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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法国作家雨果这样定

义：“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反

映过去的倒影。”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

座城市，只有不忘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上海，一座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

市。曾几何时，这里列强入侵，铁蹄肆

虐，民不聊生。如今，人们不仅能看到流

光溢彩的东方明珠，还能感受到融入城

市的蓝色文化——有海无防的教训化为

国防意识，支撑海军崛起成为全民行动，

强国强军的思想融入城市血脉。鳞次栉

比的高楼大厦间，矗立起一座无可比肩

的精神长城。

上海的苦难与辉煌只是一个缩

影。我国是濒海大国，也曾是海洋强

国。然而，“不能制海，必为海制”。鸦

片战争的耻辱、甲午海战的悔恨、淞沪

抗战的惨败……百余年来，中国遭受列

强来自海上的入侵达数百次，被迫签订

不平等条约700多个。

可以想一想，从旅顺口、威海卫，到青

岛港、上海滩，再到福州、广州，有多少城市

经历过“凌弱总能频肆暴”的苦难？再放眼

全国各地，从火烧圆明园，到南京大屠杀；

从长沙保卫战，到血战台儿庄，哪一块热土

没有留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记忆？

一座城市就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

记载着辉煌历史，见证着飞速发展，也诉

说着苦难过往。苦难是一座城市集体记

忆的一部分，是永远抹不去的精神印

记。历史早已证明，大国崛起于文明，奠

基于精神。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

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

是全体市民认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追

求，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可以塑造

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

国无防不立。一座城市的高度不仅

在于地标建筑的“海拔”，更在于人们的

文化自信、价值理念，尤其是忘战必危、

殆战必败的国防观念。全力发展经济的

同时，坚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血脉、涵育崇军尚武文化——这样

的城市才有高度、有底蕴、有未来。如果

仅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而缺乏坚不

可摧的精神长城，这样的繁荣也注定是

金玉其外的表象。

沈阳市陵东街，有一处占地 24万

平方米的庄严肃穆之所——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黄继光、杨根

思、邱少云等123位志愿军烈士。迎面

矗立的一座高 23米、由花岗岩砌成的

四棱锥形纪念碑，虽然不是这座城市

的“最高峰”，却毫无争议地构成了这

里的精神天际线。因为，有一种观念

早已融入人们的灵魂：强国必先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这盛世如你所愿”——时下的中

国，发展日新月异，建设一日千里。然

而，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当灵魂失去庙

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很多人担心：高

楼大厦建起来了，精神大厦筑得怎么

样？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伟人故里，还

是英烈家乡；无论是开放城市，还是革命

老区，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引人注

目，一处处红色旅游景区游客如织，一次

次国防教育活动如火如荼，关心国防、热

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正成为全社

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习主席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

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

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没有一支强大

的军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就没有

民族复兴的真正实现。只要每一座城

市都能像上海一样，将苦难辉煌融入

城市记忆，将国防观念化为拥军行动，

为强国凝魂聚气，为兴军凝心聚力，让

高楼大厦与精神大厦相互辉映更加光

彩夺目，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既建高楼大厦 也筑精神长城
■张顺亮

国防论坛

“解缆！”舰指下达口令，缆位人员迅
速解开最后一根缆绳，“哔——”信号兵
一声清脆哨声，军舰在清晨薄雾的笼罩
下缓缓驶离舟山某军港码头。

码头上的送行人员中有这样一个特
殊群体，他们是来自共建单位——上海
大学钱伟长学院的师生。4月下旬，东
海舰队某支队以欢送舰艇执行远海任
务为契机，开展一场别具特色的国防
教育活动。
“敬礼！”随着军舰扩大器传来的口

令，官兵整齐列队，庄严敬礼。“爸爸再
见！”“我们等你回来！”“不要牵挂家
里！”……军嫂和孩子们眼眶湿润，即将
远行的海军将士是她们深深的眷恋。
“战舰启航仪式十分震撼，耕牧蓝色

海洋，承载伟大梦想，守护祖国万里海
疆，人民海军的担当奉献精神令人敬
佩。”参加送行仪式的钱伟长学院党总支
部副书记韦淑珍感慨道。

送行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赴在港军
舰参观。整齐停靠在码头的舰艇如钢铁
长城巍峨列阵，让大家赞叹不已。学院
一名教授曾在海军服役过，他激动地说：
“威风凛凛的战舰让我回忆起那些年的
峥嵘岁月，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海军不断
发展壮大，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指日可待！”

