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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骨峰，朝鲜北部的一座普通山

峰，令人仰之弥高的精神高地。

当年，志愿军一个连的官兵在这里

挡住了敌人几个师的轮番进攻。是什

么让战士们血战到底、岿然不动？毛主

席的答案是：“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而

我们是“钢少气多”。斯大林为之动容：

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60多年过去，这支部队的“钢”有了

多少变化？“气”还依然那么充盈吗？

新年伊始，燕赵大地，陆军某师师史

馆里。习主席驻足松骨峰战斗展板前，

赞扬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强调

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

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钢少”，曾是我军的真实状态；“气

多”，正是我军的制胜密码。

那么，当年的“钢少”，到底有多少？

数字和对比最有说服力。

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一个军

拥有坦克430辆，志愿军6个军没有一

辆坦克；对方 1个师有 432门榴弹炮，

我军1个师仅有12门山炮；对方1个师

有电台 1600部，我军 1个军才有几十

部电台……

然而，不管“钢”有多少，“气”却一

直长盛不衰。我军靠着“气”的锐不可

当，弥补了“钢”的严重不足，锋镝指处、

所向披靡，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世所公认

“无法复制的军队”。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

这“气”，是舍我其谁的豪气，是敢

打必胜的底气，是攻无不克的锐气，是

宁死不屈的骨气。

这“气”，是滋养军队的“根”，是支

撑军人的“魂”，是制胜战场的“本”。

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

有了这股“气”，贺龙长征时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是：“多背些敌人过来。”王

近山定陶战役时立下军令状：“纵队全

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秦基伟战事胶

着时下定决心：“抬着棺材上上甘岭！”

有了这股“气”，重夺娄山关，“死尸

堆高了，小河变成了红流”，红军依然直

冲而下；塔山阻击战，我军不怕牺牲，

不惜代价，“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不能前进一步”；血战上甘岭，“炮击过

后，中国军人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

拼命抵抗”。

毫无疑问，血性胆魄是我军的形象

标示、制胜刀锋。然而，“猛将军无刀杀

不得人”，我们并不因此否认“钢”的重

要性。“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

守街垒，是愚蠢的”，“钢”与“气”自古就

是左右战争的两个重要因素，互为支

撑，相互影响。

如果说“钢”是物质，“气”就是精

神；“钢”是武器装备，“气”就是血性虎

气。“钢”可以砥砺“气”的锐度，“气”可

以弥补“钢”的不足。

但是，气为兵神，勇为军本。“钢”可

以为打赢增加“砝码”、夯实“地基”，而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

从根本上讲，我军过去之所以用

“小米加步枪”对抗敌人的飞机与大炮，

是家底太薄、“器”不如人，是无奈的选

择，是不得已而为之。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的“钢”多了。

天舟遨游苍穹，天河光耀世界，国

产航母下水，“翼龙Ⅱ”一飞冲天，空警-
500刺破青天，歼-20列装部队，直-20

飞越高原，运-20初露锋芒……

这些梦寐以求的大国重器，曾经离

我们那么遥远。

如今，它们就在眼前。

我们有理由骄傲与欢呼，也有底气

自豪与自信，但“剑总是对精神俯首的”，

有一种认识必须更加清醒，有一个信念

必须更加坚定：“钢多了，气要更多。”

这是历史的昭示：曾经亚洲最大最

先进的北洋舰队，最终饮恨黄海；近20

万清军之众，无力抵御17000多名八国

联军入侵；16万国民党军队，挡不住3

万多名日本关东军的铁蹄……一支军

队缺乏虎狼之气，必然成为虎狼之食。

这是现实的警示：承平日久，一些官

兵生活味有余、硝烟味不足，“骄娇”二气

有余、血性胆气不足；环顾四邻，狼烟四

起、危机四伏，有风有浪、有虎有狼……

钢多气少的军队笑不到最后，没有血性

的军人端不起祝捷的美酒。

这是未来的预示：信息化战争的突

发性、残酷性、破坏性，使生死考验更加严

峻和直接；高技术装备的精确性、隐蔽性、

智能化，使战场态势更加多变与不测……

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一切胜利的捷报

上都闪耀着军人血性的光芒。

使命如磐，战鼓催征。

也许，告别金戈铁马，散尽战火硝

烟，“刺刀见红”的战争模式渐行渐远，

我们可能已不再需要舍身炸碉堡、忘死

堵枪眼、拼命滚雷阵。

但是，迈向“世界一流”的征程中，

还有许多“塔山”“黑山”需要阻击，还有

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攻克，还有

许多“松骨峰”“上甘岭”需要固守。

战争的颜色永远是红的。

曾经“钢少”，我们“气”势如虹，血

脉偾张，赢得辉煌的胜利、历史的荣光；

而今“钢多”，我们“气”要更足，骨要更

硬，方能风卷战旗红、决胜新征程。

钢多气更多方能决胜新征程
■张顺亮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习主席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

