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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艇装备的换代同

时意味着专业知识的更

新和延展，舰员业务能力

提升的背后，是18601舰

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

而综合训练舰实操演练

水平的不断攀升，又折射

出近年来海警战斗力的

快速成长。

军营内外

◎高宏伟 傅金泉

◎陶 用 杨 湛

深冬时节，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的

一场自由对抗空战训练结束时，正好是晚餐时

间。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参谋长、海军一级

飞行员王兴强驾机落地后，来不及换掉早已湿透

的飞行服，也没有走进饭堂，而是大步走进讲评

室。

讲评室内，一字排开的数台电脑，正在实时

回放态势图、飞行参数、视频等数据。通过这些

数据，王兴强反复分析空中的每次攻击、每个动

作。一小时的飞行，他往往要用两三个小时来研

究评估，不放过一点点改进的可能性。

胆敢进犯我领空，老虎
也要敲掉两颗牙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即将进入中国领

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前不久，在东海某海上

空域，王兴强驾驶战机与外国军机迎面对峙。

100 公里、80 公里、60 公里……逼近，再逼

近! 王兴强驾驶战机抵近外国军机，直到将对方

驱离。

“如果胆敢飞到我们的天空上，哪怕是只老

虎，也要敲掉它两颗牙！”王兴强说。

“空中拼刺刀”是王兴强信念的图腾。在抗

美援朝和国土防空战场上，王兴强所在部队正是

凭着这种精神，迎战强敌对手，创下了世界空战

史上的 8 个首次，击落击伤敌机 45 架，塑造了享

誉全军的“海空雄鹰”精神。

“今天我们的战机更先进了，但敢于跟敌

人‘空中拼刺刀’的精神不能丢。”作为“海空雄

鹰”精神的传人，时代的推背感和本领的恐慌

感，时刻警醒着王兴强：如何赓续传统、再创辉

煌？如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

“未 来 的 海 空 战 场 给‘ 空 中 拼 刺 刀 ’提 出

了新的要求：信息化条件下的空中对抗，不仅

要拼勇气、拼技术，更要拼智慧、拼体系。”王

兴强说。

那年，王兴强奔赴某海域参加对抗演练。天

高云阔，目标在哪里？如何发现？怎样一击奏

效？紧贴实战的对抗模式，实时考验着飞行员的

战场思维和战斗素养。

受领突击某水面舰艇任务后，王兴强带领团

队认真研究对方装备性能，采取各种手段，本以

为吃定了对手，结果却功亏一篑。事后复盘，他

们惊出一身冷汗：对方多艘舰艇携手组网，充分

发挥了体系集成的优势。

“我们都是联合作战网络的一个节点，谁能

更好更有效率地调用资源，谁就更有机会赢得胜

利。”他总结道。

时隔不久，又一场演练打响。这一次，王兴

强充分调用预警机的信息优势，将对手态势变化

看得一清二楚，打了一场漂亮仗。

对自己狠一点，离打赢
就近一点

几名与王兴强搭档过的飞行员都有这样的

感受：“他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更狠。”而王兴强

却说“对自己狠一点，离打赢就近一点。”

去年上半年，王兴强参加了一次实弹演训

任务，空域情况复杂、气象多变，难度系数比以

往更高。

对王兴强来说，战机跟人一样，是有“脾气”

