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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戰絕非怯戰﹐善戰絕不好戰 
 

  1 

 

2013 2 4 2 
 

 

 

戰略機遇期一開始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來的。過去我們

老講準備打世界大戰﹐後來估計世界大戰打不起來﹐至少還有十年打

不起來﹐可能還有更長的和平時期。正是基於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戰

                                     
1 2012 年 11 月 26 日﹐劉源在全總後系統電視電話會上輔導學習 18 大報告（無正式文

字稿）。2013 年 2 月﹐《環球時報》整理了其中的兩段摘發﹐引起熱議﹔3 月﹐在全

國人大 12 屆一次大會期間﹐多家媒體隨機追訪﹑專訪﹐刊出後又引發關注﹐甚至爭論﹐

以及各界持續諸多評議。現選其中四篇﹐除明顯口誤﹑筆誤略加修補﹐標題﹑內容均

保持原文。 
2《環球時報》記者楊婷婷根據劉源學習 18 大精神輔導報告整理（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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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判斷﹐鄧小平提出了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從那以後﹐我們黨綜合分

析國際國內發展大勢﹐不斷深化和完善對戰略機遇期的認識。黨的

16 大時指出﹐21 世紀頭 20 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

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17 大時提出﹐當今世界正在發

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

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這次 18 大再次強調﹐綜

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就是

要全黨對當前的時局和大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從而更加準確判斷重

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

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堅定不移﹑心無旁騖地向著既定的目

標前進。 

作為軍人﹐我們的目標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

國家和平發展﹐隨時準備打仗是我們軍人的職責所在。面對當前我們

國家最核心的利益﹐軍人確實面臨“兩個兩難”。 

一個兩難﹐現在最大的目標是要保證我們國家的戰略機遇期﹐這

是我們黨中央考慮最多的。而戰略機遇期的前提是什麼呢﹖是不打

仗﹐起碼不打大仗。一旦打起來﹐全部工作中心馬上就要轉向戰爭。

而我們現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設。中國的經濟建設被打斷過幾次﹐第一

次是晚清時期﹐搞“洋務運動”﹐被中日甲午戰爭打斷了﹔第二次是

民國時期﹐那時資本主義有點發展的趨勢﹐又被日本侵華戰爭打掉

了。現在我們的經濟建設到了關鍵時期﹐可千萬別因為偶發事件再被

打斷了。美國和日本就怕我們趕上來﹐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發展﹐而

我們千萬不能上當。 

當然﹐為了更長時間地維持這個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排

除“該出手時要出手”。現在的戰略機遇期也是小平同志 1979 年﹑

1983 年打了兩仗打下來的。但“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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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可不察也”。一定要慎戰﹗小平同志教導我們要韜光養晦﹐

不懂“韜光養晦”的意思﹐總該知道“臥薪嘗膽”吧﹖當年臥薪嘗

膽的勾踐能夠忍辱負重﹐韓信能忍受胯下之辱﹐為什麼﹖為了忍一

口氣﹐等發展強大以後再踹兩腳。所以說﹐這個機遇期﹐我們能不

能忍﹐關係到我們能不能後發制人﹐能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這可

是一個大考驗。 

我們作為軍人要服從中央的大局。當然不排除中央要我們狠狠地

動一下﹑打一下。當年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 60 多年沒有大的

外戰﹐也沒有內戰。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長時間的和平﹐僅就這

一條千古大功勛﹐給共產黨多高的評價都不過分﹗人民﹑國家得到多

麼鉅大的實惠呀﹖ 

第二個兩難﹐作為軍人﹐任何時候都不能說不打仗﹐不打仗要軍

人幹什麼﹖但我們也不敢亂說要求打仗。戰爭對於軍人來說﹐是唯一

選項﹔對於國家來說﹐則是最後選項。和平時期﹐誰懂得戰爭﹖只有

軍人懂得戰爭﹐因為我們在研究戰爭﹐時刻在準備打仗。我們有責任

要講清楚戰爭是什麼﹐戰爭代價是什麼。按照馬列主義的經典論斷﹐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只有政治手段窮盡時﹐才以戰爭來掃清障

