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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湛江起航，经马六甲海
峡，到孟加拉国库克斯巴扎，参加印
度洋海军论坛多边海上搜救演习的导
弹护卫舰运城舰,在茫茫大海犁下了一
道“V”形航迹。

说来，这是 10年间记者第二次随
舰执行采访任务。2007 年，记者曾随
导弹护卫舰襄樊舰 （现名襄阳舰） 赴
新加坡参加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多边海
上演习。

同样是导弹护卫舰，同样是单舰
执行多边海上演习任务。10 年过去，
记者自然免不得留心观察，勤思多
问，进行一番比较。

十年之变

一 场 “ 说 走 就 走 的 旅

行”，折射出人民海军的历

史性变化

没有大会小会的部署，没有着急
忙慌的脚步，甚至没有见到主官的身
影。

提前一天登上运城舰，记者丝毫
感受不到紧张的气氛。
“各种补给都完成了，其他工作按

部就班，该怎么做大家心里都有数。”
迎接记者的运城舰副政委李建国，话语
中带着气定神闲的淡然与自信。晚饭
后，根据所在支队文体活动安排，他又
带领几名官兵和另一个单位打了一场篮
球赛。

更让记者诧异的是，运城舰起航
时，码头上冷冷清清，连个像样的送
行仪式都没有——10 年前襄樊舰参
演，是其所属的某驱逐舰支队舰艇首
次出国执行任务，起航前，码头上锣
鼓喧天，其他舰艇官兵整齐列队，欢
送仪式热烈而隆重。
“此次参演，距离运城舰参加完

中俄‘海上联合-2017’联演回到国
内只有 20 多天，中间还因为防风和
战备值班任务又出了两次海。”运城
舰舰长梅乐洋介绍说，近年来，海军
舰艇执行护航、联演等大项任务越来
越多，这种不到一个月的任务只能算
是“小儿科”，是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根本用不着长时间的准备。

相比之下，襄樊舰当年出国参
演，前后准备了近 4个月时间。“海军
和舰队的检查组、指导组一个接一
个，一个个科目、一个个环节都要进
行反复推演。”此次任务政治指挥员、
某驱逐舰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钱春
燕，是当时襄樊舰所在支队的组织科
长，对当年的情况记忆犹新。

记者找到了两次任务的一些数据
作了一番对比，未必全面，但也从一
个侧面折射出人民海军的历史性变
化。
——襄樊舰排水量只有 2000 多

吨，在当时参演的美国阿利·伯克
级 驱 逐 舰 和 日 本 金 刚 级 驱 逐 舰 面
前，个头明显小了很多；运城舰排

水量达到 4000 多吨，装载有导弹垂
直发射系统，在此次参演舰艇中可
谓“明星”。
——襄樊舰执行的那次任务历时

13 天，总航程 2700 多海里，其间要
在新加坡进行淡水补给；运城舰参
演计划用时 24 天，总航程约 6000 海
里，全程不靠码头，无需进行淡水
补给。
——襄樊舰当年入列 5年，赴新加

坡是其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运城舰
今年入列 8年，但已经 5次出国执行护
航、联演等重大任务，孟加拉国是其
到访的第17个国家。
——某型武器，从预先准备到完

成最后准备，襄樊舰需要七八分钟，
运城舰只需要一半的时间。
“随着新型战舰‘下饺子’般入

列，不要说襄樊舰那种老式的护卫
舰，就连一度风光无限的‘明星舰’
深圳舰，如今也很少出国执行任务
了。”担任任务指挥员的某驱逐舰支队
副支队长张明强，一位有着 30多年兵
龄的老海军，话语虽自豪，口吻却平
淡。

张明强说，以前一艘新舰入列，大
家都能兴奋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原
来比较弱、可用的兵力比较少。现在，
航母入列了，万吨级驱逐舰入列了，驻
吉布提保障基地投入使用了，一般的新
舰入列，很难再让大家产生原来那种激
动了。

是啊，真正的淡定来自于强大的自
信。或许，当国人对军舰入列不再觉得
那么新鲜，不再感到那么兴奋的时候，
我们的海军也就真正强大起来了。

砺兵之旅

从实战出发和以人为本，

看似矛盾的理念，却在实践中

和谐统一

11 月 22 日上午，安达曼海某海域
阴云密布，远处的天空划过道道闪电。
随舰载直升机采访模拟救生演练的记
者，心中不由一阵紧张。

直升机起飞时，豆大的雨点已经开
始落下。模拟“落水人员”的假人，也正好
漂流到了雨区。雨势很大，直升机前窗上
一片模糊，开启风挡雨刷也无济于事。

艺高人胆大。飞行员马书伟靠过硬
技术调整航向，保持高度。绞车操纵员
郦宏涛放下救生钢索，将早已扣好救生
吊带的救生员蔡祥放下。由于风急浪
高，蔡祥数次试图直接抓住“落水人员”
都没有成功。郦宏涛果断放长钢索，蔡
祥跳入海中，在风浪中游出数米，才将
“落水人员”救起。

