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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护航了，每一次护航
时在不同的岗位上总有多彩的故事。这次我
要讲的是急驰900海里救治患病渔民的故事。

今年2月25日15时许，骆马湖舰正在为
昆仑山舰施行海上补给。突然，我在编队指
挥所接到求救的卫星电话，舷号为“福远渔
853”的渔船正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捕鱼作
业，目前距舰 900 海里 （1600 余公里），一
名船员突然腹部剧痛难忍，趴在地上，强烈
呕吐。

编队指挥所了解情况后急令骆马湖舰立

即前去救援。为安抚渔民情绪，我们打电话
告诉他“千里万里，海军救你”。骆马湖舰
一边加强与渔船沟通，一边引导渔船相向而
行，以最快速度为救治赢取宝贵时间。一场
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在远海大洋上演！

经过33个小时高速航行，2月27日凌晨
1时许，骆马湖舰与渔船顺利会合。“病员情
况如何？”骆马湖舰与渔船联系。“他目前情
况良好，暂无呕吐和疼痛。”渔船船长的回
复让官兵们稍缓了一口气。鉴于病员情况相
对稳定，经与渔船船长沟通，骆马湖舰决定

在天亮时登船救治。淡淡的月光映照着海
面，渔船与军舰相依相伴，宛若异乡的游
子，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

天一亮，医疗救护组登上渔船迅速救治
生病船员。经过B超、心电图、物理查体等
检查，医疗组初步诊断为结石合并阑尾炎，
暂无生命危险。医疗组随后为病人进行抗
炎、镇痛、解痉等紧急处理。鉴于病员目前
病情有所好转，并且情况稳定，渔船船长和
病员决定在靠港后再做进一步后续治疗。医
疗组还为15名中国国籍船员体检，确认3名
渔民患结石病，3名渔民心电图异常。医疗
救护组也为他们留足药品。

治疗结束后，船长张文英握着官兵的手
激动不已：“感谢祖国啊，没有强大的祖
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哪会有亲人千里迢迢
赶来援助我们啊！”

晴空万里、碧波荡漾，看似宁静的亚丁湾
海域暗流涌动。

“报告驾驶室，雷达显示编队右前方 20公
里发现多个可疑目标！”“丁零零零……一级战
斗部署！”“直升机起降部署！”随着指挥员命令
的下达，安静的船舱顿时沸腾起来，我和随时
待命的机组人员迅速整理装备，朝甲板奔去。

“××直升机开车准备完毕，请示起飞！”
“可以起飞，向右前出20公里巡逻警戒！”
“××明白！”
伴着直升机的轰鸣声，我们很快到达可疑目

标海域，发现有3艘母船静止漂泊，9艘小船呈V
字形高速机动。为了搞清楚小船的真正目的，我
们保持安全距离逐渐下降观察，慢慢地发现V字
形的中央是一个大型的鱼群，小船的舱内除了打
鱼工具并没有发现软梯等可疑工具。查清楚情况
后，我们迅速报告指挥员，并继续在小船和被护
船只之间机动，直到编队渐渐远离小船。

就在我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之时，突然发
现从另一个方向还有一艘小船正以极快速度向
被护船只后方奔去。小船上大约有三四人，船
后的尾迹有两排，舱内所放工具不明，所有迹
象都符合海盗船只特点。难道是敌人声东击
西，故意制造大阵仗打鱼吸引注意力，却从另
一方向搞突然袭击？不管事实如何，我们边报
告情况，边迅速转弯插到可疑船只和被护船只
之间。就在大家全神贯注随时准备调整位置向
可疑目标警告射击时，可疑船只向右转弯迅速
远离编队而去。我们继续在周边巡逻警戒，在
确保编队附近安全以后，才返回军舰。

从直升机上下来，我才发现衣服已经湿
透，40摄氏度的座舱温度在注意力高度集中时
竟然没感觉。当时我一心想的是只要有中国军
人在，被护船只就一定能安全到达目的地，绝
对不容许可疑海盗船只靠近！

