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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大海疆“神盾”戍深蓝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芃达

他，是装有先进对海、对空、对潜等
现代化武器的“中华神盾”；他，紧伴辽
宁舰左右；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
导弹驱逐舰——海军海口舰，舷号
171。

自 2006 年 2 月份入列以来，海口
舰先后完成首批、第 10 批、第 27 批亚
丁湾护航任务，以及紧急搜救、多国海
上联演、战备巡逻、海上维权等多项重
大任务，始终以苦练精兵、敢打敢拼的
战斗精神捍卫着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
曾被国际海事组织授予“航运和人类特
别服务奖”。

遇敌敢亮剑

在三亚某军港，“不怕狂风巨浪、不
怕流血牺牲、不怕任何敌人”的红色标
语分外显眼。这既是海口舰官兵的精
神坐标，也是他们军旅生活的真实
写照。

2015年10月份，超强台风“彩虹”
袭击湛江，最大瞬时风速达到66米/秒，
相当于18级大风。正在湛江港附近锚
地防风的海口舰主锚锚链断裂，被风浪
推着向岸边撞去。“转换燃机、抛副锚！”
海口舰现任舰长樊继功吼出命令。

“根本看不清前甲板，风吹着大雨
到处飞，浮标、海藻也被吹起来。”帆缆
班长石晓兵回忆说，平时一只手能轻松
推开的水密门被风死死地顶住，七八个
人用尽全力才勉强推开一条小缝，他们
手拉着手，卧倒贴着甲板爬向副锚绞
盘，40 多米的距离竟走了 5 分钟。在
副锚帮助下，海口舰逐渐稳住身形。此
时，舰艉海区离5米等深线不足30米。

遇到恶劣天气，官兵们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面对强大对手，他们毫不畏
惧、敢于亮剑！身处海上方向军事斗争
一线，海口舰经常与外军舰机近距离交
锋。“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甲板上组织体
能训练。突然发现某国军机正不断靠
近，欲对我南沙岛礁实施抵近侦察。”说
起当时的情形，樊继功记忆犹新，战斗
警报骤然响起，官兵们迅速进入战位，
按照作战预案和流程，开展针对性对抗
操作。经过近1小时的对峙，对方悻悻
离去，官兵们用钢铁般的斗志捍卫着祖
国的寸土寸海。

危急时刻敢顶上，现实威胁敢冲
上，强敌当前敢较量，他们的“亮剑精
神”究竟从何而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自组建以来，海口舰始终坚持把思
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眼铸牢听党指
挥的强军之魂，把忠诚的红色基因深植
官兵心中。

在海口舰上，记者遇到来自航空部
门的士兵达瓦顿珠，这个藏族小伙子在
前不久海口舰组织党的十九大理论知
识考试中，获得了100分的好成绩。“刚
上舰的时候，达瓦很多汉字都不认识，
专业书籍和理论知识更是第一次接
触。”对于达瓦的改变，教导员李集是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告诉记者，党的十
九大闭幕后，达瓦专门找来各种资料请
他手把手教，吃饭在学、走路在学，这才
取得了这个100分。

2003 年建军节前夕，首任舰政委
梅文带领官兵来到嘉兴南湖红船和中
共一大会址回顾辉煌历史，寻根红色基
因。从这艘播下中国革命火种的“母亲
船”，到开向深蓝的“中华神盾”，总有一
种血脉在赓续传承，总有一种力量在凝
聚迸发。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
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
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望着舰艏劈
开的白浪，海口舰政委邹琰感慨良多。

兴研战之风

若想做到战时“快敌一秒”，必须在
平日实训中“多争一分”。在海口舰，日
日分析军事、天天研究打仗的研战之风
早已深入官兵们的骨髓。围绕“作战对
手是谁、作战海域在哪里、战斗怎么打”
开展的讨论，则让官兵们把现代海战的
制胜机理钻深研透，把装备性能、战场
情况摸清悟透。

舰阵如虹，鹰击长空。去年初，海
军远海训练编队在南海开展了一场舰
机联合反潜演练，海口舰在演习中承担
了搜攻有着“大洋黑洞”之称的某型号
潜艇。茫茫大洋，隐身性能极佳的“敌”
潜艇像幽灵一样在海底游荡，数小时搜
索无果，海口舰各战位气氛愈加沉闷。

“未来战场，什么恶劣海况都可能
遇到。只有立足最复杂局面，与真正的
强敌过招，才能练就打赢取胜的本领。”
艰难时刻，舰长的话激发了强烈斗志。
思虑再三，樊继功决定主动出击。

