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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什么？

许是一对火红的春联，许是一串清

脆的鞭炮，许是一桌最想动箸的年夜

饭，许是一堆合家围坐的红炭火。

其实，“年”曾是一头怪兽。

相传，年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平时

深居海底，除夕夜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

人命。“年”来时，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

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以驱恶避害。

“不知初点人何在，只见当年火至

今。”年兽自然是不存在的，但除夕夜点

燃长明灯，已经成为一种年俗。

然而，有一个地方，有一种人，这盏

长明灯不止点亮在除夕，而是燃于内

心，永不熄灭。

这个地方叫军营，这种人是军人，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而且越是“万家团圆日，举国欢庆时”，

越要“挽弓当满弦，将士带甲眠”。

明代著名将领于谦曾在北国统兵

戍边，适逢春节，百感交集，赋诗一首。

其中“年年马上见春风”之句，描写的正

是边关将士征衣未解过大年的情景。

“几处离人征战苦，天涯尽处望乡

关。”从古至今，军人最渴望过年，而军

人的字典里却鲜有“年”这个字。战争

没有间歇期，节日就是战备日。军人与

年，永远是一幅金戈作笔、沙场为纸、征

尘着墨的戍边图。

又是一年情浓时。春节，中国人最

为浓重的乡愁；年味，中国人最为沉醉

的味道。但是，军人的“年”字，一笔写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笔写龙城飞将今犹

在，只能把这一抹乡愁深埋心底，把这

浓郁的年味化作浓烈的战味。

这就是军人的年，只能这么过——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年，意味着团圆、祥和、祝福，最不

