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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看不见
|| 刘欣

如何跳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局，阅读克劳士
比《质量免费》一书也许会为我们打
开一扇认知之窗。

作者克劳士比出身医生世家，自
己也是一名医生。正因如此，偶然进
入工业界的他却看到了“圈内人”看
不到的东西。在文中他这样说 ：“企业
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为
正确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而在
于努力把错误的事情做正确，结果就
把时间浪费在与正确到底偏离了多远
的计算上，而不是切合实际地去做正
确的事，从而导致企业至少把 25% 的
营业收入白白花在了做错事情和重做
上面。”因此，他提出了“零缺陷”观念，
第一次就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用预
防的系统代替“救火”式的管理习惯。

看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句古话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这个故事来自《汉书》，讲的是有人造
访主人家，发现他家的炉灶烟囱是直
的，旁边还堆积着柴草。就对主人说，
赶紧重新造一个弯曲的烟囱，将柴草
远远搬走，否则就容易引发火灾。主
人沉默不语。过了不久，家中果然失
火，邻居们一同来救火，幸好把火扑
灭了。于是，主人杀牛摆酒感谢大家，
却丝毫想不起来那个给他提“曲突徙
薪”建议的人。

不喜欢预防，喜欢“救火”，背后
的原因有很多，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太喜欢表面现象，而不喜欢探寻
真相。

比如说加班，灯火通明的工作区
就一定意味着通宵达旦地奋斗吗？加
班只是现象，重要的是它的原因和结
果。为什么加班？是因为真有突发的
紧急性工作，还是前期安排环节出了
问题？是下属拖拖拉拉，还是能力有
待提高？加班之后的效果又如何，是
真的确保了一项重要的任务顺利推进，
还是因和后续环节脱节，“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

比起救火的焦急紧张与可
歌可泣，曲突徙薪，这
样的预防建议就显得好
像多余。因为看不到，
就会被当作“不重要”
而被忽略。因此，必
须要改变这样的思
维，“救火”式管理
要不得。

那贫穷却快乐的旧时光
|| 尹涛

读洛瑞·李的《萝西与苹果酒》，我心
里不时升起阵阵暖意，直想击节感叹 ：那
贫穷却快乐的旧时光啊！

洛瑞·李出生于 1914 年，也就是一战
爆发那一年，三岁时，随母亲定居在英格
兰中部科茨沃尔德的一个小山村。科茨沃
尔德地区有众多中世纪留存至今的村镇与
城堡，被誉为英国最美乡村。洛瑞在那里
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直至 19 岁那年离
家前往伦敦。多年后，洛瑞·李已成为著
名的作家、诗人和编剧，有“英国当代首
屈一指的作家”之誉，他在不惑之年写下
了《萝西与苹果酒》一书，沉浸在故乡与
童年的过往之中。

在洛瑞的记忆中，那个只有二三十户
人家的小山村，是不乏神奇有趣的。小村
里有一众好似故事里走出的人物 ：与洛瑞
家比邻而居的瓦隆奶奶与特里尔奶奶，一
个会酿美洒，一个会讲故事，两人只要出门，
都要整整齐齐地着上 19 世纪的盛装。在洛
瑞眼里，她们都是最后一代能让年龄点缀
自身尊严的老人，二人却不知为何竟势同
水火 ；“来自佩恩斯威克的珀西”则是一个
衣衫褴褛的花花公子，他常常翻山越岭而
来，穿着旧式的礼服大衣……这些人也给
山村平凡的日子抹上了几笔不寻常的色彩。

每年的各种节庆则为小山村带来许多
欢愉。村民们穿上漂亮的服饰，兴致勃勃

地参加化装舞会与化装游
行，并品尝免费的小圆面包。

一年一度的唱诗班郊游
与冬季里的教区茶话会暨文
艺演出也都让人充满期待。
随着时代发展，唱诗班郊游
从乘坐马车变成汽车，从唱
诗班小范围变成全体村民参
与的盛事，去的地方也越来
越远 ；教区茶话会上则既可
以品尝美食，也可以观赏各
家各户精心打造的文艺节
目。