其实，这次演习，主办方并没有设
置舰载直升机参与的科目。“战斗力水
平就是在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训练
中提高的。”马书伟说，随舰执行远海任
务期间，结合年度训练计划进行飞行训
练，提高技战术水平，近年来已经成为
常态。马书伟曾随舰执行第 25批护航任
务，他们机组护航期间的飞行时间，比
第1批护航编队有了大幅提升。
“以前是把大海当练兵场‘以训载

战’，如今是把大洋当战场‘以战载训’。”

张明强说，“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
路、提高一路”，早已成为海军舰艇共同
的组训思路。这次演习，除指挥所人员和
翻译等保障人员外，随舰进行训练、见
学、调研的人员，就有近 30人，约占运城
舰加强人员的三分之二。远航途中，大家
通过大堂授课、专业研讨、个别交流等形
式，交流专业知识、研讨战法训法、熟悉
海区情况，提高了军事理论水平。

在实战化理念落地生根的同时，以
人为本的理念也已渗透到海军官兵日
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运城舰舰舷内侧立壁以及许多管
路，都被一层软软的阻燃保温材料包裹
着。“这既是为了隔热，也可以防止官兵
在失去平衡的时候受伤。”李建国向记
者解释说。

洗衣间、烘衣间、活动室、跑步机、
图书室……让曾在海军任职的记者不
由感慨——当年曾是水兵奢求的种种，
不经意间已成为海军舰艇的“标配”。
“当年造船水平有限，为了保证战斗

力，舰艇的八个方面性能中，居住性往往
成为最后考虑的因素。”造船专业出身的
海军某防救支队航保科科长王林说，实
战化理念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不矛盾，
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官兵体力
和精力的保持与恢复，从而更好地投入
训练执勤，促进战斗力的提升。

今年上半年，王林所在单位刚刚从
正团级的大队扩编成正师级的支队。曾
参加马航、亚航失联客机搜救工作的王
林，演习期间也一直在关注阿根廷“圣
胡安”号潜艇失联事件。在他看来，中国
海军防救能力的不断提升，正是以人为
本的直接体现。今后，海军可以通过装

备援助、人员培训等形式，帮助其他国
家海军提高防救能力。

深蓝之思

建设大国海军的征途上，

怀揣赤子之心的海军官兵，视

线紧盯那片深蓝

2014年，出海 298天；
2015年，出海 289天；
2016年，前 7个月出海 180天，而后

进厂修理；
2017年 6月出厂，到完成此次演习

任务返航，出海将超过150天。
运城舰政委卞明官列出这一串数

据之后，用“海上为家、岸上作客”来形
容官兵的生活。

出海天数多，一方面是因为远洋护
航、出国访问、联合演习等任务越来越
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担负的战备值班
等任务越来越重。

远涉大洋向深蓝。不管是在国际舞
台展现良好形象，还是在家门口维护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运城舰官兵在勇于
担当的同时，也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与研究。这些沉甸甸的思考，宏
观涉及舰艇兵力指挥、训法战法研究，
微观关乎铃音信号使用、吊放小艇速
度，既有安全管理与装备维护等舰艇内
部问题，也有海军文化建设、港口管理
军地协调等涉及地方的事宜。
——要增强忧患意识，积极推进科

技创新和战法创新，进一步提高技战术
优势。此次演习，孟加拉国海军参演舰艇
中，好几艘都是引自中国，其中一艘还担
任指挥舰，让官兵倍感振奋。但在航空长
朱亚斌看来，放眼全球，仍不能自满。与
英法等传统海军强国相比，我们在很多
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来不得半点懈怠。
——要提高港区交管法制化、科学

化水平，防止渔船、商船妨碍军舰通行，
造成事故。圣彼得堡港航道又长又窄，
沿途岔道较多，来往船舶很多时候只能
单向行驶，但交管部门对港内船舶及时
准确的指挥控制，给航海长姜灿留下了
深刻印象。
——要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拓展军

事文化教育渠道，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军人
尊崇英雄的浓厚氛围。电工分队长符文华
说，俄罗斯海军节定在每年7月的最后一
个周日，是一个全民性的节日，阅舰式、舰
艇开放、文艺演出等活动一场接一场。而
我们的城市里很少能见到海军主题的雕
塑、纪念馆，海军节的庆祝活动形式比较
单调，组织的舰艇开放活动在地点、数量、
时间等方面也有比较多的限制。

