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母哀笛嘯鳴悼羅陽
送別航空報國英模走好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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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消息：中國海軍艦
艇編隊28日上午10時許分批通過宮古海峽，進入西
太平洋海域，開展例行性訓練。

據新華社消息，海軍遠海訓練艦艇編隊由東海艦
隊導彈驅逐艦 「杭州」艦、 「寧波」艦，導彈護衛艦
「舟山」艦、 「馬鞍山」艦，綜合補給艦 「鄱陽湖」

艦以及艦載直升機等兵力組成。
參加此次遠海訓練的艦艇多為中國海軍主力戰艦

，具有較強的綜合作戰能力。期間，艦艇編隊將重點
進行晝夜連續航行與防禦、編隊遠海作戰與補給、為
大型水面艦艇護航、艦機協同聯合搜救等科目訓練。

編隊指揮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邱延鵬少將介紹
，此次訓練是東海艦隊年度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目
的在於鍛煉提高部隊長時間、遠距離海上作戰能力，
全面提升部隊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海軍已多次組織艦艇編隊赴西太
平洋開展遠海訓練。在國際海域進行遠海訓練是世界
各國海軍的通行做法，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新華社提前發消息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日本防衛廳 28 日下午說，

中國四艘軍艦當天上午 9 時至 10 時之間，通過沖繩
本島與宮古島之間的海域駛往太平洋，日本出動了艦
機對中國艦隊進行跟蹤。

消息說，這四艘中國軍艦屬於東海艦隊的導彈驅
逐艦和導彈護衛艦。海上自衛隊出動了第 6 護衛隊
（橫須賀基地） 「春雨號」護衛艦和第5航空群（那
霸基地）P3-C偵察機，對中國艦隊進行了監視和跟
蹤，沒有發現中國艦隊靠近日本領海的舉動。

報道說，新華社在當天上午提前發出了中國艦隊
將通過宮古海峽的消息。日本政府有關人士認為，這
是中方為降低日中兩國緊張局勢而採取的一種善意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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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消息：據解放
軍報報道，11月下旬，記者跟隨海軍某潛艇支隊
一艘潛艇出海訓練時發現，在訓練講評中，艇員
們不再給出 「還行」 「不錯」 「還有差距」等籠
統模糊的評價，而是對照專業訓練標準，為每個
訓練課目打出具體的分數，訓練效果一目了然。

「以往，一些戰位的訓練缺少統一的標準，
通常以組訓者個人經驗判斷為依據，很難準確評
估每一次訓練效果。十八大報告要求推動正規化
建設向更高水平發展，這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
健全訓練管理機制，提高訓練考核精細化標準化
水平，是推動部隊正規化建設的必然要求。」隨
艇出海的支隊長丁連勇告訴記者。

為使訓練管理告別粗放式，該支隊依據《軍

事訓練與考核大綱》，組織人員深入訓練一線調
研論證，對潛艇部隊 70 多個專業、500 多個崗位
的訓練任務、評定標準、保障條件等進行細化，
對各級各類人員的戰備訓練職責進行明確，率先
在海軍潛艇部隊制定了《實戰化訓練與考核實施
細則》，並配套下發《岸港訓練量化和獎懲細則
》《專業比武競賽實施細則》等訓練指導性文件
，從岸港訓練、海上實作、指導教學、考核驗收
等多個方面建章立制，統一規範。

說話間，艙室響起警報聲，潛艇行蹤暴露，
對手發動魚雷攻擊。潛艇指揮員依照支隊新制定
的《攻防操縱手冊》，對 「敵」實施反擊。據悉
，按照手冊規定的方法訓練，魚雷攻擊小組反應
速度比以前縮短了20多秒。

中國海軍訓練護航大艦
編隊駛過宮古海峽 日本派艦跟蹤

解放軍潛艇訓練提升戰力

魚雷攻擊反應縮逾20秒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11 月的瀋陽寒意逼
人，街上行人寥寥，但設在該市瀋飛賓館的公祭堂卻
人來人往。連日來，社會各界人士從四面八方來到羅
陽生前的工作單位寄託哀思、表達敬意。

堅持記錄每次起降
「航空報國是羅陽畢生的理想。」在羅陽的大學

同學、中國首席殲擊機設計專家孫聰眼中，羅陽一直
是這麼做的，特別是研製殲-15艦載機以來，加班一
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沒有人喊苦說累。

