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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有句名言：
推動海軍前進的是軍官，

推動軍艦前進的是水兵。在中國軍隊中，一
級軍士長只授予軍中最出色的資深技術士官
，號稱是 「比將軍還少的 『兵王』」。許多
高級士官服役超過20年，他們就是推動軍艦
前進、保持戰鬥力不可替代的中堅力量。

原計劃採訪全軍聞名的哈爾濱艦一級軍
士長朱桂全，不巧他正隨艦出海執行任務，
所幸在海軍類似的高級士官並不鮮見。青島
艦機電專業艙段技師、一級軍士長何啟明就
是其中一位。

如果說主機是軍艦的心臟、電工是神經
，何啟明所負責的油、水、空調管系就是遍
布全艦的血管。艦上從頭到尾都是管路，他
說幹這個活必須 「腿要勤，不偷懶」。

何啟明1990年來到支隊，先後在國產第
一艘驅逐艦濟南艦和青島艦工作，出訪過20
多個國家，參加過環球航行、兩次亞丁灣護
航。從開始什麼都不懂，向廠家老師傅們學
習，到一點點啃英文，何啟明一步一步成為
「兵專家」。

一次出海管線故障，按設計要求必須在
一小時內搶修完成。 「閥門關不嚴，油就會

一直外泄，編隊航行中不能停機，也不能更
換，只能拆出來研磨拋光，我用了40分鐘搞
定。」何啟明說老士官都有幾手絕活，氣焊
、電焊這幾項必須要會。

去年開始的士官制度改革試點，將形成
有條件全程淘汰的競爭激勵機制。何啟明再
有4年就達到最高服役年限，卻依然感到了壓
力， 「裝備天天都有更新，沒知識就駕馭不
好，不學跟不上。」

也有些東西在他看來是不變的， 「最重
要的是能吃苦。老兵要把自己的心得體會手
把手地傳給新人。」

山東青島，海軍
某軍港。幾艘軍艦停
靠在碼頭，水兵們沖
洗擦拭着艦體和裝備
，不時傳來輕鬆的笑
聲。這是中國海軍的
首支驅逐艦部隊─
北海艦隊某驅逐艦支
隊，上世紀50年代起
就是中國海軍的刀鋒
利刃，近年隨着海軍

走向深藍，支隊越來越
頻繁執行多樣化任務。
最近一次出鏡是本月初

，在亞丁灣執行護航行動
的兩艘新型護衛艦赴也門撤
離中外公民。

大公報記者 賈磊

推動軍艦前進的人推動軍艦前進的人

1982年6月來到支隊的許玉國，服役
的第一艘艦是 「四大金剛」之一的鞍山艦
。從一名鍋爐兵，成長為支隊裝備部總工
程師，許玉國見證了人民海軍三代水面艦
艇從無到有，更新換代的歷程。

海上接雨水洗澡
「早期驅逐艦無論從作戰指揮、動力

操縱、偵察預警都和現在差很遠， 『四大
金剛』是參加過二戰的艦艇，備航時間長
，反應時間慢，火炮都要手動操作。」許
玉國稱當時工作的環境很差， 「因為是密
閉式爐艙，人和火在一起，工作環境溫度
56度，爐膛內溫度1200到1700度，冬天艙
內外溫差40多度。」

他還記得當時一個艙住着53個人，三
層鋪，間距最高50公分，睡覺時只能 「滾
進去滾出來」。

第一代國產驅逐艦上沒有海水化淡設
備，淡水只供做飯和飲用，出海一周不能
刷牙洗臉。多年前一次海上戰備巡邏，許
玉國所在的驅逐艦在海上尋找積雨雲，等
下雨用油布接水洗澡， 「有時肥皂剛剛打
了一半，水就沒了，艦長還得繼續指揮在
海上找雲。」