7月11日上午，圆满完成护航和访问任务的海军第
31批护航编队，顺利抵达湛江某军港。十里军港热情洋
溢，部队官兵和家属代表800余人前来迎接。这一刻，护
航将士们军容严整在甲板整齐列队，向阔别7个多月的祖
国敬礼。

海军第 31 批护航编队是由两栖船坞登陆舰昆仑山
舰、导弹护卫舰许昌舰、远洋综合补给舰骆马湖舰，携
带3架直升机，数十名特战队员组成。编队于2018年12
月 9日从湛江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历时7个多
月，圆满完成28批46艘次中外船舶护航。

护航期间，编队还派出舰艇参加“和平-19”多国海
上联演和国际防务展，积极宣扬和平发展理念，并以专
业、开放、自信的形象赢得了外国同行的尊重与称赞。返
航途中，编队还利用有利时机，在远海大洋组织使命课题
训练，着力摔打磨砺部队实战化能力。 国家利益所至，舰
艇航迹必达。护航任务中，编队官兵始终把祖国和人民利
益放在首位，完成了多次紧急救援任务。

2019年1月10日，浙江舟山籍渔船船员黄立平胸部
受伤急需救援，编队临时党委立即命令骆马湖舰火速前去
救助伤员。救援成功后，船员在一块纸箱板上写下：感谢祖
国，感谢人民子弟兵！不久后，骆马湖舰又成功救治被护船
舶“海澜之春”号患病船员耿玉龙。2月27日，骆马湖舰再
次疾驰900余海里救治福建籍渔船患病渔民黄顺祖。在被护
船舶“振华34”轮主机发生故障难以修复时，许昌舰组织技
术支援小组登船抢修12小时排除故障……每一次救援，编队
官兵都全力以赴，护航一路，把无疆大爱写满远海大洋。

此次护航，编队辗转印太两洋，六过海峡，勇闯西风
带，跨越60个纬度、120个经度，航经4个气候带、9个时区，
累计航行11万余海里。全体官兵克服重重困难，以勇于担当的
精神、勇闯大洋的豪迈、敢打必胜的作风，履行了人民海军
的如山使命，续写了护航征程的新篇章。 （王 杰）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本报独家报道中国
海军第31批次护航纪实——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本报独家报道中国
海军第31批次护航纪实——

我在亚丁湾护航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晴晴
刚开始知道你要去护航刚开始知道你要去护航，，心里很是激动心里很是激动

和骄傲和骄傲。。能去参加这么重大的任务能去参加这么重大的任务，，说明单说明单
位对你的重视位对你的重视。。你刚一离开三亚去湛江你刚一离开三亚去湛江，，我我
心里就开始了牵挂心里就开始了牵挂，，打电话问准备得怎么打电话问准备得怎么
样样，，可你除了买日常用品外什么都不跟我可你除了买日常用品外什么都不跟我
说说。。今天已经是出发第三天了今天已经是出发第三天了，，没有信号没有信号，，
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联系，，不知道你们在海上过得怎么不知道你们在海上过得怎么
样样。。我会一个人好好地在三亚等你回来我会一个人好好地在三亚等你回来！！

20192019年年22月月44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小雪小雪
今天是大年三十今天是大年三十，，你已经出发第五十七你已经出发第五十七

天了天了。。我们俩去年我们俩去年 44 月月 1414 号结婚号结婚，，今年本是今年本是
婚后第一个新年婚后第一个新年，，可惜你却与我相隔数万里可惜你却与我相隔数万里
之遥之遥，，连联系一下都成了奢望连联系一下都成了奢望。。我们单位过我们单位过
年期间要加班年期间要加班，，可是你不在家可是你不在家，，我不能让爸我不能让爸
妈独自在家过年妈独自在家过年，，只好把工作辞了只好把工作辞了。。家里一家里一
切安好切安好，，我过完年再去找工作我过完年再去找工作，，希望你们在希望你们在
海上平安顺利海上平安顺利。。好想你能早点儿回来好想你能早点儿回来！！

20192019年年77月月1111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晴晴
你们终于回来啦你们终于回来啦！！我们结婚我们结婚 1515 个月了个月了，，

