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导弹护卫舰烟台舰上的舰载直升机
紧急起飞。

中国导弹护卫舰哈尔滨舰上的陆战队
员观察“敌情”。

作训人员在标绘海图。

特战队员登上小艇准备解救“人质”。

特战队员乘小艇突击，解救“被劫商船”。

和平方舟医院船人员对“伤员”进行手术。

联演三大亮点
“这次联演是中国海军第一次组织多国海军多边联合演习。从联演课目及编

组等方面看，可谓亮点频频。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 23 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了“海上合作—2014”多国海上联合演习的亮点。

一、突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海盗、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
胁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威胁。 2004 年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和
2013 年菲律宾遭受强台风等严重灾害，以及马航客机失联事件，给相关国家造
成了巨大损失， 也凸显出提高各国海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 这次演习将以海上联合搜救为重点， 在课目设置上突出了应对非传统安
全问题，如联合救援、联合反劫持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二、彰显了各国海军通过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非传统安全威胁超
越国界，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无力独自应对，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解决。
这次多边军演以海上联合搜救为主题， 显示出各国依靠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的决心和愿望。 演习将进一步提高各国海军遂行海上联合搜救任务的能力，为
各国海军及时应对、处置海上突发灾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侧重混合编组。 联演中，中方 12 艘参演舰艇与外方 7 艘参演舰艇混编
组成 3 个联合编队，共同演练多种课目，这有利于提高各国海军遂行海上联合
搜救任务的能力，及时应对、处置海上突发情况。 演习期间，海上联合演习指挥
所通过各联合编队指挥所对中外参演兵力和相关保障兵力实施指挥 。

(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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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成立 65周年

武器装备
发展迅猛

近 10 年平均每年下水新舰
速度超过美国海军居世界第一

2014 年 4 月 23 日是中国海军成立
65 周年纪念日。 65 年前的今天，中国海军
的第一支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
州白马庙宣告成立。 当时，人民海军只有几
十艘舰艇，百废待举。 毛泽东亲自题词“为
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
大的海军”。

自此，迈出第一步的中国海军大步向前，
航迹不断向深蓝色的大洋延伸。 1983 年 5
月， 海军舰船抵达中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1984 年至 1985 年， 海军穿越茫茫太平洋，
远航南极；1985年， 首次出访的海军舰艇编
队驶入印度洋；1989 年， 海军第一艘远洋训
练舰“郑和”舰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首次访
问美国夏威夷港……

海军是一个综合性的军种。目前，由北海
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组成中国海军共有
五大兵种。 包括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
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海军岸防兵。 65 年
间，中国海军装备建设迅速发展。

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国首艘航母“辽
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从首次出海训练到初
步形成战斗力， 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日前， 中国首款舰载战斗机歼 15 在辽宁舰
上训练的珍贵影像首度公开。

2013年 10月， 多家媒体首次报道了中
国海军第一支核潜艇部队，公布的图片、画面
首次披露了中国核潜艇内部训练画面。 外媒
认为， 中国在 2020 年前将装备 5 艘 094 型
战略核潜艇；2013年 10月 27日，052C型的
济南号导弹驱逐舰在东海舰队某军港的照片
被曝光；12月 26日， 同型号新型驱逐舰郑州
舰入列东海舰队； 2014 年 3 月 15 日，中国
第 11 艘 056 护卫舰威海号入列北海舰队；3
月 21日，中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一代防
空导弹驱逐舰“昆明舰”正式加入海军战斗
序列……

分析指出， 中国海军近 10年来发展速度
惊人，平均每年下水新舰速度超过美国海军居
世界第一，并且平均舰龄也远低于美国海军。

（来源：中新网）

中国海军
六大经典战例
1950年 万山群岛战役

1950 年 4 月,海南岛解放后,由 48 个
岛屿组成的万山群岛仍被国民党占据, 兵力
达 3000余人,各类舰船 30余艘。 1950 年 5
月 25 日,人民解放军 16 艘舰艇向万山群岛
守敌发起攻击，在历时 71 天的作战中,战胜
了总吨位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舰艇部队,一
举解放了万山群岛和广东沿海的全部岛屿。
这是人民海军组建以来首次以小艇打大舰取
得的重大胜利。