式上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立即成为网上网下热议

的“金句”。强军兴军，时不我待，每一名官兵都要只

争朝夕、击鼓催征，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新时代有新气象，也有新目标、新要求；新使命

有新内涵，也有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构成了

一张充满考验与挑战的综合试卷。中华民族复兴进

入发展的关键阶段、安全的高风险期，如何更好地履

行新使命、完成新任务？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任务

书已经下达、时间表已经明确、路线图已经明晰、施

工图已经绘就，如何蹄疾步稳、落地见效？改革强军

正在向纵深推进，压力更大、难度更高，如何坚定信

心、一改到底？可以说，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问答

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人间万事出艰辛。如何答好新时代的考卷，考

验每一名官兵的能力与智慧、责任与担当。机遇前

所未有，使命无比崇高。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并非

轻而易举。没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昂扬斗志，没有

扑下身子拼命干的踏实作风，没有迈开步子积极干

的进取精神，就难以完美作答、考出高分。在迎难

而上中想新招、在攻坚克难中出实策，才会具备担

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才能什么“难题”都考

不倒、什么“大题”都吓不退。

军人的最终考场是战场。考场连着战场，答卷就是应战。战场是最严厉的审

计师，规则非常简单，就是优胜劣汰。胜利总是青睐那些有真本事、硬功夫的“考

生”。考分越高，离打赢就越近。如果弄虚作假，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喝彩，

打起仗来就要吃大亏，付出血的代价。把“战场法则”作为“考场规则”，让考核与

打仗贴得更近，训练与实战贴得更紧，创新考核模式，严格竞赛规则，设置复杂课

目，宁要符合实战的“合格”，绝不要含有水分的“优秀”，才能考出硝烟味、考出真

水平，平时过得硬，战时打得赢。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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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明
宇

朔风鸣鼙鼓，大雪满弓刀。

新年伊始，寒流来袭，风雪肆虐，气

温骤降。雪疾风刀冷，难阻练兵热。从

冰天雪地的北疆边陲，到层峦叠嶂的雪

域高原，全军官兵不畏天寒地冻，闻令

而动、遵令而行，涉林海雪原，越高寒山

地，战车轰鸣，残雪飞扬，拉开了新年度

实战化训练的大幕。

“战争不分季节，打仗不分冷暖。”

实战化训练是一场“寂寞的长跑”，而

绝不是“休闲的慢跑”，不能随性而为，

看天赶路。俗话说，“一九二九不出

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每到此时，人们

都习惯于进入“猫冬”生活。军队是要

打仗的，绝不能有怕冷“不出手”、不愿

“冰上走”的畏难情绪、畏惧思想。如

果训练氛围不够浓、要求不够严、标准

有所降，不仅与实战化要求不相符，未

来战场还有可能打败仗、吃大亏，付出

血的代价。

多几手准备，就多一些胜算。战争

从来不会如你所愿，你不想踏雪而行，

敌人偏要破冰而进。有试验表明，同样

的危险刺激重复几次，可使人大大减弱

畏惧心理。朝鲜长津湖之战，志愿军将

士虽然身处极寒雪地、身穿单薄衣衫，

但适应能力极强，浴血奋战10多个昼

夜，歼敌13000余人。而莫斯科保卫战

中，德军兵力装备均占绝对优势，但严

寒条件下作战经验不足，被冻死冻伤者

甚至大于战场损失。这充分警示我们，

战严寒、斗风雪的作战能力与经验不可

缺失。

天寒地冻北风啸，厉兵秣马正当

时。越是天寒地冻，越是条件艰苦，越

能锤炼部队走、打、吃、住、藏、管、保的

综合能力，磨砺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意志。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