可你自去年可你自去年 66 月出海开始护航至今月出海开始护航至今，，一共有一共有
1100个月在海上个月在海上，，我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子了我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子了！！
家里什么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操心家里什么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操心，，想到这些我想到这些我
就非常生你的气就非常生你的气！！可是又一想你在海上这么长可是又一想你在海上这么长
时间时间，，每天都要战备值班每天都要战备值班，，保护过往商船保护过往商船，，长长
时间不能靠岸时间不能靠岸，，连新鲜水果蔬菜都吃不到连新鲜水果蔬菜都吃不到，，又又
很是心疼很是心疼。。昨天在招待所时就在想昨天在招待所时就在想，，你现在是你现在是
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有没有变瘦了有没有变瘦了？？有没有被晒黑有没有被晒黑？？你你
在外为国家付出在外为国家付出，，我永远都是你的港湾我永远都是你的港湾！！

作为一名报道员，很荣幸能参加此次护
航任务。这是我的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出海，
心中充满好奇与期待开启了我的护航梦。

护航带给我很多难忘的故事。1 月 7 日
下午，我所在的军舰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突
然战斗警报拉响，广播重复播报的“一级反
海盗部署！”打破了亚丁湾的宁静：在距商
船不远处发现了疑似海盗小艇在活动。作为
摄录像取证人员，我拿起摄像机火速赶往直
升机待命。那是我第一次登上直升机，也是
第一次见到装扮成渔船的海盗小艇。从空中

往下看，一艘疑似海盗母船拖带着两艘小
艇，正徘徊在被护船舶周围，船面上肉眼可
以看见渔网等一些捕鱼的设备，可疑的是没
有人员活动的迹象。面对波诡云谲的亚丁
湾，我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想到能为祖
国出征亚丁湾，守护这片海域的安宁，我感
到无比光荣。最终，我们成功驱离了这批疑
似海盗小艇，我也拍下了清晰的照片。

心中有信仰，脚下才会有力量。身处远
海大洋，难免会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我依
然记得除夕夜那晚与战友们抱头痛哭的场

景、排队打亲情电话时急切的心情，还有无
数个思念亲人难以入眠的夜晚……

“儿子，你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联系家里
了，还好吗？”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长航后，刚打开许
久没有信号的手机，就收到妈妈的短信。那
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心中满是愧
疚。由于行动保密，组织上规定不能跟家里
谈及编队的动态。思虑许久，我颤抖着在手
机上写了7个字：“妈，我很好，您放心！”

历时 215 天，带着亲人的牵挂，编队终
于凯旋。回想这 7个多月的点点滴滴，有过
兴奋、有过紧张，有过欢笑、有过枯燥，有
过惊喜、也有过无奈。我依然记得亚丁湾上
的夜晚是多么的宁静，大海是多么的安详。
不禁让我想起一位领导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护航一次，终生受益。”

作为一名炊事兵作为一名炊事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精心每天的工作就是精心
保障好护航官兵的伙食保障好护航官兵的伙食。。俗话说得好俗话说得好：“：“要要
让马儿跑得了让马儿跑得了，，就让马儿吃得好就让马儿吃得好。”。”何况我何况我
们还是在抗击海盗们还是在抗击海盗。。一天的工作说简单就是一天的工作说简单就是
切菜做饭切菜做饭，，但要忙碌起来但要忙碌起来，，那就是一身汗一那就是一身汗一
身油身油。。这不这不，，我刚新换的厨衣就被汗水湿透我刚新换的厨衣就被汗水湿透
了了，，还沾着油污还沾着油污，，但我无暇顾及但我无暇顾及，，因为面前因为面前
还烧着一锅汤油还烧着一锅汤油。。舰艇时不时地摇摆几下舰艇时不时地摇摆几下，，
会让那锅油不时溢出会让那锅油不时溢出，，我可不敢分神我可不敢分神。。

长时间航行在海上长时间航行在海上，，食品得不到补给食品得不到补给，，
这样就会导致菜样单一这样就会导致菜样单一。。为解决这一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
我们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可谓煞费苦心：：早餐又是烙饼又是蛋早餐又是烙饼又是蛋

