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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的今天，直升
机机长孙自武仍清晰地记
得护航编队首次成功解救
遇险外籍商船的那一刻。

2009年1月29日上午，
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接
到希腊商船“ELENIG”号
的紧急呼救。编队指挥员
果断下令，派出直升机进
行救援。孙自武果断按下
发射按钮，信号弹在空中
炸响，7艘疑似海盗小艇纷
纷逃离。

那次对外国船只的解
救只是一个开始，在中国
海军护航编队的10年航程
中，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的
生动画面屡屡上演，和平
友谊的航迹在远海大洋不
断延伸。

彰显和平中国形象

2016年5月31日，坦桑
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当一
些坦桑尼亚市民看到中国
海军第22批护航编队官兵
的身影时，都友好地含笑
致意，热情地竖着大拇指
高呼“Good！China！”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
海军的护航历程中数也数
不清。10年间，护航编队友
好访问6大洲63个国家和

地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
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次护航任务，就是
一次国家政治外交活动；
而走出国门的护航官兵，
就是传播和平友谊、展示
中国军队形象的国家使
者。

2016年6月17日，湘潭
舰缓缓靠上德国基尔军港
码头，加入到“基尔周”活
动多国海军序列。当天上
午，第23批护航编队指挥
员拜会了当地的军政要
员，基尔市市长握着他的
手，兴奋地说道：“欢迎来
到基尔，非常荣幸迎接来
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客人。”

在交流中汲取营养，
在互动中传播友谊。以护
航为“窗口”，中国海军持
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一
路撒下友谊的种子，向世
界展示当代中国海军的崭
新风采，树立了中国和平
友好的大国形象。

履行大国责任担当

2015年，一张来自也
门的“牵手照”红遍网络，
画面上，中国海军女兵郭
燕牵着一个华侨小朋友的
手，正带她上舰回家。尽管

历经战火煎熬，但女孩一
脸童真的微笑，在她们身
旁，祖国的战舰屹立如山，
撑起了一片安宁。

“中国海军，带你回
家！”这掷地有声的八个
字，让国人为之动容。事实
上，这八个字，同样温暖了
许多外国友人。当年3月29

日至4月7日期间，第19批
护航编队在成功撤离中国
公民的同时，还将15个国
家的279名公民安全撤出。

“几天前，我还在面对
炮火和死亡，而此刻，我已
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你
想象不到我内心有多么感
谢中国。”从也门回到祖国
的斯里兰卡侨民格伦·爱
德华动情地说。

有人说，中国崛起是
“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
事”；也有人对此心生疑
虑，甚至到处散布“中国威
胁论”。而中国海军护航编
队以一次次充满人道主义
的国际救援行动，向世界
亮出了一张负责任大国的
闪亮“名片”：中国是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军队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
量。

2013年9月，第16批护
航编队盐城舰奔赴地中
海，执行叙化武护航任务；
2014年3月，第17批护航编
队长驱3500余海里，参加
马航MH370航班联合搜
救；2017年4月，第25批护
航编队16名特战队员登上

图瓦卢籍商船“OS35号”，
抓捕了3名海盗，成功解救
出19名船员……

对此，军事专家张军
社感慨地说：“中国海军已
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
动积极参与者，是构建和
谐海洋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断加深友谊与互信

2011年5月5日清晨，
中国香港“富城”轮遭到海
盗登船袭击，船上24名中
国船员躲入安全舱等待救
援。第8批护航编队马鞍山
舰和千岛湖舰接到营救任
务后，高速驶往事发海域，
然而，即便用最快的速度
航行，也需要50多小时的
时间。

危急时刻，编队紧急
协调北约508编队、美盟
151编队、欧盟465编队和
正处于事发海域巡逻的印
度巡逻机提供支援。在多
国海军的合作之下，“富
城”轮成功获救。

这正是亚丁湾上多国
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编
队指挥员韩小虎告诉记
者，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
和其他国家海军确保了亚
丁湾590海里国际航道的

安全，使得另外一些国家
和组织的海军有更多兵力
部署在索马里以东打击海
盗。

亚丁湾并不算大，面
积相当于5个渤海，可这里
最多时却云集了20多个国
家的40多艘护航舰艇。在
这样一片“合作之海”，护
航编队在中外之间架起了
一座深入交流、密切协作
的“桥梁”。

当下，我护航编队已
建立起与多国海上护航力
量信息共享的机制，在互
信、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组
织指挥、通信联络、医疗服
务等多方面的交流，推进
彼此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自第3批护航编队与俄罗
斯海军组织“和平蓝盾
-2009”联合军演以来，中
国海军以护航为契机，参
加中外联演140余次，并积
极与外军展开各项交流合
作，不断加深彼此间的友
谊与互信。

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的中国海军，诠释了这
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
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
未来。”

