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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远航实习访问是培养和锻炼

海军在校学员航海技能、职业素养和

国际视野的有效途径，也是各国海军

培养学员的通行做法。

近年来，从近海到远海，从院校

独立实习训练到多所院校联合实习

出访，中国海军不断探索符合我军特

色的海军军官人才培养模式，并取得

了重要成果。一批批经过远海大洋

历练的青年指挥人才毕业奔赴海军

各部队，成为建设、发展人民海军的

重要力量。

在随舰采访的日子里，记者一路

记录一路感动，记录着实习学员的远

航故事，感动于他们年轻臂膀上的担

当。梦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沈强在

考核中名列前茅，他说只有充分了解

舰艇目标如何机动，才能更好地驾驶

战机着舰，守好祖国的碧海蓝天；学员

葛恺悦在强烈的晕船反应中依然坚守

值更岗位，他说只有经历大风大浪，才

能成长为合格的海军军官……远航实

习访问，对于这些学子来说，是历练，

也是更深刻的国防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对于人民军队来

说，青年官兵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就有

希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

就能实现。我们坚信，年轻一代定不

会辜负伟大的新时代，中国梦强军梦

一定会实现。

青年强则国家强

“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
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的是葡萄牙。”
咀嚼着《大国崛起》开篇语，我终于抵
达远航实习出访的第一站：古老的海
洋帝国葡萄牙。

呼吸着这方土地上浓郁的海洋文
化气息，我叩开了葡萄牙海军航海博
物馆的大门。“名垂青史的五位大航海
家中，有四位出自葡萄牙。”博物馆讲
解员介绍着一座座名人铜像，对昔日
航海帝国的自豪不胜言表。

第二天，我们在葡萄牙海军学校
少校军官的陪同下参观了葡萄牙海军
的摇篮——葡萄牙海军学校。

尽管是周末，但舰船模拟操作室
内仍然有自主训练的学员。我们安静
地站在他们背后，看着他们沉稳准确
地下达着口令，操纵着“舰艇”在大风
浪条件下安全驶入港区。

在图书馆、校史馆和生活区，我看
到了专注的学生、挂满荣誉的馆墙、整
洁有序的内务等等，人人都自觉生活
在纪律框架下，人人都为了共同目标
而忘我奋斗。

而这些，仅仅是该校教学训练的
冰山一角。“高淘汰率、高训练强度、高
度差异化”构成了拉动他们“精英式人
才培养模式”的三驾马车。从学员严
谨细致的作风里，我能清楚感受到老
牌航海帝国的底蕴。

身处葡萄牙海军最高学府之中，
我看到了差距，更看到了人民海军追
赶差距的努力。就人才培养的制度体
制而言，我国和世界海军强国之间有
很大的同步性。短短数十年，我们在
兼容并包、取长补短方面做足了功课，
使人民海军的建设朝着“特色”方向日
臻完善。

葡萄牙访问之旅很快接近尾
声。 4 天里，我踏着这片古老的土
地，感受着葡萄牙人的喜怒哀乐，品
咂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叠感，对祖国
的发展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一点
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自信的种子，
悄然生长着。

目送，牵动的是离别的神伤。烟
雨蒙蒙中，送行华侨高喊着：“我们的
征途是星辰大海，人民海军加油！”直
到军舰消失在茫茫大西洋上。殷殷嘱
托，仿佛穿透时间与空间，伴随站泊人
员的凝目，沁入了戚继光舰全体官兵
的心中。

眼界决定境界、实力决定地位，
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现状体会
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在参观葡
萄牙这个老牌海军强国时，我的心
态经历了仰视、兴奋到平视、淡然的
转变。出访官兵也是愈发自信地向
外军分享我人民海军的使命任务、
治军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双方交
流过程中不乏外军充满惊奇和羡慕
的呼声。

出访期间，党的十九大在京胜利
召开，大会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把我军建设成
为世界一流军队描绘了宏伟蓝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展示得淋漓尽
致。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凭什么不
自信，不骄傲？

世界是平的，国与国、军队与军队
之间纵有百种仰视、俯视、甚至鄙视，
最终都应该回归平视——以平常心看
待别人的优势，虚心研读推敲，学习借
鉴；以类比心分析别人的劣势，怀着警
醒琢磨，他们的昨天会不会成为我们
的明天？此等胸襟才是大国心态，更
是大国军队发展壮大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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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瑜鸿记者手记

进入 12 月，一望无际的南中国
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正
在执行远航实习出访任务的戚继光舰
一路劈波斩浪。飞行甲板上，来自海
军航空大学的第 62期飞行学员余尚
昆正手持一架小飞机，俯着身子认真
地进行起落航线地面演练。

