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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雨果说过：“永远不要忘记

周年纪念日，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

燃一支火炬。”

“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

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

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要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9

月3日，习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历

史的深沉思考、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对

和平的倍加珍惜。

战争的苦难惨绝人寰，战争的记忆刻

骨铭心，战争的教训痛彻心扉。庆祝抗战

胜利的伟大日子，我们郑重记取历史、坚

定守望历史，正是为了让历史警示未来、

让历史告诉未来——和平来之不易，能战

方能止战，“想要和平，那就去准备战争”。

75年前，日本既降，举国欢庆，“人们

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

只是跳，只是笑”。同时，《解放日报》刊

登的一篇文章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

但是决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

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

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

“决不能忘记”，这是一种清醒和警

醒、一种忧患和忧思。因为，那时的胜

利，是用血泪换来的。十四载抗倭，血

战乾坤赤。从“打完子弹就上刺刀冲

锋”的平型关大捷，到“以血肉之躯消灭

精良装备”的百团大战；从“战斗到最后

一刻”的南京保卫战，到“不惜用生命填

进火海”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民以

3500多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为民族争

取独立，为世界守卫和平。

历史既能激发情感的力量，也能赋

予理性的启迪。在枪炮与和平之间，最

能考量一个国家的智慧和能力。有人在

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曾问

道：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这儿是中

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卢沟桥并非边关

塞外、疆界海防，而全面抗战确实在这里

打响。这就是战争辩证法的铁面无情：

和平是枪炮的归宿，枪炮是和平的基础，

越是不能打，越可能被动挨打。国民党

军队不备战、不能战、不敢战，最终导致

战争尚未打响，日军就已经抄到京城以

南，死死地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硝烟早已散尽，那些曾被炮火烧焦

的土壤，几度春雨之后，已经孵出新绿。

时间的风雨洗刷着昨天的记忆，岁月的皱

纹正在掩盖历史的刀痕。现在，大多数人

对战争创伤的理解和感受，即使再阅读几

十本战争书籍，观看上百部战争影片，也

很难超过生活在叙利亚的孩童。枪炮声

和哭喊声中，那一双双清澈的双眸里映出

的恐惧和悲伤，让我们更加深刻地反思战

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先辈们用鲜血铸

就的和平格局是否坚实？未来的道路上

又潜伏着哪些风险与挑战？我们该以怎

样的姿态应对战争的威胁？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

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今天从

来就是安放在昨天的基座之上，如若遗

忘了历史的伤痛，和平也不过是流沙上

的大厦，随时可能倾覆。和平与发展虽

是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战争的阴

霾从未真正散去。“库无备兵，虽有义不

能征无义。”能战方能言和，有备始能无

患。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头

顶，我们必须时刻铭记用鲜血和耻辱写

就的战争法则：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

而战，强化忘战必危的忧患，砥砺以战止

战的刀锋，二者缺一不可。

“和平会带来阵痛，是的。和平需要

牺牲，是的。但这都比战争所带来的伤

亡要好得多。”曾记否，1839年，当英国政

府得知中国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外相巴

麦尊勃然大怒，声称对付中国唯一有效

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

