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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向前进，光辉航程党指
引。

70年浴血荣光，70年砥砺奋进。
人民海军自1949年 4月 23日诞生以
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路劈波斩浪，
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大踏步
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取得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已经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
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站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
略高度，发出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号
召，对人民海军寄予厚望、深情关怀，作
出一系列事关人民海军建设和长远发
展的战略擘画。人民海军迎来了建设
发展的新机遇，开启了历史性跨越的新
航程。

高瞻远瞩绘蓝图
领航千帆向大洋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制海、
必为海制。”这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刻
骨铭心的教训——从1840年到 1949
年一百多年间，世界列强共计470多次
从海上入侵中国。

“没有海军，就无法保卫我们的海
防。”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投向海
洋，就加强海防、建设海军展开艰辛探
索。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西
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
《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提
出建立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
任务。

同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诞
生。8月28日，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
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
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
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52
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出关于有步骤
地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指示。1953年
2月19日，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部队，
乘军舰航行4天3夜，给“长江”“洛阳”

“南昌”“黄河”“广州”5艘军舰题词，都
是同样的内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59年，毛泽东毅然决定：“核潜艇一万
年也要搞出来！”沿着开国领袖描绘的
宏伟蓝图，人民海军开始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壮阔征程。

改革开放的春潮，人民海军迎来了
新发展。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
青岛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
时指出：“巩固强大的海防，是事关国家
和民族命运的大事。”8月2日，他登上
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视察渤
海海峡。航行途中，邓小平写下“建立
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的题词。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海军围绕提
高现代化水平，进入一个重要的建设发
展时期。

1995年10月中旬，江泽民率军委
领导集体乘舰观看海军新装备集训演
习，作出“我们必须把海军建设摆在重
要地位，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确
保我国海防安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
完成”的重要指示。在海军成立50周
年之际，江泽民写下“为建设具有强大
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而奋斗”的
题词。

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在综合分析
国际国内形势和海军现有实力的基础
上，提出海军整体转型的要求。2006年
12月27日，胡锦涛会见海军第十次党
代会代表时指出，要“按照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努力锻造一支
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
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
主席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擘画蓝图、亲
力推动，开启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的新航程。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充满厚望重托，
深刻指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
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紧迫。”“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
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12月8日，习主席来到深
圳蛇口港视察海口舰并随舰航行4个小
时。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主席第一次
到京外视察部队。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开大合、大
破大立，实现了我军组织架构和力量体
系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习主席着眼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
需求，推进海军体制编制改革，人民海

军面貌焕然一新，建设发展迎来了新的
历史机遇。

2017年5月24日，习主席视察海
军机关，为推进海军转型建设作出全
面、系统阐述，勉励海军官兵瞄准世界
一流，锐意开拓进取，加快转型建设，努
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南海海域，铁流澎湃。2018年4月
12日，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
兵在这里隆重举行，48艘战舰、76架战
机、10000余名官兵光荣接受了习主席
的检阅，展现了人民海军的辉煌成就，
展示了向海图强的澎湃势头。

习主席乘长沙舰视察检阅辽宁舰
航母编队和其他作战群编队，并发表重
要讲话，发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海军”的伟大号召，擘画了
新时代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
强领导下，人民海军加快转型建设步
伐，各项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广大官兵奋楫争先、中流击
水，在迈向世界一流海军的伟大征程上
扬帆远航！

人民海军忠于党
舰行万里不迷航

山东青岛。峰峦环抱的军港码头，
栈桥笔直，巨鲸伏波。蓝天白云下，山
海相接处，一块数十米高的花岗岩巨石
巍然屹立。巨石之上，镌刻着两个鲜红
大字：海魂。

海魂石无声，昭告着书写者内心的
坚定信仰——人民海军忠于党，舰行万
里不迷航。

海军创建之始，老一辈革命家对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海军建设方
向十分重视。1949年秋，《人民海军》报
筹备创刊，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亲自题写报头。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人民海军第
一批舰艇命名时，特意选择了“井冈山”

