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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落幕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杜佳明 倪栋梁

　　“最孤寂的地方有最璀璨的

星空，最遥远的地方有最深情的

牵挂。”这是远望6号船上的一句

标语，也是船员内心的真实写照。

　　33次远征大洋，累计航程可

绕地球赤道22圈，70次圆满完成

以神舟、北斗等为代表的海上测

控任务……自2008年交付使用以

来，这艘我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

量船勇闯远洋深海，创造出远洋

测控点位最远、纬度最高、捕获目

标时间最短等多项纪录。

　　101室是远望6号船的驾驶

室，只要船在海上航行，这个房间

里都会有人值班。值班时的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填写航海日志。

　　航海日志是船舶的重要法定

文件，也是船舶安全航行的原始

记录，以及分析和总结航海经验、

判断和处理海事的重要依据。

　　在执行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中，远望6号船转战太平洋、印度

洋、大西洋，单次航行93天，航程

28500海里，调整时差达12小时，

两次经过号称世界最危险航海地段好望角，抵达远洋

测控最远点位、最高纬度。

　　在这次任务中，远望6号船连续28天经历温带气

旋，冷空气影响造成高达4.5米海浪的极端恶劣海况，

船体在剧烈扭动中升沉、摇晃，晕船呕吐、严重失眠，生

理上的不适让大家饱受折磨，但大家都以顽强的意志

坚守在岗位上，成功获取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航海日

志也留下一条海上测控的新航线。

　　自上船那天起，每名远望6号船船员都会被授予一

个跟随一生且独一无二的编号，那就是远望6号船船员

编号。从首任船长到刚上船不足半年的新船员，编号已

经从1排到近700个。

　　对于2007年上船、编号为144号的胡金辉来说，有

段回忆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2008年9月26日9时50分，距离神舟七号任务时间不

到3个小时，雷达主操作手胡金辉像往常一样端坐在操

控台前。突然，USB天线设备状态显示异常，红色故障

码非常刺眼。

　　经检查发现，是低频滑环系统的某些滑环断裂卡

在天线转动槽里，割断多根信号电缆。要想恢复正常工

作，需重新用多根线缆将主要信号连通。

　　这时，一声长达25秒的警铃声响起。这意味着还有

30分钟，神舟七号飞船将进入远望6号船测控区。

　　海上条件有限，维修时间紧张，所有人都绷紧神经

随时听令。由于天线筒空间狭小，除5名直接参与抢修

低频滑环的人员外，测控部门其他人员到现场统一调

度，找工具、剥线缆，工具不够用就用牙齿咬、用手剥。

大家顾不上磨破的嘴角和流血的指尖，只求以最快速

度剥出线缆应急短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所有人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

终于，线缆接好了。“快看，天线转起来了！”这一刻，离

目标进入远望6号船测控区域只有30秒。

　　对于远望6号船轮机系统的王恒来说，属于他的644

号船员编号，因为去年经历的一件事变得意义非凡。

　　2020年9月，王恒在一次例行值班巡视过程中，从

主机巨大的噪声里听出船舶艉轴有异响，立即上报值

班领导。经水下机器人下水巡检，发现艉轴导流罩脱

落。由于发现问题及时，成功避免了影响船舶安全的重

大风险。同年12月，王恒因表现突出，被航天系统部表

彰为“最美航天人”。

　　远望6号船船员鹿佳有一本集卡册，里面有561张

电话卡。这些，是远望人的特殊记忆。

　　远望6号船每次执行任务都要深入远海大洋，对外

联络只能通过卫星电话。一趟航程下来，这些电话卡装

满了一个个或甜蜜、或苦涩、或开心、或悲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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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王世卓