洛瑞记忆中的小山村是活泼生动、绚
丽多姿的。但最令他难忘、久久萦绕于怀
的还是那贫穷却温暖的家。

洛瑞的家原是有些复杂的。他父亲本
也出身普通，但魅力与野心却都高出常人
一筹，趁“一战”之机，他去了伦敦，成
功实现了阶层跃升，却把两次婚姻孕育的
七个孩子都丢给了洛瑞的母亲，只寄来为
数不多的生活费。洛瑞的母亲对爱情信仰
坚定，领着七个幼小的孩子租住在小山村
的石屋里，等待爱人回归。他们一家八口
粗茶淡饭度日，冬天卧室没有任何取暖设
施，但爱与温暖在这个家里并不匮乏。

在洛瑞的记忆中，满满都是母亲的善
良和她对孩子们一视同仁的爱，是兄弟姐
妹们手足般的相亲相爱。天气晴好时，母
亲会领着他们到山谷更深处远足，采摘坚

果、野果并野餐，或是到舅舅家走
亲戚 ；寒冬时节，一家人围坐在厨
房里，边聊天边做些消遣，母亲做
剪贴，姐姐们为自己做些小配饰，
更小的孩子们做功课或玩耍，家里
的气氛总是暖意融融。而当三个姐
姐成年后，为了继女们的幸福，母
亲也是苦心张罗。

多年后，洛瑞已从当年的幼童
成长为 19 岁的青年，哥哥姐姐们也
早已离开了家。在洛瑞眼里，家乡
的村子变小了，村子所处的山谷也
变得让人不屑一顾了，他心里升腾

起各种古怪要求，却极少能在当下的情境
中得到满足。于是，他也离开了家，去往
外面的世界，并最终在广阔的世界里闯出
了一片天地，实现了人生价值。但怎样的
功成名就也难抵消一个人内心深处对故乡
与童年的牵念，于是，人到中年，洛瑞写
下了《萝西与苹果酒》一书，娓娓倾诉对
往昔岁月的深情，他诗一般的语言与质朴
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无数读者，也包括我。

如果你有时间，不妨也可以翻翻这本
书。读它，不仅可以了解一些异国人文风
情，更因为有些东西能唤起我们内心的共
鸣，让我们在喧嚣的生活中悟到一些真谛，
诸如有些东西，不是金钱、地位，也不关
乎名誉，但却值得我们视若珍宝，永远长
存于内心。

普通人的战斗
|| 唐露

《战争论》是德国军事理论家
克劳塞维茨在自身军事经验上加以
思考总结得出的战争理论，其在西
方军事领域的地位不亚于《孙子兵
法》在我国的地位。

但在我看来，与其说《战争论》
是一本军事理论书籍，不如说它是
一本人生指导书。作为一名军事天
才，作者通过十几万字将他一生的
经历和思考成果展现在我们眼前，
将他一生的智慧凝聚在这一本薄薄
的书中，指导着我们如何度过生活
中的困难险阻，给予我们前进的力
量。

虽然真正的战争离我有些遥
远，但是，我也有属于自己的战
场——我要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打
败过去的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优
秀的人。只要一个人还有前进的
思想，那他的战争就不会停止。我

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作者所说的
天分——在劣势中也保持冷静，在
一切还不明朗的时候就能够看透全
局，在关键时刻四两拨千斤；但是，
没关系，就如作者举的例子所说，
一个指挥官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能
率领的军队也是有限的。能掌控的
战场也是有限的，作为普通人，我
们不过是能够掌控的战场小一点，
而不是不能战斗、不能胜利。更何
况成功者的一些特性，是可以通过
后天的努力慢慢习得的，如勇气、
经验、坚强的意志。如果我们不断
磨炼自己的心性、学习他人的经验、
提升自己的才能，那么我们就可以
慢慢地将战场扩大，让自己从平凡
到卓越。

克劳塞维茨说天时地利人和这
三样，只要具备其中两样，获得胜
利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其实他的
说法和获得天才特性是一致的。个
人的选择顺应了时代发展可以视为

天时，个人的选择在自己擅长的领
域可以视为地利，个人的态度真诚
而努力可以视为人和。只要我们能
把握住其中两点，那么我们也可以
成为一个拥有天才特性的人，有机
会去实现更大的目标。

人的一生很长，无数的事情拼
凑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完整的一生，
我们有无数场小型的战斗来学习、
来检验自己。只要我们一直在前进，
一直在努力、在进步，那么每一场

