌握不足，出
现“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的现象。不
少城市由于前期缺乏统一规划，导致各
种地下空间各自为政，难以形成互联互
通的统一格局。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是有限的宝贵资
源，规划失误和反复折腾必然造成浪
费。充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需要科学
系统地制定规划。具体来讲，涉及地下
的各项规划要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尽量
实现“多规合一”，近期建设与中远期发
展应相互衔接，形成逐步推进格局。

记者：如何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
建设中兼顾国防需求？

钱七虎：在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
与进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中兼顾人防要
求，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国家发
展的战略选择。人防工程建设周期长，
靠临战突击来不及，必须结合城市空间
开发利用，先期统一规划、同步建设，在
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到平战结合、军民兼
容。以我此前推动的“地铁兼顾人防要
求”为例，如果在地铁建设伊始，就考虑
到人防需求，只需增加工程造价的1%就
能达到有效防护，既简便有效，又非常省

钱。如果投资几十亿元的地铁因为没有
防护设施而不能发挥战时抗毁、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的作用，该是多么令人痛心！

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中兼顾
国防需求，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国土、
市政、交通、人防等多个管理部门，这既
需要建立相应的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
制，更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统筹制定完
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军用标准。

搞科研也是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

记者：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请您谈谈从事国防工程研究的感受？

钱七虎：我从事国防工程研究几十
年，平时要跟各种各样的岩石打交道。不
同地方的岩石，名称可能一样，但构造不
一定一样。所以进行国防工程研究和设
计时一定要从源头上求真求实，岩土等试
样一定要取自工程现场，不能想当然地把
这个工程的试样用于另外一个工程。当
前有些青年科技工作者存在浮躁情绪，应
该值得注意。搞科研也是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最忌“急功近利”“短平快”，应
该潜下心来，多下功夫研究和积累。

另外，我们从事军事科研既要着眼
军队的需求和发展，也应该站在国家的
全局进行前瞻思考，哪些事情对国家和
人民有利，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就要向哪
些事情聚焦。钱学森除了研究航天、火
箭和导弹外，研究领域也很广泛，比如他
曾经提出发展沙产业、建设山水城市等
一系列超前理论。一个科学家就要有胸
怀、有担当，国家的需要在哪里，科研工
作者的关注点就要到哪里。

作为一名军队的科学工作者，科技
强军、为国铸盾，是我的毕生追求，也是
我的事业所在、幸福所在。今天是我正
式退休第一天，在刚刚结束的退休谈话
中，我说到，我思想不退休，工作不退休，
今后继续力所能及发挥自己的力量，还
要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上图：钱七虎院士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 孙 星摄

越是和平年代，越要重视国防工程建设
—专访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

■云利孝 朱桁冈 本报记者 宫玉聪

1月17日，正值三九时节，一年中最
冷的日子。这天上午，记者跟随山东省
莱芜军分区司令员张宁上门看望维和烈
士杨树朋的家人。钢城区人武部、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及棋山管委会的领导一起
上门走访，并为杨树朋家悬挂光荣牌。

杨树朋的父亲杨洪成、母亲郑孝花
及邹丽娜母子早早在楼下等候。

“老杨您好，我刚到任没几天，今天
过来看看你们！现在的生活有困难吗？”
张宁几步上前，紧紧握住杨洪成的手。

“我们老两口的身体都很好，丽娜从
民政局转到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班了，一
鸣在条件优越的友谊路小学上学，党委、
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俺非常关心！”话语
不多的杨洪成表情欣慰。

2016年 7月 10日，南苏丹首都朱巴
爆发严重军事冲突，维和战士杨树朋在
执行任务中身受重伤，抢救无效牺牲。
当时还有不到 5个月的时间，杨树朋就
可以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杨树朋牺牲后，莱芜市、钢城区军地
携手妥善处理英雄身后事。安葬杨树朋的
第二天，钢城区区委就召开常委会，专题研
究烈士抚恤优待、家属安置等问题，将杨树
朋妻子邹丽娜安排到区民政局工作。