在支队官兵引导下，一行人登上军
舰，走进会议室观看宣传片，了解支队
铸魂育人工程建设、执行使命任务情
况。当宣传片结尾处播放军舰在全球
各海域搏浪驰骋的片段时，现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随后，大家参观了军舰各战位并了
解军舰高科技装备，深入官兵住舱观摩
内务。“去年，为了获取一组数据，官兵在
大风浪中连续奋战 72小时，70%以上官
兵出现晕船呕吐现象……”在水兵娱乐
休闲区域，讲解员细致生动地介绍执行
远航任务时水兵的生活情况，大家被海
军战士的艰苦付出和无私奉献所感动，
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告诉记者：
“参加本次国防教育活动，加强了与官
兵的交流，加深了对部队使命任务、地
位作用的理解，增强了国防意识，意义
非凡。”

海风拂面，云卷云舒，半天的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也为庄严肃穆的军营增添了
几分热闹。支队政治委员纪乐江告诉记
者，作为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支队通过此
次国防教育活动，充分展示了海军部队
强军兴军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增进了人
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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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清时期江海门户，曾几何
时，上海是被列强从海上撕开裂口的屈
辱之地。

1842 年陈化成血战吴淞口抗击英
军、“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战，诉
说着有海无防的百年屈辱。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伴随人民海军
现代化建设的铿锵步伐，上海作为海军对
外开放窗口，也见证了人民海军的无数次
第一：第一艘国产舰艇建造；第一次接待外
国海军舰艇访华；人民海军第一次军舰出
访……

朝夕相伴，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与海军
有了无数次亲密接触；相融共生，更是孕育
出一座城市对海军的独特解读。

在海军走向强大的征程中，上海将蓝
色文化融入城市特色，将强国强军思想融
入到每一个人的细胞里、血脉中，让这座
开放多元的城市更好地读懂海军，用他们
独有的方式为海军发展成就鼓与呼。

关键词之一：全城阅读

从商业文化到蓝色文化，
读出大国海军的自信

4 月 23 日，是世界图书日。这一
天，又逢海军节，因此也成为上海市民
近距离阅读海军的节日。

当天，上海市南京东路、徐家汇、淮
海中路、陆家嘴、五角场等主要商圈，数
十条商业街，以及机场、火车站、汽车
站、地铁，还有主干道与高架路，都在黄
金时段轮番播放“军民同心，建设一支
强大的人民海军”公益宣传片。

记者注意到，在具有厚重历史底蕴的
一粟街、在贯穿上海中心地区的四川路、在
繁华市区大街小巷的广告牌上，都能看到
人民海军主题宣传海报和宣传标语，许多
市民还收到由通讯运营商集体为人民海军
推出的“庆生”短信。这天的上海，被蓝色
文化的氛围映衬得格外融洽与和谐。

华灯初上，在人头攒动的外滩，许多
游客不时停下脚步，望着黄浦江两岸
LED大屏中的“海军蓝”发出赞叹。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远不止这些。海
军节来临之前，驻沪海军部队的文艺骨干
组成演出小分队，以“快闪”形式向市民进
行才艺展示。走进黄浦江畔的象牙塔、置
身繁华闹市的南京路步行街，每一场演出，
都有人们踊跃参与的身影。

当《水兵梦》《军港之夜》《我爱这蓝
色的海洋》等经典歌曲的旋律响起，不
少人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每个人的脸
写满了喜悦与自豪。

目睹此景，一位游客感慨地说：“上
海利用黄金地段的广告牌、主要商业圈
的 LED屏集体为国防做宣传，真是大气
魄、大手笔！”

诚如斯言。上海能以这种形式开
展人民海军主题宣传活动，不仅仅只是
一座城市和一支部队联手策划的缘故，
更是因为强国强军思想融入到每一个
人的细胞里。而城市里的老人、青年、
小孩也在参与这次全城阅读中，对人民
海军有了更深的理解。

关键词之二：开放阅读

从吴淞古炮到新型战舰，
读出大国海军的崛起

沿着黄浦江岸步行，湿地绵延，与
长江交汇处，一座锈迹斑斑的古炮伫立
高地，它无声地告诉着过往的游客，这
里曾经硝烟弥漫。

站在高台，滔滔江水仿佛就在脚下
呼号着那段悲壮岁月，淞沪抗战的隆隆
炮声依稀就在耳边……

从吴淞古炮到新型战舰，那些屈辱早
已被奋勇直追的后来人抛到了历史书里。

4月 22 日，百年军港彩旗飘扬，吴
淞码头人头攒动。这是驻沪海军举办
的“军营开放日”活动，2艘我国自行设
计制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停靠在码头，
供上海市民及闻讯赶来的外地军迷朋
友参观。

望着威武巨大的新型主炮，目击国
产某型防空导弹垂发系统，许多军迷喜
不自禁，仔细观察武器装备，生怕漏掉
哪个细节，并不时发出提问。“这艘军舰
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役的？”“在世界上算
得上先进吗？”……上海市静安区拥军
优属协会理事长焦俊祥参观后兴奋地
说：“部队官兵素质过硬，武器装备精
良，看到这样的军队，我们对国家安全
更有信心！”