的。他力求把战机的各种“脾气”摸准，把战机的

战斗力发挥到极致。那段时间，他像着了魔，连

吃饭都捧着资料看。“只有吃透战机的性能参数，

才有胜利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战机就是另

一个‘我’。”王兴强说。

实弹打靶那天，王兴强率先驾机直冲云霄。

压杆、蹬舵……他把稳驾驶杆超低空掠海突防，

精准操控战机贴着海平面灵巧游弋，成功避开

“敌方”重重防线。随着“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

呼啸着冲向目标，靶标瞬间灰飞烟灭。

2020 年 6 月，王兴强走上了旅参谋长岗位。

“身份变了，责任也重了”，王兴强坦言，现在他考

虑最多的，是如何打造一支打仗型、研究型过硬

团队。

一次，该旅作训参谋吴承兴拿着精心做好的

飞行训练计划找王兴强签字，却被他无情退回。

王兴强给出的理由是：对空中预警、水面舰艇、地

面防空等兄弟单位的训练资源统筹考虑不够，没

有发挥最大训练效益，计划重新做……

向上级请示，与兄弟单位对接……王兴强指

导作训部门按照联合训练要求连夜修改完善训

练计划。

“完善后的飞行训练每一滴航油都能发挥出

最大作战效能，我们再苦再累都值！”训练结束

后，吴承兴深有感触地说。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后，王兴强和战友们的

“朋友圈”越来越大。从浙东沿海到西北大漠，从

东海海域到南海海域……王兴强和战友们驾驶

战机，不断延伸并刷新着团队的航迹，见证着人

民海军转型建设的浪潮。

这些年，王兴强参加重大军事任务 30余次，

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4 次，在战友们心中，他

早已是这支英雄部队的“王牌”。在王兴强看来，

真正的“王牌”是胜利，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一飞

冲天、不辱使命。

“海空雄鹰”续写“空中拼刺刀”传奇

1 月 5 日清晨，海南某机场雾气弥漫、阴云低垂，群鹰整装列阵、蓄势

待发。训练场上一片火热，地勤和场站保障官兵根据维护规程要求精心

准备，确保战机性能完好，飞行人员奔赴战位、登机检查，战勤班子成员和

跟班政治干部各就其位。

“计时起飞！”上午 9 时许，天气刚刚好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就紧贴习近平主席开训动员令要求，以高昂的精神状态展开课目训练，两

型多架轰炸机接力出动，直插云霄，正式打响了年度训练“第一枪”。

开训即起飞，升空即战斗。不多时，实施攻击训练的杨经纬机组顺利

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展开靶标搜寻。“高度××，速度××，方向××。”说

时迟，那时快，领航员赵衍斌根据杨经纬提供的参数，结合自身测算出的

投弹距离，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射按钮。

投弹瞬间惊心动魄，近海超低空飞行更是对飞行员心理和技战术水

平的挑战。刚完成攻击的杨经纬机组驾机开始下降高度，由于航线靠近

海岸线，往来船只密集，高高的桅杆若隐若现，贴着海面飞的战机一不小

心就可能“擦枪走火”。领航员肖扬紧盯雷达界面，严防危险障碍物。超

低空飞行与整体训练时间相比并不算长，却考验极大。

在新年度首次实战化飞行训练完成后的复盘总结会上，塔台指挥员、

团长李海涛介绍，当日气象条件比较复杂，科学的计划和细致的准备工作

确保了开训圆满顺利，也为今年的训练打下了良好开端。下一步，他们将

紧贴动员令要求，加强军事斗争一线练兵，推进战训耦合，确保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

紧贴动员令要求

加强军事斗争一线练兵

寒冬腊月，川中腹地。“3名‘暴恐分子’在高铁站持刀伤人驾车逃窜，

命你机组实施跟踪，并引导警力实施抓捕……”随着塔台指令发出，直升

机呼啸而起，直指目标地域上空。塔台之上，指挥员段炼指挥飞行编队在

山林上空不停变换角度、调整姿态，紧紧咬住目标……新年开训，武警第

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练兵现场令人热血沸腾！

该支队政治委员刘志勇介绍，作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开训以来，他们

紧盯战斗力短板，坚持任务牵引、平战结合，全面建设空地一体、高效支援、

快速出动、立体制胜的现代化空中劲旅，遂行急重险难任务能力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南粤大地，另一支队一场排爆综合演练紧张展开。

“前方发现多处不明爆炸物，请示快速开辟通路。”收到指示后，战斗

小组果断启用新列装的排爆机器人，在操作手远程遥控下，机器人借助全

地形履带翻越障碍快速行进，到达排爆点后，迅速将爆炸物转移。现场组

训的该支队参谋长林传贵介绍，今年开训以来，他们针对新列装的高科技

设备，先后成立 10余支专业集训队，围绕人机协同作战展开专攻精练，不

断挖掘战斗力潜能。

紧盯战斗力短板

用科技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月 4日，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千余名官兵齐聚训练场参加 2022
年开训动员大会。动员会后，刺杀、战术、救援专业训练……一幕幕火热
的练兵场景轮番上演，吹响新年度军事训练的号角。 曹先训摄

