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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張恆銀在別人眼裡還像
個大男孩，卻已是中國海軍潛水員中的錚
錚硬漢。在今年初330米飽和潛水試驗中
，他深潛至330.2米最大深度，打破了全
國飽和潛水紀錄。但令他印象最難忘的一
次行動，是在海拔4862米 「生命禁區」的
救援。

2012年11月，北京地質研究所3名地質
勘查隊員在青海沱沱河鎮以西190多公里的
豌豆湖作業時失蹤。海軍應邀派遣北海艦隊
水下應急搜救隊趕赴事發地。這是中國海軍
首次赴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寒區執行冰下
搜救任務。

張恆銀和戰友們在78小時內，輾轉西
寧、格爾木、崑崙山、可可西里近4000公
里抵達現場。

潛水員的高原反應比常人更強烈，最多
時一天吃8片止疼片也不管用，藥理反應嚴
重得吃不下飯。

挑戰不僅是缺氧。當氣溫低至零下30
度，把手機放在裝備車上，拿下來屏幕就被
凍裂。隊員靠腋下體溫保持設備溫度，最終
用聲納鎖定了失蹤人員的位置，又花了很長
時間鑿出冰洞。

張恆銀下水時，短短十幾分鐘就無法支
撐， 「感覺潛水服把脖子越勒越緊，喘不上

氣。當時以為自己上不來了，最後被戰友們
拖上岸，吸了好長時間氧才緩過來。」平時
被稱為 「張三瘋」的他心有餘悸。

潛水員有個傳統，因潛水臍帶具有呼吸
、通訊、測量功能，必須掌握在最親密的人
手中。 「溫度實在太低了，過一會兒就要拿
熱水用毛巾捂着管，不能讓呼吸管凍住。」
張恆銀的搭檔李威說，潛水員之間的感情 「
比兄弟、夫妻都親」。

就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潛水員們輪流
下水，最終成功將失蹤的藏族地質隊員完瑪
東智的遺體從冰層下撈起，並打破了世界最
高海拔潛水救援紀錄。

鑄防險救生鐵軍鑄防險救生鐵軍
新型援潛救生船、深潛救生艇、機動型救生鐘

、觀察型遙控潛器、側掃聲納、高頻合成孔徑聲納
…… 「這些裝備從來沒見過！」救撈中隊老隊長湯
東征曾參與打撈 「阿波丸」、救出被困水下5晝夜
的船員等任務，創下多項紀錄。老一代潛水員依靠
笨重的潛水裝具，憑着 「黨員下頭水」、 「以命換
命」的意志一次次完成水下作業、救出生命。

潛水是世界最危險的職業之一。湯東征說，長
期從事潛水，可能患上的職業病就多達十幾種。上
浮過快造成的減壓病是對所有潛水者的最大威脅。

「水下作業多是單兵行動，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和戰友手中的 『生命繩』、 『兄弟繩』。」張恆銀
說。海底流、漩渦、各種障礙隨時可能奪走潛水員
的生命。

作為海軍首支防險救生支隊，擔負全海軍全海
域應急救援使命，兼負援救平民及其他多樣化的任
務。支隊加緊構建 「大深度、中遠海、多樣化」的
防險救生體系，加快提升全海域多平台一體化援潛
救生能力。

平戰一致箭在弦上
今年1月，張恆銀和其他3名潛水員在31個大氣

壓的高壓艙內鏖戰16個晝夜，創造了飽和潛水系統
320米飽和潛水和330.2米巡潛的全國新紀錄，為今
後大深度飽和潛水作業能力積累了經驗， 「對解決
更大深度援潛救生最後一公里的難題具有重大意義
。」支隊長劉傑說。

當天氣惡劣其他船隻回港避風時，一旦出現險

情，防救部隊仍然要衝向風浪。支隊多艘艦艇
年出海平均200多天，在碼頭上常年保持三級戰
鬥出航狀態。機動救生中隊始終保持一支應急
搶險分隊24小時待命。

「其他部隊是 『弓』，有戰備等級轉進
時間拉弓搭箭，防救部隊是 『弩』，始終要
在上膛狀態，一觸即發。」劉傑說。支隊擔
負全海軍全海域應急救援使命，兼負援救
平民及其他多樣化的任務。

