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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內禁止使用手機拍照
，嚴禁使用攝錄設備對碼頭艇船
採集影像資料。」北海艦隊某基
地內一位軍官說。該基地承擔
中國海軍重要武器發射試驗、各
型潛艇試航、艦艇裝備質量驗收
等任務。被中央軍委授予 「水下
發射試驗先鋒艇」稱號的長城
200號試驗潛艇曾在此服役，創
下中國潛艇服役時間最長、潛射
導彈最多等多項紀錄。

功成身退的200號艇是名 「
老兵」，設計於1959年。現任基
地副司令員的于進寶接手時該艇
已封存多年， 「艇是拖回來的，
許多操作資料沒了，別說執行試

驗任務，連一般航行要求都達不
到。」艇員們對每項管路放壓、測
量每根電纜、檢查每個螺絲，人
人都有疑問：這艇還行不行？

「說走就走」的旅行
潛艇兵與風險相伴，一艘老

艇擔負新武器試驗，風險更難預
見。200號艇首次執行任務前一
晚的場景，時任艇政委的張至正
至今還記得，空氣凝固了一樣，
他和于進寶兩個人面對面坐，
誰也不說話，默默地抽煙， 「誰
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張至正說試驗任務就像一場
「說走就走」的旅行， 「任務都

有時間節點，必須按時完成，執
行什麼任務誰也不能告訴，說走
就得走。一旦有險情，處置不當
就真的 『先走』了。」

全程參與了某新型導彈多次
試驗任務的一級軍士長婁飛說，
一次執行任務前，有位艇員交代
留營的戰友， 「如果下午4點前
我還沒回來，就把我的被褥抱到
海邊燒了吧。」

對於技術人員而言，導彈按
計劃飛出去了就會慶賀成功， 「
但我們海軍首長說，導彈飛出去
了只是部分成功，只有潛艇安全
浮出水面，人艇安全才叫圓滿成
功。」

海上飄來的平流
霧籠罩海岸線，一
艘靠泊碼頭的黑色潛
艇正隱匿在霧裡，艦
橋後方隆起的 「龜背
」揭示了它的身份：
戰略導彈核潛艇。 「
從它出生開始直到退
役，可能一次也用不
上」，北海艦隊某潛
艇基地內，一位身
海洋迷彩服的核潛艇

艇長說， 「但我們必須
時刻準備好，從深海發

出雷霆一擊。」
大公報記者 賈磊

「平時核威懾、戰時核反擊」，核潛艇是支撐
國家安全的戰略基石，潛艇本身有很強的保密性，
中國核潛艇的建造和服役對外界更是一個謎。

艇長和他的艇隸屬成立於1970年的中國海軍首
支核潛艇部隊。組建之初，36名只有初高中文化的官
兵接過了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他們夜以繼日地學習核
物理、高等數學、流體力學等30多個學科，摸清艇上
數以萬計的儀器設備，讓核潛艇動了起來。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核潛艇實現了三個突破：90
晝夜水下長航，創造世界核潛艇一次長航時間新紀錄
；大深度極限深潛，檢驗了中國核潛艇深海作戰性能
；首次水下發射運載火箭，宣告中國海基戰略威懾力
量正式形成。

出海即是遭遇戰
最近幾年，中國海軍的活動從近海擴展到遠海大

洋，潛艇部隊的訓練難度、強度和出海頻率也逐年上
升，大洋深處成為較量的戰場。

被中央軍委授予 「水下先鋒艇」榮譽稱號的某艇
員隊，一次受命執行遠航任務，途徑海況複雜狹水道
，遭到外軍艦機連續跟蹤，但潛艇官兵鎮定自若，通
過一連串動作最終擺脫了跟蹤。

「這樣的遭遇仗是家常便飯。」艇長說，在水下
保持靜默是潛艇確保安全的第一步。

靜默不止在水下。 「不要問我去哪裡、做什麼、
何時回來」，一旦成為潛艇兵，都會這樣叮囑家人。
服役40年，中國第一代核潛艇才首次亮相於2009年海
軍成立60周年的海上閱兵式。兩年前，中國核潛艇部
隊才第一次在內地媒體上大篇幅報道。