冬日的豫北平原寒意
逼人，但河南省辉县市松
贡水村村民脸上洋溢着欢
乐的笑容。近日，第83集团
军某旅筹资修建的扶贫公
路———“军民同心路”通车
仪式在这里举行。

近年来，陆军部队以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深度贫困地区
为主战场，充分发挥规模
大、分布广、资源多的优
势，投入3.6亿余元定点帮
扶870多个贫困村，形成了
符合实际、特色鲜明、成效
明显的精准扶贫工作格
局。

反哺革命老区

在陕甘宁、沂蒙山、晋
察冀、闽西等红色热土上，
陆军部队开展“情系困难
群众、反哺革命老区”专项
扶贫行动，打响了脱贫攻

坚战。
河北唐县的葛公村是

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村。

作为陆军机关定点帮
扶对象，如今，葛公村的面
貌正在发生大变样。村里的
白求恩卫生学校旧址被翻
修，成了红色旅游景点；贫
困群众有的养殖小尾寒羊，
有的开办芝麻油磨坊，有的
搞起了家庭缝纫店……老
人们感慨：“当年八路军带
着村民打鬼子，现在解放军
又帮扶老百姓奔小康。”

在福建宁德，东部战
区陆军机关为帮助甲峰村
解决交通不便、农产品出
山难的问题，组织近千名
官兵奋战4个多月，在石头
山上修了一条盘山公路，
这条路被当地群众誉为

“脱贫路”“致富路”。
在甘肃会宁，西部战

区陆军机关在3个贫困村

推广种植1500亩黑地膜马
铃薯，帮助村民选购优质
种苗、铺设保水地膜、联系
商家收购，使每户年均增
收3000余元。

在沂蒙老区，北部战
区陆军机关在莒南县大店
镇援建的26个蔬菜产业大
棚全部完工。

一条条爱民路、一道
道连心渠、一口口甜水井，
成为老区军民鱼水情的生
动见证。

把民族团结记心上

陆军驻少数民族地区
部队同步抓好脱贫攻坚与
民族团结工作，促进了当
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从2016年开始，新疆
军区组织团以上干部与驻
地各族群众结对认亲，帮
助他们选准致富门路。新
疆军区部队还投入资金，

在28个贫困村援建了2100
多套安居富民房。

新疆莎车县米夏镇七
村村民玉素甫·卡德尔因
缺少一技之长，日子一度
过得艰难。某步兵师政治
部副主任克依木江·库尔
班动员他承包面粉厂，帮
他办理贷款、购买机器，仅
一年时间就实现了盈利。
如今，富裕起来的玉素甫
带动村里10户人家共同走
上了致富路。

西藏军区积极开展脱
贫攻坚宣传教育活动，组
织理论骨干走村入户宣讲
兴边富民政策，举办农技
培训，培养“致富带头人”。

陆军边海防部队积极
参与兴边富民行动，定点
帮扶沿边地区60多个贫困
村（点）。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与德宏州三县两市30所
学校的贫困学子结成帮扶

对子，送去助学金，捐赠文
体器材，帮助改善教学环
境。

为解决驻地荒山多、
耕地少的问题，西藏军区
某边防团出动机械装备帮
助群众开辟260多亩人工
草场和良田。

摘掉深度贫困的帽子

陆军部队聚力推动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发展。他
们以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为重点，逐户量身定制脱
贫方案。四川某预备役步
兵旅选派现役军官担任驻
村帮扶干部，针对两个贫
困村的资源特点，建起黄
蜀葵花、大棚蔬菜种植基
地，帮助近200户贫困户走
上致富路。

按照“一村一品”“一户
一策”思路，各部队积极创
新探索特色精准扶贫路子。

南疆军区邀请专家为村民
传授刺绣、手工编织等技
术。西藏军区机关为地处雅
鲁藏布江风景旅游区的扎
雪村援建汽车修理厂，定向
聘用该村贫困群众，去年人
均分红4200多元。

甘肃某预备役高炮师
扶持98个贫困户种植百合、
枣树，帮助63个贫困户实施
光伏发电项目，使他们都有
了稳定收入。第75集团军某
合成旅量身定做精准扶贫
项目，开展大叶茶、火莲菜
种植和蜜蜂养殖，帮扶8户
村民脱贫摘帽。

“天上无飞雀，地上不
长草，百里无人烟，风吹沙
子跑。”这曾是宁夏永宁县
闽宁镇的真实写照。如今，
在西部战区陆军某基地官
兵的精准帮扶下，曾经地
贫人稀、满目黄沙的贫困
移民村，已发展成生态移
民示范镇。

和平航迹在远海不断延伸
文/门良杰 李 唐 《解放军报》记者 陈国全

“扶贫成绩单”里的浓浓鱼水情
文/李清华 李晓宁 刘小红

护航编队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