　　伴随着汽笛的嘶鸣，武警海警学院某综合训

练舰驶出甬江码头，2021年度舰艇长培训班结业

考核于近日拉开帷幕。

　　根据《海警舰船训练与考核大纲》要求，中国

海警局依托院校和训练机构定期组织舰艇长集

训，实施全训合格考核，制定成绩评定标准，对其

独立操纵能力进行认证。培训班80余名学员将在

本次考核中完成机动绘算、海上执勤、综合执法、

靠锚泊船、海上拖带、雾中航行等十余项任务。

　　“舰长是舰艇的舰魂，每位学员身后都可能

是一艘舰艇，甚至是一支编队。”大队长张天会道

出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向。

舰艇长首先是优秀的航海长

　　“常用助航标志有哪些？”“预设航行安全边

界线需要参照哪些数据？”“如何结合风流水深调

整靠码头方位朝向？”“航行海区渔网渔栅分布有

何特点？”“在海上进出船舶多的情况下，如何防

止船舶违规出海和预防外来船舶进出港？”

　　航海系教员田洪雨一连串提问，听得学员舒

龙有些茫然。

　　舒龙刚毕业就随衡阳舰、玉林舰、武汉舰参

与亚丁湾护航、“和平友谊”联合演训等多项任

务，顺访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新西

兰、瓦努阿图等多国。可面对田洪雨的提问，他却

无法套用以往的知识经验。

　　如何让学员既懂技术又懂指挥上岗有所作

为？在不断论证中，武警海警学院积极探索舰艇

长培养的最佳路径。

　　“舰艇长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航海长。”田洪雨

说，舰艇制定航线往往涉及图幅较多，所处水域

地形较为复杂，需要舰艇长在繁杂的信息中快速

抓住要领。

　　现势性强、准确性高的海图就像航海者的眼

睛，准确直观地指引舰艇避开障碍物，确保舰艇

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还要通盘考虑海岸地形、

海底地貌、海区风流、水文气象、舰艇惯性等诸多

地理航海要素。

　　在培训班，舒龙综合运用罗经方位仪、导航

雷达等航海仪器辅助实施海图作业，把等深线、

航标、港口码头、锚地等要素牢记于心。别人眼中

枯燥的海图物标和数据，他却琢磨得津津有味。

　　为求证一个碍航物的资料来源，他把档案库

翻了个底儿朝天；为确定一个符号的表示方式，

他查证规范、向教员请教。十几个锚地、上百航

标、数千岛屿的舟山群岛海图在他心中织就。

仿真教学提高演练针对性

　　在舰艇综合仿真训练系统实验室，学员刘人

玮紧盯屏幕，根据实时显示的场景有条不紊地下

达英语口令。

　　此时的室外艳阳高照，室内却漆黑如夜。“舰

艇”随波涛起伏颠簸，阵阵眩晕袭来。操作台上，

各色信号灯频频闪烁，车钟、自动舵、导航雷达等

设备整齐排列，“舰艇长”轻点鼠标，将一道道指

令输入电脑。

　　近年来，海警舰艇数量不断增加，型号种类

更为复杂、更新换代周期更快，这对舰艇长的操

纵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模拟中心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利用网络训

练资源优势，有效整合15种不同型号的舰船，模拟

抢险救援、扫海警戒、临检拿捕等多个仿真教学实

训场景，基本涵盖中国海警舰艇的任务类型。

　　“模拟驾驶台与实际船艇完全吻合，并实现

模拟海域航行360度全视角视景功能。通过驾驶

室外投影仪，把实地采集景况立体投射到屏幕。”