水面之下的中國核潛艇已安全航行數百萬海里，
核反應堆安全運行數十萬小時，完成了近百次試驗試
航、實兵演習和遠航戰備巡邏。

「怕死不幹核潛艇」
2013年，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稱讚這支部隊有 「

聽黨指揮的堅定信念、能打勝仗的過硬本領、英勇頑
強的戰鬥作風、捨生忘死的奉獻精神」。

「怕死不幹核潛艇」是核潛艇官兵常掛在嘴上的
一句話。核潛艇出航與高溫、高濕、高噪聲為伴，核
反應堆艙一旦發生核泄漏，幾分鐘內大劑量輻射就會
危及生命。即使是2000年俄羅斯庫爾斯克號核潛艇失
事沉沒時，中國核潛艇的練兵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

基地的 「○九」文化廣場有一尊半身像，是時任
某核潛艇副機電長孟昭旭。一次戰備巡邏中，一艘核
潛艇內蒸汽管突然破裂，時任副機電長孟昭旭不顧一
切衝進核反應堆艙，強忍蒸汽灼燒的疼痛，幾番摸索
找到漏點，關閉氣閥，制止了重大事故的發生，自己
暈倒在艙室。

1999年積勞成疾，45歲的孟兆旭犧牲在崗位上。
臨終前，他叮囑兒子孟龍長大也要到核潛艇上當兵。
如今，孟龍成為核潛艇部隊的一員。

核潛艇退役處置安全
目前，中國海軍處於大面積換裝的階段，一批信

息化、自動化程度高的新型艦艇相繼入列，核潛艇也
面臨新艇入列、老艇退役，同時承擔試驗試航、科目
訓練、戰備值班、退役處置、退役監管等多項任務。
特別是核潛艇退役處置，海軍和地方工業部門突破了
從核廢料處置到涉核部件拆裝等12項關鍵性技術，使
中國成為世界上具備成功實施核潛艇安全退役的少數
幾個國家之一。

核潛艇部隊已站在新的起跑線上。該基地司令員
楊蘇表示，要力爭讓新裝備在最短時間內形成戰鬥力
， 「接好手中這一棒。」

說是出海，潛艇兵卻很少
見到海，工作生活在各種設備
、管路的縫隙裡。潛艇對於他

們，就是一個在水下移動的密閉空間。枯燥、煩悶
、緊張、友情、思念、使命、榮耀，都匯集於此。

設想一下，身為潛艇兵，你從嗡嗡作響的機器
聲中醒來，一條魚雷正靜卧在身邊，180公分長、
50公分寬的床位臨時搭建在兩組魚雷架中間，翻個
身就像 「抱魚雷睡覺」。24小時刻度的船鐘指示
正值午夜，終日不見陽光的潛行生活裡，早分不清
晝夜，只有等回到岸上再 「倒時差」。

同舟共濟三人兩床鋪
出海時嚴格控制淡水，為便於打理，許多人都

剃成 「寸頭」，濕毛巾擦擦就等於洗澡。一扇小門
後，比衣櫃還小的空間就是 「水下廁所」。艇上實
行三更制，三名艇員分享兩個床鋪，離開帶自己
體溫的 「熱鋪」上，很快就會躺上休更的戰友。

你的戰位在主機艙，這是潛艇的 「心臟」，裡
面的溫度沒法讓人軍容整潔，從艇艏走到艇尾像經
歷春夏秋冬。開始值更前，你老練的把小燈泡當成
耳塞，但只有機器持續穩定運行的聲音才是定心丸
。對任何異樣的響動，都會視為身體發出的警報。

年輕的艇長和你沒什麼兩樣。一次出海幾十天
，只有他女兒風雪天上學沒有爸爸送。老班長再有
三年就退伍，他給潛艇體檢時一口清、一摸準。許
多戰友親人病逝無法陪伴身邊、推遲婚期。在艇上
，真正體會什麼叫 「同舟共濟」、「忠孝難兩全」。

新鮮空氣成了奢侈品
指揮艙熒屏上出現一個光點，外軍反潛機又來

「護航」了。主動聲納的敲擊聲敲打每個人的耳
膜，每一下好像都敲在心上。孤身前出的潛艇，面
對的是外軍艦機編織的反潛體系，但靜默在大洋中
的潛艇並非那麼容易被發現，這些年隨艇越走越遠
，你越來越有信心。