“南昌”“遵义”“瑞金”“延安”等革命圣
地为舰名。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视察海
军部队时，多次就强化官兵理想信念、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出重要指示。

殷殷期许、深深重托，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海军官兵坚决听党话、跟党
走——

林文虎率20吨的炮艇，冲入28艘
国民党舰群，击伤敌舰2艘；毛泽东曾

“三次点将”的“海空雄鹰团”，先后击落
敌机25架、击伤敌机8架；某潜艇基地
官兵，将世界核潜艇长航纪录刷新至90
天以上……一个个英雄的壮举，用生命
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爱民模范”赵尔春、“海空卫士”王
伟、“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
永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冯理达、“全

国道德模范”李玉枝、“航母战斗机英雄
试飞员”戴明盟……一个个英雄的名
字，成为历史天空中闪亮的群星。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
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这是自创建
之日起，海军将士们以实际行动作出的
郑重回答。

从登上海口舰到视察海军机关，从
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到视察北部战
区海军，习主席反复强调“坚持从思想
上政治上建强海军”“努力锻造听党指
挥、政治过硬的海上劲旅”。

海军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政治建军方
略，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强
力正风肃纪反腐，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

海军党委坚持把全面贯彻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摆在突
出位置来抓，专门研究制定全面深入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具体措施，贯彻军
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
定》具体措施，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推动海军政治生态根本好转的措施，出
台《海军党委工作规则》，确保党指挥枪
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设计在海军部队落
实到末端。

围绕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精神和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
神，专门召开海军党的建设座谈会，在
团以上党委机关系统、深入、持续开展

“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整顿思想、整
顿组织、整顿作风”专题学习教育，推动
海军党的建设有一个大的加强，确保海
军广大官兵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
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014年，海军372潜艇执行战备远
航任务时遭遇“水下断崖”重大险情，海
上临时党委带领全艇官兵果断处置，圆
满完成任务。习主席作出重要批示，高
度褒奖他们的先进事迹，签署命令授予
该艇“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荣誉称号。

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在训
练中突遇飞机故障，为了挽救战机，他
用生命作出了抉择，把自己飞上航母的
梦想永远留在了海天……

习主席对张超的感人事迹作出重要
批示，签署命令追授张超“逐梦海天的强
军先锋”荣誉称号。2018年9月，中央军
委批准增加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标
杆，就是一桅风帆。海军官兵时刻牢记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嘱托，焕发
出投身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的源源动力。

与时俱进砺精兵
强军征途逐浪飞

这是人民海军光辉史册上的经典
战例——

1965年8月5日，台湾当局派舰进
犯闽南沿海。人民海军奉命出击，“小
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于6日将敌舰
全部击沉。是役，史称“八·六”海战。

这是人民海军发展进程中意蕴深
长的时刻——

“八·六”海战告捷11天后，毛泽东
接见参战部队代表，亲切慰问官兵。

“八·六”海战告捷52年后，习主席
亲自为“钢铁战士”麦贤得佩挂“八一勋
章”，表彰他在作战时头负重伤仍顽强
战斗至最后胜利的英雄事迹。

在战火中创建，在战争中壮大，人
民海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斗史。

穿越历史时空，不论形势如何变
化，备战打仗始终是人民海军的主责主
业，能打胜仗始终是党中央、中央军委
向人民海军下达的前进号令。

上世纪80年代，人民海军首次挺
进太平洋，遂行远海作战任务能力得到
锤炼提高。进入90年代，人民海军以
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广泛开展科技大
练兵，打赢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综合作战
能力得到提升。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海
军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第一艘航母辽
宁舰入列，联合作战能力取得新的进
步。

70年来，人民海军在党中央、中央
军委坚强领导下，先后经受1375次战
斗考验，坚决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
益，打出国威军威，立下不朽功勋。

