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民海军 70 华诞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
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
上阅兵活动。

水中蓝鲸蹈海，海面战
舰驰骋，空中战鹰呼啸，陆战队员精锐
列阵……规模空前、精彩纷呈的新时
代海上大阅兵，把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
年庆典推向高潮。

来自 61 个国家的海
军代表团、来自 13 个国家
的 18 艘舰艇远涉重洋，汇
聚黄海，共贺中国海军华
诞。

70 年波澜壮阔，70
载奋进跨越。从长江之畔
的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
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
走向远海大洋，逐步
发展成为一支能够
有效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海
上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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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型驱逐舰

052D 型驱逐舰

054A 型护卫舰

合 力 维 护 海 洋 和 平 安 宁
海外华侨华人热议习主席会见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重要讲话

壮哉 ！海上大阅兵
劈波斩浪，战舰驰骋海面；穿云破雾，战鹰呼啸临

空……
23 日下午，一场气势恢宏的海上大阅兵在青岛附近

海空域展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
活动进入高潮。

碧海滔滔，舰阵巍巍。航母辽宁舰、新型核潜艇、新型
驱逐舰、多型战机精彩亮相。铺展在黄海的壮美画卷，浓
缩着人民海军 70 年辉煌征程，辉映出新时代宏伟蓝图。

置身于阅兵现场，受阅装备排山倒海的气势、雷霆万
钧的轰鸣，受阅官兵军容严整的英姿、高亢嘹亮的口号，无
不让人心潮澎湃、壮怀激烈。

人民海军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有信心、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
献——— 这是坚如磐石的信心与信念，这是人民海军的底
气与豪气。

大时代催生大发展，大时代见证大格局。

从执行首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的武汉舰、
海口舰，到在战火纷飞的也门撤离多国侨民的临沂舰，再
到多次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和平方舟医院

船……受阅舰艇中那些广为人知的身影用行动证明，
人民海军始终致力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促进者，始终
致力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海洋，共同的家园；和平，共同的期待。
70 年，浩瀚大海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广阔胸襟与不

懈努力。截至 2019 年 4 月，人民海军先后 100 多次出
访 94 个国家 138 个港口，迎接 37 个国家 344 艘次舰
艇来访，与外军联演联训 60 余次。

这次阅兵，来自五大洲的 61 国海军代表团、来自
13 个国家的 18 艘舰艇参加。

中外海军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彼此友谊持续增进，
充分彰显出维护海上和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决心和信心。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外海军的友
好合作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壮哉！海上大阅兵！
壮哉！扬帆新航程！
(记者李宣良、梅常伟)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学勇、李宣良、樊永强、梅世雄

共享海军荣光，逐梦蔚蓝海洋。
在人民海军 70 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水中蓝鲸蹈海，海面战舰驰骋，空中战
鹰呼啸，陆战队员精锐列阵……规模空前、
精彩纷呈的新时代海上大阅兵，把人民海
军成立 70 周年庆典推向高潮。

中国红，海军蓝——— 进入 4 月的“帆船
之都”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作为太平洋西
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
青岛伸展双臂迎接五洲宾朋的到来。

来自 61 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来自
13 个国家的 18 艘舰艇远涉重洋，汇聚黄
海，共贺中国海军华诞。

70 年波澜壮阔，70 载奋进跨越。从长
江之畔的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军
一路劈波斩浪，走向远海大洋，逐步发展成
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海风习习。
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最

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军旗迎
风飘扬。61 个国家海军代表团团长，身着盛
装，在西宁舰上期待一个盛大时刻的到来。

13时许，西宁舰犁开洁白的航迹，驶
向阅兵海域。

人民海军向前进，胜利航程党指引。进
入新时代，人民海军坚定不移加快现代化
进程，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加速向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迈进，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今天的人民海军，正以全新
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14时 30 分许，检阅舰抵达阅兵海域。
激越昂扬的《分列式进行曲》响起，海上阅
兵正式开始。

检阅舰舰艏左前方，苍茫海天间，出现
一条战舰长龙。

海面上，32 艘中国海军受阅舰艇编成
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
助舰群和航母群，破浪驶来。天空中，战机
梯队呼啸临空。