同时，导演部依据战场态势，命令
某型军机紧急起飞，与海口舰协同织下
一张“猎鲨”大网。突然，海口舰声呐战
位听到一个微弱的回声，声呐班长牛永
群判定这很可能就是潜艇。经过交叉

定位和数据比对，“敌”潜艇终于露出了
“尾巴”。

战法是否管用，平时训练效果如
何，立见分晓。“方位xxx，高度xxx，左
舷2枚鱼雷发射！”随即，声呐引导鱼雷
对“敌”潜艇发起模拟攻击。演练结束，
导演部通报：海口舰鱼雷攻击有效，蓝
方潜艇遭“重创”。

“棋逢对手，正是检验战法的好机
会。”樊继功告诉记者，在训练中，他们
超越以往单靠舰载直升机反潜模式，主
动与航空兵部队组网建链、交叉定位、
引导攻击等科目训练，海上立体联合搜
攻潜战法已基本成型。

在海口舰上采访中，还有一件事被
官兵们津津乐道。那年，在一次实弹演
习中，海口舰连射两枚防空导弹，成功
抗击某新型导弹。“这型导弹速度极快，
弹道复杂，抗击难度很大。”最初得知此
次抗击的是某新型导弹时，海口舰时任
对空作战长陈俊锋心里没底。

这是一场“知己不知彼”的战斗，但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海口舰官兵迎难而
上的决心不会变。他们明白，今天的难
题不解决，上了战场就多一处软肋。

训练中，对空导弹区队反复利用
系统虚拟目标，操纵雷达跟踪导弹，
还设置各种意外情况，让目标变向变
速，脱离雷达跟踪，最大限度模拟真
实战场环境。经过一番艰难摸索，雷
达战位终于找到了死死盯住来袭导弹
的“秘籍”。

演习当天，听到发射命令，三级军
士长李卫华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两枚导
弹似升空利刃，直扑目标。“导弹与目标
相会，拦截成功！”消息传来，官兵们纷
纷击掌相庆。

近年来，海口舰集中组织重难点课
题攻关，立足自身装备特点和技术优
势，大抓边界条件、极限条件训练，在多
个实战科目中实现重大突破，先后形成
了30余项课题研究成果，其中12项被
海军推广。

扛海外任务

3 赴亚丁湾护航、解救 10 余艘中
外商船、17 次靠泊外国港口……从远
洋护航到迎外出访再到人道主义救援，
海口舰入列以来执行的每一次海外任
务，都彰显了中国海军维护和平的崭新
形象，肩负着大国担当的光荣使命。

“感谢中国海军，你们的训练有素与
无私奉献，确保了亚丁湾安宁。”2017年
11月份，捷克籍油船“VIOLANDO”号通
过无线电向第27批护航编队的海口舰致
谢，在过去2天伴随护航中，海口舰3次为
他们驱离高速逼近的疑似海盗小艇。

“挥师亚丁湾，我们责无旁贷。”机
电工程师刘应虎已是第 3 次来到这片
海域了。海口舰上，像他这样多次执行
护航任务的舰员有很多。

2008年12月份，随着一声汽笛长
鸣，海口舰与武汉舰、微山湖舰组成首批
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
护航任务，拉开了中国海军首次使用军事
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序幕。

首次护航，海口舰连续航行124天
不靠港，为 27 批次 104 艘船只伴随护
航，成功解救被海盗追击的利比里亚籍
商船、遭海盗袭击的“雁荡海”号轮船，
出色完成接护我被海盗劫持的“天裕8
号”渔船等任务。

2014 年 3 月份，海口舰接到上级
命令紧急出航，执行搜救失联客机任
务。“出航就是出征，搜救就是打仗。”海
口舰舰员齐心协力，高速奔袭抵达任务
海区，并快速转战南印度洋多个陌生海
域搜救，在海上连续奋战 2 个月，用扎
实的专业能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展现
了大国海军的责任与道义。

“呜——”出征的汽笛再次响起，海
口舰即将劈波斩浪驶向远方。“海上安
全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海口舰将继续
狠抓练兵备战，成为忠实捍卫万里海疆
的神盾利剑。”邹琰望着远处那片深蓝。

关 键 时 刻 冲 上 去
——追记四川广元市利州区荣山镇板桥村党支部书记张贵平

本报记者 刘 畅

2018 年 7 月 12 日 16 时 30 分，四
川广元市利州区荣山镇板桥村党支部
书记张贵平在带领党员群众抢通因暴
雨塌方的山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45 岁的年轻生命定格在抗洪抢险第
一线。