90年代服役的哈爾濱艦、青島艦，已
屬國產二代或二代半驅逐艦。服役快30年
，仍然是主戰力量， 「外觀沒什麼變化，
但經過幾次改裝，核心和新型主戰艦艇差
不多。」

接艦當年形成戰鬥力
到了第三代驅逐艦 「中華神盾」，平

台更大，信息化、自動化程度高。依託國
家整體工業能力的進步，艦艇製造水平、
技術含量和可靠性不斷提高。許玉國說更
有利於作戰和保障。

技術密集的新型戰艦，需要有高素質
的人才駕馭。 「70年代，支隊本科生幾乎
沒有，現在30%以上的艦員、士官是本科
學歷，所有軍官都是本科以上學歷。」

與新艦下水速度相匹配的是形成戰鬥
力的速度。接裝新艦需要經過院校培訓、
設備廠家培訓，艦艇建造中部隊進駐工廠
參與繫泊、航行、作戰系統試驗，艦艇入
列後，經正式考試及格，獲頒證書，才真
正具備操作資格。

如今接艦培訓已有章可循， 「一般當
年接裝，當年就能完成訓練。」他說，執
行多樣化的任務需要更大的平台，但未必
越大越好，仍然要服務於國家戰略意圖，
立足防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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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海邁向深藍1954年，八一軍旗第一次在屬於中國的4艘驅
逐艦上升起。這四艘驅逐艦被稱為 「四大金剛」

，全部部署在這支部隊。中國國產第一代、第二代驅
逐艦首艦也率先在此列裝。支隊所屬導彈驅逐艦哈爾
濱艦被中央軍委授予 「海上先鋒艦」榮譽稱號，在中
國海軍驅逐艦、護衛艦中獨享殊榮。

10年航程超過去50年
該支隊是中國海軍的主戰兵力，也是應對突發事

件和開展軍事外交的主要力量。赴南太平洋執行運載
火箭發射試驗警戒、人民海軍首次環球航行、中俄聯
演、亞丁灣護航、為運送敘利亞化武船隻護航……人
民海軍史上多次重大軍事行動，該支隊都首當其衝。

2014年，支隊 「明星艦」、導彈驅逐艦哈爾濱艦
再次奉命執行中俄聯合軍事演習。演習中，哈爾濱艦
主炮準確命中目標。

支隊政委孫健稱，隨着遠海戰備訓練常態化，全
方位檢驗機動作戰能力，支隊體系作戰能力逐年躍升
，連續14年被評為軍事訓練一級單位。

這支部隊還是海軍軍事外交的 「名片」，迄今已
出訪41國47港，接待61國160批來賓，先後參加過18次
中外聯演。支隊艦艇過去十年的航程超越前五十年。

非戰爭軍事行動拓展
從2014年承擔為運送敘利亞化武海運船隻護航，

到前不久的也門撤離中外公民，中國海軍承擔越來越
多的非戰爭軍事行動，這些行動都是在實戰條件下的
兵力運用。

也門撤離中外公民是中國海軍艦艇又一次護航任
務中緊急轉換。在當地局勢不明朗，戰火迫近，特別
是在無水文資料、無引水員、無拖船的情況下，進入
陌生海域，中國軍艦面對諸多未知風險。

孫健介紹，領受任務後，臨沂艦指揮員馬上召集
全體官兵做動員， 「戰士們都說不用動員，沒有一個
人在危險環境下退縮逃避。」

為確保撤離中外公民行動安全，外交、軍隊等部
門一直和也門、沙特等溝通協調，聯絡期間，軍艦就
一直在附近海域待機，一經獲准就第一時間行動。

臨沂艦靠港不久，撤離人員的安檢剛剛開始， 「
一枚炮彈就落在港口附近，爆炸聲和濃煙清晰可辨。
」孫健說，指揮員在判明並非朝中國軍艦的炮擊後，
沒有下達停止撤離的命令，要求全體人員加快安檢速
度，最終圓滿完成行動， 「又一次體現了我們支隊官
兵在平時戰備訓練中積累的水平。」