舰艇指挥系教员杨玉峰说。

　　针对海上航行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特点，主

控台调试设置大风浪、雨雪、大雾等多种特殊情

况，满足恶劣天候不同海区训练需求。

　　在“临检拿捕”课目演练中，“可疑船只”在海

事部门协调下，正缓缓驶入警戒海域。实施拿捕舰

迅速出击，喊话警告、迂回包围、火力警戒、登临拿

捕，各个程序一气呵成，逼真的海上环境提高了演

练的针对性。此外，课目演练全程电脑打分，将“电

子判官”引入考核，大大缩减了训练成本。

　　“利用无人机拍摄取证，具有角度多维、成像

质量高、使用成本低等优点，可以有效解决死角

多、取证难问题，提高海上执法效率。”无人机模

拟器驾驶操作间内，参训学员在学习飞行技巧

时，感受着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

　　武警海警学院对照大纲要求和课程设置，相

应开设无人机实训中心、信息融合与态势感知可

视化实验室、轻潜水实验室、海警舰艇型谱研究

室、航海模拟仿真实验室等教学训练场馆，让数

据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师生。

锻炼学员应急处置能力

　　“卫星定位失效，利用陆标定位，制订抛锚计

划。”突发特情，让正准备在指定锚位点抛锚的学

员熊凯旋一时手忙脚乱。

　　“海上态势瞬息万变，胜负往往在须臾之间。

临机设置特情，就是要有的放矢，实打实锻炼学

员的应急处置能力。”某综合训练舰舰长刘震说。

 　“没有考虑风力影响，舰艇偏转过快；指挥过

程紧张，反应偏慢，口令下达不及时。”讲评时，刘

震直指问题。经过悉心指导，熊凯旋最终操纵舰

艇成功抛锚，定位速度和精度有了较大提升。

　　波云诡谲的海面上，主舵失灵、机舱破损进

水、人员意外受伤等各类险情层出不穷。“能不能

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妥善处置各类复杂棘手情

况、完成好上级赋予的使命任务，是对我们最直

接的考验。”熊凯旋说。

　　在接下来的航行中，学员继续进行导航装备

与应用、海洋水文气象、船艺与舰艇操纵、舰艇组

织训练与管理、舰艇反劫持等多模块同步分练。

平日课堂上讲授的运输补给、抢险救援、海上反

恐怖行动等课目，都可能是下一秒的突发想定。

　　驾驶舱内，随着导调组下达命令，学员栾业

琛紧盯显示屏，风速、风向、流速、流向等分析处

理数据滚滚而来。他操纵雷达，时而拉远镜头进

行全景扫描，时而拉近镜头进行局部观察。

　　“报告！左舷30度，距离3海里，发现可疑船

只。”“两进一，左舵10！”栾业琛指挥舰艇迅速调

整航向占领有利阵位，高速向目标挺进。

　　“舰动三分险，操纵舰艇要有如履薄冰的意

识，更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随着任务变化，栾

业琛迅速判断并展开相应操作。

　　按照实战环境设置的考核条件与程序，全面

检验着“舰艇长”们的真实水平。

海疆卫士在这里成长
记武警海警学院全力培养舰艇长队伍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杨东鹏 练红宁

