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尾 钩

4 道拦阻索，如琴弦一样拉紧宽大的
甲板。风浪中，辽宁舰不断纵摇、横摇、上
下垂荡。

咆哮声传来，极速冲刺的舰载机对正
跑道，放下尾钩。两个主轮接触甲板的一
刹那，激起了两道烟尘。瞬间，机腹后的尾
钩精准地挂住第2根拦阻索。千钧之力的
战机滑行数十米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打开座舱盖，飞行员秦朋飞走下战
机，浑身已被汗水湿透。走进休息室，端
起起飞前倒的那杯水，他一饮而尽。

这是 2017年初夏的一天。秦朋飞第
一时间给自己初教机飞行教员发去一条
短信：“师傅，我成功上船了！”

简简单单 8个字，秦朋飞向第一次带
他飞上蓝天的恩师报告了一个喜讯——
自己已迈进最优秀的飞行员才有资格进
入的“尾钩俱乐部”。

在辽宁舰飞行装具室，有一面照片墙，
记录下每一位完成航母飞行资质认证的舰
载战斗机飞行员的影像。海军功勋飞行员
徐汉军说：“最开始，中国的舰载战斗机事
业和那面墙一样，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

如今，这面墙挂上了戴明盟、徐汉军、
徐英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照片。秦朋
飞等许多年轻飞行员也荣列其中。

跨进“尾钩俱乐部”究竟有多难？这
需要飞行员驾驶舰载战斗机以极高的速
度，准确降落到比一个半足球场还小的区
域，并在很短的距离内，精准钩住4道拦阻
索中的一道。

对于这个着舰过程，外国海军航空兵
有一句形象比喻：“人为控制的坠机”。稍
有差池，战机就会冲出跑道，甚至造成更
为严重的后果。

这不仅需要飞行员有顶尖的技术，更
需要飞行员心无旁骛。

从空军某航校毕业时，秦朋飞面临两个
选择：一是留校任教，驻地条件较好；二是去
飞三代机，驻地在戈壁大漠。秦朋飞觉得，
飞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飞就要飞最好的
飞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2015 年，舰载机部队选调飞行员，秦
朋飞又一路东行，加入了“飞鲨”团队。

秦朋飞笑着对记者说：“我常常想，如
果当年没有去戈壁开三代机，今天就不会
和航母同框！”

听从内心，无问西东，考验的不仅是
勇气。

心静才能意诚，意诚才能精进。飞行
员刘孟涛加入团队后，凭着学习的韧劲和
执着，飞行技能猛进，每次飞行，几百个操
纵动作和程序，他都能“一摸准”“一口清”。

为了练好反区操纵，飞行员孙宝嵩曾把
自己“绑”在模拟机上反复练习。战友戏称
他是“飞霸”，模拟器都被他飞坏了十几次。

飞行员刘向加入团队后，为了彻底纠
正在陆基着陆时的肌肉记忆，仅定点着陆
一个课目，就飞了近百小时，进行了数百
次的着舰训练。

近距离看，记者发现，从空中看如蜂刺
般的舰载机尾钩，其实是一根成年人胳膊
粗细的方钢，末端有一个马蹄样的铁钩。

就是这个尾钩，配合拦阻索，在战机
着舰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韧度。

这个尾钩，不正像这些年轻飞行员的
性格？外在刚强，内心坚韧。

当飞行员孙明杰手持毛笔，毫锋落于
宣纸上时，就像钩住一道蓄满力量的拦阻
索。通过练字，孙明杰磨炼了心性，也对
飞行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说，一杆一舵就
像一撇一捺，只要心如止水，就会处变不
惊。静得从容，动得洒脱，令他始终保持
了着舰挂索全优的成绩。

这种韧劲，就像一株植物，在暴风雨
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抗倒伏力”。2016
年，优秀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牺牲在
追梦的征程上。

当时，部队士气陷入低谷。作为同批
飞行员中的老大哥，孙宝嵩激励身边战

友，“着舰之路充满风险坎坷，但梦想不能
因此夭折，脚步不能为此停歇！”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发动机的轰
鸣声划破了机场的宁静。战友们带着张
超未竟的梦想，又一次勇敢飞翔。
“不是每一个飞行员都有机会去承担