在张贵平去世后第3天，板桥村通
往荣山镇的山路全线抢通。十多天后，
记者在现场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体
塌方的痕迹，不少碎石堆积在狭窄的山
路两侧。从荣山镇前往板桥村，18 公
里的山路有30多个回头弯，开车需要

近1个小时。不难想象，自2017年1月
份上任以来，不会开车的张贵平经常骑
电动自行车往返于镇上的家和板桥村
村委会，路途十分艰辛。

“大暑小暑淹死老鼠。”这句地方俗
语道出了广元市利州区每逢夏季时常
大雨如注的景象，今年也不例外。6月
份以来，利州区普降暴雨，局部地区降
雨量达800毫米以上，各地受灾严重，
板桥村通村道路垮塌1300余方、断道
5 处。多处塌方已经严重影响了村民
的日常生活和出行。

“明天娃儿们放假要回家，你们马
上开车过来，我们一起去抢通道路。”7
月 12 日早上 6 点半，张贵平一个电话
打到村委会。

乘坐皮卡车，张贵平从荣山镇一路
上山前往板桥村。车窗外，到处都是垮
塌的泥土、碎石，情况远比张贵平想象
得更糟。“杨富德，你们6组的人、房子
都没问题吧？”“彭云春，一会儿雨小了
你到 7 组村民家里去走走看看。”……
车行山路，张贵平依次拨打村组长们的
电话，600余名群众的安危让他牵挂。

田儿河处，巨大的滑坡体挡住了车
子。张贵平和第一书记范小平商量后
决定，范小平组织群众从上往下清理，
自己返回镇上找挖掘机。

7月12日下午1点左右，张贵平和
驾驶员张德坐在挖掘机驾驶室里，沿着
山路在颠簸中一路前行。“跑快点、跑快
点！”碎石不时砸在挖掘机顶棚上咚咚
作响，张贵平不断催促驾驶员张德。

“注意上头、注意上头！”伴着轰鸣
的马达，一车、两车……道路上的土石
方刚被清理走，山上泥石又顺势而下，
越垮越多。张贵平边观察山上情况边
使劲大声吆喝。没过多久，张贵平感到
胸口越来越闷、出气越来越紧。他赶紧
从口袋里摸出“葫芦瓶”，将一把药丸和
着口水硬咽了下去。

“张书记，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
先休息一下吧！”这一切，被前来汇合的
范小平看在眼里。

“不用不用。你赶紧到挖掘机前面
盯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张贵平慢慢
蹲下身子，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
来，背上的衣服早已湿透。

伴随着最后一车泥石倾倒，田儿河
塌方清理完毕。“老杨，老杨，我到你车上
躺一会儿，你下来把车门开一下。”张贵
平费力地对参与抢险的村民杨开满喊
道。此时的张贵平表情已经十分痛苦，
脸色苍白。凭着从事药材生意多年的经
验，杨开满的直觉让他意识到：张贵平身
体肯定有问题，必须马上送医院。

“是我和杨开满送张书记去的医
院。平时因为工作三天两头和他通电
话、见面，一年多接触下来，没听过他
叫苦喊累，从来都是把苦往肚子里咽
……”话音未落，杨富德哽咽落泪。

“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支部
党员大会上，张贵平经常这样上党课。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为党分忧、为党尽
责”的信条。记者了解到，张贵平带领
党员干部攻坚克难，板桥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全村拓宽硬化通村公路
5 公里、通组入户路 10 公里，文化、广
播、宽带网络、卫生等基础设施全面提
升，群众满意度高达100%。

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比拉尔：

用知识帮助更多孩子
本报记者 雷 婷

“从 2007 年来中国学
习、工作，至今我已在中国生
活了11年，我的2个孩子也
出生在中国，未来我想用学
到的知识和科研成果帮助更
多中巴两国的孩子健康成
长。”比拉尔·海蒂是一位来
自巴基斯坦的“80后”，2007
年到西安交通大学留学，攻
读临床医学，2014年博士毕

业后留在中国，在陕西神木市医院当了儿科医生。
“小时候我常听老师讲巴基斯坦和中国世代友好的

故事，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国人民的感情比喜马拉雅山高，
比太平洋深。现在，我在中国做医学研究，很开心。”比拉
尔说。

在西安交通大学留学期间，这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小
伙子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导师悉心指导下，他
在儿科领域杂志上发表了5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先后参
加过4次“国际儿科大会”，获得了最佳留学生研究生
奖和最佳留学生博士生奖。同时，出于对中国文化热
爱，他2次荣获陕西省外国留学生汉语朗诵比赛冠军；
2012年在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汉语桥”大赛中取得
全国前 20 强的好成绩；并担任“2012 年至 2013 年度
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西北赛区
文艺比赛晚会主持人。