　　随着全民国防教育日和国庆节的到来，近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身影在南京国防园

忙碌。她就是南京国防园副主任张莉，也是一

名退役女兵。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2周

年，长征胜利85周年，南京国防园作为国防教

育基地，有义务开展好国防和党史教育，通过

常变常新的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张莉说。

　　张莉曾是一名通信女兵，先后获得“一级

技术能手”和“优秀士兵”等荣誉。1995年退役

后，因为军人家庭出身和三年从军经历，她选

择到南京国防园工作。

　　“当时国防园建成时间不长，前景未知。思

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军营难以忘怀，国防园就是

我延续梦想的地方。”张莉说。

　　南京国防园是驻宁部队参建的一座兼有

军史、兵种和国防教育的场馆，也是全国最早

的国防主题双拥公园。现在，国防园已成为全

民国防教育基地、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双

拥示范基地。

　　如今，张莉已经在南京国防园工作25年，

成为园区建设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

  一次次精彩活动、一场场宣传策划，无论

是策划方案的落实，还是展览布展、讲解培训、

宣传接待等环节，张莉都精益求精。近年来，南

京国防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成为文化

品牌。

  在张莉的建议下，2017年，景区组建了“情

系国防”命名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2020年，景区因新冠肺炎疫情闭园，张莉

策划了“线上科普”专栏，通过景区微信公众号

连载。

  从2020年1月开篇，至今已刊发近60篇高

质量科普短文，其中一半稿件来自志愿者服务

队成员。不少大学生志愿者正是通过参与线上

服务，成为国防文化的传播者。

　　张莉还通过组织红色记忆访谈，采访健在

的老红军、老战士，将他们珍贵的影像资料用

于双拥国防教育；通过编辑科普丛书“南京国

防园篇”，让青少年了解我国国防建设。

　　2014年，南京国防园启动“国防科普进校

园”公益活动，张莉负责组织策划。她带着展

品、课程走进学校，把国防教育主题展览送进

大中小学校园。8年来，张莉累计走进150余所

学校，惠及7万多名学生。

退役女兵25载国防情

　　本报讯 记者陈丽平 通讯员王含丰 云利孝

9月5日，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陆

军工程大学野战工程学院学员七大队二十二队爱心团

队作为全军唯一获评“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的单位，

受邀在江苏省民政厅分会场参加表彰大会。

　　“荣誉的取得对我们既是肯定也是鞭策，我们将始

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奉献爱

心、践行善举，一如既往把‘爱心向黔进’活动传承下

去，努力为更多的山区学生搭起圆梦之桥。”爱心团队

骨干张锐说。

　　该团队是一个以学员为主体、部分教职员工及社

会爱心人士参加的爱心助学团队，先后获评“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第七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南京市首届“最佳慈善公益项目”。

　　团队发起人袁道银是陆军工程大学2011届毕业学

员。2009年，袁道银在网上了解到贵州贫困山区孩子的

情况后，于次年暑假，和学员谢开武前往毕节市纳雍县

化作苗族彝族乡野鸡落村走访考察。回到学校后，两人

把资助学生的想法告诉战友，很快得到大家响应。

　　12年来，一茬茬官兵延续爱心善举，设立“爱心基

金”，建立助学活动实践基地和双向交流机制。多年来，

团队累计筹措资金50余万元，先后帮助400余名贫困生

完成学业、100余人走出大山、考入大学。目前，“爱心向

黔进”活动已成为该校双拥共建、助学兴教的品牌。

陆军工程大学爱心团队

获评“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

　　为提升中级士官队伍建设质量，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一支队组织中级士官整训。整

训以思想和作风建设为着力点，通过量化评比、研讨交流、日常管理、授课辅导、训练考核，进一步

强化中级士官法治意识。图为武警官兵正在进行训练考核。         本报通讯员 李建光 摄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一支队组织中级士官整训

  图为在“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中，我方参演分队正在展开战斗队形。                焦光辉 摄

　　本报郑州9月15日电 记者陈丽平 通讯员孙月胜 李静阳

今天，“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在陆军确山某训练

基地落下帷幕。

　　9时许，随着16枚信号弹升空，综合演练正式开始。中国、蒙

古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国1000余名参演官兵混合编组、联合指

挥、一体行动，围绕“多国维和部队联合行动”课题，共同完成临

时行动基地建设、警戒巡逻、武装护卫、保护平民、应对暴恐袭击

等多课目连贯演练。

　　演练中，4架无人机临空展开战场侦察，蒙古国步兵分队展开

先期警戒，消杀无人机在空中消杀，泰国工兵分队修缮基地受损

设施，各参演分队按照国际维和标准，迅速建立临时行动基地。随

后，对武装交火波及的“平民”进行综合处置。

　　以巴基斯坦步兵分队为主混编的要员护卫队完成任务后，

物资护卫队遭武装分子袭击。直升机搭载快反队员实施“1机8绳

同降”，快反队员分组交替掩护前进，与物资护卫队协同配合，抢

占有利地形实施三面夹击，及时驱散“武装分子”，解除安全威

胁。短途巡逻队及时处置了途中遭遇的平民械斗。

　　演练最后阶段，针对导演部设立的汽车炸弹、无人机等复合

式暴恐袭击，步兵、警卫、快反、医疗等分队精准协同，第一时间

展开防护救援，并对“恐怖分子”实施合围打击，成功抓捕“恐怖

分子”头目，押送至联合国工作区接受审查。

　　这次演习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

年重要配套活动。演习于9月6日至15日举行，10天来，各国参演

部队合兵联训、密切协作、互学互鉴，检验提升了维和待命部队

遂行任务能力，增进了交流互信与务实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