飞舰载战斗机的风险。我们把这种付出
也看作是一种荣幸。”飞行员裴英杰说。

2.甲 板

海天之间，云飞浪卷，站立于航母甲
板上，看巨大的舰艏犁开万顷波涛，一种
从未有过的力量感扑面而来。

对于舰载机飞行员来说，当驾驭“飞
鲨”战机从甲板滑跃，他们更能感受到这
种托举之力，也更知道这股力量源于何
方、传向何处。

曾是空军“金头盔”飞行员的孙宝嵩，
踏上甲板的那一刻，想起的是一个坚定的
眼神。

那年，得知选拔舰载机飞行员的消息
后，孙宝嵩立即萌生了报名的意愿。得知
他的想法后，他的团长发动身边的战友轮
番做工作，想方设法留他。

孙宝嵩搬来“救兵”，恳请老领导、时
任师长为他出主意。师长说，“你们团长
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把你放走了就相当于
割他身上的肉。但舰载机事业更需要人
才。如果你想好了，那就放手去飞。”

看着师长坚定的眼神，孙宝嵩忐忑的
心一下子有了归属。回到家，他立即把这
个消息告诉了妻子。没想到，妻子脱口而
出：“我现在就给你准备行李。”
“我只是报名参加选拔，能不能去成

还不一定呢！”
“这些年，哪一次参加选拔你没有通

过？我还是早点做好搬家的准备。”妻子
这句话，让孙宝嵩眼眶一热。

秦朋飞的家乡在海军诞生地江苏泰
州。他的父母没见过真正的航母，更没见
过儿子开的舰载机，但他们经常去一个叫
白马镇的地方。那里的海军诞生地纪念
馆里，陈列着一艘辽宁舰模型。

知道儿子干的是大事儿，老两口尽量
少打电话影响他，想念儿子时，就去纪念
馆里看一看。

第一次登上航母甲板的飞行员张敏
感受到的，除了力量，还有一种奇特的体
验。张敏是所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中经
历最特殊的一个——

在他曾就读的职业高中，大多数同学
按部就班进了工厂车间，他却奋力一搏考
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许多同学顺其自然
进公司当了职员，他却参加空军招飞，成
了一名飞行员；当同批特招的飞行员大多
停飞，他却踏上眼前的这块甲板。

宽广的甲板，足以容纳下无数个青春
梦想。

站在甲板上，看潮飞浪涌，张敏的思
绪飞得很远。在飞行中，他第一次体会到
了为一件事情着魔是什么感觉。他说，这
是一个真实的航空世界，也是世界上最令
人兴奋和最危险的职业领域，远比畅销小
说和流行电影精彩。

你走过的路，就是你的生活。在飞向
航母这条“充满痛苦回忆的美好之路”上，
飞行员孙明杰上了舰、立了功、调整了岗
位，也找到了一个更强大的自己。

甲板，是梦想的托举，更是力量的延展。
当初，孙明杰负责编写某课目的教

程规范。拿到教程模板后，原本以为只
是填几块砖，后来却发现是要砌几堵墙、
盖一间房。经过不懈努力，他和战友完
成了该课目的教程编写，填补了该项课
目的空白。

飞行员们都愿意躬身为桥、俯身为
路。从登上甲板那一天起，飞行员徐英就
坚持写《走向深蓝》日记，里面记录的大多
是飞行感受。他说：“我们干的是从 0到 1
的工作，应该给后来人留点东西。”

站在甲板上，迎着强烈的海风，从墨
绿到浅蓝，再到深蓝，大洋见证了他们的
梦想——

2012 年 11 月 23 日，舰载战斗机试飞
员戴明盟驾驶“飞鲨”，用一道完美的弧
线，划出了中国海军的“航母时代”。

2014年，以徐英为代表的首批舰载战
斗机飞行员，全部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
证，标志着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实现由
单员试飞向批量培养的重大突破。

2016年，孙宝嵩和战友们也通过航母
飞行资质认证，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
养又迈出坚实一步。

2018 年 4月 12日，海上阅兵结束后，
习主席观看了歼-15 舰载战斗机在辽宁
舰上的起飞训练……

赶路，带着勇敢和智慧；赶路，怀着梦
想和热爱。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徐汉军的鬓角又
添了几许白发。对比入列上舰时的照片，
前几批上舰的飞行员们似乎都老了不少。