小型战斗都可以让我们对自
己更了解，对自己的战场更了
解，让最终决战时获胜的概率
更大一些。哪怕在战斗中失败
了，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
还在努力，没有放弃，就不
算失败。因为我们的战场
是定时战场——只有打
满这一辈子才会结算胜
负。

《战争论》成书于
一百多年前，虽然由于
时代的发展其中一些观
点已有些落后，但是作
者丰富的战争理论和战争
经验弥补了这些不足。这
是一部讲述战争的故事，更
是一本自述传奇。隔着上百
年的时间，我与作者在书前
相遇，我很荣幸通过这种方
式从这位了不起的将军身上
汲取力量，让自己成长。

躬身入局者
皆为我辈 
|| 王坤仪

“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
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落，但灵魂与你们同在。只因为
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
一种信仰。”

尽管《风声》是一部十几年前的谍战片，不
过刺激又紧凑的电影文本加上演员的出色演绎，
《风声》中的抗日情绪、民族情结，依旧能久久触
动人心。

不同于《八佰》里反映的淞沪战役“八佰壮士”
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历史史实，
《风声》是一部根据原小说改编的谍战片，讲述了
日军特务机关长武田通过泄露假情报，锁定五个
嫌疑人，并将其带到封闭的裘庄，采取了各种残
忍的手段拷问所有人，试图找出潜伏在司令部的
共产党人。

《八佰》大量战士顽强抗击的镜头以及苏州河
两岸“天堂”与“地狱”的对比，让身为中国人
的我，感受到高昂的抗日激情和憋屈的民族情绪。
《风声》没有展现正面战场的悲壮，而将民族之情
集中在了周迅所扮演的顾晓梦，以及张涵予所扮
演的吴志国身上。顾晓梦正如其名，看似如梦一
般的弱女子，却有着如利剑一般的坚毅，带着“舍
我其谁”的决心直插敌人的心脏。当李宁玉问：“情
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顾晓梦摇着头没有回答，
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央求李宁玉举报她，将情
报传出去。吴志国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挺过了
敌人使尽万般酷刑。凡人的肉体能够扛过这些酷

刑，不也是因为有
着坚定的救国救民
理想吗？

尽 管《 风 声 》
中有一些不合逻辑
的场景设定以及穿
帮镜头，但整部影
片仍充满紧张刺激
的敌我斗争焦灼之
感，尤其是当敌人
将目标锁定在顾晓
梦和吴志国的时候，
两人为了把情报传

递出去，避免自己人受到围攻，一个用身体，一
个用戏曲唱腔，最终巧妙地将情报传出。整部影
片最感人的地方，是顾晓梦在李宁玉旗袍上留下
的一段独白。那段独白展现的是革命烈士舍生取
义、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但独白声音的背后却
是一个柔弱的窈窕淑女，这种鲜明的对比更衬托
出革命先辈的伟岸形象，让我们后辈感受到革命
的力量。

有时，我在想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战斗。
科研生产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了保证任务，很多
航空人会选择直面挑战，主动留下来加班。面对
国家赋予的任务，从未选择退让，从来都是奋勇
拼搏。

正如抗击新冠肺炎时，一名名医务工作者义
无反顾冲在了第一线，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现实
世界中感受到战斗。拼搏从不是嘴上说说，都是
实实在在精力和时间的付出。这是我们这辈人的
选择，更是我们对国家的承诺。

青春永在
 ——读《少有人走的路》有感

|| 苏旭斌

最近读了一本老书《少有人走的路》，
这是一本关于“自律、爱、成长与宗教、
神奇的力量”的书。书中处处透露出沟通
与理解的意味，它跨越时代限制，帮助我
们探索爱的本质，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
静而丰富的生活 ；它帮助我们学习爱，也
学习独立 ；它教诲我们成为更称职的、更
有理解心的父母。归根结底，它告诉我们
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正如本书开篇所言 ：
人生苦难重重。M·斯科特·派克让我们
看得更加清楚 ：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
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但是，他没有让
我们感到恐惧，相反，他带领我们去经历
一系列艰难乃至痛苦的转变，最终达到自
我认知的更高境界。