温室内长不成参天树。只有把恶劣天

候条件当成天然“练兵场”、难得“磨刀

石”，冰雪相伴，硝烟弥漫，少演“折子

戏”，多打“遭遇战”，真正让官兵的体

能、技能、心理接受多种极限挑战，让部

队的演法、训法、战法经历复杂环境检

验，方能锤炼出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

锻造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不怕天寒地冻，就怕手脚不动
■纪 涛 李晓泽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明君贤臣，应时相遇，是古代士人的理

想追求。若是剑在匣中鸣，未露头角之

时，能适时适当地展露自己的才华和天

赋，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只是，自

荐之要在于“务合人情”。

伊尹为拜谒成汤，甘愿成为有莘氏

的陪嫁人员，借机陈说治国之道；姜太

公屠牛于朝歌，垂钓于渭水之畔为文王

所识，一跃而成天子师；毛遂为展鸿图，

借锥自喻荐于平原君，终游说楚王出

兵。这些人皆是才智超群之人，又通过

睿智的策略和巧妙的方法推销展示自

己，最终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宁在直中取，莫向曲中求。”自古

至今，为官处事都有一个基本的、约定

俗成的事理标准，需要符合人的正常感

情付出原则。“务合人情”是道德底线、

心理基础，一旦背离，便要出格出丑出

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处也。”自我荐举，以求富贵，乃

人之常情，但一些人欲达目的不择手

段。有的纵然得到了显赫地位，最终也

因背离常理而遭人唾弃。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病

危之时，齐桓公向其询问谁可以接任相

国一位。管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

桓公有何考虑。桓公推荐了易牙、开方

和竖刀，结果被管仲当场否定，理由只

有一个：“非人情。”

这是为何？

易牙为了桓公无意中“不知人肉何

滋味”的慨叹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下

酒菜。桓公深受感动：易牙对我真好

啊，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亲骨肉。

开方本是卫国的太子，兵败齐国后

前去求和，并舍弃储君之位而侍奉桓公

15年。桓公深以为然：开方对我忠心耿

耿，对我的孝心超过了自己的父母。

而竖刀为了能得到桓公的欢心，不

惜挥刀自宫，做了历史上第一个主动阉

割自己的人。桓公十分感慨：竖刀为了

能侍奉我，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管仲认为，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国

君？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的人怎么

会忠于国家？对自己的身体都很残忍

的人怎么会对百姓仁慈？因此劝诫桓

公：杀子、背亲、自宫都是“非人情”的行

为，其中必定隐藏着野心与阴谋。

只可惜，齐桓公从这三人违背常理

的行为中，得到的是唯我独尊的满足，

并没有从中看到“不正常”，还是重用了

三人。结果，三人专权，齐国内乱，一代

霸主齐桓公只落得“尸在床上六十七

日，尸虫出于户”的悲惨下场。

齐桓公带着悔心离去了，但易牙、开

方和竖刀的后继者们依然前赴后继地活

跃在历史舞台上。唐玄宗时的重臣王毛

仲，平乱有功，志得而骄，虽已位极人臣，

仍“自荐”兵部尚书一职，并为襁褓中的

幼子索要品级，最终“及永州而缢之”。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只要

“若使一月杀一个，还要做他”的官癖不

戒，“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的贪欲

不除，不合人情的求官之道就难以禁绝。

毛遂自荐，要求进步，既是人之常

情，也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凡事有一个

度，只要是务合人情、符合程序的自我

推荐，就不会偏离正道。糖衣炮弹虽然

甜美，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馅饼背

后往往都有陷阱。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求官之人不合人情不可用，而握有

生杀与升降大权的要员，胸怀天下为公

之心，练就拨云见日之功，才是杜绝“不

合人情”行为的根本所在。

时至今日，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

肃纪驰而不息，选人用人导向鲜明，“杀

子”“背亲”“自宫”这样的行为断然不会

出现，但“暗度陈仓”的现象依然难绝。

自以为干得不错，生怕业绩变“哑巴”，挖

空心思来“显摆”者有之。一时慢了一两

步，便抱怨“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主动出击、人身依附者有之。信奉“生命

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那一套“秘

诀”，不惜买官鬻爵、私相授受者有之。

凡此种种，皆有违党规党纪，有悖人情常

理，必须警醒之、细察之、力戒之。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只要摆正位置、端正心态，勇于担当、积极