潛艇兵在岸上享受堪比飛行員的潛艇灶，但水
下沒法煎炒烹炸。以前出海七天一過，各種罐頭就
成為主要食物。現在多了不少半成品，那是支隊岸
勤部在風淋車間的流水線上製作的。 「伏擊潛艇」
是香薰鱍魚、 「折戟反潛機」是烤雞翅……經過加
工、充氮、真空包裝、冷藏的蔬菜可以維持近一個
月的遠航，但維生素片仍是健康必需品。

艇員出海毫無風度可言，起浮後的一口新鮮空
氣更是奢侈品。某潛艇艇長姜濤說， 「只有遠航一
次，才能知道潛艇兵到底有多苦。」

艦艇兵沒有與外軍聯合演習、護航、出訪的風
光，但完成過許多急難險重的行動，卻外人無從知
曉，自己更不會宣揚。

水下先鋒托起巨浪水下先鋒托起巨浪

「「建造一艘軍艦需要一年建造一艘軍艦需要一年，，建立軍魂需要一百建立軍魂需要一百
年年。。」」護航護航、、撤僑撤僑、、維權維權、、聯演……中國海軍航跡聯演……中國海軍航跡
遍布深海大洋遍布深海大洋，，支撐它的不僅是新型武器裝備支撐它的不僅是新型武器裝備，，還還
有有 「「建立一支強大海軍建立一支強大海軍」」的夢想的夢想。。20152015年年44月月，，海海
軍建軍軍建軍6666周年前夕周年前夕，，大公報作為唯一受邀境外媒體大公報作為唯一受邀境外媒體
，，走過萬里海疆線走過萬里海疆線，，探訪北海探訪北海、、東海東海、、南海三大艦南海三大艦
隊隊，，水面艦艇水面艦艇、、潛艇潛艇、、岸防岸防、、陸戰陸戰、、海軍航空兵五海軍航空兵五
大兵種大兵種 「「種子部隊種子部隊」」，，見證這支深藍勁旅的成長見證這支深藍勁旅的成長。。

一片陸地在山海之間延
伸，群山環抱，隱蔽防風。
64年前，中國海軍潛艇的 「
種子」在這座百年軍港生根
發芽，結束了中國水下無防
的歷史。虎鯨，海洋中最聰
明的巨型動物，兇猛、善獵
殺，團隊意識強，駐紮在此
的北海艦隊某潛艇支隊就以
虎鯨為符號。

這支部隊執行過中國潛
艇部隊首次進入公海訓練、

首次突破島鏈遠航、首次水下發射彈道導彈，常規潛艇60晝夜
長航。近年來，該支隊主戰裝備升級換代，創新訓練新模式，
完成了多次戰備巡邏、遠航等任務，新型潛艇迅速形成戰鬥力
，在海軍有關技能比武中奪得數項第一。

支隊參謀長姚建江稱，傳統常規潛艇航速低、機動能力差
，一旦被水面艦艇或空中兵力發現，擺脫的機率比較小。新一
代潛艇隱蔽性較以往有劃時代的進步，航行時的噪音降低許多
，作戰、偵測、通訊能力都比老型號大為提高。

潛艇內百人一條命
潛艇在水下與外界隔絕，需要指揮員有更強的判斷能力和

更好的團隊意識。 「正常水下航行需要幾十個崗位齊心協力，
一個環節做不好，不僅仗打不贏，自身安全也會受到威脅。」
他說，從指揮員到艇員，同呼一口氣、同吃一鍋飯，除了指揮
命令，其他時間都親如兄弟。

一位潛艇人說過， 「潛艇是拚命拼出來的」。艙室能測出
的有害氣體就幾十種，儘管新裝備環境更好，有了海水化淡設
備，但因為隱蔽性要求，仍有許多不便。

姚建江身高182公分，出海時睡覺就蜷縮在床位上，他當新
兵剛上艇時一樣睡不。在潛艇上幹了21年的他說，潛艇技術
性強，一旦掌握全面、得心應手就很難割捨。苦中作樂，但內
心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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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九人雕像

◀歸航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核沾染洗消訓練
資料圖片

▶海上食品封裝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一級軍士長婁飛
資料圖片

▲▲海軍某基地副司令員于進寶海軍某基地副司令員于進寶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搜索目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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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盾戰略核潛國盾戰略核潛
靜默深藍利劍靜默深藍利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