羅陽人生最後的8天，正是中國航母艦載機海試
的最關鍵時刻。在 「遼寧艦」上的 8 天中，作為
殲-15飛機從立項、設計到製造的現場總指揮，羅陽
每天都堅持在現場記錄飛機的情況，他觀看的地點離
飛機的最近距離甚至不超過20米。

「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驗在航母上8天的巨大壓
力。」中航工業瀋陽黎明航空發動機（集團）公司董
事長孟軍介紹稱，殲-15飛機每次起飛時巨大的轟鳴
聲都會震得人心臟難以承受，羅陽卻堅持記錄了每批
架次起降，也沒有放過任何一批次飛機的觸艦、復飛
等動作。

來不及說一聲再見
提起羅陽在遼寧艦上的8天7夜，航母試驗試航

副總指揮、海軍副參謀長宋學泣不成聲：本來我們相

約殲 15 艦首飛成功後要好好慶祝一下，可在我們
即將舉杯的時候，羅總匆匆地走了，他甚至來不及說
一聲再見。他是我們試飛團隊的一面旗幟，我們會以
羅陽同志為榜樣，創造一流的飛行業績，告慰羅陽。

駕駛552號殲-15戰機首飛艦成功的08號飛行
員說，首飛成功，凝聚羅陽為代表的成千上萬的
幕後英雄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是他們托舉殲-15
飛嘯海天。羅總走了，我們只有以飛得更好、飛得
更精、飛得更準的業績，讓羅總航空報國的理想變
為現實。

社會各界前來弔唁
26 日以來，羅陽去世的消息很快在中國互聯網

上傳開，數萬網友更是寫下感人至深的 「肺腑之言」
。一位軍迷在網絡 「貼吧」中寫道：對於國防科技少
這麼一位幹將，對於民族少這麼一位精英，痛心疾首
不可言說；一些網友則稱羅陽為 「為中國航母事業犧
牲第一人」， 「他用生命擎起了艦載機的起降」。

弔唁的人群中既有羅陽的同行、同事，也有素昧
平生普通民眾。一位專程趕赴公祭堂的當地農民對記
者說： 「我就是來給羅總行個禮，他是我們心目中的
英雄」。

26 日，海軍黨委在唁電中說，羅陽總經理是中
國艦載戰鬥機事業的奠基者和開拓者。

27 日，中央軍委委員、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海
軍政委劉曉江，委託航母試驗試航總指揮、海軍副司
令員張永義，海軍黨委常委、海軍裝備部部長胡毓浩
專程赴瀋飛集團，代表人民海軍全體將士，為中國航
母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羅陽總經理送行。

29 日上午，羅陽的追悼會將在瀋陽市回龍崗革
命公墓舉行，這位中國的航空英雄將在其家鄉走完最
後一程。

【本報訊】27日上午10時許，中國第
一艘航母遼寧艦以高規格禮儀為因公殉職
的羅陽鳴笛致敬。 「遼寧艦」 航空部門官
兵列隊飛行甲板，為殲15戰機研製現場總
指揮羅陽致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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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陽殉職的消息傳來，其當年在武漢的高
中同學無不感到十分惋惜。

1978 年，羅陽畢業於武漢市第四十三中
學，並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得知這一信息
後，記者前往武漢四十三中進行探訪。

76 歲的王世箴當年是羅陽高中班主任，
教數學。在他印象中，羅陽學習非常認真、踏
實，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 「他是工作太辛苦
了，走得太可惜了！」王世箴嘆道。

71 歲的許定璜是羅陽讀高二時期的物理
老師。據老人回憶說： 「羅陽是一個好學生！
雖然話語不多，但他學習、做事非常認真。」
當年高考時，滿分100分的物理課目，羅陽考
了 95 分，成為武漢市礄口區當年高考物理的
第一名。

危建國是羅陽從初中到高中的同學，上學
時兩人交往甚密。危建國說，羅陽為人非常和
氣、真誠，很易與人相處；作為部隊子弟，羅
陽穿很樸實，從不講究、追求外表，幾乎很
少有機會看到他在玩鬧。