礙。按照孫子說的﹐“兵以詐立﹑以利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然後不行再“伐兵”﹐這個伐兵不純粹是打仗﹐主要是訛詐﹐或者叫

威懾﹐兵拉過去給你看﹐包括軍演。最後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

打被佔島礁。 

“善戰者不言戰”﹐我們要開拓思路﹐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上

兵伐謀”嘛。中國有的是好辦法﹐不要手中拿著一手好牌﹐給玩砸

了。一方面叫你老老實實別亂來﹐用各種法兒收拾搗蛋的﹐叫你發

不了財﹔另一方面還能牢牢保持住我們的戰略機遇期﹐這是最重要

的。我們的根本利益要維護住。我們軍人真正最知道打別人的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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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裡﹐最知道怎麼才能打贏﹐怎樣才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

戰略效益。 

為了中國的解放事業﹐幾千萬人獻出了生命﹐僅抗日戰爭﹐我國

非正常死亡 3500 萬人﹔而 28 年革命中﹐共產黨員有名有姓可查的就

犧牲了 370 萬人﹐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來﹐是多麼不易。打個不

太恰當的比喻﹐從 1840 年鴉片戰爭起到 2020 年﹐是 180 年。我們把

每六年算作一分鐘﹐整個 30 分鐘﹐就比作長跑吧。在前 18 分鐘我們

是越跑越慢﹐自己體虛摔傷不說﹐旁邊還有人左一腳﹑右一拳地踢打

你。我們跌倒了爬起來接著跑﹐跑到 1949 年終於站起來了﹐開始追

上來了﹐中間又有三分鐘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十年“文化

大革命”和調整徘徊時期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別人﹐我們在探索

中摔了跤﹐遍體鱗傷﹐爬起再追。最近 30 多年﹐我們發奮快速追了

六分鐘﹐咬著牙﹑忍著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現在我們跑到第 29 分

鐘﹐就最後一分鐘了﹗這六到八年﹐我們就能趕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可是百年期盼啊﹗同志們﹐這麼大的犧牲﹐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我們

終於跑到最後一分鐘﹑要爭回第一名了﹗什麼叫戰略機遇期﹖這就叫

戰略機遇期。現在全民的第一大要求還是人民富裕﹑國家富強﹐這個

目標眼瞅著還有一分鐘就跑到了﹐咬緊牙關也要跑下來。現在沒人打

得了你﹐除了我們內部不爭氣。我就不相信﹐現在還有哪一個國家的

軍靴敢踏上中國的大陸﹗但旁邊有人遏制你﹐搗亂的﹑罵娘的﹐下絆

子的﹑潑髒水的﹐總之想方設法不讓中國順利發展。所以說﹐我們面

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胡錦濤同志講﹐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考驗﹐全黨要做到“四個必

須增強”﹐即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必須增強創新意識﹐必須增強宗旨

意識﹐必須增強使命意識。我想﹐這是對我們民族﹑對全黨提出的新

要求和叮囑。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凝聚起來﹐才能成為中國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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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才能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團結起全

國各族人民﹐團結起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努力去奮鬥。 

 

 

2013 3 6 3 
 

 

出席全國政協人大兩會的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一改其

鷹派強硬作風﹐轉而敦促中國人民應該聽從當年最高領袖鄧小平的教

誨﹐要和平解決與日本的糾紛。鄧小平在上世紀 70 年代針對中日領

土爭議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以“主權歸我”作為

前提﹐目的是為最終解決領土問題創造條件。 

被認為是太子黨代表人物的劉源﹐5 日在兩會會場外受到記者追

訪﹐《南華早報》記者形容劉源精神飽滿﹐足可辟除外界長期以來對

他的健康情況的猜測。 

中國與日本之間為了釣魚島主權的糾紛﹐挑起大陸民眾和輿論高

漲的情緒﹐劉源最新的講話﹐顯然流露出審慎低調的語氣。他在兩會

會場外告訴記者﹕“中國和日本人民的友誼是永固的﹐……採用和平

手段解決雙方的矛盾﹐是最智慧的方法﹐我們作為鄧小平同志身後的

年輕一代﹐也應該有這樣的智慧。” 