比拉尔说，在中国学习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学
习经历。在西安交大这个知识的殿堂，他不仅学习到
了医学知识，而且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了他非常多的
关心和帮助。2014年，博士毕业的比拉尔正式入职神
木市医院，成为全国首个入职县级医院的外籍医生。
说起为什么没有留在西安而是选择黄土高原上的一座
小城当医生，他告诉记者，来神木工作实属机缘巧
合。“2012 年我来神木参加一个儿科国际会议，又在
导师的支持下参与了神木市医院的一个儿科研究项
目，当时了解到神木是全国率先试点免费医疗的城
市，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在比拉尔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
在神木市医院工作期间建立抗菌药物评分表制度。根据
制度，医院每接收一位病人要先给其做一个评分表，看
其指标评定是否需要抗菌药物，这样可以预防乱用抗菌
药物，最大限度地避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和副作用。比
拉尔说：“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世界范围内在这
方面有实践研究的医院。今年我们医院计划发表SCI论
文，如果成功了，全世界可以依靠我们的评分表开展工
作。”

在比拉尔帮助下，神木市医院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
表了18篇论文，是陕北地区唯一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发表了10篇论文的医院。

湖北秭归县三墩岩村村民邓从俊：

身残志坚的“脱贫斗士”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周华山

47 岁的湖北秭归县磨坪乡三墩岩村村民邓从俊，
左腿残疾，行走吃力，却只身学艺酿出芬芳美酒，独行
千里梦圆规模养殖……在颠簸的人生旅途中，被称为

“脱贫斗士”的邓从俊，用摇摇晃晃的步履走出了人生
一道坚实足迹。

1971 年出生的邓从俊成年后外出务工十多年。
2001年在浙江一家砂石厂发生意外，头部被砸伤，导致
身体左半部分不受支配。他说：“当时因受伤不能从事重
体力劳动，就觉得眼前是一条黑路。但如果不坚持下来，
一个家庭就散了，上有老，下有小，肯定要坚强起来。”

2003年，邓从俊拖着残疾的身体在磨坪集镇开始学
修摩托车，后来开了个摩托车修理铺，凭借过硬的技术，
赢得了不少客户。几年过去，女儿上高中，儿子读初中，
修车铺的收入已无法保障家庭生活。

2011年，邓从俊关闭摩托车修理铺，到恩施学习酿
酒技术，归来后在升坪村第三村落租地建了一家小酒
厂。可第一锅酒的失败，给他迎头浇了一瓢冷水。

砸进去的20万元钱血本无归。舀一瓢酒喝，苦的。
抹一把眼泪，涩的。邓从俊拖着残腿围着酒厂转圈，发现
地上有一张酒曲包装纸，他捡起来一看，一家酒厂地址跃
入眼帘。咬咬牙，顺着地址找去。他求打工、当学徒，吃
尽了苦，却学到了酿酒手艺。

回到自家小酒厂后，他借贷30万元，拆掉原厂房，重
打鼓另开张。邓从俊创新蒸酿新方法，让升坪河美酒独
特的芬芳在磨坪的大山里久久弥漫。邻居们咋舌：一年
挣十几万元，邓从俊有板眼儿！

43岁那年，邓从俊又开始折腾。酿酒剩余下来的酒
糟不能浪费，他用来养猪养牛。酒糟加粮食、青草喂养的
牲口很受市场欢迎，特别是土黄牛肉，在秭归规模养殖基
本还是市场空白，邓从俊瞅准商机，他想再拼一把。

打听到贵州购买牛犊的性价比较高，邓从俊带着全
部家产共20多万元现金，独自去偏僻的山区采购。

在牛市上，高一脚低一脚踩在牛粪堆中，溅起的泥
泞糊满了全身。几位善良的养牛老人把自家最好的几十
头牛犊卖给了他，并帮助他联系运牛的大货车。担心运
输途中牛犊安全，邓从俊一路上都和他的牛犊们在
一起。

邓从俊回来了。40余头黄牛的养殖场建起来了，酒
糟、牧草、麦草、秸秆喂养，邓从俊搞起了生态养殖。他雇
佣2个贫困户帮他煮酒，每年每人可挣到3.6万元；收购
当地花生叶、枯玉米秆喂牛，每年帮助50多家农户实现
销售收入5万多元。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上图上图 海口舰参加海口舰参加
多国联演任务期间多国联演任务期间，，官官
兵组织战伤救护训练兵组织战伤救护训练。。

左图左图 首批任务期首批任务期
间间，，海口舰伴随护航海口舰伴随护航。。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张贵平（左一）生前在板桥村党群工作站向村委干部讲解相关工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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