同學羅漢喜說，上學時，他和羅陽關係非
常好，沒想為人低調樸素的羅陽竟走得如此匆
匆。 「正是為國家出力的時候，走得真是太可
惜了。」他說。

聽聞噩耗，危建國、羅漢喜等羅陽高中同
學都覺得 「蠻惋惜」。他們說高中畢業時，沒
拍畢業合影。在 20 年畢業聚會上，羅陽因工
作繁忙沒有參加，所以至今都難得找到一張他
當年的照片。羅陽的遺體告別儀式將於 11 月
29 日舉行。危建國等人表示，他們將會以自
己的方式表達對羅陽的哀思。

（中新社）

【本報訊】據中新網消息：中央軍委委員、海軍司令員
吳勝利27日下午在京會見了來訪的美國海軍部長雷．馬布
斯。此訪是美海軍部長時隔28年後再次訪華。

吳勝利說，中美兩國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響。構建平等互利、合作共
贏的兩國關係是兩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最願意看到的選擇。
中國海軍非常重視中美兩國海軍關係的發展，一直致力於健
全完善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希望通過溝通和合作，
增進兩國海軍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避免海上意外事件和誤解
誤判。吳勝利還簡要向馬布斯介紹了中國首艘航母 「遼寧艦
」試驗試航以及艦載機上艦飛行訓練情況，希望雙方在聯演
聯訓、軍艦互訪、亞丁灣護航、搜索援救，院校交流等方面
加強合作。

吳勝利表示，近年來，中美兩國總體上保持穩定發展勢
頭，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誤解，前進道路上還面臨不少困
難。近年來，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受到外界猜疑和推測
，如果中美雙方因為缺乏信任而導致相互猜忌，甚至引發海
上不安全因素，那是彼此都不願看到的。此外，吳勝利還就
南海航行自由等問題與馬布斯交換了意見。

馬布斯說，美方高度重視與中方的關係，希望兩國海軍
繼續加強各層次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增進彼此信任，推動兩
國海軍關係健康良性發展。

馬布斯一行還將訪問東海艦隊，參觀海軍艦艇和醫院船。

吳勝利會見美國海軍部長
介紹艦載機上艦飛行情況

▶吳勝利向
馬布斯贈送
軍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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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八日消息
：中共中央組織部 28 日印發關於追授羅陽
「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的決定。

決定說，羅陽同志的一生，是航空報國
的一生，是為我國航空事業發展作出突出貢
獻的一生；他是優秀的特殊專業人才，是優
秀的黨員領導幹部，也是優秀團隊的傑出代
表。羅陽同志的模範事跡和崇高精神，生動
詮釋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和優秀，為
黨員、幹部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

26 日，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人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總結宣傳羅陽先進事跡，
號召廣大黨員、幹部學習羅陽的優秀品質和
可貴精神。為激勵廣大黨員、幹部胸懷理想
、堅定信念，恪盡職守、無私奉獻，在改革
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中充分
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和骨幹帶頭作用，經中央
領導同志同意，中央組織部決定，追授羅陽
「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中央組織部號召全國各條戰線的共產黨
員和廣大幹部向羅陽學習。學習他信念堅定
、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學習他矢志不渝、
航空報國的愛國情懷；學習他攻堅克難、勇
攀高峰的拚搏精神；學習他恪盡職守、忘我
奉獻的崇高品德；學習他嚴於律己、淡泊名
利的人生境界。廣大黨員幹部都要像羅陽那
樣，堅定理想信念，牢記責任使命，創造一
流業績。

國資委追授「央企優秀黨員」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務院國資委黨

委也發布了追授羅陽 「中央企業優秀共產黨
員」稱號的決定，並開展向羅陽學習的活動。

國資委黨委要求各中央企業黨委（黨組
），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
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把開展向羅陽同志學
習活動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緊密聯繫企業實
際，採取有效措施抓好活動。

另據中新網消息：中國國家國防科技工
業局28日向媒體發布信息說，該局27日專

門發出通知，要求國防科技工業全行業開展向以身殉職
的殲-15艦載機研製現場總指揮羅陽學習活動。

國防科工局在通知中號召把向羅陽學習活動與國防
科技工業改革發展結合起來，與完成各項重點工作任務
結合起來，認真研究解決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提高國
防科技工業自主創新能力，加強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研製
生產。

▼中國海軍第十二、十三批護航編隊▼中國海軍第十二、十三批護航編隊2727日日
在亞丁灣西部海域舉行分航儀式在亞丁灣西部海域舉行分航儀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26日凌晨，瀋飛公司員工在廠區列隊
，向總經理羅陽作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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