向上，不图地位高低，只图事业有成，靠实

绩进步，凭本色做人，不怨“巷子深”，争做

“千里马”，何愁水到渠不成、伯乐难垂青？

事不合人情不可为
■邵天江

科学家从来是和爱国者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

1月8日，又有两位科学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侯云德共同荣获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

的一生，科技报国、矢志不渝，都把强国

强军需要作为科研初心，这也是他们事

业成功的根本所在。

“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这

是“火炸药王”王泽山的人生信念。火

炸药专业，研究领域狭窄、危险性高，被

人们视作“一辈子也出不了名”的专业，

然而它同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

乎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系统都不可或

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武器

装备水平。“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些比较

边角的专业，但我想既然是设立的重要

专业，国家需要的就都需要人去做。”于

是，王泽山选择了这个专业，并视为一

种国家使命，后来的很多研究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

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的人生抉

择。如果将病毒比作危害人类健康的

魔鬼，那么侯云德就是当代人间降魔捉

鬼的“钟馗”。从消除“非典”到禽流感，

从防治艾滋病到攻克病毒性肝炎，哪里

需要，他就坚持斗争在最前沿，最终取

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王泽山、侯云德、程开甲、王选、

于敏、孙家栋、王小谟、黄旭华、林俊

德……人们读到这些科学家的先进事

迹时，总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毫不吝啬

地奉上“大国脊梁”“时代先锋”的称

谓。他们之所以干出惊天伟业，取得不

世功名，最根本的是有一颗爱国心、强

军心，一辈子把强国强军需要作为奋斗

的动力、前行的核能、价值的追求。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新

中国成立后，很多海外英才集体回国，

他们认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

需要理由。”凭着这样的家国大义、爱国

情怀，很多人选择“深潜的人生”，甘心

做“沉默的砥柱”，为共和国撑起了“两

弹一星”伟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今天，我们要全面推进科技强国、科技

兴军战略，更离不开科学家们“祖国高

于一切”的初心、“为国家争气争光”的

志向。

科技创新是一项艰苦的工程，需

要付出超出常人百倍千倍的努力，没

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支撑是很难

完成的。独创独有是一项开拓的事

业，走前人走过的路不行，只有独辟蹊

径走自己的路，才能牢牢握住国家安

全的命脉，创造出引领世界的伟大成

果。科研攻关是一项寂寞的职业，没

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恒心和毅力，

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守和奉

献，很难迎来开花结果的日子。那些

伟大的科学家能忍常人不能忍，做常

人不能做，成常人不能成，最强大的引

擎就是爱国力量。

如果没有一颗爱国心，黄旭华怎能

做到独守荒岛30年，为核潜艇事业让

自己的“血一滴一滴慢慢流”。

如果没有一颗强军心，林俊德怎会

把自己变成一棵马兰花，扎根大漠52

年，为国防事业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如果没有强国强军的价值追求，黄

大年、罗阳也不会在科研的黄金时期就

累倒在工作一线，给生命留下了永远的

绝唱！

风骨坚韧，不失本色。王选说过：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

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造出更

大的价值。”于敏也说过：“一个人的名

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

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

了。”把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利益，视强

国强军事业比天还高，还有什么难题攻

不破，还有什么创新搞不成，还有什么

对手不能超越？这就是爱国科学家们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厚重人生带给我

们的深刻启示。

当今世界，大国比拼，强军较量，最

关键的要看高端人才、看科技创新、看

颠覆性技术。我们坚信，只要军队广大

科技工作者像爱国科学家那样不忘初

心、不改初衷，把职业当事业，把重任当

信任，把要求当追求，让奉献燃烧生命，

用青春托举使命，就一定能锻造出更多

大国重器，创造出更多原创性成果，助

推国家和军队在众多领域成为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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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遵统帅训令 谈练兵备战③

三九时节，天寒地冻，个别干
部经过营门时，由于“御寒装备”过
多，给哨兵还礼不脱手套，或嫌麻
烦只摆摆手、点点头。此举不仅违
犯了条令条例规定，也寒了战士的
心。敬礼还礼是《内务条令》的明
确规定，必须进一步端正形象、转

变作风。
这正是：
举手还礼是规定，

岂能怕冷违条令。

军人礼仪非小事，

点滴养成风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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