像余尚昆这样利用航海实习训练
间隙进行飞行模拟操纵演练的还有其
他随舰实习的 29名飞行学员。余尚
昆告诉记者，就在戚继光舰远航出发
前几天，他们还在学校飞行团执行初
教机的检验飞行任务。刚刚走下战机
的未来海空雄鹰，紧接着登上战舰驰
骋远海大洋。
“左舵五——回舵”，模拟驾驶室

内，教员蔡烽正带领大家进行军舰进
出港口的模拟驾驶操纵训练，只见飞
行学员袁鹏程全神贯注，双手紧握舵
盘，小心翼翼地操舵。随着眼前的“海
域”逐渐开阔，满头大汗的他不禁松了
口气，在和其他战友的密切配合下，他
们独立完成了“战舰”离港任务。“航海
和飞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操纵者
的专业素质和操纵技能提出很高要
求，通过实际操作我们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这次远航实习对我锻炼很大。”
走下操舵战位，袁鹏程感触颇深。

熟知航海，才能更好地征服大
洋。远航实习访问以来，飞行学员先
后学习了天文航海、地文航海等课目
内容。在刚刚结束的舰艇机动测试
中，梦想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学
员沈强以 96分的成绩名列前茅。“从
课堂到实际操作，我们不再是‘纸上谈
兵’。”沈强对记者说道。

除了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良好
的身体素质也是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
的基础。为避免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对
体能造成影响，飞行学员们积极发挥
主观能动性，利用舰上现有健身场地
和器材，摸索总结出一整套体能训练
法，并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

舰行万里，我心飞翔。访问意大
利期间，飞行学员王浩然在甲板招待
会上与一名意大利海军航空兵教官全
程用英语进行互动交流，详细了解意
海军航空兵的培养模式、训练方法及
其个人的飞行经历。当晚，王浩然在
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铮铮誓言：“战风
斗浪，练硬搏击海空的隐形翅膀；逐梦
深蓝，担当捍卫和平的忠诚卫士。”

飞行学员逐梦深蓝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李星仪

2017年 12月 1日，阔别国土 76天的
中国海军戚继光舰（简称：戚继光舰）进
入中国南海境内。“回家啦，回家啦！”出
访学员一阵欢呼。

9月 17日，戚继光舰搭载 6所军事
院校实习学员，从大连某军港解缆起
航，奔赴远海大洋执行远航实习任务并
访问葡萄牙、意大利、斯里兰卡和泰国。

一路随舰采访报道的记者发现，军舰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成为当地媒体争相报
道的热点，戚继光舰以其大气的舰容和出
访学员自信友好的谈吐，向世界传递和平
与友谊，展示中国海军威武之师、和平之
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为提升中国和
中国军队软实力注入鲜活力量。

年轻自信有担当，中

国军校学员风采有目共睹

到访欧亚四国期间，中国海军戚继
光舰和出访学员一直是当地民众和华
人华侨热议的话题。

阳光高照，彩旗飘扬。当地时间 10
月 16日上午，当戚继光舰缓缓驶入葡萄
牙里斯本特茹河奥古斯都码头时，早已
迎候在此的人群沸腾了！来自葡萄牙
各地的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不约而同
赶来，只为一睹中国海军舰艇和出访学
员的风采。

随着参观部署的铃音响起，戚继光
舰开放活动正式开始。翘首以盼的人

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舰艇，与祖国“移动
的国土”来一个亲密接触。人群中，在
里斯本居住多年的华人王浩带着 4岁的
女儿小依可第一个登上戚继光舰，只见
小依可瞪着大眼睛，对穿着一身藏青色
军装的学员充满了好奇。当看到执勤
学员下舷梯后朝国旗敬礼时，她也跟着
比划起来。
“我们走出国门，代表的不仅仅是

自己，更是国家和军队的形象。”来自海
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实习学员黄嘉翱对
记者说，在远海大洋和异国他乡，每一
个出访学员都是一张“中国名片”。

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戚继光舰到
访斯里兰卡科伦坡。舰艇开放日首日，
六旬老人高兰胜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
戚继光舰上，她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激
动地对记者说：“祖国的军舰又大又气
派，我感到很骄傲！”看着我国海军目前
最先进的专业训练舰和朝气蓬勃的海
军学员，高兰胜眼含热泪。
“你们的到来让我们这些华侨们的