在岸上训练场，水兵们精心准备信
号旗语、撇缆、海军绳结等海军特色文化
展示，让前来参观的人们大开眼界。一
位女军迷还现场跟水兵学起旗语，在简
单学习之后，她用旗语打出“我爱你，海
军！”在“海洋·海权·海军”专题图片展前，
大家驻足观看，详细了解以维护海洋权
益、海洋战略为主题的海洋知识，以及人
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战绩。
“这样的开放，让我们普通民众了

解神秘的军营，很有意义！”参观结束
后，来自青浦区的市民梁先生赞叹道。

海军在上海向公众开放并不是近
几年才有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
接待苏联海军舰艇访华，地点就在上海
扬子江码头。

1956年6月，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巡
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雷击舰
“智谋”号、“启蒙”号在舰队司令切库罗夫
海军中将的率领下访问上海。在访问期
间，中方邀请苏联客人参观上海的景点和
工厂，苏联舰队也对中国军民开放参观。

人民海军组建 36 年后，第一次派
军舰出访国外也是从上海出发。1985
年 11 月 16 日，由合肥号导弹驱逐舰和
丰仓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特混编队，在
上海吴淞军港起航，开启了对巴基斯
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正式友好访
问，迈出中国海军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迄今为止，上海共接待了数百批外
舰访问。这座城市，正以开放、自信的
姿态，与中国海军一起，联手打造中国
靓丽名片。

关键词之三：共享阅读

从鱼水情深到深度融合，
读出大国海军的发展

春风拂面，长江口碧波荡漾。

江面上，一艘艘轮船穿梭前行，
从这里驶入大海。

上海长兴岛依江濒海，岛上坐落
着百年船厂江南长兴造船厂。一艘艘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巨轮和战舰，从
这里拔锚起航，驰骋深海大洋。
“这艘驱逐舰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制

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先后突破大型
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
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具有较
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
能力，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
志性战舰。”登上国产某新型导弹驱逐
舰，军代表介绍道。

百年长兴、百年海军，这里仅仅
只是上海与海军携手并进的一个缩
影。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之
一，人民海军注定与上海还有着更多
千丝万缕的联系。

松江佘山，因远东第一天主教堂
而闻名于世。在佘山脚下，某防化营
便驻扎于此。作为东海舰队一支担负
防化保障任务的专业防化部队，他们
始终秉持维护上海人民生命安全的理
念，守护着这片繁华，圆满完成了一
次又一次重大应急保障任务。

距长江口以外 40余海里，有一座
孤悬海上、面积仅 0.088平方公里的佘
山岛，某观通站官兵就驻扎于此。曾
经，岛上自然环境恶劣，常年受风、

雨、雾困扰，又因无水、无电、无居
民，一切生活用品均要靠大陆补给，条
件十分艰苦。如今，在上海市政府支持
下，这样一座“三无”小岛上的官兵工
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建起蔬菜大
棚，住进阳光楼房……

翻开海军与上海携手走过的岁月
长卷，一个个片段犹如昨夕。为了支
援上海建设，驻沪海军积极配合上海
市完成滨江沿岸贯通工作，北外滩百
年军港“扬子江码头”即将成为历
史；2010 年上海世博会，海军潜水员
带着重托，潜入黄浦江江底，像过筛
子一样进行水下摸排，确保世博会顺
利召开；海军演出队的官兵，从 2005
年开始，每逢重大节日自觉走进社
区、广场、街道为驻地群众表演节
目，共计 70 余场，服务群众 10 余万
人次，13年来从未间断……

海军官兵也永远不会忘记，上海
市双拥办举办“军功章上的荣耀”
活 动 ， 请 立 功 受 奖 官 兵 亲 人 看 上
海，让 1000 余名海军官兵带着家属
共 享 这 份 特 殊 的 尊 崇 ； 2012 年 至
今， 60 余名随军家属通过重点安置
收获满意的工作岗位，200 名官兵子
女进入理想的学校就读；在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的道路上，上海市各级
以 “ 逢 山 开 路 、 遇 水 架 桥 ” 的 担
当，让停偿工作顺利高效推进，走
在全国前列……

人民海军，一座城市这样读懂你
■伍尚锐 徐 巍 本报记者 刘亚迅

上图：4月中旬以来，东海舰队某基地以多种形式开展人民

海军主题宣传活动。图为基地文艺演出小分队在同济大学以“快

闪”形式与师生一道共庆海军节。

�左图：4月22日，驻沪海军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图为
上海市民参观舰艇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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