劉源的父親劉少奇在 1959 年至 1968 年曾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因

此被視為黨內太子黨的代表人物之一。劉說﹐把握和平發展的機會﹐

是北京目前的重中之重。 

                                     
3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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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上個月曾經就有關中日糾紛撰寫一篇文章﹐但文章的內容和

意思﹐不同的傳媒卻有不同的理解。劉在文章中強調﹐中國應該致力

於維護得來不易的和平環境﹐發展自身。有些內地和境外的媒體對文

章的理解為準備打仗的集結號。 

去年 11 月出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近日來以中央軍委主席的

身份在巡視各地部隊工作時﹐曾再三強調解放軍要做好打仗和打勝仗

的準備。 

不過劉源說﹐北京和東京應該著眼合作和發展﹐“解決問題﹐除

了戰爭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劉又補充說﹕“對一個國家而

言﹐戰爭應是最後的選擇。” 

報道指﹐劉源精神和健康看來很好﹐似乎與網上廣泛流傳他曾因

病重而在去年 3 月進入北京解放軍 301 醫院接受治療的傳聞﹐大有出

入。當時有消息指﹐劉源多年前曾罹患肺癌﹐接受最少兩次手術。去

年 6 月海南三亞的 301 醫院開幕﹐劉源出席儀式活動﹐外界認為此一

舉動具有闢謠意味。 

劉源一向被視為是一個鷹派﹐特別是在 2010 年他為一個好友的

著作撰寫序言所流露的信息﹐這篇名為《為什麼要改造我們的文化歷

史觀﹖》的序言﹐批評了當時的黨領導層﹐呼籲放棄追求外國發展模

式﹐回到嚴謹的軍人傳統。 

 

 

2013 3 13  
 

 

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作為軍隊來說﹐軍人肯定是為打

仗而生的﹐你叫他說我們不打仗﹐這恐怕不太合適﹐所以軍人就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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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我們必須要說﹐讓我上﹐一聲令下﹐我一定要打﹐而且我一定要

想辦法打贏﹐這是我軍隊軍人的天職。但作為軍人﹐我又特別需要和

方方面面的人士﹑特別是和老百姓說清楚﹐戰爭是什麼﹖因為和平時

間很長了﹐像這麼小的小孩（指在場的年輕記者）﹐就不知道打仗是

什麼樣。其實戰爭是很殘酷的﹐代價很大的。在可以用別的方式解決

的情況下﹐沒有必要用極端的暴力手段來解決。 

中國網﹕我們也有底線的。 

劉源﹕當然有底線了。任何國家他也有底線。我認為﹐可能說的

不一定很恰當﹐現在雙方多在氣頭上﹐較這個勁﹐很大程度是因為這

個面子。按鄧小平同志說的﹐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相信後代比我

們更聰明。我們是他的後世之人﹐我們應該有這個智慧。什麼是大局﹖

什麼是對中國和日本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應該搞清楚。我們軍人一個

職責是保護國家的最大利益﹐保護老百姓的最大利益﹐讓人民能夠和

平﹐安居樂業﹐這是戰爭﹑也是軍人存在的最大意義。 

中國網﹕您覺得我們現在設立海警是不是也是對應日本的海上

巡邏隊﹐把軍隊的敏感度降低﹖ 

劉源﹕是的。 

中國網﹕這樣對於我們維權或之後有什麼矛盾﹐把擦槍走火的機

會降低﹖ 

劉源﹕當然﹐是降低了。實際前一段說的雷達照射﹐是無稽之談。

在公海上雷達是在轉的﹐我照你一下﹐你照我一下﹐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離擦槍走火還遠了去了。有的人就專門拿這個東西來炒作﹐故意來

“加溫”。 

我覺得作為軍人﹐就像剛才說的﹐打仗是我的天職﹐但我也有責

任和政府﹑國外﹑人民說清打仗的實質是什麼﹖最好是告訴大家﹐儘

量不要用戰爭的辦法來解決我們民事上和國家中間的矛盾﹑問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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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話﹐我作為軍人當然要打﹐而且時刻準備打﹐一聲令下﹐還一定

