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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日建军节，是中国军人的节日。 军人是
钢铁长城，保卫国家的幸福平安；军人是厚重的土
地，承载国家的安危；军人是蓝蓝的天空，蕴藏深
深的情感。 此刻，让我们阅读与军人相关的书籍，
了解和平时期军人的生活，一起感受军魂的永驻。

直面生死勇于挑战

亚丁湾护航， 是中国海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的远海军事行动。钱晓虎的《护航亚丁湾》，讲述在
首批护航的 120 多个日日夜夜里，伴随护卫、应召
支援、慑止海盗、解救商船……官兵们一次次直面
生死考验，一次次兵不血刃化解危机。护航之路不
可预测的风险更多， 除了猖獗的海盗随时可能威
胁舰艇安全之外，变幻莫测的大洋风浪，高温、高
湿、高盐的恶劣气象，以及后勤装备保障等都是横
亘在中国海军面前的巨大考验与挑战。 护航官兵
努力践行“勇闯大洋，连续作战，依法行动，为国争
光”的护航精神，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形象。

魏风华的《抗日战争的细节》，用全景与细节
相结合的方式， 描写国民政府正面抗日战场。 从
1926年日皇昭和在东京即位写起，一直写到 1945
年正面战场最后一战湖南雪峰山会战。 作者通过
战争期间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还原皇姑
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
屠杀、滕县失守、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等重大历
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 向人们讲述一场真实的
抗日战争，告诉世人历史的真相。作者生动再现战
场硝烟和帷幄谋略的同时， 更以独特的视角思考
了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 使全书既生动可读又厚
重大气。

都梁的《亮剑》让我们看到了军人逢敌亮剑的
精神，他的《大崩溃》写的是全景式大战略军事小
说。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一年，被抛弃
的国军将领，死守每一处被日军袭击的城池，河南
农民佟满堂、史铁柱兄弟，被兵源不足的国军拉了
壮丁，两人懵懵懂懂，毫无家国观念，时时刻刻想
逃走， 甚至一度给日军做了向导， 但随着战事推
进、沦为战俘、家乡沦陷，两兄弟被裹挟进滚滚战
争洪流，再也无法脱身，也因对日军的痛恨而拼死
抗敌，并因天生的战争能力，数次死里逃生，成为
两名成熟的老兵。

冰河的《狗日的战争》，在军事小说圈内曾创
下“谁看谁哭”的纪录，被誉为“战争版的《活着》”。
讲述一个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的老兵，如何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演
绎着他传奇而卑微的一生。 漫长的战争硝烟终于
散尽，老兵带着残缺之躯幸存下来，而真正的折磨
才刚刚开始：一场一场的历史浩劫接踵而至，老兵
裹挟其中，找不到敌人，也找不到战友，最终被揪
上了批斗台， 在迷茫不解中迎来了比战争更加残
酷的宿命……一个爆粗的小说名字， 透露出的是
直接的反战情绪。

总结经验启迪未来

战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是不以个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谁也不敢说，中国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
战争。杜超《中国未来战争》，根据历史上战争活动
的基本规律， 参照前人留下的预测战争的宝贵经
验，分析军事活动的发展趋势，在这些方面作出自
己的回答， 并且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重视和思
考战争。 当前和未来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战争隐患
呢？ 未来战争可能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进行
呢？交战各方用什么方式来打呢？有什么样的结局
和影响呢？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怎样做才能更好地
遏制和打赢未来战争呢？《中国未来战争》将为你
解答。

战争记者用生命记录真相， 是全世界死亡人
数最多的职业之一。韩征天的《纸上的枪声》，是一
部以战争记者为题材的小说。 它生动地再现了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一群怀揣理想而又性格迥异
的书生， 面对侵略者对我民族的武力征服和心力
绞杀，义无反顾，慷慨赴难，在一次次热血迸发的
生死较量中， 用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与无所畏惧

的英雄气慨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同时，在错综复杂
的人物关系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中， 真实而艺
术地再现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之演变
过程，有着丰富的知识性和较强的可读性。

徐怀中的《底色》，是一位老兵、老将军的战地
回忆。它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 60年代中期一个中
国军人作家、记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态。 从潜入敌
后的行军路线，到转战游击的城镇乡村；从经历的
战役和事件，到采访的人物，日日夜夜，桩桩件件，
无一不是作者亲历亲见。从湄公河进入战争地带，
作者就把当时两位大名鼎鼎的“无冕之王”推了出
来，意下并不完全是做一种自谦的姿态，而是明确
表达他要秉承并遵循这样一个严格纪实的原则，
并多方考证敌我双方、历史现实的对照参照，不掺
杂一点一滴的水分。

未来战争会是什么样的？ 军人该如何面对未
来战争？兰顺正的《一个陆军上士的军事随想》，是
一个平凡士兵追寻的“中国梦”，一颗赤热的拳拳
爱国之心，一生不平凡的宏伟志向。作者在文中不
但敢于、勇于思考国防战略、国防科技、世界军事
战争形势等大问题， 而且能把自己的想法落于实
处， 对具体战术实践也有所排兵布阵。 在书的最
后，作者更加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用一篇自己
设想的未来军事战争幻想， 将前文中提及的各种
战略、 战术和新军事理论、 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 让读者对未来战争形态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
解。

