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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北大教授周培源写信给周恩来，对

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周

恩来指示相关部门以信为依据好好议一下，并特

意强调：“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完了。”这番话

意味深长，针对的是责任心缺失、飘飘忽忽不落

实的问题。

担当尽责是个人和群体有力量的体现，也是

成就事业极重要的品质。瓶颈久攻不克、难题错

综复杂，只有挺身负责，把担子挑在肩上，一步一

个脚印，才能走出发展困境，把事业带向新的高

度。如果不担责、不尽责，搞不见行动的“态度很

好”、不见果实的“忙忙碌碌”，我们的工作就会失

去根基，事业的大厦就会地基不稳。“知责任者，大

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干事创

业，就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如浮云一样过去”，是工作推进不实、落实

不力的一大原因。现实中，有的同志传达学习反

应很快，开会部署动作很大，可到具体操作环节

却敷衍塞责，不埋头真抓、不撸袖实干，推不掉就

拖着、拖不过就糊弄；有的只考虑位子安稳，满足

于简单过关，不愿深入思考、不想寻求突破，守常

守成、习惯等靠。矛盾上交下移，问题左避右躲，

样子像在抓工作，实则不尽心不用力，这样只会

造成时间和资源浪费，导致效率和质量低下。

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迎来新的发展

高潮。无论是打好政策制度改革的“第三大战

役”，还是推进运行机制的“二次创新”；无论是纠

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瘴痼疾，还是加快部队新质战

斗力生成，都需要稳扎稳打狠抓落实。我们只有强化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一

锤接着一锤敲，才能呈现新气象、成就新作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把责任扛在肩上，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素质；担

负的责任越大，就越需要提高履责能力。我们既要树牢担责不误、临难不却、履险

不惧、受屈不计的意识，也要认真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在备战打仗中锤

炼过硬本领。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蹄疾步稳、开新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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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旅组织一次对抗演练，“红方”

派出的一支侦察分队因脸部伪装与实

地环境色彩偏差过大，被“蓝方”察

觉后，遭受重击，全部“阵亡”。演练

讲评时，“把伪装油彩当‘化妆品’