爱心汇聚的暖流，让烈属一家深深

感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市、区、镇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及军分区、人武部领导多次登门看望，要
求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为烈士亲人排忧
解难；莱钢医院医护人员上门为他们检
查身体，送医送药，并承诺随时免费就
医；棋山管委会和村委会积极解决生活
困难，并帮助杨洪成修缮老房子，硬化大
门外到大街的道路……

记者看到，邹丽娜家的客厅墙上，挂
有一幅邹丽娜一家4口和部队官兵的合
影。邹丽娜说，这是杨树朋牺牲两周年
时，杨根思连的官兵来祭奠时拍的。杨
树朋走后两年多来，部队官兵经常和他
们联系，每到杨树朋牺牲纪念日和春节
前夕，杨根思连的官兵代表都来看望他
们，待他们像亲人一般。“树朋是不幸的，
但我们很幸运，多了几十个儿子。”郑孝
花哽咽着说。

看到坐在一旁的杨树朋儿子杨一
鸣，区人武部政委范盛海询问他的学习
成绩，一鸣忽闪着大眼睛一点不怯生：

“我发了两个奖状，我会好好学习，长大
了也和爸爸一样当兵！”

在一鸣的卧室里，有很多“兵味”十
足的玩具，仿真枪、电动坦克、飞机等
等。“受爸爸的影响，一鸣从小就对军人
有感情，现在经常和我玩打‘鬼子’、抓

‘坏人’的游戏。”邹丽娜告诉记者。
“一鸣，你给爷爷、伯伯们唱首歌

吧！”邹丽娜对儿子说。
“好啊，你们等着！”机灵的一鸣几步

跑进卧室里，一顶小军帽戴在了头上。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
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一鸣稚嫩的歌声回荡在屋子里，听
得大家两眼湿润。

聊了一会儿，区人武部政委范盛海、
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富林，将全区第一块

“光荣之家”的牌匾挂到了邹丽娜家的墙
上。看着崭新的光荣牌，杨洪成激动地
说：“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荣誉，这比任
何东西都珍贵。”

记者在沙发上发现一本影集，随手一
翻，看到邹丽娜两张胸戴红花受表彰的照
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马庆刚介绍，
邹丽娜工作上积极进取，任劳任怨，和大
家的关系很融洽，上班两年多来，每年都
被表彰为先进个人。记者问起今后的打
算，邹丽娜语气平静而坚定：“照顾好父
母，让他们的余生过得快乐，将一鸣抚养
成人，送入部队继续树朋未竟的事业。”

邹丽娜介绍，杨树朋生前有一个愿
望，就是带父母妻儿去海南看海。树朋
牺牲后，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栏目组邀
请杨树朋家人到部队录制军营大拜年节
目，并派人陪同他们一家到海南旅游，替
树朋实现了孝敬父母、关爱妻儿的愿
望。这两年，她还先后陪同老人去过北
京、青岛等地，尽力让老人高兴。

社会各界在照顾烈士家人生活的同
时，也努力让他们在精神上感受荣光。

大家正聊得起劲，杨洪成的电话响
了，是杨根思连指导员丛博文打来的，他
们约定过几天来看望他们一家人。

春节临近，社会各界不忘维和英雄杨树朋的家人，纷纷上门
走访慰问。记者走进杨树朋烈士家中，聊起——

烈 士 家 的 暖 心 事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明奎 记者 熊永岭

近年来，“知识跨年”已成为广受
年轻一代网民欢迎的新跨年方式。春
节临近，年味渐浓，我们也不妨来一场
军营版“知识跨年”，用知识总结过去，
在思索中迎接未来。

“知识跨年”，就是讨论知识热
点，洞悉前沿趋势，反思知识在改变
自己、军队和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从
而确立丰富知识的路径，走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习主席反复讲，当今世界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如果一个
时代，让你觉得不适、焦虑和充满危机，
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一个激变的大时
代。在这个时代，要挺立潮头，当好努
力奔跑的追梦人，必须有丰富的知识。

