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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广场。 马 悦摄

踏访南昌，城深似海。

古老的城市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往

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些精华既

因岁月的沉淀磨洗而愈加厚重，又因现

实的勃勃生机而绽放光辉。每个城市都

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内涵，走近南昌，更

感“国防”这个词的凝重，也找到真正读

懂这个城市的关键所在。

18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发表了

《论永久和平》，首次提出“政治地理学”

的概念。其实，在人们的认知里，地理学

从来都不只是地域的划分、居民的迁徙、

水土的分布……

地理学源于城市的出现。在古代，

城市是由一堵堵的墙、一道道的门构成

的。修筑这些高墙厚门、筑城而居的目

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遮风挡雨，更重要

的是为了抗御刀剑。简言之，城市是为

了战争或者避免战争而出现的。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修城墙比

扎篱笆难多了。为了获取一片安全、稳

定的繁衍生存之地，这是不得不做出的

选择。如今，虽然那些斑驳残存的老墙

古门已成为遗迹，但是，防御、守护自己

的生存权利及空间，从来都是一个民族

的头等大事。

马克思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现代国家概念产生

之后，国防，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国家的

政治，同时也成为每一位国民的权利和

义务。

到南昌，必登滕王阁。可在这个以锦

绣诗文著名的亭阁，我在扼腕叹息间潸然

泪下，因为我看到这样一个数字——如此

绝境胜景，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

年代，竟然13次被毁坏，其中，多数是战

乱兵燹。

不读中国史，不识中国之伟大；不读

军事史，不知国防之生死攸关。是的，如

果我们拥有强大的国家防务、坚实的防

御力量，万里江山、无数瑰宝，何至于曾

经无助地被一次次焚毁掠抢。

既然是国防，就必须是有力量的防

备。读到这样的史料令人哭笑不得，晚

清时招募兵员的条件竟如此奇葩：“手提

百斤”者即可。一个王朝的没落，从这羸

弱不堪兵员中已见端倪。

记得参观出土于南昌的“海昏侯”考

古文物时，那些依然熠熠放光的上百公

斤金饰、不可胜数的精美仪仗酒具令人

赞叹不已，但按照军人的习惯四下搜寻，

在那些据说保存得比较好的文物中，竟

然没有找到任何兵器剑戟，哪怕是一件。

不知当年这位侯爷是否读过先秦典

籍《鹖冠子》，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兵者，

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我们当

然不能苛责古人，历史事件也有许多不

为人知的隐秘。但是，此君拥有如此奢

侈的金玉香车，却无手持之剑，亦无护卫

之戟，难怪在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中得

“昏”为封号了。

建设国防需要武器的力量，也离不

开思想的力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

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务

须在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对英雄精神的敬仰和践行，对国防观念

的宣扬和深化，就在于筑起今日保卫和

平之屏障的无形之城。

兵者，城之大事
■郑蜀炎

在南昌这片红壤沃土上，有悠久的
经济传统、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矿
产资源……这些无一不是发展的巨大
优势。然而，没有安全，任何发展都只
能是倏忽流光。南昌人民深知，这座城
市最大的优势是红色优势，最具前瞻性
的潜力是国防潜力。

列宁说过，“不理解时代，就不能理
解当前的战争。”恰恰是对当今时代与
战争的理解，成就了南昌国防建设与发
展的新境界。

南昌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记忆：1954
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在南昌国营 320
厂诞生。国营 320 厂作为我国航空工
业的奠基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在军事
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如
今他们更是顺风顺水地以产业为龙头，

通过产业联盟，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
地打造服务国防建设的新装备。

按照“国内原创、省内知名、行业领
先”的目标，南昌驻军与某软件集团签
约，共建信息产业创新基地，在建设新
型后备力量、信息技术人才培训、广泛
整合多方人才资源等领域形成发展链
条，全面推进。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南昌就已建成

完备的防空系统。时代在变化，但安全
指数永远是发展指数。他们通过平战结
合，使平时看不见的防空系统，与城市发
展和人民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

满眼新鲜事，一腔国防情。在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采访，笔者总能想起那位
铁骨铮铮的江西英烈——创造了赣东
北革命根据地，英勇就义于南昌的方志
敏烈士。他曾在《可爱的中国》中对祖

国未来有这样深情的描述：“到处都是
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
步。”今天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在家乡的
土地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现实。
“遍地英雄下夕烟。”当国防观念融

入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当英雄史诗成为
一座城市的主旋律，那么就可以说，这座
城市无愧于这个名字——英雄城。

敬礼，光荣的南昌！

遍 地 英 雄 下 夕 烟
—寻访江西南昌“英雄城”的国防印迹

■郑蜀炎 特约通讯员 张富华

理解时代才能理解国防

“城者，所以自守也。”城市天然具有军事功
能。从形成之初起，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就与战
争紧密相连。

现代战争中，城市越来越成为军事斗争的
焦点。美军《联合城市战纲要》提出，“城市是
21世纪最有可能的战场”，是未来作战的“战争
和战役中心”。从近年发生的战争看，对城市的
轰炸会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一些城市曾发生
的一幕幕惨剧告诉世人：城市的美好生活须臾
离不开国防的守护。

数据显示，入选中国 2018 年 GDP 百强榜
的城市，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高达四分之三以
上。城市战略价值大、地位重要显而易见。对
于我国目前正在加速推进的城市建设来说，既
要重视和强调城市中“市”的民用功能，又不能
忽视城市中“城”的军事功能。可以说，强化城
市的国防功能，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战略工程。

为助推城市国防建设、加强城市国防教育，
从今天起本版开设“城市与国防”栏目，陆续推
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因为你的升起，我们在血与火中攥紧了