喜欢战争、枪炮和鲜血。虽然，“年”这

头怪兽从没出现，而战争这头怪物却从

未远离。战争，是须臾不可回避的话

题；战备，是分秒不可懈怠的大事。仗

不会等到“过年后”才开打，也不会等你

“准备好”再进行。

过年战备松懈，无异于给对手送大

礼。越战时期，北越军总指挥武元甲秘

密发动“春节攻势”，而美军总指挥威斯

特摩兰则断言：“就算把圣诞节、感恩

节、美国独立纪念日加起来，也比不上

这个节日对越南人那么重要。”结果可

想而知，毫无戒备的美军被打蒙了，被

迫重回谈判桌。

春节不爱战争，战争却爱春节。战

争没有预演，备战永不懈怠。我们常

说，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

备。对于军人而言，这“一日”，就是每

一分、每一秒，尤其是“通宵灯火人如

织，一派歌声喜欲狂”的春节，更要箭在

弦上、引而待发，“睡觉也要睁只眼”。

军人最懂硝烟味。冰峰哨卡，紧握钢

枪的双手越有力，父老乡亲走亲访友的双

脚就越轻盈；夜幕四合，紧盯星空的眼睛

越明亮，兄弟姐妹安然入梦的神情就越安

详；风雪沙场，冲锋陷阵的杀声越激越，中

华儿女砥砺奋进的脚步就越铿锵……

这就是军人的年，应该这么过——

“寒风裂征衣，飞雪裹战袍”。

山一程，水一程，夜深千帐灯。又是一

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又将抒写一首怎

样的“出塞曲”、吟唱一阕怎样的“将军令”？

遥看雪域边关，一双双警惕的眼睛

凝视远方，一支支巡逻的队伍再次出

征，涉林海雪原，越高寒山地，战甲轰

鸣，硝烟弥漫，哨所上“情燃万家灯火，

剑挡塞外胡风”的春联写尽戍边官兵的

使命与担当。

穿越蓝色海疆，一艘艘战舰解缆起

航，劈波斩浪如利剑；潜艇快速下潜，大

洋深处起烽烟。迎面，山岛竦峙、浪花

飞溅；身后，城乡沃野、年味正浓。苍茫

大海上，一群头枕着波涛的水兵默默为

祖国守岁值更。

仰望万里长空，一架架银鹰呼啸升

空，雷霆出击，如一枚枚巨大的“箭矢”，

巡逻在祖国的空域，俯瞰着欢庆的大地，

日夜守卫空天安全，用战斗的姿态划出

一道道美丽的航迹。

直面维和战场，从亚洲到非洲，从

地中海东岸到撒哈拉沙漠，恐怖袭击频

发，局势持续动荡，炮火连天，战火纷

飞。我13支维和分队官兵直面硝烟、严

阵以待，用“砥柱屹中流”的脊梁，挑起

“执戈卫和平”的重担。

这就是军人的年，永远这么过——

“剑戟多砥砺，神州无烽烟”。

今夕何夕，张灯结彩、欢声笑语，亲

人如此珍视温情、渴望团聚；今夕何夕，

国的安宁、家的祥和，军人时时枕戈待

旦、百倍警惕。

万里边关万里寒，万家团圆万家暖。

不管今夕，无论何夕，军人永远是

华夏大地壮美山河的守岁人，永远是护

佑祖国安宁的长明灯，永远是和平的守

护者。

警惕，一盏护佑安宁的长明灯
——感悟军营年味⑤

■张顺亮

有一部很牛的科幻小说，名字叫作《三体》，

里面有一句话：“我消灭你，与你无关。”这话听起

来很“嚣张”，仔细琢磨，却充满了智慧，揭示的是

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比如，很多人以为尼康相机是被同行打败的，

其实是受智能手机的冲击。再比如，近年来康师

傅和统一方便面的销量急剧下滑，不过对手不是

白象、今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等外卖。这样的

例子，俯拾皆是。

这就是大趋势、大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跨界打劫、出人意料。你永远无法想象，下一个竞争

对手是谁，它在哪里。很可能，打败你的不是堂堂之

阵、正面之敌，也许只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路人甲”。

战争千古无同局。军事领域从来就是变化和意

外最为频繁的王国。很多东西都可以复制，惟有战

争不可能。如果你看不清趋势，不主动变革，就只能

等着别人来革你的命，当一个无辜且无知的受害者。

曾经，在伊拉克战争中，掌握了绝对信息优势

的美军，以明眼人打瞎子式的战法，如同“开罐头”

般把伊军坦克一辆辆摧毁。可悲的是，直到全军覆

没，伊军也不一定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被谁打败的。

“要想通晓战争，必须审视每个特定时代的

主要特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

颠覆性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

特征，必将彻底改写传统作战方式，改变作战制

胜机理，掀起一场智能化军事革命。

可以说，旧战争死了！那么，明天的战争“长”什么样？对手是谁？战场在哪？

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

“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这世界正在发生“秒”变。未来战场上，哪一只

“黑天鹅”将左右战场局势，哪一头“灰犀牛”将影响战争走向，可能很多都在意料

之外。

也许，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足够开阔的视野，用战略思维把握战略

走势，用世界眼光看清世界潮流，胸怀战略全局，关注风云变幻，把握发展规律，像

叶剑英元帅所说的，“注意按地球的脉搏”。

“未来很远，我们的目光要更远。”惟有窥端倪而知全貌，识大势而勇作为，顺

潮流而敢创新，方能在万千巨变中多一分把握，多几分胜算。如果关起门搞训练，

闭着眼练打仗，只能做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而成不了一只俯瞰大地的“雄

鹰”，更谈不上畅饮祝捷的美酒。 （作者单位：河南省濮阳军分区）

打
败
你
的
可
能
不
是
对
手

■
岳

伦

新桃旧符，春风屠苏。年关将至，又

是春节。

“来而无往非礼也。”“人有德于我，

虽小不可忘也。”中国是礼仪之邦、人情

社会，走亲访友、共祝美好，这是礼尚往

来的朴素观念，也是注重人伦之情的一

种文化情结。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明代文徵明的这一反讽诗句恰恰说明，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人情往来只是一种形式

与礼仪，不在乎钱物的价值高低、数量多

寡，在意的是彼此间的那份深厚情意。“千

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此之谓也。

人间至味是清欢。《荆州记》里说：诗

人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

到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

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如

此冰清玉洁之情谊，成就了一段人情往

来的人间佳话，与“鹅毛赠千里，所重以

其人”可谓异曲同工。

与“一枝梅”的浪漫友情相比，雪夜

千里造访则更显真性情。《世说新语》记

载，王子猷住在山阴，“夜大雪，眠觉，开

室，命酌酒”。向外一望，白茫茫一片，一

边雪中踱步，一边吟诵诗词。忽然间，想

起远在剡县的好友戴安道，“即便乘夜船

就之”。毫不犹豫，毫无物念，如此交往

真可谓“雪里温柔，水边明秀”。

人情往来是双向的，往者有真意，还

须来者含真情。潮剧中有一出折子戏

《王茂生进酒》：薛仁贵得胜回京，官封平

辽王，官员富豪上门送礼有如过江之

卿。曾经的患难之交王茂生闻知，欲到

王府相认，无物以礼，只好装了两坛清水

代酒祝贺。薛仁贵以水当酒，大饮三碗，

这便有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俗语。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