释”。时过境迁，国家积弱积贫、任人宰

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中国

军队，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自古知兵非

好战，厉兵秣马为和平。人民军队从来

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有决

心、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筑牢保卫和平的屏障。

“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气凭借自己

的才能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手中。”消灭

战争，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来反对

战争。如何让昨天的悲剧“永不重演”，

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聆听和平钟

声，敲响催征战鼓。面对波谲云诡的国

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前所未有

的军事嬗变、艰巨繁重的使命任务，我们

必须深刻汲取抗战的教训和警示，以战

争即将到来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防患

未然，扎扎实实做好一切战争准备，真正

把下一场战争变成一切挑衅者的噩梦。

（作者单位：71602部队）

想要和平就要时刻准备打仗
—从抗战历史中汲取打赢智慧⑤

■范建立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硬骨头六连”会议室书架上，除了

书还摆着导弹驱逐舰、新型登陆舰等十

几套装备仿真模型。官兵们说，这是和

友邻部队联学联训时获赠的纪念品，也

是为了把“知彼”的工作往前赶，尽快了

解前沿知识、实现破茧转型。

“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摸透敌情、掌握主动，是

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红军在

陕北时期曾留下几张照片，上面是战士

们学习用的军事教育挂图，图中不仅有

战列舰、列车炮、坦克等当时堪称最尖

端的武器，还有航空母舰等闻所未闻的

装备。在偏僻的山沟里研究世界上最

先进的兵器发展，红军将士超前的眼光

与敏锐的视角让人吃惊和赞叹。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

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

殆。”“知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

把这一工作往前赶。“知彼”越早、越深、

越真，情况掌握得越准确、越全面，作战

时定下决心就越精当，战役谋划就越精

确，战术实施就越精准，胜算几率也就

越大。只有事先“视其仓库，度其粮食，

卜其强弱，察其天地”，把对手情况摸清

楚、把握准、分析透，方能在战场上运筹

帷幄、游刃有余。

“古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虑，

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古今中外，

那些能打仗的高手，往往是“知彼”的能

手。相反，那些常吃败仗的指挥员，大

多是知敌不深、纸上谈兵的鲁莽家。试

想，如果战前对敌人的力量编成、武器

装备、人文特征等一知半解，到了剑拔

弩张的战场上，怎能不一头雾水、一筹

莫展，哪来对策？又何谈打赢？

“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当然，“知

彼”之“彼”不仅仅指当面之敌、当前之

情，还包括未来之敌、未来之战。把“知

彼”的工作往前赶，就要大兴作战问题研

究之风，把“打什么仗”“和谁打仗”搞清

楚，把“在哪里打仗”“在什么环境条件下

打仗”弄明白，把“怎么打胜仗”解决好。

“知彼”的问题关乎战场胜负，拖不得、慢

不得，一定要“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

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

的就抓紧学、抓紧补。不懂装懂，不知不

研、不学不补，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

声。”打赢明天的战争，须做好今天的准

备。“知彼”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突出

导向性，强化系统性，聚焦现实性，既着眼

当前敌我态势抓应急研究，更立足战争形

态演变抓全面研究，真正做到知世界军事

发展大势，知对手战略调整，知战场空间

多维拓展，方能抢占优势、掌握主动，牢牢

把握未来战争的主导权。

（作者单位：71770部队）

把“知彼”的工作往前赶
■王 欣

玉 渊 潭

华夏大地自古征伐不断，刀作为一

种冷兵器，曾长时间风靡于战场。龙

泉、太阿等上古名刃，至今为人传诵。

火药的普遍使用改变了这一切。

莎士比亚这样写道：“人们不该把制造

火药的硝石从善良的大地的腹中发掘

出来，使无数大好的健儿因之都遭到暗

算，一命呜呼。”