富国强兵蜕变成长

大国有利器，富国必强兵。 宋忠平的《强国利
器》，对中国军队如何应对多重威胁，提升打赢现
代战争的能力，提出了有益的思考。完整地展现航
母、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隐身技术、天军等军事
知识。对比各国最先进军事装备，分析国家的军事
实力。作者生动细致的描绘，向世人展示了大国武
器发展历程中的巨大魅力及无数奥秘。 在当前错
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军队需要具备应对多
重威胁的能力。 作者还从军事的角度阐述军事实
力的提升，对我国提高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的作
用。

中国人对美国航母一点都不陌生， 甚至不少
中国人还走进过美国航母。 海攀、一鸣的《我在美
军航母上的 8 年》，讲述了一名到美国的中国青年
加入美国海军，经过严酷训练，成为美国海军航母
舰载航空兵，在航母上经历了 8 年战火的磨练，实
现了他的蜕变成长。 书中既有大国雄兵的航母战
略制定，又有普通士兵的日常工作和训练；既有美
军在国内的战备情况介绍， 又有美国航母战场运
作的详细描述；既有美军官兵的人员组成、福利待
遇和激励机制，又有他们的恋爱婚姻、艰苦奉献、
吃喝嫖赌以及光荣与无奈， 为读者呈现一个精彩
独特的世界。

骑兵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兵种， 已成为
一种兵种的标本， 而骑兵部队也开始成为一种神
秘与传奇的象征。师永刚的《骑兵连》，以一匹野马
与成吉思汗的传说，重新构织了蒙古史，从一匹马
的视角讲述了蒙古的历史与成吉思汗的英雄故
事，昭示了一种全新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在现实生
活中，则以成吉思汗的第 46 代孙成天，作为最后
这支骑兵连的连长。通过对他身上那些与现代人、
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的细节描写， 以及他追寻
世界仅存最后一匹野生野马的传奇故事， 塑造了
一种全新的男人的形象。

狙击手高超的作战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
在战场上将狙击作战的战术发挥到极致？ 刘杨编
著的《生死对决：战争中的狙击手》，对经典狙击步
枪及著名狙击手全面收录， 为读者揭开战场神射
手的神秘面纱，解读生死一线的经典狙击战例，剖
析中外史上顶尖狙击手的内心世界， 为读者大话
百步穿杨绝技的由来与演进。 书中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狙击作战、 狙击武器以及狙击战术的发展历
程，分析和探索狙击战的精髓所在，及其在常规战
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书中配有大量精美图
片，适合军事爱好者阅读和收藏。 （荆墨）

军
魂
永
驻

︱
︱
推
荐
与
军
人
相
关
的
书
籍

“人民子弟兵”
称谓的由来

“子弟兵”的称谓古已有之，指统兵将帅率
领乡勇（即本乡本土的老百姓）所组成的军队。
像项羽的“江东子弟兵”，南宋时期岳飞的“岳家
军”，明朝戚继光的“戚家军”，清朝曾国藩的“湘
军”等均可谓“子弟兵”。 这些军队由于是建立在
亲戚乡土基础上的， 加之统兵将领是本乡本土
比较有威望的人， 并且这些军队一般都有明确
的政治目标，往往打出保家卫国的旗号，因此将
士们打仗时都勇于冲锋陷阵， 使这些军队以英
勇善战而扬名。

在现代，“子弟兵” 的称谓来源于抗日战争
时期聂荣臻元帅领导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

地。 1937 年 11 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
荣臻率领 3 千余人的武装， 在晋察冀三省边界
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建立根据
地后，聂荣臻立即着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在当
时的晋察冀便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

队，如“回民支队”、“平山团”等。 这些部队拥有
雄厚的群众基础，大家怀着保家卫国的热情，英
勇顽强地打击日寇。 1939 年 5 月，聂荣臻发布通
令，嘉奖平山团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
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 这是“子弟兵”一词
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子弟
兵”的称呼深受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拥护，
很快家喻户晓，越叫越响亮。 它最好地诠释了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来源于人民、 根植于民
族土壤，与人民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军
民关系。 “子弟兵”这个称呼把人民军队担负的
使命任务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了

一起，体现了军民的鱼水深情，对团结民众抗日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 1940 年春到晋
察冀考察后撰写了 《华北敌后———晋察冀》一
书，书中称颂到：“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是在
晋察冀生了根的抗日军。 ”

后来，“人民子弟兵” 成为人民对我党领导
下的革命武装的亲切称谓， 并一直沿用至今。
“人民子弟兵”不仅指解放军来源于人民，更重
要的是指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的武装。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
“八一”建军节。1933年 7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6
月 30 日的建议，决定 8月 1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
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由来

1927 年秋天，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目睹
了部队无纪律的情形。 行军路上，又饥又渴的战
士们看见路边诱人成熟的红薯，毫不犹豫地连苗
拔出，用袖子胡乱揩去泥巴便塞到了嘴里。

毛泽东看到后一路上思索，1927 年 10 月 24
日早晨， 他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
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
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

1928 年 1 月 24 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
东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 上门
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的结果是：看到工
农革命军来了， 老百姓不再跑到山上躲起来了。
几年以后，当红军到达中央苏区开辟出一块更大
的根据地时，在六项注意中又加了两条，即：“洗
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样，成了“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
欢迎。老百姓编了顺口溜称赞：红军纪律真严明，
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后来不断修改、
补充。 如“不拿农民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
民一点东西”，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就这样又经过多次修改， 至 1947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时， 改为以下内
容：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一、说
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
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
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据《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