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贤者之间的交

情，恰是平淡如水、不尚虚华，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

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集序》中“群

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画面，引人入胜，堪

为典范。清静如水、明净淡泊，清风徐

徐、明月朗朗，君子之交故能如封坛老

酒，历久弥香。

然而，“聊赠一枝春”的交往方式，并

非每个人都能做到，也非所有人都能接

受。《清稗类钞》里就有一个小故事，福州

林琴南六七岁时，看到老师家里穷，就回

家装了一袜子米送去，结果“师怒，为其

窍，却弗受”。林母得知后，笑道：此岂束

修之礼。遂叫人带了一石米送到私塾，

老师欣然接受。这真是，石米之礼，映照

人情冷暖！

其实，人情的背后是人性，表现为一

种真实的情义或心理。君子之交淡如

水，可这水中一旦掺入杂质，轻则变味，

重则变质。如今，人情世故、礼仪往来仍

在延续传承，但一些被名利裹挟的陈规

陋习，早已偏离了传统、远离了本真。比

如，此起彼伏的酒席风，这家请罢下家

请；层层加码的人情礼，一山更比一山

高；水涨船高的彩礼钱，岁岁年年花样

新……这样的人情往来，面子越来越讲

究，里子却越来越拮据，礼俗异化成了陋

俗，熟悉的人情味变成了沉重的人情

债。虽然人人大呼“人情猛于虎”，苦不

堪言、不堪重负，但为了所谓的“面子”，

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好的传统是无形财富，但不是行贿受

礼的由头。变了味的人际交往一旦进入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组织生活

中，清清爽爽的同志间关系就会变得混浊

不清，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就会变得乌

烟瘴气。把交往交情等同于交易交换，你

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私相授受、权钱交

易，且价码日益看涨，“含金量”不断升

高……如此种种，使肝胆相照成为奢谈，

忠言诤友不见踪影，让“同志+战友”的纯

洁关系染上了铜臭味、市侩气。

“春之德风，风不信，则花不成。”年关

也是廉关。能否过好这一关，是一个严峻

考验。交往之中见党性，交往之中有纪

律。纯洁同志同事关系，党规党纪早就亮

明了态度，画出了红线。如何有境界地交

往，远离功利、势利、唯利之交？如何有底

线地交往，远离违规、违纪、违法之交？如

何有品位地交往，远离低俗、媚俗、庸俗之

交？这是一道亲情题，也是一道廉政题。

廉洁自律，守住底线，这个春节才能年味

浓郁，这个春天才能阳光明媚。

世情嫌虚不嫌简
■邵天江

有人说，语言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

难的一种能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会写

材料的笔杆子，常常被看作一个单位的

“小能人”，大多是领导倚重的“大忙人”。

这本无可厚非。我党我军历来注

重写材料、重视“笔杆子”，这既是行政

流程的必需，也是推动工作的必要。

老一辈革命家就常说，革命要靠二杆

子——笔杆子与枪杆子，这是我们党起

家的“两杆枪”。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笔杆子

前面被戏谑地加上了“空心”二字。空者，

虚也。“空心笔杆子”也就成了形式主义、文

牍主义的代名词，不仅造成“语言腐败”，还

带来“风气污染”，令人反感，人人喊打。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

是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上

下持续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明确要

求“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

力戒空话套话”，导向鲜明，声势浩大，

力度空前，呈现许多新气象、新成效。

可是，在中央三令五申、整改层层

发力的重压之下，笔杆子应该越来越

实、越来越硬才对，怎么会变“空心”，而

且大行其道呢？

不可否认，是一些笔杆子作风漂浮

使然。思想懒惰、心浮气躁，不到一线

解剖麻雀，坐在室内遣词造句，泡杯茶、

点根烟，写一写、画一画，凭借着“口出

莲花”抓工作，幻想着“羽扇纶巾”解难

题。如此材料，焉能不空？

但是，“空心笔杆子”并非初始即空，

大多是被一点一点“逼”出来的。试想，

会议一个接一个，检查一个接一个，哪有

时间学习和调研，何来冒热气、接地气的

一手资料？今天下达任务，明天就要经

验，而且轮番轰炸、层层加码，不妙笔生

花、东拼西凑如何交得了差？一些领导

认为“稿子短了没分量、讲话不新没水

平”，怎敢不长篇大论、寻章摘句？上面

“逼来逼去”，下面只能“空来空去”。

笔杆子空心化，最终导致工作空心

化。“工作不行，材料来补”，“兵马”未

动，“材料”先行，把说的当成做的，把计

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作成绩，从材料

中来,到材料中去。到头来，“不作为，

少作为，乱作为”被粉饰，基层反感、机