然而，在那场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

中，飞机、大炮、枪支等热兵器早已唱主

角，而作为冷兵器的刀，再次闪亮登场，

而且创造了一场场“城头铁鼓声犹震，

匣里金刀血未干”的战争奇迹。

空降兵某部史馆内陈列着两把战

刀，一把是锈迹斑斑、刀刃崩裂的八路

军铁片大刀。那是1938年9月，该部前

身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在掩护群众

突围时被日军包围，弹药耗尽后，官兵

端起枪刺杀进敌阵，抡起大刀死战不

退。战后，当地群众从烈士身旁找到了

这把大刀，交还给游击支队。

另一把是缴获的日本军刀。4年之

后，游击支队发展壮大为八路军某部2

团。在一次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战斗中，

2团官兵与敌人进行了异常惨烈的肉搏

战。6连3班班长王亮身受重伤仍端着

刺刀连杀4名敌人，最后壮烈牺牲。战

友们打扫战场时，从王亮遗体旁的一具

日军尸体上缴获了这把日本军刀。

这两把刀，是我军在抗战中的一个

剪影。从太行腹地，到齐鲁大地；从冀北

平原，到华南丛林，一支衣衫褴褛、武器

简陋的部队，臂章上写着“八路”二字，许

多人没有枪，有的拿着刺刀，有的提着鬼

头刀。就是这样一支起初并不被看好的

部队，因为敢于刺刀见红、与敌血战而闻

名于世，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25团8

连在蟠龙保卫战中，与日军展开1个多

小时的白刃格斗，冲杀声和刺刀的撞击

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大地。6班一个

战士被刺中腹部仍英勇拼杀，死死抱住

一个敌人，用牙齿咬断其咽喉，最后与

敌同归于尽。

捷报上传，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和副主任陆定一专门到八连看

望慰问官兵，指出：“一个年轻部队敢与

敌人刺刀见红，取得了全歼敌人的重大

胜利，要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战后要授

予奖旗。”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该连

“白刃格斗英雄连”称号。

传说中，古阿拉伯国王曾获得一把

大马士革弯刀，决定将此刀赠予国家最

英勇的战士。众人纷纷赞美此刀的宝

贵，同时也感到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

是稍微短了一些。此时，太子聪慧地

说：“前进一步，刀就够长了。”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

险。”固然，上前一步可以让刀的攻击性

增强几分，同时危险性也会增加几倍。

抗战中，为了战胜对手、赢得胜利，我军

将士选择近战、夜战，以高敌一筹的血

性胆气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不足，同时也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气为兵神，勇为军本。毫无疑问，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是我

军的制胜刀锋。然而，“猛将军无刀杀

不得人”，我们从不否认“钢”的重要

性。“钢”与“气”自古就是左右战争的两

个重要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

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

抗战时期的第29军，因喜峰口大捷

而扬威，因“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而扬名。但很少有人提及，“大刀队”夜

袭后撤退，遭到日本军队密集火力射

击，伤亡大半。纵然《大刀进行曲》激励

了无数中国子弟兵顽强冲锋、血战到

底，但有一点必须清醒：我们永远需要

“大刀精神”，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

“大刀”时代。

落后就要挨打，武器装备的落后更

是致命的。如今，大量新装备、新武器列

装部队，为我们赢得战争提供了更好的

物质技术基础。但要看到，战争不仅是

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短兵相

接、刺刀见红的场面也许越来越少，但战

争的毁伤性、残酷性空前增大。现代战

争让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大显身手，也让

更顽强的战斗精神锋芒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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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气”是精神。“钢”

可以砥砺“气”的锐度，“气”可以弥补

“钢”的不足。只有“钢”强“气”更盛，我

们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

队）

匣里金刀血未干
■张德生

漫画作者：张晓培

“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

部环境”“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

变 ，勇 于 开 顶 风 船 ，善 于 转 危 为

机”……习主席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讲清了形势又指

明了方向，既坚定了信心又凝聚了力量。

一位作家写道：“你不可能要求一个

没有风暴的海洋。那不是海，是泥潭。”

大海的性情并不温顺，有风平浪静，也有

惊涛骇浪。顺风顺水好行船，波涛汹涌

难掌舵。如何开好顶风船，既考验能力

定力，更考验胆量智慧。过去海船的主

桅杆上经常写着“八面威风”四个字，说

的是八面来风都用得上、用得好。如果

只会开顺风船、扯顺风旗，就不可能征服

万里波涛，成功抵达彼岸。

“撒网要撒迎头网，开船要开顶风

船。”没有哪一艘船不经受风吹浪打，没

有哪一个舵手不经历重重考验。勇开

顶风船，迎战滔天浪，关键要有一种面

对困难时无所畏惧的信念、经风历雨时

勇往直前的刚毅。英国劳埃德保险公

司曾从拍卖市场买下这样一艘“破”船：

138次遭遇冰山，116次触礁，13次起

火，207次被风暴扭断桅杆。他们购买

的，其实不只是一艘船，更是一种愈挫

愈勇、永不言败的精神价值。

竞技场上，冠军登顶折桂，打好“逆

风球”是必备技能。大海航行，开顶风

船是家常便饭。经验丰富的舵手知道，

开顶风船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勇气和本

领，不能躲着走，而要保持航向与风头

逆行，否则随时可能被掀翻。面对困难

挑战、艰难险阻，我们只有临危不惧、迎

难而上，勇于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

干、壮筋骨，在与大风大浪的搏击中练

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才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闯过隘口