人们都说，当今是知识经济时
代。对军人来说，又何尝不是知识战
争时代。“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名词频现的当
下，在物理空间、技术空间、认知空间同
时上演的战争博弈中，一名军人如果
没有丰富的知识，恐怕连时代都适应
不了，又如何能适应战场、赢得胜利？

马云讲道：“很多企业每年讲我
有新战略，但是从不换人，不调组织，
不调关键业绩指标，你等于没换。”部
队要落实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新
战法，不换人就得换思想、换知识、换
智慧。如果不学习，不成为“知识达
人”，新体制优势就很难发挥，新目标
就很难实现。

我们的很多官兵，有的驻守在雪
域高原，有的驻守在深山密林，还有的
驻守在荒原孤岛。虽然地理偏僻、环
境恶劣，但视野不能狭窄，眼光不能短
浅，知识不能守旧，能力不能不强。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别的一流可
以假以时日，但知识上的一流必须尽
快实现。有些部队，一搞学习就背几
个观点，就上些讲来讲去的“大课”，而
不去引导官兵学习高科技知识、相对
前沿的知识，以及引领未来的知识。
这样的学习，短时间看不出太大弊端，
一旦时间长了，与对手形成学习上的

“时代差”，那就很危险了。要打赢“书
桌上的战争”，首先就要在学习上强于
对手，在知识更新上走在对手前列。

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
科。某种意义上讲，军人应该成为通
古今、晓中外、知天文、识地理，懂前
沿、辨经纬的“知识家”。明将戚继光
提出，军官训练不但要习武艺，还要
学星历、阵图等相关知识。一名现代
军人，不仅要懂军事，还必须懂法律、
经济、道德、宗教、文化和历史等领域
的知识。这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关乎
智慧谋略、临机判断，都可能影响战
争的进程和成败。

沟通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来一
场“知识跨年”，需要官兵利用春节假
期，多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多与专家、
学者、长辈、朋友交谈，从中掌握书本
上学不到的东西，以更新思想观念，
丰富社会阅历，砥砺人生智慧。

读书是一种休闲，也是一种有效
的知识摄取方式。官兵可以集中春
节大块时间，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多读几本“大部头”，补充自己急
需的知识营养，用知识和理性应对未
来的不确定。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除了读
书交流之外，还应留出充足的时间总
结思考。静下心来、踱踱方步，总结
一年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为今后
的腾飞打下基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

“知识跨年”。
“只有自己强大，再大的洪水、风

浪都能渡得过。否则，你天天坐在山
上看风浪，你就会成为风浪中的一部
分。”只有改变自己，更新知识、升级本
事、扩容能力，使素质有一个大的提升，
才能化危机为契机，变挑战为机遇。

“2019年管它好和坏，只做好自
己。”事实证明，持续不断地读书学
习、实践磨砺，不好的也会变好，好的
会更加好。面对新年，让我们来一场

“知识跨年”，用知识武装头脑、用本
领拥抱未来、用智慧战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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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1月25日，一场浪漫温馨的“冰雪梦、军魂梦、中国梦”军人集体主题婚礼在哈尔滨市著名景区“冰雪大世界”隆重举
行。16位美丽动人的新娘和英俊帅气的军人伴侣，在驻哈部队官兵代表、亲友及众多热情游客的见证下喜结连理，步入
幸福的婚姻殿堂。“在‘冰雪大世界’举办军人集体婚礼，目的就是让更多人见证军婚神圣，激励全社会热爱军人、尊崇军
人，增强军人荣誉感。”哈尔滨市南岗区民政局局长赵小春说。据了解，这次军人集体主题婚礼由黑龙江省军区联合军地
多家单位组织。 吕衍海、本报记者 杨银满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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