动员会后，吹响训练号角

科技日报讯 新年伊始，高原群山深处战车轰鸣，火箭军某旅一场实

兵实装全流程作战演练激战正酣，战备值班分队官兵经过蓝军重重特情

阻扰，成功占领发射阵地，导弹直指苍穹……这是该旅贯彻开训动员令要

求、深入开展对抗演练的场景。

与此同时，训练教室内，两个发射架操作号手相对而坐，互相设局出

招，指挥楼内，指挥机构成员从容应对各类特情，指令文书相继下达。

“只有在训练演练中不断提升实战化建设水平，才能确保战略铁拳全

面过硬、绝对可靠。”该旅领导介绍，去年年初以来，部队执行多项实战化

演练任务，形成了方案库、数据库、特情库、想定库、推讲库和指挥员手册

“五库一册”成果，有效推动部队实战化建设跃升。新年开训，该旅通过多

种形式拉开新年度战幕，进一步加强战法训法创新探索。

（黄武星 陈延杰 岳小琳）

群山深处，拉开新年战幕

近日，武警海警学院训练舰艇大队 18601 舰

汽笛轰鸣，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驶出甬江码

头，舰艏犁开层层碧波，舰艉甩开道道银练。

18601 舰是武警海警学院首艘集教学和训

练于一体的 618BG 型综合训练水面舰艇。截至

2021 年 底 ，它 已 经 安 全 航 行 了 10 年 ，航 行 达

57230 海里，仅 2021 年全年就累计保障 46 批次

3000余人次实训任务。

18601舰虽然不是作战舰艇，却培养了数万名

高素质海警人才，推进学员实操演练水平不断攀

升；虽然没有装备高精尖武器，却见证了海警舰艇

装备的迭代升级和海警战斗力的不断升级。特别

是，随着该舰的列装，它所属的训练舰艇大队也由

单纯保障型向教练型、示范型、窗口型延伸拓展，

战备训练教学一体化能力不断提升。

碧海蓝天，飘着几朵白云，海鸥在船舷上方

盘旋，不时有鱼儿跃出海面……但 18601 舰主机

班长陈平波却无暇欣赏舷窗外的这些美景。此

刻，主机舱内轰隆作响，温度高得像蒸笼，他正在

对油位、液位、温度、压力等进行仔细检查，油污

已沾满前胸，汗水已浸湿后背。

这是陈平波和轮机打交道的第十五个年头，

也是与 18601舰朝夕相处的第七年。

“主机是舰艇的‘心脏’，位于舰艇的枢纽位

置，持续为航行提供动力保障。”陈平波表示，他

认为世上最动听的声音莫过于舰艇“心脏”的正

常跳动声。

1993年 8月，武警海警学院接手被部队淘汰

的两艘丙交艇和一艘甲交艇，学员才正式有了实

习艇。

“这些实习艇最大的还不到 150 吨，装备老

化、故障率高，只能在近岸航行。”陈平波对刚上舰

时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舱内空间狭窄，学员只

能在甲板上吃饭，夏天像蒸桑拿，大汗淋漓；冬天

稍晚一点，盛好的菜汤就凝起白白的一层油。”

2011 年，该院首艘集教学和训练于一体的

618BG型综合训练水面舰艇 18601舰正式列装。

“吨位适中、续航能力强、机动灵活，流线型、

封闭式的舰体，越看越顺眼！”望着这艘排水量

600吨、满载 100人的新型综合训练舰，陈平波感

慨道，“以前的甲交艇和丙交艇的主机，分别仿自

苏联 M50-3 型快艇的轻 12V180 型高速柴油机

和原联邦德国的 TBD234V8 柴油机，而 18601 舰

的主机是来自河南省洛阳河柴的 TBD620V12型

柴油机，主机逐渐向国产化转变，功率从 882KW

提升至 1200KW，设备越来越先进。”