才能一马平川。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

大，在应对挑战中超越自我，这样的故

事贯穿于人民军队 90多年的奋斗历

程。试想，如果不敢、不会、不想开顶风

船，怎能有“驱逐倭儿共一樽”的抗战胜

利，怎会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凯歌高

奏，又怎敢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的出国战强敌？

“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最危

难的时候？”面对记者的提问，任正非坚

定地说：“不会，孟晚舟事件没发生的时

候，我们公司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惰

怠。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战斗力蒸

蒸日上，应该是在最佳状态了。”诚然，

开顶风船时，阻力大、困难多，危机重

重、险象环生，但这个时候也是人心最

齐、斗志最盛的时候，往往能够凝聚起

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今天的中国，正经历逆风逆水的考

验。“两个大局”交汇，不可能风和日丽、

岁月静好，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

复杂。面对“船到中流、人到半山”的考

验，我们要坚定信心、临危不乱，保持

“愈进愈难、愈进愈险”的清醒，笃定“不

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决心。舵手把舵，

水手调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披荆斩

棘、敢战能胜，就一定有足够的底气、能

力、智慧战胜风雨考验，迎来强国强军

的美好明天。

（作者单位：7767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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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新闻】某县人社局发布的仅 400
多字官方回复中，就出现了 4 个错别
字，甚至连最后落款处的单位名称都写
错了。此事引发网上热议。目前，当地
纪委监委已经介入调查。

【评论】

如果单单出现几个错别字，可能是

一时疏忽所致，也许不会引发如此大的

热议。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县的这一“回

复”，回复的是工作人员迟到、工作态度

不友好等作风不实的问题。这说明，问

题不是单一的，问题背后还有深层次的

问题，必须一查到底，深挖细究。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丰富而复

杂的，有一因一果，但更多的是多因一

果、一因多果。一个问题的背后，往往

有多种原因，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比如，“四风”问题就是相互联系、相生

相伴、相互交织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的背后，往往伴生着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

滋生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对于矛盾中的矛盾、问题中的问

题，有的与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直接相

关，容易被察觉，及时作出处理。而有

的问题则藏在原问题的背后，具有很强

的隐蔽性。如果就事论事、一查了之，

或者点到为止、息事宁人，一些背后的

问题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很多问

题屡禁不止，由小到大、由潜变显，最终

酿成大祸，常常是由于当初解决问题时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的。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

然。”解决问题重在透过现象看本质，应

当摒弃单向性、直线性思维，尽量避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找准问题

实质、深挖问题根源，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方能找准对

策、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深挖问题背后的问题
■李 硕 阿扎玛提

新闻连连看

【新闻】西部地区某深度贫困县，投
资 7.1亿元建设一所豪华中学，且到处
都是与实际教学无关的设施，比如气派
的仿古牌坊式大门、16尊石刻鲤鱼等，
现正接受调查处理。

【评论】

俗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学校

建得漂亮一点，一般不会受到太大质

疑。但是，该县刚脱贫不久，就斥资建

设豪华中学，并由此导致债台高筑，让

人不禁对其“奢华”外表下是否是“形象

工程”变脸存有疑惑。

违规建设豪华学校，是一种歪曲的

政绩观，必须进行整改。然而，该县在

整改过程中，对喷泉、凉亭等与教学无

关的设施一拆了之，造成了更大的浪

费。这“一建一拆”之间，浪费的是资

源，伤害的是公信力。如何科学、严肃、

合理地进行整改，真正造福当地学生，

这或许是比“豪华中学”建设本身，更值

得深思的问题。

整改是为了纠正错误，切不可不分

青红皂白，盲目武断地“斩乱麻”，制造

出新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危害

是什么，如何一分为二区分责任，把影

响和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整改落实的前

提。如果为了“纠错”而一味地“挥泪斩

马谡”，不调查研究，不科学论证，最终

“错上加错”，这是最大的折腾，也是最

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

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军队是要打仗的，最经不起折腾。每一个

重大项目都要精心筹划、集思广益，少一

些“拍脑袋”决策、“翻烧饼”行为，确保一

张蓝图绘到底。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

及时进行整改，做到不虚、不空、不偏、不

走过场，严防“一刀切”，切忌按下葫芦浮

起瓢，造成恶性循环。

整改切莫整出新问题
■宋子雄 刘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