用”，赫然在问题之列。

现实中，伪装油彩盲目涂抹的情

况并不少见。比如，在丛林地域使用

土黄色，而在戈壁滩却使用墨绿色；

只在脸上画几道，油彩覆盖不充分；

油彩浓度不适宜，冒点汗就冲干净

了。这些情况，有的源于官兵对伪装

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还有的则是

少数官兵为了扮帅耍酷，随意涂鸦。

结果是，他们自以为“面目全非”，实

际上却“欲盖弥彰”。

伪装是生存之道。自然界有许多

“伪装者”，它们正是凭借这个本领

麻痹猎物、躲避天敌，持续地繁衍

生息。不难想象，一旦伪装的本领

丢掉了，它们势必面临灭绝的危

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

争的永恒法则。伪装不科学、不专

业，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不

自知，这不是把敌人想象得太傻，

自欺欺人吗？从这个角度讲，我们

不妨学学自然界的“伪装者”，时刻

保持战场的危机感。

电视剧《士兵突击》里有这样一

个细节：钢七连在构筑伪装工事时，

许三多偷偷在兜里揣了一个煮鸡蛋，

被“敌”红外侦察仪捕获，导致全连

演习失利。战争史上，“许三多的煮鸡

蛋”并不少见。血的教训启示我们，

伪装容不得半点儿戏。现代战争中，

武器装备、侦测技术飞速发展，往往

“发现即摧毁”，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

生命、部队的安全、战场的胜负当玩

笑开！

练兵偏离实战，根子在思想偏离

打仗。除伪装油彩盲目涂抹之外，一

些部队还出现夜间机动开大灯打双

闪、车辆伪装后“树在路上跑”、指挥

行动用明语等情况。战场生存法则并

不难懂，这些问题频频出现，说到底

是没有把练兵场当成战场。

名将戚继光认为，练兵用兵“非

严不克。若认真到底，久亦自服。他

日济事者，此也”。这里所说的严，指

的就是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战场要求

开展训练。训练与实战的落差，战场

上是要用官兵的血肉之躯来填平的。

只有时时处处贯彻战训一致原则，才

能真正适应战场、不惧强敌。深刻懂

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把伪装油彩

当“化妆品”用。

伪装油彩不是“化妆品”
■王正昊 滕鲁阳

“普通人如何保家卫国”“维护国家

安全，我们个人能做什么”“怎样管好指

尖，不让敏感信息泄露”“如何提防身边

的潜伏者”……随着第三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临近，“国家安全”这个词又热

了起来，围绕这个主题的讨论互动也更

显活跃。

提到国家安全，不少人想到的是影

视剧中的战争、侵略、敌特，进而认为国

家安全只和“国家”有关，和政府、军队

有关。这种理解显然窄了，战争、敌特

当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但国家安全又

不仅限于这些。比如，生态环境破坏，

影响群众健康和生产生活；地理信息外

泄，产生管理防护隐患；恐怖主义活动，

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等等。国家安全是

一个大范畴，是社会稳定发展、人们安

居乐业的基础。由此可见，维护国家安

全没有“局外人”，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

中，贡献一分力量。

国家安全无处不在，有的就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当今时代，

网络科技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给

衣食住行带来极大便利。然而，当我们

拥抱智能化服务的同时，也必须承受让

渡信息的代价。比如位置信息，导航、

社交、外卖、跑步、旅游、网购……一些

平日经常使用的APP应用，就有可能暴

露你的位置，使用时必须有主动防护意

识。要知道，你的无知或大意，很可能

将自己的隐私拱手相送；你的松懈或侥

幸，很可能让国家巨大的投入、辛勤的

汗水付诸东流。

国防安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是国

家安危之所系。近代史上，侵略者的铁

蹄频频踏破国门，在中华儿女的记忆中

重重地写着一个“败”字，大大地烙着一

个“耻”字，深深地刻着一个“警”字。那

个时代，有识者提出：中国饱受欺凌，不

是缺“国人”，而是缺“国防人”；要救中

国，必须从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做起，

要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集中一切的精神

力量、物质力量，完成最新的也就是“超

时代”的国防建设。痛之、念之、思之，

实现“外敌难犯、边患不起”，我们依然

要保持这样的警醒。

国防战略理论家说，没有别的事比

“把国防科学ABC讲给全体人民听”更

重要了。现代战争，信息主导、体系破

击、网络攻防、精确打击将贯穿战争全

过程。多维战场的对抗，涉及的领域更

宽广，战场的形态更复杂、要素更全

面。在这种全维性战争中，后方非战斗

人员的责任变大了，风险也更大了。和

平时期，我们该作何准备？需要学什么

知识、长什么本领？面对战争，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如何走、打、吃、

住、藏、保、通？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这些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决不能等

到交卷时，才临时抱佛脚。

当今时代并非天下太平，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仍在大行其

道，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

如果患上“安全过敏症”“和平麻痹症”，

在醉太平中丧失警惕，缺乏“国防人”应

有的忧患意识、应战能力，过去那些惨

痛的历史就会“路转溪头忽见”。有人

说：“国防，是永远做不完善的一种怪

物。因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方法没有止

境，遂使国防的设置、改善和增进也同

样没有止境。”国防也是心防，只有紧而

又紧、永不懈怠，才能建成始终坚固的

铜墙铁壁。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

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开展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是一场大规模“人心和人力”的

动员，必须引导人们认清国家安全形

势、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履行国家安全

使命，让国家安全这个抽象概念入脑入

心，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每个公民

都是国家安全红利的享受者，同时也承

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必须自觉做

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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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航母“安家”，上千户群众、上