2014年APEC會議水下安保，支隊官
兵對雁棲湖、頤和園等數百萬平方米水域
進行探摸，實現水下安全 「零隱患」。
2014年12月，正在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
的支隊長興島船，連續一周多為馬累供
水，用中國海軍的 「遠水」緩解了馬
爾代夫的燃眉之 「渴」。

救援手段由單一到體系
支隊配備目前中國唯一一艘新

型深潛救生艇，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潛水器之一，已完成包括核潛艇在內的中
國海軍所有型號潛艇實艇對接。在去年一次演練中
，從水下一次性轉移艇員8人。

「支隊正在完成由淺水向深藍、由近海向遠洋
、由轄區保障向跨轄區保障、由單一向體系轉變。
」支隊政委劉長敏說，目前已經具備氦氧潛水作業
、打撈沉船和深水搜索、觀察、探測能力，成為海
軍乃至全軍的海上防救勁旅。

2014年5月，美國空軍傘降救援隊飛行上千公
里，在太平洋上完成對遇險中國船員的救援，在爭
分奪秒的海上救援中體現了大航程、靈活機動的優
勢。此前的2013年8月，解放軍首支航空救生分隊
組建。

隨着海軍職能和範圍的拓展，僅靠艦船很難保
證救援時效和成功率，航空救生能將人員、裝備和
物資快速、準確投放至失事海域，並將失事艦船的
動態信息傳輸至岸基指揮所和後續支援兵力，特別
在中遠海援救行動中，發揮尖刀的作用。

「我們要做的就是在海上建立基本生存條件，
延續生命，再等待後續救援，將人員轉運至更大平
台上救治。」分隊長韓春告訴大公報。傘降救援一
般分為投送、救護和撤離等階段。由固定翼飛機投
送人和物資，先投放衝鋒舟、橡皮艇，救生員再下
水，將落水人員帶到船上進行初步救治。

各國航空救生培訓周期較長。韓春以美軍傘降
救援隊為例，救援範圍不限海上，

也包括陸地。除傘降、潛水、水面救生等基礎科目
外，簡單的外科手術在內的戰傷救護也是必修課。

2014年，分隊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陸上跳傘訓
練，平均每位隊員跳傘50餘次，從克服恐懼到熟悉
跳傘基本程序，從牽引開傘到自主開傘，基本掌握
了陸上跳傘技能。韓春稱，今年計劃開始海上跳傘
訓練。

分隊成員來自潛水、帆纜、機電等不同專業，
韓春本人是潛水員出身，這段經歷幫助他克服跳傘
初期的心理恐懼。對於其他隊員，除了堅持訓練、
相互鼓勵和心理疏導，還有機動救撈中隊的傳統教
育影響， 「邁不出機艙就意味着訓練完成不了，實
戰中就不能救人，下面可能是老百姓，可能是戰友
，必須跳下去。」

韓春坦言， 「我們希望擔負的任務越少越好，
因為一旦有任務就意味艦船可能遭受損失。生命受
到威脅。」

磨礪遠海救援尖刀

第一次背着幾十公斤的裝具下到六
七米深的水池，倪磊當時想 「天啊，原
來潛水員是這樣」。如今作為東海艦隊某
防救船大隊機動救撈中隊的骨幹，他對
各種水下作業遊刃有餘，去年曾代表中
國海軍在環太軍演中與美澳同行交流。

倪磊說，水下完全靠感覺判斷方向
、靠手摸，新潛水員半小時在原地打轉
很正常。東海島礁多、海流複雜，剛下
水就會被推很遠，呼吸管拽都拽不住，
「沒有良好的身體、清醒的頭腦、扎實的