小艇打大艦 海上殺手鐧
身披海洋迷彩的中國海軍某新型導彈快艇面世時

，曾引起輿論一片驚嘆，其外觀設計與人們印象中的
中國戰艦大相逕庭。當真正踏上這樣一艘導彈快艇的
甲板，更感到曾經中國近岸防禦所依託的 「空、潛、
快」力量已翻開新一頁。

60多年前，基於國防現實和工業基礎薄弱、經費
有限的國情，主要建設方向即為空中掩護、快艇出擊
、潛艇形成屏障。特別是在萬里海疆線上，海軍的幾
場漂亮仗都是魚雷快艇、護衛艇近戰夜戰、 「海上拼
刺刀」，拚出來的赫赫戰果。

2007年，中國海軍新型導彈快艇部隊開始組建。
北海艦隊某水警區快艇大隊成為 「種子」。

新穎的穿浪雙體船型被首次運用在戰鬥艦艇上，
可在高海況下有效使用武器及安全航行。兩座導彈發
射架所搭載的導彈，威力堪比大型水面艦艇，噴水推
進系統可以實現快艇的原地旋回，採用多項隱身技術
令雷達反射面大大縮小。

2009年4月23日，大隊8艘快艇編隊在海軍建軍60
周年海上閱兵式上接受檢閱，展示了一支 「殺手鐧」
部隊的形象。 「隱身性好、機動能力強、突擊威力大
是我們艇的特點，可單獨或協同其他兵力突擊敵水面
艦艇。」該型艇艇長劉生說。

歷史上，大隊魚雷艇參加了擊沉 「太平」號護衛
艦的戰鬥，劉生說 「小艇建奇功、決戰當先鋒」一直
是這支部隊的傳統，儘管 「不是一個時代的裝備，但

快艇精神還在。」

特稿特稿

從
﹁四
大
金
剛
﹂到
﹁中
華
神
盾
﹂從觀星導航到衛星定位

▲新型導彈快艇模擬攻防演練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

艦
員
維
護
魚
雷
發
射
管

大
公
報
記
者
賈
磊
攝

▲中國驅逐艦在太平洋大風大浪中訓練 資料圖片 ▲火炮射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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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鐵騎衛海疆海上鐵騎衛海疆

在這支驅逐艦部隊服役29年的劉青是支隊
航海業務長，負責艦艇航行計劃制定、海上導
航、編隊戰術機動等任務。他參加了2002年中
國海軍首次環球航行，是航行計劃的主要制定
者之一。

劉青剛來時 「四大金剛」只剩下兩艘能動
，在航艦艇沒幾艘。 「那時候，訓練基本都在
家門口，早出晚歸，更沒有到幾大洋轉一圈
。」

首次環球航行對中國海軍是一次真正意義
的遠航，是對指揮、保障、維修等多方面的聯
動鍛煉。當時很多海區尚未留下過中國海軍的
航跡，裝備可靠性、航海技術能否適應遠海都
是考驗。劉青和同事提前幾個月就開始準備，
「不像現在基本不用什麼準備就可以出去。」

劉青還參加過中國向南太平洋發射運載火
箭的警戒任務， 「在海上首先要解決的是在哪
兒的問題，當時沒有衛星定位，判明位置靠 『
晚上看星星白天看太陽』」，現在艦艇上導航
現代化水平很高，有多套系統相互補充備份，

可以支持海軍的海上活動。
劉青平均每年出海200天以上，辛苦是辛苦

，但 「每天任務不斷，大家都覺得很榮幸很自
豪。」支隊曾與俄羅斯海軍在日本海舉行聯合
演習，劉青笑稱， 「海軍就要到大風大浪中鍛
煉，正好北邊風浪大嘛。」

海軍的發展勢頭讓他感嘆 「一年一個起色
，從量變到質變。」他說，和發達國家比還有
差距， 「再過幾年，肯定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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