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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谈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②

从“小阿弟”到“海上珠穆
朗玛”

40 年前，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集装箱为何物。首航
前，上海远洋公司先买来两个集装箱给员工启蒙，几天
后竟被码头工人改造成厕所。

王再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集装箱船出现，到1978年
欧美不少国家已经有大型箱集装箱船。“好几次到国外港
口，我都盯着老外的大集装箱船纳闷。那么大的船、那么多
货，怎么一夜之间就能卸完？别人跟我们讲，集装箱船就是
先进，装卸速度比我们传统的散杂货船快好几倍。”

终于，中国也有集装箱船了。每谈及于此，王再生
都是百感交集。“我们起步很晚，但终究还是有了，而且
我赶上了。”

箱是从国外买来的，船也是从国外买来的。即便如
此，“平乡城”首航到达澳大利亚仍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喜
事。“澳大利亚港口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
首航的船员们都特别骄傲。只是国外的集装箱船个头很
大，我们很小，是‘小阿弟’。”

1978年的中国物资匮乏。“平乡城”从上海出发时货
物不多，从悉尼回来时才有较多的重箱。“我国当时和澳
大利亚做生意，回程时集装箱里放的大多是上海港需要
的机器、工业原料等生产物资，生活用品都很少。”

“平乡城”首航十年后，徐斌成为一名船员。
“我上的第一艘大船叫‘塔河’，是从马士基买来的老

二手船。”徐斌对这艘老船最深的印象就是“经常坏这坏
那”。万一碰到恶劣天气就更糟糕，不是舷梯被打坏、就是
舷墙被撕开，各种状况层出不穷，海员们总是在船上窜前
跑后，忙死累死！那时，每每看到停靠在同一港口的国际航
运巨头马士基公司的大船、新船，心里就格外羡慕。

幸运的是，这种羡慕并未持续太久。中国改革开放的
步伐在加快，伴随着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制造实力的日
新月异，中国自己的大船、新船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2008 年，徐斌第一次踏上中国首制的万箱船“中远亚
洲”，第一印象是“大得不得了”，全长 349米，型宽 45.6米，
他甚至担心“体型这么大，操纵起来会不会特别难”“这么
多集装箱，能不能装得满”？此后10年间，超大型集装箱船
加速入列。几乎每一天，都有满载“中国制造”商品的船舶
从中国港口出发，又装载着世界各地的货物来到中国。
2018年，徐斌自己成为中国首制2万箱船的船长。

“中远海运白羊座”才真是“大得不得了”。船长400米，
型宽58.6米，最大高度71.125米，最大载重量197021吨，货

舱与甲板均能装11层高标准集装箱，甲板面积比4个标准
足球场还要大，被业内比作“海上珠穆朗玛”。徐斌说，“首
航半年来，‘白羊座’一直处在外人惊艳的目光中！很多国
外同行对我竖起大拇指，嘴里不是‘big’就是‘strong’的赞
誉。就连平时航行在大洋上，也经常引来其它船舶好奇的
询问，人们喜欢用‘好大，山一样’来表示赞叹。”

从“买二手9英寸黑白电视回
国”到“每天船上与家人视频”

远洋船员是辛苦又枯燥的职业。“平乡城”单程近一个
月，每天面对的都是茫茫大海，打不了电话、收不到信件，
工作之余，就是几十个船员你看我、我看你。那时，船员最
大的福利是每年可以按规定从国外购买一台电器。

唐阿婆是王再生的老伴儿，“我们家最早的家电都是
老王从国外带回来的。”最早买过一个二手9英寸黑白电视
机，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船员们条件
逐渐好了，不再买旧的“洋电器”。“第一件全新‘洋家电’是
台 21英寸彩色电视机，在我们小区是第一台，邻居们非常
羡慕，每天晚上我会邀请邻里大小朋友来家看电视，最多
的时候家里同时挤了20多个人一起看电视。”

之后，王再生又慢慢地从香港、日本等地给家中添
置了空调、冰箱、录音机等家电。“我们家现在用的这台
空调，就是王再生 1991年从香港买来的呢。当时没舍得
用，后来搬新家才装上。”唐阿婆说。