海警舰艇装备的升级换代，给一线操作保障

人员带来了新挑战。在老式训练舰上主要练的

是感觉技能，通过看、听、嗅、摸去感知设备的状

态，及时发现故障。而在 18601 舰上，设备状态

通过各种监测设备实时显示在电脑上，一目了

然，学员们需要学习更加高深的自动化控制知

识，以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

如今，陈平波不但掌握听声音辨故障的绝

技，还对各种设备的原理了如指掌。

综合训练艇装备升级换代

舰艇装备的换代同时意味着专业知识的更

新和延展。对此，船艇动力管理专业出身、从机

电长岗位一路走来的 18601 舰代理教导员王凯

深有感触。

列装后，机电岗位人员不仅要精通电工知

识，还需要掌握电子技术、各种自动化监控系统、

更新专业知识与时俱进

新型训练舰的交接入列，不仅代表着海警舰

艇装备的迭代升级，也预示着海警战斗力的加速

成长。

201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该院预提艇

（副）长班 20 余名培训学员轮流操纵该型舰艇，

跨越广东、海南、广西三省海域，历经 9 天 6 个

航次 1118.2 海里航行，完成处置海上群体性事

件、海上反偷渡、营救落水人员、离靠漂泊舰等

内容训练考核，创下当时海警编队历时最长、

涉及海域最广、海上航行最远、途径港口最多

的纪录。

与时俱进的舰艇装备知识，只有学以致用，

才能发挥出训练保障效能，提升对战斗力生成的

贡献率。对此，担负 18601 舰辅机维护任务的彭

志雄体会颇多。

福州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毕业、曾获第八

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慧鱼组竞赛一

等奖的彭志雄对自身业务能力信心满满。

不料，一次简单的故障，给他浇了一盆冷

水。一次，一台副机的进油管路出现故障，想起

大学时课本上有此类故障的处理方法，彭志雄主

动请战。故障虽简单，但捣鼓了半天也没能修

复。配合他的士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

“你们大学生士兵中看不中用啊！”彭志雄听后羞

愧得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

“循规蹈矩的学习方法，让我们掌握修理技

术的速度慢、知识面窄。这个漫长的磨合期我等

不起，必须采用超常手段才行。”彭志雄表示，他

利用休息时间突击辅机业务，研究了 60多本书、

几十张图纸和各式各样的管路。

很快，几公里长的管路走向、上百个阀门位

置、上千组技术参数，他都烂熟于心；机器一次异

常的抖动、一丝不正常的杂音、一缕颜色不对的

尾烟，他都能从中发现故障原因。

舰员业务能力提升的背后，是 18601 舰挺进

深蓝的壮美航迹。而综合训练舰实操演练水平

的不断攀升，又折射出近年来海警战斗力的快速

成长。

如今，18601 舰“后继有人”！记者了解到，

排水量达 2700 吨、满载达 200 人的 18602 综合训

练舰即将完成改装任务。届时，这艘航迹更远的

舰艇将满载海警新生力量远赴海疆、耕海育人。

训练保障效能不断攀升

集教学与训练功能于一身集教学与训练功能于一身
这艘军舰引领海警迈向深蓝这艘军舰引领海警迈向深蓝

可编程序知识以及与电有关的机械、液压、制冷

等方面的知识。换一型舰，就要经历一段痛苦的

“充电”，机电部门的 9名舰员全部经历过这种知

识更新换代的阵痛。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新舰

列装后的首批舰员，面临缺教材、缺标准等困难，

是装备操作规范的拓荒者。

最令王凯记忆犹新的是，自己在毕业前的一

次航海实习中遇到的情景，当时 18601 舰的辅机

因为保险丝烧断而自动停机，新保险丝换上没多

久又烧断了。同行的教员连续向负责辅机保障

的王凯追问了 5 个“为什么”：“为什么辅机停

了？”“因为机器超载，保险丝烧断了。”“为什么机

器会超载？”“因为轴承的润滑不足。”“那为什么

轴承会润滑不足？”“因为滑油泵失灵了。”“为什

么滑油泵会失灵？”“因为它的轮轴耗损了。”“为

什么滑油泵的轮轴会耗损？”“因为杂质跑到里面

去了。”王凯在对追问的回答思考中，终于找到辅

机停机的真正原因。他赶忙为滑油泵加装滤网，

之后辅机再也没出现过停机故障。

经历这件事后，王凯每天把自己关进机舱

内，拿着图纸及说明书，对着管路、电路图，从泵

到管路、从发电机到汇流排，从晶闸管到继电器，

对每一个部件、每一路信号逐一研究，将每一次

维修保障中遇到的难题、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

最佳处理方法，都详细记录下来。

经历“技与术”的历练后，王凯找到了他所在

领域的“道”——既要脚踏实地关注当下，更要贴

近实际紧盯前沿。

他说：“海警使命任务拓展和身份属性转变，

使得海上维权执法形势复杂多样、海警职能业务

多重叠加、机电装备频繁更新，让我们更加关注

装备保障如何更加贴近实操演训任务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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