着舰指挥官戴兴说，人都是会老的，
飞行员也一样，“虽然我不是巨人，但我希
望后来的飞行员站在我们的肩上”。

3.黑 区

每次战机起降，都会在航母甲板上叠
加上几道漆黑的轮胎擦痕。飞行员介绍
说，这叫黑区。

黑区很像孩子们的刮画，每一道轮胎
擦痕，都是一次对未知的探索。

年轻飞行员们精力充沛、爱好丰富，不

少人喜爱书法、戏剧，还有人称得上是编程
达人和篮球高手。参谋长徐英将这归结为
飞行员“对未知的热爱，对一流的执着”。

黑区，其实是“无人区”，热爱才是“拓
荒者”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就像当初，舰载战斗机事业完全是一
张白纸。缺技术积累、缺图纸资料、缺标
准规范、缺组训经验，是一批批年轻飞行
员们用一道道轮胎擦痕，记录下了一个又
一个开始。

第一次出岛链、第一次打实弹、第一
次指挥夜间着舰，对飞行员卢朝辉来说，
无数个引以为傲的“第一次”，就隐藏在一
道道擦痕里。

很多“第一次”，都与风险为伴。那一
次，飞行员孙宝嵩驾机返航即将着舰时，吹
来一团海雾，能见度极差。他一次次校正
飞机姿态，稳稳地挂住了第三根拦阻索。
回到休息室，他就写起了着舰体会，“这样
的情况第一次遇到，要好好总结一番。”

每个“第一次”，都需勇气灌注。那
年，舰载航空兵部队首次组织实射某型导
弹打靶训练。

很多人不理解，初次进入实弹课目就
增加了难度，稳妥一点不是更好？
“只有从难从严，才能训出真正的战

斗力！”徐英驾机腾空而起。战机贴着海
平面灵活机动，避开“敌”重重防线。锁定
目标，导弹呼啸而出，靶船瞬间“开了花”。

训练久了，一道道轮胎擦痕新旧叠
加，使黑区真成了“黑”区。

从成功着舰的一落惊海天，到常态起
落的海天往复间；从试飞模式向培训模式、
探索上舰到常态上舰……许多未知的风险
和挑战，就像水下的冰山逐渐浮出水面。

尽管这条路无比艰难又布满风险，但
他们并不孤独。

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智者和勇者同
行。正如每次夜航时，航母甲板上亮起的
一盏盏灯，着舰之路上那束不起眼的灯光，
指引着他们一次次归舰，又一次次远航。

浪奔，浪流，走向深蓝。2016年底，由
辽宁舰组成的我国航母编队首次穿越宫
古海峡，出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面对
新的训练海域，舰载机部队跨多个海区开
展舰载战斗机战术训练，舰机融合水平和
编队协同指挥能力得到锻炼。

战鹰归巢，飞行员会来到甲板，看一看
无尽的大洋，听一听不息的涛声。他们说：
“没有梦想，难达远方。我们的目的，不是
风平浪静的母港和机场，而是远海大洋。”

4.仰 角

舰艏的仰角，像一个巨大的杠杆，一次
次将战机托举升空，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这个杠杆，撬动了中国驶向“航母时

代”。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

并不是一句妄言。历史正是由人撬动的，
特别是在青春蓬勃的发展阶段，有时一个
人迈开一小步，就会推动历史跃进一大步。

徐汉军有几句口头禅——“说白了”
“记下来”和“写成书”。话虽不经意，却表
露心迹。

这个团的每名飞行员都清楚，自己身
为改革中的“前锋”，脚步的小与大、快与
慢，直接与改革进程紧密相连。

然而，这一步何其艰难。对步行者来
说，14 度的斜面，只是增加些前行的负
重。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这个斜面
却犹如一面迎面扑来的钢铁巨墙。

这面墙，有技术上的，也有心理上
的。飞越它，何其难！

如今，这一小步，就印刻在舰载机飞
行的高度里。为了探索舰载机海上超低
空战术，徐汉军和战友们飞行训练时，将
飞行高度一压再压，战机贴着海面飞行，
同时还要做出各种战术动作，涌动的浪头
似乎能打到翼尖。