人生苦难重重，一生会面临很多问题、
经历很多风浪，一个人在面临各种问题和
苦难的时候，是选择逃避还是勇敢担当，
是束手无策还是积极的想办法解决？以什
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智

是否成熟。最近似乎不太顺利，别人的安
慰多少可以让心情好点，但最终还是需要
自己去调整。当现实摆在眼前的时候，还
是得勇敢而理智地去面对，虽然这比选择
逃避痛苦的多。但某一天，繁花落尽，一
切痛楚归于平淡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那
个坎也不是那么难迈过去的，且经历过那
些心灵的磨砺之后，自己的心会更加坚强，
会更加坦然面对更多的问题。

最近特别喜欢一句话 ：有目标的人生
叫航行，没目标的人生叫流浪。人生，是
苦难的旅程，是心智成熟的旅程。我们每
天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都会产生很多的
念头，这些念头是实现理想的途径。好比，
一个点是原点，另一个点是理想，中间这
条线就是我们实现理想的路
径，也就是一系列念头组
成。每实现一个念头，就离
理想近了一步。有理想成为
现实，自然也有理想成为空
想。有的人理想本身就不切
合实际也不具操作性，这叫

目标错误 ；有的人定了理想，行动却南辕
北辙，这叫路线错误 ；有的人以为自己有
理想，其实根本就没有理想，这叫自欺欺
人 ；还有些人知道理想是什么，但实现理
想时遇到太多阻力、要冒太多风险、付出
太大代价，以致不得不中途放弃，这种人
就比较令人惋惜。所以光有理想、正确方向、
正确路线还不够，实现理想是必须付出代
价、必须坚持的。言千遍不如付一行，当
困难来临时，勇敢地去面对，就当一次促
使心灵成长的旅程，面对它，俯视它。因
为雨总会停，风雨过后会看到彩虹。

我从未觉得“青春”已经离我远去，
在我看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保有年轻
人的心境 ；青春不是放纵，而是真切地活

在现实中 ；青春不是迷乱，而应
有奋勇拼搏的斗志 ；青春是激情
绽放的蓓蕾，是生命燃烧的芳华；
青春气贯如虹，绽放似花。静静
地坐下来读一本心爱的书，喝一
杯沁人的茶，而后继续满怀激情
踏上人生后续的旅程。

《顾诵芬传》

人民出版社
航空工业出版社

顾诵芬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
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航空领域
唯一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两院院士。他是中国飞机空气动
力学的开拓者，曾主持歼 8、歼
8 Ⅱ|等飞机的设计研制，是蜚声
中外的空气动力学家、飞机设计
师。

顾诵芬与中国航空工业历史
同行，从事飞机设计和航空事业

长达 70 年，是一位具有传奇色
彩的代表性人物。

《顾诵芬传》详细记述了顾
诵芬源远流长的家世、父辈亲友
对他的影响和他在航空科技、飞
机设计事业上的成就，可以使人
们更多地了解他的事业、贡献、
人格、奉献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崇
高思想境界。

中国梦·航空梦科普丛书
《中国航空博物馆全览》

国防工业出版社

由国防工业出版社与中
国航空博物馆知名专家共同
打造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全
览》丛书首次公开结集出版。
丛书浓缩了中国航空百年历
史，解读了人民空军的光辉
历程，字里行间展现出几代
中国航空人为成就航空梦和
中国梦所迸发出来的自力更
生、顽强拼搏的精神。

《中国航空博物馆全览》
旨在展示我国航空事业和人
民空军辉煌历史的发展历

程，传播航空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普
及航空知识，进行国防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广大
青少年读者积极投身中国航
空事业和人民空军建设，对
促进我国航空事业和空军的
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该丛书共分为《龙腾东
方》《蓝天丰碑》《长空利剑》

《航模运动》《工业之花》《空
军蓝》6 个分册，遴选中国
航空博物馆基本陈列、专题

展览及雕塑景观区的展品为
蓝本，内容涵盖中国航空历
史、人民空军装备发展历程、
航空发动机、航空模型、空
军军服、展示空军精神的英
雄大道和缅怀空军英烈的蓝
天魂英雄纪念墙等，以科普
形式，为读者系统地、全方
位地介绍中国航空博物馆，
力求展现空天文化的无穷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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