那个年代的船员大多节省，偶尔船上会统一发些“洋食
品”比如饼干、巧克力，船员们多数不拆封一直留到下船，孝
敬长辈或者给孩子尝“新鲜”。“我记得王再生跑远洋航线时，
有时候还会买一些1米、2米裁剪好的彩色涤纶布料回来。当
时在国内这些都是好东西，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孩子结婚，我
们就送一块布料当贺礼，很有面子。”唐阿婆回忆。

今天，几乎没有船员千里迢迢带家电回国。中国是
家电第一生产大国，本土家电品牌在国际上拥有响当当
的知名度。中国的商品市场更早已告别短缺、走向丰
裕，国内消费者没见过、买不到的商品，越来越难找。

船员的生活也是今非昔比。“中远海运白羊座”上，
船员都有独立房间，船上还设立了娱乐室、健身房、图
书室，甚至还有一个标准篮球场，闲时可以在太平洋环
绕中打一场篮球比赛。

远离大陆，船员最盼望家人的消息。王再生跑船时，与
家人沟通基本靠写信。“每次快上船了，我们都提前准备好
一打邮票和信封。船只要一靠港，老王就赶紧找最近的邮
筒把信寄了。差不多每半个月能收到一封信，家里人要反
复看好几遍。”唐阿婆说。家人想寄信给船员可就难了，要
先打听好船舶中途挂靠港口的日期，提前把信寄出去。但
这往往看运气，有时船开走了、信才到港。船员经常绕了半
个地球回到家，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如今的船员则
告别了这类烦恼。“中远海运白羊座”上配备VSAT通讯系
统，为船员提供每天与家人最多30元的视频微信服务。

“我们这一代船员的确幸运，
有机会不断见证历史”

船在变大、生活在变好，远洋航运的足迹也在不断
向远方延伸。

“平乡城”首航后的第二年 4 月 18 日，“柳林海”号
首航，航线为上海至美国西雅图。王再生不在这条船
上，但他深知中国航运又迎来一个历史性瞬间。“柳林
海”靠港后，美国港口第一次出现挂有五星红旗的商
船，在当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门迅速打开的一个象征。

集装箱海上运输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是互为因果
的关系。说它是“因”，是由于海上集装箱运输凭借其标准化、

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成为全球贸易的助推者，也是中国
外向型经济的助推者；说它是“果”，则是由于中国制造的崛
起催生了大量的国际贸易运输需求。中国远洋海运的跨越
式发展，正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这一代船
员的确幸运，有机会不断见证历史。”徐斌深有感触。

2008 年，中远海运获得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
斯港 2、3号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当船员的，谁不愿
意在自己公司的码头停靠？“感受真的不一样。沟通更顺
畅、办手续更便捷、码头交接效率更高，我这个船长也
就能安心喝杯咖啡啰！”运营不到10年，码头吞吐量从起
初的每年68.5万标准箱提升至415万标准箱，比港在全球
港口中的排名由第93位跃升至第36位。

于徐斌而言，职业生涯更大的荣耀是他作为船长首
航扩建启用的巴拿马运河。

2016年6月26日，举世瞩目的巴拿马运河新船闸开通
启用。徐斌驾驶着“中远海运巴拿马轮”平稳地从大西洋侧
经运河驶入太平洋，成为第一艘通过新建船闸的船舶并载
入国际航运史册。“当天，运河两岸礼炮齐鸣，当地民众载
歌载舞，不停热情高呼‘COSCO SHIPPING’‘PANA-
MA’！作为首航船长，我被授予首航纪念牌，世界各地媒体
和当地民众争先恐后地与我合影。”回忆起当时情景，徐斌
依然一脸兴奋。“巴拿马运河扩建是国际航运界的一件大
事。由中国船舶首先通过，是中国航运实力的证明。”

从“平乡城”轮162个集装箱开始，跟跑—并跑—领
跑，今天中国远洋海运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 90个
国家和地区的 294 个港口，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有