高度一降再降，难度一增再增……他
们的探索最终被写进新修订的海军航空
兵部队军事训练大纲。
“飞鲨”编队、掠过海空、一剑封喉，徐

汉军激荡于胸的景象成为现实。他们迈出
的这一小步，是未来战场制胜的一大步。

这一小步，被航母甲板上的泛光灯映
照得很长很长。

如何管控甲板灯光，既关系到战机的
着舰安全，也连接着夜间作战能力生成。

作为塔台指挥员的卢朝辉，曾无数次
伴着大洋的潮声，在甲板上踱步。经过无
数次的摸索试验，他们最终确定了十几种
在不同时间、不同天气下的灯光亮度调整
数据和管制方案。

每个一小步，驱动着航母从墨绿驶向
深蓝；每个一小步，也召唤着更多报国之
士勇闯大洋。

9月中下旬，海军正式启动 2019年度
招飞工作。招生简章中明确，重点是舰载
机飞行学员招收选拔，积极推动海军飞行
员招收由“岸基”向“舰载”转变，全面构建
具有海军特色、适应舰载要求的招飞体系。

有外媒报道称：“这是中国海军首次
直接为舰载机招募和训练飞行学员。”

看到这个消息，记者再次将目光投向
甲板的黑区，沿着 14度的弧线看去，一篇
湛蓝的画幅上，是更加宽广的天。

一名年轻的飞行员指着远处说：“你
看，海天线那么清晰，能见度那么高，让我
们去飞行！”

供图：本报记者张 雷，通讯员蒲海

洋、王 盟、何 阳、侯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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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鲨团队”的航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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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是每一个海军舰载战斗

机飞行员都铭记于心的日子。2012年

的这一天，中国海军歼-15舰载机首次

降落在航母辽宁舰上。

就在一个多月前，海军发布2019年

度招飞形象宣传片《壮志凌云 向海图

强》。“做我们的英雄，海军舰载机飞行

员，只差一个你”的口号迅速刷屏，召唤

更多有志青少年加入“飞鲨”团队。

这是一支我军序列中最年轻的部队

之一，组建于2013年。

这是一群在航母战斗力建设全新领

域探索前行的年轻人，平均才35岁。

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海军航空

兵某部年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就是探路者。

人总是一边向前走，一边向后看。

所有的经验都在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年轻没有经验，也就不会被自己所束

缚。越是无限空间，越能自由飞翔。

年轻，没有极限。

驾驶“飞鲨”成功降落在辽宁舰那一

刻，28岁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刘向创造

了一个纪录——成为中国海军“尾钩俱

乐部”最年轻的飞行员。

“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半小时不到！”

刘向笑着对记者说，“比我小几个月的李

阳随后也完成了第一次着舰。”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李阳、

刘向和同批次的年轻战友们，在去年夏

天一起通过了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

的着舰指挥官，正是戴明盟。

时间回溯到 2012年。有人将那一

年称为中国海军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元

年”，因为那一年的11月，41岁的戴明盟

完成了中国航母舰载战斗机首架次成

功着舰。

曾经，在美国航母甲板上参观时，戴

明盟心中暗思：“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够拥

有规模如此庞大的舰载机飞行员队伍？”

6年过去了，中国海军舰载战斗机

飞行员培养规模成倍扩大，“飞鲨”团队

成员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小。

这也是一条注定要用鲜血去劈开荆

棘的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牺牲后，

他们的内心不是怯懦了，而是更勇敢；他

们的头颅不是低下了，而是更昂起；他们

的步伐不是沉重了，而是更有力。

起飞助理唐博很细心，职业的特性，

更让他对声音格外敏感。

他的战位，就在航母甲板的跑道上，

距离舰载战斗机直线距离3米。

舰载机起飞时，震耳欲聋的呼啸声，

轻而易举穿透了唐博戴的铁三角防噪耳

机。尾喷口侧面吹来的风，瞬间能让他

找到置身赤道的灼热感。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飞行员加

入到这个行列，训练强度越来越大，唐博

耳朵里的音轨越来越密集。他注意到，

年轻飞行员驾机加速起飞时，发动机的

呼啸声澎湃而沉稳；着舰时，“砸”在甲板

上的位置越来越准。

在他眼中，这群年轻的“飞鲨”，翅膀

越来越硬。

年轻，就像一个万花筒，孕育着无限

可能。在不同的视角，你就能看到不同

的斑斓色彩。

踏上甲板，记者也找到几个不同点

位，从不同视角观察这群年轻的舰载战

斗机飞行员。

年 轻 ，没 有 极 限
■本报记者 高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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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