百家企业、上万亩养殖区全部搬迁；

为增进军地融合深度发展，数百家军

民融合协作区、示范基地、科研中心

陆续建成；为提高联合作战能力，部

队在战区体制下不断强化联的意识、联

的实践……新时代的征途中，团结奋进

的乐章更加雄浑激昂，“走到一起来”越

来越成为一种发展的大势。

伟大团结精神，是勇往直前、无坚

不摧的利器。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

前进。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果有掏心见胆、并肩奋斗的团结，能

够想到一起来、走到一起来、干到一起

来，就能聚合征服一切困难的磅礴力

量。“不团结什么事也干不成。”一盘散

沙、各唱各调，许多力量就会被耗散、

被抵消，遇到重大险阻，事业就会遭受

挫折。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近代

以来，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

下，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侵

略者，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

关，创造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使中国从“漏舟之中”的危局站起来，从

“一穷二白”的起点富起来，从“开除球

籍”的边缘强起来，一个重要凭借，就是

伟大团结精神。同甘共苦、众志成城，

集智竭力、共克时艰，“全国人心定于

一”的磅礴伟力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民

族的命运。

重视团结是我军的政治优势和

“制胜密码”。毛泽东曾指出：“这个

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

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

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

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

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由

此可知，我军具有拖不垮、打不烂的

强大凝聚力，敢打硬战、能打恶战的

强大战斗力，绝非偶然。“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胸怀大局，呼吸相通”“潮

涌般的小推车和担架队”“哪里最危

险，哪里就有最可爱的人”……人民军

队为什么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些都

是避不开的字眼。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

展的关键阶段，中华民族从来没有

像 今 天 这 样 接 近 实 现 伟 大 的 中 国

梦。但要看到，随着综合国力快速

提升，国家利益不断拓展，我国的

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更加

凸显。实现强军、迈向一流是务期

必成的目标，然而这个征途荆棘密

布、困难重重。最伟大的力量是同

心 合 力 。 只 有 亿 万 军 民 走 到 一 起

来，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携手推

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在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的“运算”中做加法、

乘 法 ， 我 们 才 能 赢 得 新 时 代 的 竞

逐，让军事力量更过硬、更可靠。

时代在发展，战争在变脸。有人

问：现代战争是高技术战争，群众的海

洋还需要吗？答案是肯定的。信息化

战争多维立体对抗，涉及的领域更宽

广，战场的形态更复杂，实力的比拼更

立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在于民众之中”，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是我们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重要法宝。要赢得未来战争，就必