腰板挺得更直了！”访问泰国期间，出访
学员代表参观华企驻泰机构时，一位在
泰国多年的老华侨深情感慨，“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骄傲自豪，看到你们这些年
轻的面孔，我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

展示中国文化魅力，

中华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远航实习访问，既是锻炼航海技
能、沟通中外友谊的有效途径，也是展示
中国元素、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舞台。
“文化无国界，只有加强交流才能

互相了解，才能展示我们开放自信、真
诚友好的大国海军形象。”远航实习访
问任务副指挥员陈杰如此感慨。

这是一次文化的盛宴。到访斯里
兰卡期间，来自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的
100余名学生代表登上戚继光舰，与出
访学员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
戚继光舰精心制作了中国传统文化、
“砥砺奋进的五年”发展成就宣传展板，
由出访学员表演的中国书法、古筝、京
剧等传统文化艺术，让斯里兰卡学生啧
啧称赞。一位中国名字叫“马丁”的学
生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今天
看到如此精彩的中国文化艺术，让我对
中国了解更深了，中国很了不起。”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到访

欧亚四国后，我出访学员利用外军官兵
登舰参观、舰艇开放日、参观外军院校
等时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让传统文
化在异国他乡大放异彩。当地时间 11
月 11日，我出访学员走进斯里兰卡海军
学院，该院学员开展足球、篮球等丰富
多彩的体育比赛。比赛间隙，我出访学
员进行中国武术表演，斯海军官兵大为
惊叹并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出访学员的
指导下，他们纷纷学习起中国武术，感
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路远航访问，一路播撒中国文化
种子，中国元素在异国他乡散发魅力。
此次远航实习访问，我出访学员与到访
国官兵及孔子学院、中文学校、文化中
心等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22场次，参观调
研外军院校、基地、舰艇 28批次，开展公
共外交活动 16次。出访学员通过开展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加深了双
方友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让外
军官兵和当地民众赞不绝口。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记者发

现，在结束对斯里兰卡友好访问的码头
欢送仪式上，斯海军军乐队奏响了《歌
唱祖国》等多首中国经典曲目，斯方人
员高喊“再见”等汉语词汇。

练兵远海大洋，中国

军校学员加钢淬火

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晚，地中海某
海域，风疾浪大、暗流涌动。正在执行
远航实习访问任务的戚继光舰刚刚驶
出苏伊士运河，便遭遇大风浪。
“右舵五，航向 135……”驾驶室里，

随着指挥员一道道指令下达，实习学员
张安邦不断修正航向。
“只有经历了大风浪，我们才能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一名合格的未来
海军军官。”远航实习出访以来，凭借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技术，张安
邦在同批见习值更学员中第一个通过
了岗位独立值更资格考核，他可以独立
驾驶我军目前最先进的专业训练舰。
“联合作战呼唤更多具备联合素养

的实战化复合型指挥员，必须在学员成
长成才中不断注入强军意识，努力锤炼

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任务指挥员严
正明介绍说，此次远航实习访问打破院
校专业壁垒，实现联教联训联考，来自
海军的六所院校学员在远海大洋中锻
炼专业技能、拓宽国际视野、磨砺战斗
作风。

自远航实习访问以来，他们按照
“统分结合、有机融合”的教学思路，坚
持理论授课、模拟训练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夯实实习学员的航海技能和岗位任
职基础；组织舰炮实弹射击、反海盗部署
演练等实战性强、带有战术背景的训练
课目，让实习学员全程参与训练各个环
节；结合不同海区、航道和港口实际情况
教学，将沿途国家国情、军情教育融进日
常教学训练中；组织学员与舰员联合训
练共同考核，士官学员上舰即编入舰员
序列，并安排舰员骨干一对一帮带，进一
步打牢学员技能基础，力求以最短周期、
最大效益迅速提升其能力素质。

战斗精神深入官兵骨髓，紧贴实战
的训练在远航训练中处处可见。此外，
为了磨砺学员的血性胆气，远航实习的
82天里，广大学员晨光昏影测星、烈日
酷暑测天、恶劣海况苦练，在满负荷高
强度的训练中接受风浪的洗礼和考
验。采访中，实习学员普遍感慨：“虽然
皮肤晒黑了，但意志更强了；虽然身体
瘦了，但获得的知识更丰富了；虽然睡
眠和休息时间减少了，但胜任岗位的能
力和信心更足了!”

在蹈海踏浪中历练成长
—随戚继光舰远航感受中国军校学员的青春风采

■本报记者 赖瑜鸿

压题照片：出行官兵在舰艇飞
行甲板上开展体能训练。

左图：实习学员们参观斯里兰

卡海军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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