1953年 鸭绿江大桥保卫战

1953年 3月，诞生仅 9个月的海军航空兵
不畏强敌，击落敌机 13 架，圆满完成保卫鸭
绿江大桥的防空作战任务。 此外，1965 年至
1968年，海军航空兵在海南岛上空先后击落
入侵敌机 7 架，击伤 1 架，创造了“8 比 0”
的佳绩。

1955年 一江山岛战役

1955年 1月 18日，一江山岛战役。人民
海军 148 艘舰艇、船组成的 4 个登陆运输大
队，46艘护卫舰、 炮舰和护卫艇组成的战斗
舰艇编队，在兄弟军兵种的配合下，一举攻克
一江山岛。

1965年 八六海战

“八六海战”爆发于 1965 年 8 月 6 日。
此次海战因为歼敌数量多自损极少， 在人民
海军战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 此战对台湾
国民党海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使海峡两岸
海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74年 西沙保卫战

1974 年 1 月 19 日，人民海军奉命进行
自卫反击。 随后， 中方收复西沙永乐群岛中
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获得了对整个西
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权。

1988年 三一四海战

赤瓜礁海战是 1988 年 3 月 14 日中国
与越南一场小规模战斗。 中方收复南沙群岛
永暑礁、华阳礁、东门礁、南薰礁、渚碧礁、赤
瓜礁共 6个岛礁。

（史辑）

中方导弹护卫舰烟台舰官兵对
“失事船舶”进行舷外支援灭火。

新华社青岛 4月 23日电（记者吴登
峰 王经国）“海上合作—2014” 多国海
上联合演习23日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

8个国家参加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文
莱等 8个国家的 19艘舰艇、7架直升
机及陆战队员参加这次演习。 演习以
海上联合搜救为主， 包括编队通信、

编队运动、海上补给、联合救援、联合
反劫持、轻武器射击等 6个课目。

上午 9 时，“海上合作—2014”
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式开始。

指挥舰为哈尔滨舰

演习指挥舰为中方哈尔滨舰，中
国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杨骏飞担
任演习海上指挥员。

演习开始后，参演兵力编成 3 个

联合编队同步展开编队通信演练，并
分头组织实施其他课目的演习。

第一联合编队由中方导弹护卫舰
葫芦岛舰、 临沂舰和综合补给舰洪泽
湖舰与孟加拉国“阿布·巴尔卡”护卫
舰、马来西亚“卡斯图里”号护卫舰、
新加坡“威武”号护卫舰组成，进行编
队运动和海上补给课目的演习。

第二联合编队由中方导弹护卫
舰烟台舰，导弹驱逐舰青岛舰、沈阳
舰及和平方舟医院船等 6 艘舰艇与

文莱“达鲁伊山”号巡逻舰、巴基斯
坦“沙姆谢尔”号护卫舰组成，进行
联合救援演习， 包括海空联合搜救、
救援失事船舶和搜索、定位以及识别
水下可疑目标等 3项内容。

第三联合编队由中国导弹护卫舰
哈尔滨舰、 两栖船坞登陆舰长白山舰和
印度“什瓦利克”号隐身护卫舰、印尼
“班加马辛”号船坞登陆舰组成，进行联
合反劫持、轻武器射击课目的演习，由中
方舰艇北救 122船模拟被劫商船。

“海上合作—2014”

中国海军首次领衔多国海上联演

多国海上联演全记录

19艘舰船劈波斩浪
23 日 9 时，海雾尚未散去，参加

“海上合作———2014”多国联合演习
任务的 19 艘舰船迎着海风， 劈波斩
浪，向青岛东南某海域疾驰而去。

紧急搜救

“航行在青岛附近某海域的商船
突发故障起火， 人员落水， 请速往营
救！ ”9时，接到求救的信号后，中方烟
台舰、青岛舰、沈阳舰、和平方舟医院船
与文莱“达鲁伊山”号巡逻舰、巴基斯
坦“沙姆谢尔”号护卫舰等中外舰艇迅
速组成搜救队形，前往事发海域。