此时，阅兵海域雨雾弥漫，能见度仅百余米。
“大国重器”震撼亮相。首先接受检阅的

是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它带领下，其他
7艘潜艇逐一通过检阅舰。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向历史的告慰：向海则兴，
背海则衰。中国正迈向建设海洋强国的崭新征程，中华民
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正逐步变为现实。

“同志们好！”统帅的亲切问候，在受阅官兵心中激荡。
“主席好！”受阅官兵的铿锵回答，表达了士兵对统帅

的赤胆忠诚。
黄海波飞浪卷，巨舰劈波向前。
由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领航的驱逐舰群，

踏浪而来，气势如虹。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对未来的宣言：不能制海，必

为海制。在大风大浪、远海大洋中淬炼成长
的人民海军，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有信心、有能力为维护
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水兵的飘带迎风飞扬，蓝色迷彩与
大海浑然一体。

执行首批亚丁湾、索马里护航任务
的武汉舰、海口舰，在战火纷飞的也门撤
离多国侨民的临沂舰，多次赴海外执行
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和平方舟医院
船……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
下，中国海军一次次走出国门，担负起一
支大国海军的责任与担当。

如同移动的海上山岳，“辽宁号”航
空母舰破浪而来。

海军副司令员邱延鹏说：“中国海军
始终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始终做海洋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对和平的
担当：海纳百川，兼济天下。中国致力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坚定力量，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
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15时许，西宁舰调整航向，划出一
道白练，恰如一条友谊的纽带连接中外。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
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

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等 13 个国
家的 18 艘舰艇，悬挂代满旗，按照作战
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按吨位大小从检
阅舰前依次驶过。

笛声阵阵，鸥鸟翔集。广袤的大海见
证了中国海军的胸襟与自信。截至 4 月，
人民海军先后 100 多次出访 94 个国家
138 个港口，与外军联演联训 60 余次，
37 个国家的 344 艘次舰艇先后访华。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

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
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
共。”习近平主席在当日上午集体会见出
席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
表团团长时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共鸣。

15时 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
乐曲声中，气势宏大的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这是属于所有水兵的荣光时刻。”贵
阳舰一级军士长魏守君说，“接受检阅，
是我们无上的荣耀；守卫和平，是我们毕
生的职责。”

豪情，洒满航程；海洋，联通世界。
中国黄海上的和平乐章，必将远播四海、响彻寰

宇！ 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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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海 军 正 青 春
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采访中，

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字是———“年轻”。
“70 后”的舰长、“80 后”的骨干、“90 后”的水兵，熟

练驾驭着最新型的战舰、操作着最先进的装备，每一个人
的脸上都写满青春和自信。

年轻的战舰，年轻的水兵，年轻的航线，年轻的海
军。

7 0 岁 ，对于迈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新航
程的人民海军 ，正是活力澎湃 、拼搏进取的青春年
华。

“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 39 岁 ，作战参谋黄胜天
2 3 岁 ，1 3 位初创成员平均年龄不到 2 5 岁……”这
是 1 9 4 9 年 4 月 2 3 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
马庙成立时的统计数据。这批年轻的人民海军指战
员 ，在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征程中留下了属于自己
的印迹。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向海图强，
寄托着中华民族穿越百年的世代夙愿 ，联结着人民
军队生生不息的青春担当。不久前，记者采访了唯一

健在的人民海军初创见证人黄胜天老将军。老人
用颤抖的双手写下自己的心愿，依然是四个大字：
向海图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随着装备的更新换代，一批能打胜仗、视野开
阔的新型舰长、艇长、机长成长起来，人民海军正从容
拥抱大洋、走向世界。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一支年轻而充
满活力的海军。”21 日抵达青岛的印度海军“加尔各
答”号驱逐舰一名军官说，期待与中国同行深入交流，
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在海盗肆虐的亚丁湾护航，在战火纷飞的也门撤
侨，在缺医少药的亚非拉国家开展医疗援助……一条
条崭新的航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开放、自信、和
平的大国海军形象，展示了为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护
航的青春担当。

70 岁，人民海军正青春。
70 岁，人民海军再出发。
((记记者者李李宣宣良良、、樊樊永永强强))新新华华社社青青岛岛 44 月月 2222 日日电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并发表重要讲话。海外
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对于推动各国海军深化务实合
作，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缅甸曼德勒缅中友好协会副主席、缅北中华商会秘书长
李祖清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各国海军应该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
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再次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
平以及与世界人民共同走互利共赢道路的意愿。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
“海洋命运共同体”强调和平合作，这一理念将推动全球共同
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造福人类。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对“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深表赞同。他表示，马来西亚期望在海洋资源可
持续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