开启新时代征程，围绕建设什么样
的海军、怎样建设海军，海军转型转什
么、怎么转等重大课题，习主席运筹帷
幄，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指挥一系列
重大军事行动，引领人民海军备战打仗
能力跨上新台阶。

2012年12月8日，习主席在考察
海口舰时指出，要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
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坚持以军事斗争准
备为龙头带动现代化建设。

2013年8月28日，习主席视察海
军某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冒雨观
看舰载战斗机滑跃起飞、阻拦着陆训
练，为飞行员热情鼓掌。当天，习主席
还登上辽宁舰，叮嘱官兵们早日形成战
斗力和保障力，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作贡献。

2018年6月11日，习主席亲赴北
部战区海军视察指导，现场出题抽考正
在训练的声纳兵，勉励大家把打赢本领
搞过硬，锻造海上精兵劲旅。第二天，
习主席又前往刘公岛，参观北洋海军炮
台遗址、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强调
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军部队坚决贯
彻习主席指示要求，牢固树立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大力纠治和平积
弊，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航母编队
等新型作战力量持续加强，一系列实战
化演习演练活动成效显著，常态化组织
舰艇编队、海军航空兵出岛链训练，常
态化组织海上维权军事斗争，展示了寸

土必争、寸海不让的坚定决心。
新时代的万里海疆，大国重器频传

捷报。第一艘国产航母、大型驱逐舰下
水，歼-15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新型战
斗机、预警机、反潜巡逻机整建制改装，
新型导弹、鱼雷实现战斗部署……远海
防卫作战装备力量体系发展加快步伐，
近海防御作战装备力量体系优化提高，
两栖攻击装备力量体系不断建强。

春晖万里映海疆
统帅水兵心连心

水兵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始终是
习主席心中的牵挂。近几年，习主席对
边防海岛建设十分关心、亲自过问。

2017年11月3日，习主席率新一
届军委班子视察军委联指中心，专门视
频连线了解南沙守礁部队战备执勤情
况，亲切慰问守礁官兵。

中南海惦念海疆一线，党中央情系
万千水兵——

毛泽东乘坐长江舰与水兵们共同
航行生活了4天3夜，邓小平在济南舰
上与水兵合影留念，江泽民乘坐“长兴
岛”号指挥舰与官兵一起乘风破浪，胡
锦涛登上海口舰和昆仑山舰与官兵亲
切交谈……万里海疆见证了党中央的
深情厚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视察
海军部队。一座座军港、一艘艘战舰，
留下习主席心系基层、情注官兵的足
迹。

“习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回忆起习
主席视察部队的点点滴滴，水兵们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一想到习主席的话，我心中就暖
暖的。”维吾尔族女兵阿依提鲁尼说。
2013年4月9日，习主席视察海军驻三
亚部队，在井冈山舰，鼓励正在执勤的
阿依提鲁尼努力学习工作，为国防事业
作出自己的贡献。

“能和习主席一起共进午餐，我感
到十分幸福。”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艇
员队导弹长李宏飞说。那天，习主席来
到艇员队食堂与水兵共进午餐，与李宏
飞亲切交谈，询问部队情况。

“看到习主席品尝我做的曲奇饼
干，我特别有成就感。”辽宁舰舰务部门
炊事班长李志彬说。2013 年 8月 28
日，习主席视察辽宁舰，十分关心舰上
官兵的生活情况，在餐厅，他特地品尝
了官兵自制的一块点心，表扬味道不
错。

“习主席多次亲切接见，让我感到
莫大鼓舞。”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院士
说。2017年7月28日，习主席亲自为
马伟明佩挂“八一勋章”，颁发证书。近
年来，马伟明带领团队创新攻关，取得
了一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
性成果。