自己的枪；

因为你的鲜红，我们踏遍荆棘寻找到前

行的方向；

因为你的飘扬，我们锻造成一支不可战

胜的力量……

每个城市都是一本历史写就的书。天下

之城，可称名邑、可谓重镇者多矣。但唯有赣

江之畔的南昌，才能够拥有令人肃然起敬之

誉——“英雄城”。

自从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从这里升起，

“八一”这个数字就镌刻下一个神圣的时刻。

历史选择了南昌，让这座城市承载起共和国

军人的光荣与梦想，让“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的队伍从这里出发。

“红旗卷起农奴戟。”1927年8月1日夜，

2万多名披坚执锐的军人，颈扎红色布条、臂

缚白毛巾，以“山河统一”为口令，用枪声发

出呐喊，宣告着人民军队的创建和武装夺取

政权革命战争的开始，从此，改变了中国历

史的进程。

一位哲学家说，“英雄就是能够重新决

定历史进程的人。”记者在“八一起义纪念

馆”里寻觅那些“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英

雄时，遗憾地发现，当年激战南昌城头的 2

万多名勇士，今天仅考证到 1042人的名

字。然而，我们知道，对于真正的英雄而

言，并不需要用名字来传诵功绩，他们的热

血青春早已永久铸入这座城市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中。

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零坐
标”。什么是“零坐标”？单纯从地理角
度来讲，可以理解为一座城市中心地域
的C位。而放置在历史的时空中，“零
坐标”则是一个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精
髓，传统与现代相融的焦点。毫无疑
问，南昌的“零坐标”是“八一”广场。

踏访南昌，处处见“八一”字样——
八一大道、八一学校、八一公园……这不
仅是独特的文化地标，更是一种内化于
心的精神符号。“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领
导介绍说，纪念馆从来没有旺季淡季之
分，每天的参观者都在万人以上。来此
参观者除外地游客外，作为“回头客”的
当地居民占了很大比例。为何纪念馆能

吸引这么多人多次来参观？一位南昌市
民的话令人怦然心动：“我们不是来看新
鲜，而是来感受属于南昌的荣耀。”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吟瓯

越。”这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描写的
南昌。其实，这个千年古城远胜于诗
情画意的魅力，是铿锵的金戈铁马之
声——刘邦命大将灌婴率兵“渡江定
郡地”，选中这片“诸道之冲”的军事要
地，开始了由“兵马营盘”到修筑“昌大
南方”之城的建城史；明代执行“高筑

城”的国策，厚 2丈、高 3丈的城墙耸立，
3000 丈长的护城壕沟灌满赣江之水；
南宋时，爱国名将岳飞驻扎南昌，大败
敌军；元末年间，数万守军与 60万攻城
大军激战 85天，创造了中国古代战史
上经典的守城战役，改变了元末的政治
格局……

如果觉得历史太遥远，还可以听
听老南昌人亲历的 1939年 3月至 12月
间，中国军队开展的南昌会战、南昌反
击战等一次次城市之战的惨烈；还有

1945 年，南昌成为日本侵略军受降之
城的荣耀……

回溯历史不仅仅是谈古论今，更是
为了寻找现实的标尺。一部更迭迁流
的南昌史，数不胜数的物宝天华、俊采
星驰、人杰地灵……而在这片红壤间沉
淀最深厚最凝重的历史，注定是铁血豪
情与壮士情怀。红色文化与英雄精神，
构成了南昌城的精神文化坐标轴心，从
历史的续变衔接中生发出现实的力量，
在岁月的风烟中绽放着时代的光彩。

寻找“英雄城”的“零坐标”

光荣的南昌把延续光荣的历史视
为自己的使命。1949年 5月 22日，人民
解放军完全解放了南昌。在欢迎解放
军入城的人流中，携带着慰问品的人民
群众高高举起的一条标语让许多老战
士红了眼圈——“送给我们的亲人——
红军——解放军。”人民记得这支队伍，
因为他们是从这里出发的。

回到人民手中的南昌掀开了历史
新的一页，经济发展、山川秀美、生活富
裕……在欢歌笑语、丰足岁月里，“八
一”军旗卷起的大风歌始终在南昌城的
血脉中涌动，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为强
国梦强军梦注入奔腾不息的力量。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尽管

作为城市防卫屏障的城墙与城门已不
复存在，但建设起强大国防之门却成为
南昌人民的实际行动。

——在公务员队伍中。国防教育
内容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各级干部在提拔和竞争上岗时，考核中
必须有国防历史知识；县以上党校、行
政学校开展的培训，国防教育均有明确
的课时规定。
——在院校莘莘学子间。南昌市

在 46所高校和 86所中学设立了军事技
能和军事理论课程，均有相应的学分标
准，并配备专职军事教师。这一做法很

快结出硕果——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
的大学生入伍数量逐年增加，仅南昌理
工学院每年为部队输送的大学生士兵
就达百人。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饱经战火烽

烟的南昌人民当然不会忘记。在南昌，
国防宣传和国防教育堪称城市品牌——
自 2008 年起，南昌市所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参观、讲解全部免费。不仅如
此，当地驻军的军史馆、荣誉馆等，在不

泄密的情况下，也都有组织地安排地方
群众参观。公益性质的拥军优属服务
站、国防建设宣传点达上千个，各界群
众踊跃参加拥军优属工作，义务宣传传
播红色军史、战史……

赣江涛卷千年，今日浪涌新歌。在
人民海军入列34年、以“英雄城”命名的
南昌舰，在2016年退役后，南昌人民把它
请回了故乡的赣江。在这里它保留着光
荣的称号，成为南昌国防教育的新景观。

让国防成为一个动词

城市与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