作，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中文部主任黄斌说，“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对于推动各国海军深化务实合作，合力维护海洋和
平安宁具有重要意义。中泰海军在装备方面保持合作，这有
助于两军增进理解、加强协调合作，从而更有效地携手应对
共同威胁，维护本区域海上和平安全，确保海上丝绸之路畅
通，造福各国人民。

新西兰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张培军表示，“海洋命运共
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的和平安宁
需要共同维护。新西兰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南太平洋
的自然延伸，海洋安全对两国贸易非常重要。双方应该促进
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应对南太平洋地区
的共同威胁和挑战。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华总会、巴新中华商会副会长陈炳
文说，人民海军走过的 70 年光辉历程，让海外中华儿女深
感自豪。近年来，人民海军实施亚丁湾护航、海外撤侨、医疗
服务、国际救援等，每一次行动都昭示着，从近海走向深蓝
的人民海军是和平使者，是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是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
阿联酋华商联合会理事长宋弘表示，在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主席强调“海洋命运共同体”重
要理念，作为一名 1976 年参加海军航空兵、有着 20 年服役
经历的老兵，自己此时此刻心潮澎湃。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
量主体，对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期
待人民海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创绩，续写辉煌。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原毅说，人民
海军不仅保卫着祖国海疆和海上航线，维护国家和人民海
外利益，而且在维护海洋和平、保护航道安全以及推动海洋
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海洋和平
安宁和良好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驻埃及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逢生
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彰显了中国积极维护海洋和平与良
好秩序的决心。我们期待人民海军为促进海上互联互通、推
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
全产品作出新的贡献。(参与记者：车宏亮、庄北宁、郑世波、
郁玮、汪瑾、卢怀谦、郝亚琳、苏小坡、马晓成、吴丹妮)

新华社记者樊永强、丁汀、刘芳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迎来
70 岁生日。

1949 年 4 月 23 日，在人民解放军百
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的同一天，人民海
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开创了中
国人民保卫海疆、经略海洋的新纪元。

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什么选择在 4 月
23 日这天成立人民海军？长江边的小村庄
白马庙为何会成为人民海军诞生地？人民
海军在初创时期经历了哪些艰辛探索和奋
斗历程？

近日，记者在上海某干休所独家专访
了 70 年前人民海军初创时 13 位见证人中
的唯一健在者黄胜天老将军。

今年已 93 岁高龄的黄胜天长期在第
三野战军、华东军区等作战指挥系统工作，
参与人民海军创建，曾任海军淞沪水警区
副司令、海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等职，见证
了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的诸多重大历史瞬
间。

“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决策

成立人民海军”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
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帝国主义
从海上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
实在太深重了。”黄胜天说，“当解放战争即
将取得全国胜利之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亲
自决策成立人民海军。”

几经筹议，中央及中央军委把筹建海
军的任务交给了第三野战军，并明确由时
任二野副司令员、三野前委委员的张爱萍
具体负责。接到任务后，张爱萍来到渡江战
役第三野战军东线指挥部——— 江苏泰州小
村庄白马庙。

“4 月 23 日注定是载入史

册的一天”

“历史选择了白马庙。”黄胜天说，白马
庙虽不临江不靠海，但交通便利，到长江北
岸只有十几公里。加上白马庙是革命老区，
群众基础好，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附近
还有传统的造船村庄，为解放军准备渡江
作战造了许多木船。

“1949 年 4 月 23 日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时任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的黄胜天清晰地记得，就是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当天下午，党中央、中央军委下令
三野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萍
为司令员兼政委。

“海军成立时的全班人马，加上张爱萍一共才 13
个人， 5 名干部、 8 名战士，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一支
海军了。”黄胜天回忆说，成立过程也非常简单，在宣
告成立后，每个人整理各自的文件、枪支、生活用品
等，就立即投入到接收国民党起义的海军舰艇部队的任

务中去。
“从这一刻起，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

的海上武装，一路走向胜利。”黄胜天说，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华民族开启了向
海图强的新篇章。