须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加强

军地合力、实现军民同心，时刻做到“爱

我人民爱我军”。

“联万心而作一心”，说易行难。当

今时代，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思想

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意识形态斗争激烈

激荡激变。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

面对不同的价值追求人群，如何让最大

同心圆成为“连心结”？如何用最大公

约数凝聚最大力量？这些都是实践中

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重要时代课题。

列宁曾指出：“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

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

物前进，胜利就有了保证。”让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不懈奋斗。

携手走到一起来 并肩走向新胜利
■刘 飞

“你的腹中装着什么？”这是一个略带

调侃又很严肃的问题。揆诸史籍，问腹之

事多有记载，问答之中亦可见人见心。

东晋名臣王导曾把头枕在周伯仁

腿上，他指着伯仁的肚子问：“里面装的

都是些什么？”伯仁回答：“这里面空洞

无物，不过像你这样的人，足以容纳数

百个。”伯仁的意思是，他的胸怀要比王

导宽广得多。后面发生的事，印证了这

番对话。

大将军王敦是王导的堂兄。王敦

举兵造反时，诸大臣劝晋元帝将王氏一

族满门抄斩。王导入朝请罪，正好遇见

进宫的伯仁，王导叫住他说：“伯仁，我

家几百口性命就全靠你了！”伯仁没有

理睬，径自入宫。见到元帝后，伯仁备

言王导之忠君爱国，认为决不能错杀忠

良，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伯仁出来

时，王导还跪在宫门口。王导唤伯仁，

伯仁依然没有搭理他。出宫之后，伯仁

又上书朝廷，坚称王导不可杀。而这一

切，王导俱不知情。

后来，王敦兵入建康。王敦对王导

说：“周伯仁、戴若思是人望所在，应当

位列三司。”王导没吱声。王敦又说：

“就算不列三司，也得做个仆射吧？”王

导依旧不答。王敦说：“既然不能用，就

只能杀了他们。”伯仁被杀后不久，王敦

之乱也平定了。王导在宫中浏览过往

奏折，看到了伯仁挽救自己的折子，其

中言辞恳切。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

“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

中，负此良友！”

问腹之事，周伯仁也当过提问者。

一次，他看到顾和安安静静地坐着，正

埋头捉虱子，便指着其腹部问：“这里面

有什么？”顾和搏虱如故，缓缓答道：“此

中最是难测地。”顾和的话很精辟、很透

彻，将人心难测之理一语道破。问腹，

虽是一句简单的提问，结果却不尽相

同，或可将一片心竭全展示，又或许只

能看到伪装的假象。

王安石变法的后继者章子厚，曾与

苏轼为莫逆交。一日，他坦腹而卧，碰

巧苏轼从外面进来。他一边抚摸肚子

一边问：“你说这里面有啥东西？”苏轼

答：“都是谋反底家事。”这番毫不委婉

的直话，倒符合苏轼的性格。在宋史

中，章子厚被列入《奸臣传》，因为他“尽

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

诋诬宣仁后”。

苏轼为政期间，先是上书反对王安

石推行的新法，吃尽了“变法派”的苦

头，当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时，他又唱

反调，提出“需循序渐进，不可骤然废

之”，因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舌华

录》中载，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

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此中所装何

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

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满腹智慧。”

苏轼也以为不恰当。爱妾朝云说：“学

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至于安禄山答唐明皇之问，机巧饰

伪之心极盛。唐明皇指着安禄山肥大

的肚子问：“腹中有何物？”安禄山回答：

“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之心。”唐明

皇根本不会想到，日后起兵攻潼关、逼

长安，使大唐王朝急转直下的，正是这

个声称“只有赤心”的安禄山。

问腹，问的都是关键事。比如，心

在此还是在彼、是正还是偏，格局是大

还是小……从这个角度看，问是一块

“磨刀石”，也是一面“正容镜”。问腹有

他人问，也有自己问。北宋赵概就善于

“自问”，他在案头摆一个瓶子，以及黑

白两种豆子。“起一善念，投一白豆于

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瓶。”刚开始，

黑豆很多。但随着他时时内省、磨砺克

制、改过迁善，瓶中的白豆越来越多，黑

豆越来越少。

自我问腹，是叩问灵魂、自我省察

的重要方式。时常问自己忠诚的品格

有没有、能力够不够、作风正不正、工

作实不实、为官清不清，把思想深处潜

伏的危险因子清除掉，让正能量的火

焰旺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做到

“中夜问心而无愧”。如果对思想的杂

草不正视，任其疯长，到头来就会“船

到江心补漏迟”。

问 腹
■铁 坑

连队工作计划，不可随意打乱和干
扰。一次，某连按计划组织官兵学习新
装备操作技能，一名技术骨干负责讲
解。课前，机关却来电话，要求这名技
术骨干马上赶去制作课件。这样一来，
连队只好改变安排，将一周内后续的工
作计划作出调整。

这正是：
基层建设千丈台，

一砖一瓦层层盖。

按图施工有计划，

随意干扰太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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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只有亿万军民走到一起来，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携手推进跨

军地重大改革任务，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运算”中做加法、乘

法，我们才能赢得新时代的竞逐，让军事力量更过硬、更可靠。

问腹，问的都是关键事。比如，心在此还是在彼、是正还是偏，

格局是大还是小……从这个角度看，问是一块“磨刀石”，也是一面

“正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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