要打贏。 

中國網﹕講到反腐敗﹐我們都聽到您在反腐敗問題上非常有自己

的立場﹐在軍隊裡有沒有遇到過阻力﹖ 

劉源﹕任何國家的政府﹐不要說中國在發展中﹐尤其是在市場經

濟的衝擊下﹐部隊和國家都會滋生腐敗的現象﹐只要我們隨時隨地看

到它的存在﹐能夠制止它﹐而不是任憑它發展﹐我覺得就是進步。當

然﹐在反腐敗的過程中﹐任何國家也都有政治上的考量﹐利益的交織﹑

再分配﹐可能都會發生一些困難﹐否則它也不會在全世界成為一個通

病﹐一個問題。我想現在無論是黨中央還是全國人大﹐國務院還是我

們軍隊﹐都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大的

進步。而且老百姓﹐我們人民﹐包括你們新聞媒體不斷地在曝光﹑在

監督﹐這就是比過去很大的進步。 

 

 

2013 3 14 4 
 

 

—  

 

與劉源將軍的採訪對話﹐緣於他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的幾

句答問﹐引起網上廣泛關注和解讀。記者以此相約﹕網民有期待﹐能

否說的更透徹﹑更全面一些﹖劉源爽快應允。 

                                     
4 3 月 14 日﹐全國人大代表﹑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接受《新華網》專訪。記者白林﹑

楊理光主持﹐王翰林攝影﹔對話嘉賓：劉源﹐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

上將軍銜﹐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電視劇《亮劍》總顧問﹐曾任武警總部副政委﹐解

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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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記者對面的劉源﹐英武中透著儒雅﹐標準的普通話﹐流暢富

有節奏﹐回答提問直切主題﹐解析觀點引經據典。採訪的話題圍繞中

國軍隊的根本職責和中國軍人的精神展開。 
 

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12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同志當選國

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而在幾天前的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習

近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要求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

靠。如何理解這句話的深刻含意﹖對話從這個問題開始。 

劉源表示﹐習近平同志高票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

席﹐這是民心所向﹑軍心所向﹐全軍官兵堅決擁護﹐由衷喜悅。絕

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是對部隊的最高要求﹐是我軍的軍

魂所在。習主席提出的這個要求有很強的針對性﹐不是指某一時期

某一事情﹐而是對整個軍隊﹑每個軍人提出的一以貫之的根本要求。

要把軍隊建設好﹐做到能打仗打勝仗﹐同樣不能隨意誤讀為針對哪

個國家或哪個海島。首先﹐軍隊要聽黨指揮﹐忠誠於黨﹐這是我軍

的優良傳統﹐戰爭時期是這樣﹐和平時期也是這樣。一個沒有靈魂﹑

沒有統一指揮的軍隊是不可靠的﹐沒有能力保衛國家長治久安和人

民根本利益。 

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中央軍委制定了加強自身作風建設

的十項規定﹐其中一些內容如禁酒令﹐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效果如

何﹖切實做到了嗎﹖ 

回答這個問題﹐劉源沒有片刻停頓﹕全軍擁護﹐效果顯著。劉

源說﹐一段時間確實存在一些部隊官兵吃喝成風﹑鋪張浪費的現象﹐

損害了軍人的形象﹐敗壞了部隊的作風﹐不少同志陷於其中﹐傷身

誤事﹐自己也苦不堪言﹐早就希望改變﹐對中央的規定﹑軍委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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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落實響應得非常堅決。“恢復我軍優良作風﹐反對浪費﹐反對特

權﹐反對腐敗﹐把精力和省下來的錢用於強軍建設﹐利已利軍﹐全

軍拍手叫好。” 

“習近平同志當選黨中央總書記和黨中央軍委主席三個多月以

來﹐一系列舉措﹑言行﹐為我們做出了表率﹐堅信在習近平同志的領導

和指揮下﹐我們的軍隊能夠建設得更強﹐我們的國防力量會更加強大。” 
 