一流的国家，需要一流的海军；一
流的海军，需要一流的官兵。在建设大
国海军的征途上，正需要万千这样怀
揣赤子之心的海军官兵，踌躇满志，
砥砺前行。他们的视线，始终紧盯深
蓝；他们未来的道路，必将充满荣光！

左上图：航行中的运城舰。

吴亢慈摄

大国海军 赤子情怀
——随舰参加印度洋海军论坛多边海上搜救演习见闻与思考

■本报记者 吕德胜

伴随对外军事交流合作日益深

化，发展中的人民海军自信走向深蓝，

积极与世界各国海军开展友好交流和

务实合作。近年来，中国海军与外国

海军联演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

大、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广泛、合

作更加深入。

联演地域不断拓展，由近海走向远

海。人民海军成立后首次与外国海军

举行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联合演习，是

2003年10月22日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海

军军舰在上海附近东海海域举行的代

号为“海豚 0310”的联合搜救演习。

2007年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朴次

茅斯港附近的大西洋海域与英国海军

“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进行非传统安

全领域的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

在大西洋海域与他国海军举行演习。

十几年来，中国海军舰艇在亚丁湾、地

中海、波罗的海、日本海、大西洋等海域

与外国海军进行联演，航迹遍布除南极

洲、北冰洋以外的六大洲和三大洋。

联演科目由简向繁，涵盖非传统安

全和传统安全领域。中国海军与外国

海军联演的科目，从相对简单的编队通

信和运动演练，逐步扩展到联合搜救、

反海盗、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海上通道安全防卫和人道主义救

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反潜、防空、

反舰和登陆作战等传统安全领域。比

如，与俄罗斯海军举行的“海上联合”系

列军事演习，进行了包括联合护航、联

合防空、联合反潜、联合对海突击、联合

登陆和对海、对潜、对空实弹射击等内

容的演练。“环太平洋”系列军事演习，

进行了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

行动、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

灾、潜水、潜艇救援等科目的演习。

联演形式丰富多样，既有双边又

有多边。2007年 2月，中国海军舰艇

编队参加了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和平-

07”多国海上联合军演，这是中国首次

派舰艇参加国际多边海上联合军演。

近年来，中国海军多次参加了“和平”、

“科摩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东盟

防长扩大会议等多边框架下的海上实

兵联合演习。2017年11月，中国海军

导弹驱逐舰郑州舰赴泰国芭提雅湾，

与19个国家的36艘舰艇一起参加了

东盟成立50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

并在返航途中和巴基斯坦海军导弹护

卫舰进行了通信、指挥关系转换和编

队运动等内容的联合演练。

参演兵力不断增多，从最初的单一

水面舰船增加到水面、水下和空中多兵

种。2012年以来，中国海军先后6次与

俄罗斯举行海上联合军演，2次参加美

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系列联合军

事演习，参演兵力包括驱逐舰、护卫舰、

后勤舰船、航空兵和潜艇。2013年7月

5日至12日，“海上联合-2013”联合军

事演习在日本海彼得大帝湾附近海空

域举行，中俄参演兵力共计各型水面舰

艇18艘、潜艇1艘、固定翼飞机3架、舰

载直升机5架和特战分队2个。演习科

目主要包括舰艇锚地防御、联合防空、

海上补给、通过敌潜艇威胁区、联合解

救被劫船舶、打击海上目标、海上联合

搜救、实际使用武器及海上阅兵等。中

国海军由7艘主力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参演，是中国海军一次性向国外派出舰

艇兵力最多的海上联演。

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举行联合演

习，加强了与外国海军的交流与合作，

展现了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未来，中国

海军与世界各国海军的合作、互信必

将进一步加强，中外海军联合演习也

将走向常态化、机制化。中国海军愿

与各国海军一道，为维护海洋安全和

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研究员）

“联”出友谊“演”出互信
■张军社

资料整理：闫文博 王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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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军论坛成立于 2008

年，目前有 35个成员国和观察员

国，旨在通过开放包容的对话渠道增

进相关国家海军对地区海上事务的协

调与合作。

该论坛 2008年在印度首都新德

里举行了第一届会议，出席的国家包

括澳大利亚、埃及、法国、斯里兰卡、南

非等。论坛分为两部分：一是研讨会，

主要讨论印度洋地区海事总体状况、

面临的海事挑战以及合作途径等；二

是由各国海军司令参加的闭门会议，

主要议题是建立安全机制、减轻对地

区安全的担忧，以及发展各国海军间

的协同能力。

中国于2014年成为印度洋海军

论坛观察员国，2017年11月，运城

舰远赴孟加拉国库克斯巴扎，代表

中国海军首次参加该论坛框架下的

多边演习。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出

席论坛开幕式，特意对中国首次派舰

艇参加演习表示欢迎。他表示，印度

洋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希望各国海

军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为印度洋

安全稳定和地区发展繁荣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张 驰辑）

印度洋海军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