潛水技能沒法在這裡工作。」
2010年，倪磊和其他3名潛水員創

造了480米模擬飽和潛水試驗的亞洲紀
錄。在饅頭、麵包被壓到像一團死麵的
加壓艙內，倪磊和戰友在480米深度停
留了31小時，除了對抗高壓神經綜合症
，還要完成一系列穿扣子、踩單車等人
體工效學試驗。 「這證明在不同深度的
作業，中國潛水員都能勝任。」

去年環太平洋軍演，大隊派出10名
潛水員與美國和澳洲軍隊潛水員交流。
「首次接觸美方也不知道中國潛水員什

麼素質，像培訓新兵一樣，讓我們從輕
潛水開始，到戴頭盔的重型裝備，按照
美軍要求去做，合格後再一起到海上探
摸沉船、模擬飛機墜海後的打撈。」倪
磊認為作業流程上美軍更細緻，這些經
驗也被帶回來完善自己。

「美軍從指揮員到潛水員服從意識
非常強。」30歲出頭的倪磊軍銜相當於
美軍軍士長，同一角色在美軍通常超過
40歲，但能力讓他很佩服。 「他們至少
在4個不同單位呆過、每個地方不超過3
年，還有海外駐軍2年以上的經歷才有
資格去考。這些軍士長精通指揮，一個
人可以指揮3名潛水員。」

北海艦隊某基
地勤務防救船大隊
組建於1955年，是

中國海軍第一支防險救生部隊。從組建
時的138名官兵、4艘30噸港灣潛水工作
船，到現在擔負援潛救生、沉船打撈、
遠洋拖帶等多項使命，這支部隊先後完
成劉家峽水庫堵漏、珍寶島冰下打撈前
蘇軍坦克、打撈 「阿波丸」號沉船、神
舟系列飛船發射保障等數百項任務。

潛水員周忠河是大隊下轄潛水分隊
的「三傑」之一。在一次重大試驗任務中
，某訓練器沉入74米深海底，遠遠超出
當時常規潛水裝具60米的極限深度，如
果不能及時打撈，獲得精確試驗數據，
會直接延長該型裝備的戰鬥力生成周期。
但大幅度超極限水下作業，極有可能導致
潛水員中樞神經受傷甚至肺部撕裂。

周忠河冒着生命危險，在水下工作
20多分鐘找到訓練器位置。經過3個多小
時、9站減壓出水後，他的體溫只有35度
，處於半休克狀態。在水下為保持頭腦
清醒，他咬破了自己的舌頭和嘴唇，而
這次任務創下了中國海軍常規潛水裝具
下潛深度最大等3項紀錄。

一次飛機失事，周忠河與戰友24小
時三班倒，連續在海上工作11個晝夜，
用雙手一寸寸摸遍了那片海底，最終找
到了 「黑匣子」。回到岸上時，周忠河
和戰友的雙手已是傷痕纍纍。

「我們的成功都建立在別人的痛苦
之上，完成任務的時候人家都不說再見
，不想再看到你。」周忠河說， 「儘管
我們裝備不是最先進、人數不是最多，
不過一個部隊靠的是作風和傳承，是從
第一代官兵就注入血脈的，所以我們完
成任務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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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飽和深潛試驗
中，潛水員離開
潛水鐘進入海底
巡潛 資料圖片

◀布放新型救生艇
資料圖片

▼準備入水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機動型救生鐘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並列搜索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穿戴深
水重潛裝
具的張恆
銀
大公報記
者賈磊攝

「潛水員準備，入水
！」 張恆銀背負深水重潛
裝具跨出一步，從數米高

的碼頭上躍入水中，擴音器
中傳來粗重的呼吸，水下畫

面被實時傳送到監視器。他所在的機動
救撈中隊，隸屬北海艦隊海上防險救生
支隊。這支歷史超過半個世紀的 「水下
尖兵」 ，隨着各種先進水下裝備的服役
，開始具備全海域應急救援能力。

大公報記者 賈 磊

▼潛水員沿冰縫潛入冰下探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