負責任的軍人應懂得“善士不武” 

今年兩會上﹐劉源曾對媒體表示﹐應讓老百姓知道戰爭的殘酷。

此言一出﹐引起網友廣泛關注。有網上言論誤解這是怕打仗﹐更有網

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軍人負責任的表達。 

解讀這句話﹐劉源首先引用了一連串富有哲理的中國古代戰理兵

法﹐“善士不武﹐樂殺不祥”﹑“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

“兵者大凶﹐戰者無不用其極”……戰爭是極端的暴力﹐歷來都是非

常殘酷的﹐是要死人的。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劉源說﹐尤其

是現代戰爭比冷兵器時代更加殘酷﹐拼的是綜合國力﹐打的可能是後

方﹑平民。科索沃戰爭中﹐美軍轟炸了 78 天﹐炸死塞爾維亞五千多

人﹐其中真正的軍人只有一百多人。“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老子說“善為士者﹐不武”﹐意思是高明的勇士不會武斷而魯

莽行事。“武”字拆開來﹐就是“止戈”﹐化干戈為玉帛﹐“不戰

而屈人之兵”是軍事上的最高境界。“革命戰爭史上湧現出的諸多

中共將帥﹐我是真正見過﹑認識最多的﹐他們雖身經百戰﹐其實大

多都反對戰爭。”正可謂“自古知兵非好戰”﹗“軍隊要能打仗﹑

打勝仗﹐但軍人不是好戰的莽夫。我們是為和平而戰﹐為國家的長

治久安而戰。”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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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的目標。劉源認為﹐我們從來沒有過如此有利的大發展大繁榮的

機遇﹐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今天這麼多的考驗和別人對我們的遏制。前

途將風險接踵﹐道路上絕不平坦。軍隊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衛我

國難得的戰略發展機遇﹐保衛崛起的態勢﹐保衛國家的根本利益。“其

實軍隊時刻都在警惕戰爭﹐準備著打仗。一旦有人侵犯了我們的根本

利益﹐人民解放軍一定會亮出鋒利之劍﹗” 

“認識到戰爭的殘酷絕不是懼怕戰爭﹐一旦國家和人民需要﹐我

們會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但一個負責任的軍人﹐應該告訴公眾戰爭

的殘酷性﹐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戰爭始終是用來保底的。”這句話劉

源重複了多遍。 
 

中日爭端的“面子”和“裡子” 

針對釣魚島和南海發生的爭端﹐網上一直有一種聲音﹐主張解放

軍以武力解決。兩會期間﹐劉源回答某記者提到中日之爭的“面子”

問題﹐也引發了網上的議論。 

劉源認為﹐中日之爭既是“面子”問題﹐更是“裡子”問題。面

子和裡子怎麼平衡﹖劉源說﹕“小平同志叮囑過我們要韜光養晦﹐什

麼意思﹖我想﹐不就是韜面子養裡子嗎﹖什麼是裡子﹖就是中國的發

展大局﹐千萬不能被某些人的搗亂破壞中國的戰略發展機遇期﹐千萬

不能損害中國人來之不易的好日子。不能為了面子逞一時之強﹐傷害

和平發展﹑復興崛起的裡子。” 

面子是需要的﹐有時候也還是很重要的。我們從來都堅持“主權

在我”﹐只是“擱置爭議”。“我覺得目前黨和政府在處理釣魚島問

題上的決策完全正確﹐進退有據﹐有板有眼﹐既慎重又果斷﹐既佔理

又得勝。非但沒有丟面子﹐而且越來越多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理解和

支持﹐外交上更加主動。應該說是給中國和中國人掙足了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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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說。 