9 时 25 分， 直升机发现落水人
员，随即一边通过电台通告落水人员
准确方位，引导“沙姆谢尔”号和青
岛舰高速接近；一边对两名落水人员
实施营救。

救生员顺着救生钢缆，努力接近
落水人员。 在海风的吹动下，海面腾
起数米高的海浪，干扰了救生员的视
线。 顺着海流，落水人员正向远处漂

移。 救生员一手牵着钢缆，重新调整
重心，成功救起 1名落水人员。

10 时， 接到运送来的落水伤员
后，和平方舟医院船上的中国和巴基
斯坦医护人员立即进行紧急施救：复
温、心肺复苏、输液、包扎、对病人分
流建档……

扑灭船火

就在“沙姆谢尔”号和青岛舰全
力搜救落水人员时，舰载直升机在飞
行甲板上轻轻一点，顺着气流微侧着
离开烟台舰左舷。

通过电台， 失事商船上呼救声越
来越急促。 9时 16分，在直升机的指
引下，“达鲁伊山”号和沈阳舰、烟台
舰火速支援。

“‘达鲁伊山’号、沈阳舰迅速占
领距商船 3链上风舷阵位！ 直升机组
保持 300 米高度，对火情进行持续观
察！ ”搜救任务指挥员邹建东用英语
果断下达命令。

9时 30分，“达鲁伊山” 号和沈
阳舰、烟台舰抵达指定阵位，使用消
防水枪进行舷外支援灭火。

数道水龙控制了失事商船上的
火情。“达鲁伊山”号、烟台舰损管分
队成员没有丝毫犹豫， 背负损管器
材，顺着湿滑的软梯爬上商船。

在中国和文莱官兵的共同努力
下，商船的火情被彻底扑灭。

在随后的 3 个小时里， 烟台舰、
沈阳舰、“达鲁伊山” 号等中外舰艇
又用声呐装备，依据水上漂浮物发现
方位， 对疑似海区进行重点搜索，并
于 14时 50分成功发现水下目标。

至此， 联合救援课目演习圆满结
束。

反劫持突击

“一艘商船遭到海盗劫持，命令
你部迅速赶往事发海域，全力营救被
劫船只！”演习海上指挥员、中国海军
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杨骏飞向由哈尔

滨舰、长白山舰、印度“什瓦利克”号
护卫舰、印尼“班加马辛”号船坞登
陆舰组成的联合编队下达命令。

9 时，联合反劫持、轻武器射击课
目演习正式开始。接到命令，“什瓦利
克”号派出直升机，抵近侦察。

“舱面发现 4 名海盗，其中 2 名
位前甲板、1 名位驾驶室、1 名位驾驶
室外侧，携有枪支！ ”听到直升机的侦
察情报， 联合编队指挥员王海江立即
下令： 哈尔滨舰占领被劫商船右舷
110 度，距离 3 链；“什瓦利克”号占
领左舷 110 度， 距离 3 链；“班加马
辛”号占领被劫持船艏 3链阵位。

10时 20分，哈尔滨舰发射信号弹
和震爆弹示警。 警告无效后，武力营救
开始。

10时 25分，“班加马辛”号实施
佯动， 直升机在被劫持商船上空盘
旋，进行火力压制并对海盗施加心理
压力，分散海盗注意力。

“砰！ ”清脆的枪声响过，站在驾
驶室外的海盗应声而倒。 突击队员踹
开舱门，手起枪响，舱内的海盗还没
回过神来，就纷纷中枪倒地。

12时 45分， 中印突击队员以枪
枪命中的优异成绩，圆满完成演习任
务。

（据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

烟台舰救援人员乘小艇快速驶向 “失
事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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