“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

自力更生的人民海军”

今天，陈列在白马庙海军诞生地纪
念馆中的 665 张历史照片、164 件珍贵
文物、383 份文献史料，清晰地记录着人
民海军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峥嵘岁月。

“人民海军初创时，可以说是‘一穷
二白’。”黄胜天说，一缺人才，二缺军舰，
三缺舰炮。当时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全
部家底加起来不过几千吨，还不如大国
海军的一艘驱逐舰。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
几乎从零起步的人民海军走上了建设发
展的快车道。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可以说是
用举国之力建设海军。”黄胜天说，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特意以“井冈山”“南昌”“遵义”“瑞金”
“延安”等革命圣地的地名，命名人民海军
的第一批舰艇，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

“我们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人才、军
舰和舰炮三大难题，这在中国海军史上
和世界海军史上都堪称奇迹！”回忆往
事，黄胜天感慨万千。

“我只有一个心愿，一定

要向海图强”

1955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海军配合
陆军、空军解放一江山岛，这是我军第一
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非常成功！”
时任华东军区海军作战参谋的黄胜天说，
“想要保护祖国的海洋权益，就必须建立
一支属于人民的、自力更生的人民海军。”

从沿岸到近海，从浅水到远洋，70
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
兵部队、陆战队、岸防部队五大兵种跨越
发展，一步步走向深蓝。

2012年 9月 25日，辽宁舰正式入列。
电视荧屏前，当年随张爱萍组建华东海军

的黄胜天热泪横流，感慨万端：“中华民族的航母梦已经做
了快一百年了，海军官兵盼望航母也盼了半个多世纪。”

“今天海军的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让我非常佩服、
非常自豪！”黄胜天说，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人民
才能安享太平，我们的祖国才会长治久安，“我们发展海
军，也不是为了侵略和霸权，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我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向海图强，努力把人民
海军建成世界一流海军。”采访最后，黄胜天颤抖着双
手写下“向海图强”四个大字祝人民海军 70 岁生日快
乐！ 新华社上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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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强大人民海军

▲扫描二
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习近平
时间|建设强大
人民海军 建
设海洋强国》。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

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寄

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

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70 秒直击海上大阅兵

▲扫描二

维码，观看新

华社视频报道

《70 秒 直击

海上大阅兵》。

共享海军荣光，逐梦

蔚蓝海洋。23 日下午，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海

上阅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

举行。一起看现场！

 44 月月 2233 日日，，““南南昌昌””号号导导弹弹驱驱逐逐舰舰在在青青岛岛附附近近海海域域参参加加庆庆祝祝中中国国人人民民解解放放军军海海军军成成立立 7700 周周年年海海上上阅阅兵兵活活
动动。。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郭郭绪绪雷雷摄摄

 44 月月 2233 日日，，““五五指指山山””号号登登陆陆舰舰在在青青岛岛附附近近海海域域参参
加加庆庆祝祝中中国国人人民民解解放放军军海海军军成成立立 7700 周周年年海海上上阅阅兵兵活活动动。。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李李紫紫恒恒摄摄

 44 月月 2233 日日，，““和和平平方方舟舟””号号医医院院船船在在青青岛岛附附近近海海域域参参加加庆庆祝祝中中国国人人民民解解放放军军海海军军成成立立 7700 周周年年海海上上阅阅兵兵活活动动。。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琚琚振振华华摄摄

 44 月月 2233 日日，，各各国国海海军军代代表表观观摩摩阅阅兵兵活活动动。。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李李紫紫恒恒摄摄

 44 月月 2233 日日，，中中国国某某新新型型核核潜潜艇艇接接受受检检阅阅。。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李李紫紫恒恒摄摄

军事专家认
为，70 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海军建设快速
发展。“在装备技
术领域、国防科技
领域，过去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有一代半甚至两
代的差距，如今，我们弥补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代差，
大型水面舰艇、潜艇、舰载机、雷达等装备形成了完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部
队的训练水平
和官兵风貌取
得 了 长 足 进
步 。”军事专家

说，“近年来，中国海军多次开展不带预案、复杂电磁环
境下的对抗演练，训练水平大幅提升。在这次活动中，
中国海军将在阅兵式以及后续开展的联合训练中展示
出令人振奋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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