靠軍事手段拿下一個小島並不難﹐可打了以後怎麼辦﹖會不會影

響我們的經濟發展﹐會不會影響老百姓的生活﹐會不會影響我們億萬

人的就業﹐如此等等。一句話﹐一切手段的運用﹐都要立足於我們的

根本利益﹑長遠利益。 

近日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重組國家海洋局﹐以“中國海

警”的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劉源認為此舉“十分智慧”。邊防也

好﹐海防也好﹐大量屬於民事和反恐﹐應該說主要還是警務問題﹐讓

軍隊執行這樣的任務當然可以﹐也合法。但由海警處理﹐更對路。 
 

沒有強大的國防﹐富裕的國家就可能成被宰割的肥羊 

每年兩會﹐中國的軍費幾乎都是境外媒體十分關心的問題﹐也是

互聯網上關注和議論比較多的話題。對於一些國外人士的不解甚至質

疑﹐劉源的看法是﹐國防預算的增長應與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同步相匹配。 

劉源說﹐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曾說過﹕軍隊要忍耐。這是

根據戰略機遇期判斷作出的決策﹐集中國力搞建設﹐對國防的投入一

直處於低位。現在國家已經發展起來﹐應該也有能力給國防事業“補

課”﹐近年來中國對國防投入的增長﹐很多是在“還賬”。一些發達

國家人均軍費支出遠遠高於我們﹐佔 GDP 的比重也高於我們﹐還有

一些國家自己的經濟發展停滯﹐軍費投入滯緩﹐反過來擔心﹑批評中

國的軍費增長﹐是沒有道理的。 

劉源說﹐我們的國防開支有自己的獨特性﹐一些費用在西方國家

軍費裡是沒有的。他舉例介紹﹐相當一部分紅軍﹑抗日戰爭﹑解放戰

爭時期的老軍人以及後來離退的老幹部﹐都是由軍隊負責供養﹐“這

些老同志是我軍的功臣﹐我們有義務有責任養護好他們﹐保障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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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醫療等待遇。各國軍費都沒有這一項開支。” 

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中國人已經走向世界﹐中國的利益也遍佈全

世界﹐這必然要求中國的軍事力量要走出國門﹐保護海外的中國人﹑

僑民﹐保護航路和中國企業﹐保護中國人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劉源說﹐

維護海外利益也是中國軍費開支的新增部分。 

劉源還介紹說﹐軍隊還義不容辭地承擔著許多國內公共事務的應

急保障任務﹐比如重大事件應急保障﹑重大災難的救援﹐汶川﹑玉樹地

震後的救災﹐火災﹑水災搶險﹐以及災後重建﹐如此等等﹐都有軍費開支。 

國力的強大必然要伴隨著軍力的強大﹐否則﹐日漸富裕的國家就

可能成為任人宰割的肥羊。 
 

有一股勁兒一股神兒叫“亮劍” 

在與記者的對話中﹐劉源多次提到“亮劍”二字。事實上﹐他也

是家喻戶曉的電視劇《亮劍》的總顧問。“一次﹐作家都梁送給我一

本他寫的小說《亮劍》﹐我看了以後非常喜歡﹐就覺得應該拍成電視

劇。”劉源講述﹐從取得版權到物色演員﹐幾乎是“從頭張羅”推動

這部電視劇問世。 

之所以染指這部作品﹐是因為喜歡這個故事﹐欣賞李雲龍這個角

色。劉源說﹐劇中的李雲龍戰功赫赫﹐但也常犯些小錯誤。有獻身精

神也有蠻不講理的勁兒﹐有血性有勇氣有智慧也有狡猾﹐是個有血有

肉性格飽滿的角色。但他身上的那股豪邁之氣和敢於犧牲勇於勝利的

精氣神﹐是打動觀眾和讀者的關鍵﹐恰恰也是新時代中國軍人必須要

有的精神氣質。 

“是我最早提倡亮劍精神的﹗《亮劍》提振的不僅是軍人的精神﹐

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講﹐我們要崛起﹐要實現我們的夢想﹐都應該有一

股勁兒﹐有一股神兒﹐也就是敢於亮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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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劉源回到軍事學專業﹐著重談到﹕中國的兵法極其輝煌發

達﹐其中一大特點亮點就是“慎戰”﹑“非戰”理論﹐為全世界公認

推崇﹗“這可是咱們的強項長處﹐應揚長避短。”他再三強調﹕“慎

戰者才能善戰﹐絕非怯戰﹔善戰者必然慎戰﹐絕不好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