糕糕，，还时不时炸油条磨豆浆还时不时炸油条磨豆浆。。菜没有了菜没有了，，就就
发豆芽发豆芽、、做豆腐做豆腐。。

讲到这做豆腐讲到这做豆腐，，我可是有心得的我可是有心得的，，因为因为
做豆腐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做豆腐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首先豆子得泡首先豆子得泡
至少至少 66个小时个小时，，然后磨成豆浆然后磨成豆浆。。这个豆浆不这个豆浆不
能稀也不能稠能稀也不能稠，，稀了做不成稀了做不成，，稠了就成老豆稠了就成老豆
腐腐，，所以磨豆浆环节就得两三个小时所以磨豆浆环节就得两三个小时。。而且而且
做豆腐还有一定的危险做豆腐还有一定的危险，，因为豆浆必须烧因为豆浆必须烧
开开，，而舰艇空间小而舰艇空间小，，还时不时地摇还时不时地摇，，豆浆很豆浆很
容易洒出来容易洒出来。。

有一次我做豆腐时赶上舰艇在大风浪中有一次我做豆腐时赶上舰艇在大风浪中
航行航行，，一个大摇摆一个大摇摆，，半锅豆浆就往我身上泼半锅豆浆就往我身上泼

来来。。尽管躲避及时尽管躲避及时，，但还是有豆浆溅到我的但还是有豆浆溅到我的
腿上腿上，，现在还有一个浅浅的疤痕现在还有一个浅浅的疤痕。。当时我并当时我并
不在意疼痛不在意疼痛，，只是心疼那半锅豆浆只是心疼那半锅豆浆，，因为我因为我
又得花一两个小时才能磨出来啊又得花一两个小时才能磨出来啊！！

比起做豆腐比起做豆腐，，做蛋糕虽是简单活做蛋糕虽是简单活，，但必但必
须得早起须得早起。。每次我们都是凌晨两三点起来每次我们都是凌晨两三点起来
做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有次凌晨有次凌晨 33点点，，偏偏
偏烤箱坏了偏烤箱坏了。。没办法没办法，，我这炊事兵就临时当我这炊事兵就临时当
起了电工起了电工，，但是技术实在有限但是技术实在有限，，只得把电工只得把电工
老班长从睡梦中叫醒老班长从睡梦中叫醒。。我们几个捣鼓了一个我们几个捣鼓了一个
多小时才修好烤箱多小时才修好烤箱。。等烤好蛋糕等烤好蛋糕，，太阳也在太阳也在
东方的海面上露出了脑袋东方的海面上露出了脑袋。。你还别说我们那你还别说我们那
天运气很好天运气很好，，因为那天的日出美不胜收因为那天的日出美不胜收，，抵抵
消了一晚的疲惫消了一晚的疲惫。。

正当我反思自己的过失时正当我反思自己的过失时，，猛然发现大家猛然发现大家
的中午饭还没做好呢的中午饭还没做好呢。。于是我来不及脱掉密不于是我来不及脱掉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透风的防护服，，便开始做饭便开始做饭。。看到战友们在辛看到战友们在辛
苦工作后能吃上美味佳肴苦工作后能吃上美味佳肴，，我很有成就感我很有成就感。。

900海里疾驰救同胞900海里疾驰救同胞
★ 欧阳龙 参谋

护航一次 终生受益护航一次 终生受益
★ 王 杰 报道员

幕后英雄故事多
★ 赵 萍 炊事员

海盗你往哪里走！
★ 孙业磊 飞行员

永远是你的港湾
★ 丁 娜 孙业磊妻子

新 闻 回 放

▲ 欧阳龙

▲ 王杰和巴基斯坦士兵

▲ 赵萍制作的蛋挞赵萍制作的蛋挞

▼ 护航编队在亚丁湾巡航护航编队在亚丁湾巡航

本版图片由本版图片由王杰王杰、、崔晓洋崔晓洋拍摄拍摄

◀ 孙业磊

▶ 丁娜

◀ 官兵们在军舰上给祖国和亲人拜年

▼ 特战队员在观察不远处的被护商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