为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
水兵的关怀落到实处，海军党委扎实转

变领导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把
关心关爱官兵放在突出位置，全方位推
开饮食服务、住房安置、交通运输、医疗
救治、心理健康“五条线”建设，创新海
外保障模式，保障航迹遍及高山海岛、
远海大洋。

2016年 2月，海军专门申请国际
SOS包机，将突发重病的护航水兵王新
松从吉布提运回北京治疗，使他转危为
安。这条“暖新闻”，刷屏网络，温暖着
万千水兵的心。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官兵冷暖放在
心上，官兵把使命责任扛在肩上。70年
来，一代代海军官兵出色完成作战行
动、战备巡逻、远海护航、撤侨护侨、抢
险救灾等重大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
份份合格答卷。

挺立潮头勇担当
走向世界展风采

2019 年 4月 4日，舟山某军港码
头，人民海军第32批护航编队解缆起
航，奔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
任务。

滔滔碧海，见证人民海军走向世界
的航迹。

1980年，人民海军派遣远航编队第
一次驶出领海，越过岛链，进入太平洋。

1985年，人民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
国访问。

2002年，人民海军首次环球航行。
2008年，人民海军首批护航编队奉

命抵达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中外船
舶护航。

2009年，我国首次举行多国海军活
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

……
首次，意味着曾经的空白已被填

补，更意味着新的征程正在开启。
70年间，从初创时期聘请苏联专家

办学育人，到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从世纪之交创造多个“首访”纪
录，到新世纪新阶段开展系列互访和多
样化军事行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揽
全局，运筹帷幄，人民海军积极作为，开
展国际交流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在海洋空间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人民
海军积极走出去，向世界宣扬和传递
了中国新安全观，展示了中国军队的
良好形象。

2014年2月6日，正在俄罗斯访问
的习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同执
行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任务
的中俄军舰舰长视频通话，勉励他们再
接再厉，完成好护航任务，共同致力于
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

2015年春，也门内战爆发。党中
央、习主席果断决策，命令正在亚丁湾
执行护航任务的第19批护航编队前往
也门撤侨。10天时间，人民海军3艘舰
艇辗转3国4港1岛，成功将621名中国
同胞和15个国家的276名外国公民安
全撤离。“中国海军带你回家”的红色横
幅，触动无数人的泪点。

2017年11月，习主席通过视频察
看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详细了解基地建
设运行、执勤训练和官兵工作生活情
况。这是我军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习
主席一直高度关注、寄予厚望，勉励大
家树立中国军人良好形象，促进国际和
地区和平稳定。

亚丁湾护航、马航失联客机搜救、
152编队环球航行、“和谐使命”系列人
道主义医疗服务、“海上联合”系列演
习……人民海军的航迹遍布全球，成
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军队、了解
中国军人的重要窗口，成为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合作共赢的重要力量。

一道道航迹，绘就安全新图景。
10年护航，人民海军累计派出32批护
航编队、103 艘次舰艇、69 架次直升
机、2.7万余人次官兵，为6600余艘船
舶护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船舶，为
维护有关海域航运安全作出了突出贡
献，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

一次次握手，架起合作新桥梁。截
至2019年4月，人民海军舰艇先后出访
100余次，到达6大洲94个国家138个
港口，累计迎接37个国家344艘次舰艇
来访，与外军联演联训60余次，在双边
多边交流中展示了人民海军开放自信、
友好合作的新形象。

一个个微笑，见证友谊新高度。和
平方舟医院船入列10年多来，9次走出
国门，7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远赴3
大洋6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
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所到之处当地民
众无不满心欢喜、拍手点赞。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
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
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这是东方大国
的历史担当与郑重承诺，这是人民海军
的坚定信念与不懈实践。

春潮澎湃起，正是扬帆时。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航程中，人民
海军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有信心、
有能力完成新时代使命任务，有信心、
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有信心、
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向 海 图 强 春 潮 涌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心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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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中国海军合肥舰编队在某海域组织进行综合补给（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