关受累，实事泡汤、好事办砸。

部队是要打仗的，笔杆子连着枪杆

子。文章千古事，而对一支军队来说，

得失岂止是寸心知啊！毫不夸张地讲，

一文可以左右战局，一字可以影响成

败。战场是最严厉的审计师。任何的

纸上谈兵，丁点的虚假水分，都可能是

未来战场上的一颗“地雷”。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军政不分家，

大多数笔杆子既能“上马击狂胡”，又能

“下马草军书”，可以说是“腹内藏经史，

胸中隐甲兵；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

平”。电视剧《亮剑》中的“刺头”团长李

云龙为何偏偏就服政委赵刚？关键在

于赵刚这个笔杆子不空心，没有书生

气，搞情报有一套，识人才有门道，打鬼

子不含糊。这样文武双全的笔杆子，在

那个年代不是“传说”。

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工

作不能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无论是

搞总结、作报告，还是写讲话、拟文电，

都要绷紧打仗这根弦，摆脱“文牍主义”

的窠臼，跳脱“材料政绩”的束缚，做到

短、实、新，摒弃假、长、空，切不可空了

实干之“心”，沦为“空心笔杆子”。要知

道，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可不认识什么

“注水材料”“政绩水分”。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的

这幅题字，如今镌刻在延安新闻纪念馆

大厅里，如同一面警钟、一记重槌，时刻

惕厉着笔杆子们发扬务实文风、反对文

牍主义、重视调查研究，走出办公室，深

入练兵场，聚集实战，深钻细研。只有

既把“笔尖”练硬，更把“枪刺”磨利，方

能制胜未来战场。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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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各项工作交叉进行，任务

重、头绪多，忙一点是正常的。但忙要忙

到点子上，忙出效益来，力戒盲目地忙，

眉毛胡子一把抓。切不可像电影《无问

西东》中的台词所写的那样：“把自己交

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却不是真实。”

那么，如何得到“真实”？关键是要

弄清楚哪些工作该忙，哪些不该忙，做到

有所忙、有所不忙。军队是要打仗的，忙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战斗力。这样的忙，

就要抓住不放，一忙到底。那些与战斗

力提高没多大关系的忙，都是白忙、瞎

忙、空忙，不仅不能忙，还要力戒之。

“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

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当前这个时候，

官兵最为关注的话题当然是过年。但是，

对于军人来说，节日更是战备日、工作日，

过年只是“端”，而不是“要点”，重心是战

备值班，护佑安宁。如果分不清主次，就

会事倍功半，甚至还会出问题。

“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只有统筹全局把方向，集中精力抓关

键，积聚力量攻重点，真正把探亲休假

统筹好，把过年物资储备好，把安全管

理落实好，把战备值班安排好，才能让

官兵过一个安全、祥和、欢乐的春节。

工作要“忙”不要“盲”
■王 淦

“绣”与“秀”，虽然只有一个偏旁的

差别，但具体到工作落实上，由于出发

点不同、着力点不同、落脚点不同，结果

也就大不相同。

“绣”，是绣花之绣，下的是“针”功

夫，和风细雨、细致入微，脚踏实地、不

声不响，追求慢工细活，讲究方式方

法。“秀”，乃作秀之秀，图的是“名”效

应，总是瞄着上头、冲着镜头，热衷“面

子工程”，喜欢“应景文章”，好大喜功，

不下真功。

“绣”的成果是官兵得实惠，战斗力

有提升，看得见，摸得着。“秀”的后果是

雷声大雨点小，中看不中用，败坏单位

风气，丢掉官兵信任。可见，“绣”是实

干主义，“秀”则是形式主义。“表态多调

门高”，就是“秀”的表现；“行动少落实

差”，就是“绣”功不精。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基

层工作千头万绪，必须下一番“绣

花”功夫。抓落实的针脚密不密，决

定了基层建设的阵脚稳不稳。绣花功

是否走心、用心、沉下心，官兵能从

身边的细小变化中敏锐地感受到。只

有“绣”而不“秀”，讲究章法、精准

发力，穿针引线、上下贯通，精耕细

作、久久为功，各项工作方能落细落

实、落地见效。

落实要“绣”不要“秀”
■韩佳辰

基层心声

长城论坛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春节即将来临，无论是回家与亲
人团聚，还是留在军营过年，官兵在
节假日难免有聚会聚餐活动等。这个
时候，一定要时刻谨记、严格遵守部
队关于饮酒的有关规定，不能视纪律
如同儿戏。

这正是：
过年相聚叙友情，

不可贪杯违禁令。

情深不在酒杯中，

守纪如铁促养成。

张 超图 刘腾轩文

玉渊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