“COSCO SHIPPING”的船舶航行在大洋上。这一切，
是王再生和徐斌初次上船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王再生仍在关注着中国远洋海运，期待听到更多好
消息；而徐斌则盼望着有更多机会亲自驾船见证历史。
因为两代船长都深信，精彩还在后头！

（除注明外，本版图片均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提供）

从“平乡城”轮162个集装箱起步，今天中国远洋海运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

两代船长，见证中国远航
本报记者 白天亮

1978年9月26日，中国第一艘集装箱船“平
乡城”运载 162个集装箱从上海启航，王再生是
船上大副。尽管已做了多年船员，他也只在国外
港口远远看到过人家的集装箱船卸货。如今80多
岁的王再生一再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跑了
中国第一条集装箱远洋航线，后来成为船长。

2018 年 1月 16 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 2
万箱集装箱船“中远海运白羊座”交付运营，这
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每到一处港
口，“白羊座”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吸引人
们拍照留念。48岁的船长徐斌自豪又淡然，因为
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运输船队。

1978到2018，时光走过40年。两代船长，在越
织越密的跨洋航线上、渐行渐远的国际港口间，亲
历中国集装箱航运由初创到强大，见证祖国腾飞。

海运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贾大山

图为“平乡城”船长王再生。 (受访者提供） 图为“中远海运白羊座”船长徐斌。（受访者提供） 图为“平乡城”轮。 图为“中远海运白羊座”轮挂靠宁波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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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一带一
路”倡议5周年、国际海事组织成立70周年。

海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基础
和服务行业，90%外贸物资通过海运完成运
输，是我国最早“走出去”的行业，发挥着对外
开放“先行者”和支持保障的重要作用。回顾
40年，中国海运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得益于改
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和历史机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招商局
在深圳蛇口开发建设了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
业区，打响改革开放的第一炮，也成为海运
率先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样板，创立了港口与
城市、与工业融合发展的蛇口模式。

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中国发展潜力，海
运需求快速增长，海运供给不断迈上新台
阶，到2000年海运需求居世界前3位，海运
运力达到 3844 万载重吨、居世界第五位，
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全面紧张状况得到缓解，
标志着中国进入世界海运大国行列。

进入新世纪以来，抓住 WTO和“中国
因素”机遇，中国海运规模化发展再上新台
阶，成为世界海运需求最大的国家，海运大
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形成海运强国框架。一
是形成规模居世界前三位的大型化、专业化
和年轻化的现代化船队，国际地位进一步提
升。二是形成一批规模居世界前列的世界级
大港，吞吐能力适应性达到适度超前水平。
目前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国占据七席。三
是海运企业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远海运
集团规模居世界首位，招商局港口和中远海
运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规模居世界全球码头运

营商前两位。
海运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发展成

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海
运发展之路的结果；也是坚决贯彻国家对外
重大举措、坚持强化创新发展的结果。

海运具有天然的国际化特征。大型航运企
业几乎都是国际化企业。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UNCTAD）中的班轮连接性指数，
2014年以来中国的海运全球连接度持续位居
全球首位。在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

“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加快推动由海运大
国向海运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海运业自身要进一步扩大开
放，积极参与国际海运治理。包括深化海运
投资领域对外开放，做好自贸试验区海运创
新政策的复制推广工作。继续有序推进海运

“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支
持海运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构建国际
化产业布局和服务网络，做强国际港航运营
商，进一步提升全球海运资源共享水平和配
置能力。积极参与重要国际通道治理，在重
要国际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贡献我国力
量。建立区域性航运组织，聚集、整合亚洲
航运声音等。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意味着互联互通。这
就需要海运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连接和通
路，由此带动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要
素的集聚。当前海运市场处于一轮漫长调整
期，竞争更加激烈，国际海运规则持续调
整，同时现代技术发展正不断推动海运服务
创新，现代航运服务已经打破了原有模式，
为客户提供集成化的服务已经成为重要竞争
手段。这就需要海运市场主体适应新形势，
把握新需求，着眼以更高的效率、更先进的
技术手段提供全程供应链服务，打造贸易大
通道，积极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作者为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