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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国产航母首任舰长揭秘国产航母首任舰长

备受瞩目的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前天进行了首次海试。
在央视随后发布的视频报道中，航母舰长为海军大校来

奕军。这也是官方第一次披露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的舰长人
选。

这位舰长，是杭州萧山城厢镇人，1984年—1990年他在萧
山中学念完了初中和高中。今年正好是萧山中学建校80周年，
这两天，整个萧山中学的校友圈都在为自己母校出了位航母舰
长而振奋。在老师、同学眼里，他素质全面成绩好还喜欢帮助
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军迷，光听飞机声就知道发动机型号。

14日，记者在萧山中学见到了来奕军当年初中和高中的
毕业照，并找到了他的同班同学，以及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

“他的名字里就有一个‘军’，从小就是军迷。”来奕军的同
学说，“但还是想不到现在竟然成了航母舰长，了不起！”

在央视发布的视频里，
航母离港前，舰长来奕军在
驾驶舱向指挥员报告：备航
完毕，请示离码头。得到批
准后，来奕军转身下达离码
头部署的命令。随后航母起
锚，在拖船帮助下缓缓驶离
泊位。

公开报道显示，来奕军
大校曾任海军“连云港”号护
卫舰舰长，东海舰队护卫舰
第8大队大队长等职务，并曾
荣获2010年度全军优秀指挥
军官。

“连云港”号是我国研制
建造的053H3型护卫舰，1997
年 10 月下水，服役于东海舰
队。2007 年，“连云港”号护
卫舰和“三明”号护卫舰组成
的舰艇编队，参加了在巴基
斯 坦 卡 拉 奇 举 行 的“ 和
平-07”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这是中国首次派舰艇参加多
边海上联合军演。

当时，来奕军为“连云港”
号舰长，在演习中亲自指挥，
对各个分项目演习动作下达
命令。那次演习，中国海军舰
艇编队表现出来的实战能力，
获得了外界的高度认可。

2010 年，来奕军荣获年
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称号，
他是当时海军43名获此殊荣
的指挥官之一。

解放军报当时评价称，
这些指挥军官出色地完成了
部队战备、训练、执勤等各项
任务，特别是在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护航等急难险重任务
以及一系列重大战备演训活
动中，表现出能力素质强、工
作实绩突出的作风，有力促
进了部队全面建设。

来奕军大校是杭州萧山
城厢镇人，1984年9月—1987
年7月在萧山中学就读初中，
1987 年 9 月—1990 年 7 月在
萧山中学就读高中。1990年
7月考入大连某舰艇学院。

记者找到了他当年的两
位班主任。

初中班主任陈福芝是一
位已经退休的语文老师，说起
来奕军这个学生，陈老师赞不
绝口：“来奕军是我们班的副
班长，初一开学后没多久就由
同学选举出来的。因为他小
学的时候就是班干部，当时我
们班里有不少他小学时的同
学。”

陈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
的乐于助人，“他学习成绩很
好，年年评上三好学生。不仅

如此，他还非常乐于帮助同
学。我经常看到他放学后还
留在学校，帮其他同学辅导功
课”。

因为热心，来奕军在同学
中威望很高，从小就有领导气
质。

而当年的高中班主任夏
国良，如今是萧山教育局副局
长。他对来奕军的印象也很
深刻，他不仅教过来奕军，后
来还教过他的弟弟。

“来奕军学习成绩不错，
体育也很好，动手能力很强，
是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学
生。”夏老师说。

有趣的是，当年夏老师结
婚的时候，要买家具，正是来
奕军蹬着三轮车载着他，一起
把家具拉了回来。

据说，来奕军很小的时候
就立志要当军人，1990 年高考
时直接报考了大连某舰艇学
院。“这所学校是本科院校。当
年像他这样成绩好的，很少有
人会报考军事院校的。”

进了军校以后，来奕军和
同学老师们一直保持联系，不
过后来进了部队，就很难有时
间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了，“已经
好多年没有在同学会上看到他
啦。”

萧山中学数学老师李金兴
是来奕军的高中同班同学，在
他记忆中，当年的来奕军就是
个军迷了。“他名字里就有个

‘军’字，小时候喜欢玩兵器类

的玩具，高中的时候他经常看
军事杂志。”

李金兴印象最深刻的是，
来奕军对各类发动机型号十分
熟悉，“天上飞机飞过，他听听
声音就能说出发动机型号，很
神。”

在得知来奕军当了航母舰
长，同学们都相当佩服，在微信
群和朋友圈奔走相告。不过，作
为一位海军大校，来奕军总是神
龙见首不见尾。“虽然他的家人
都在杭州，但是来奕军总是要出
去执行任务，很少回来。”

“现在他是航母舰长了，行
动都是国家机密，我们班的微
信群他也退出了。”李金兴说。

来奕军的同学中，有几个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孙杨（与
著名运动员同名）就是其中之
一。

“我是从小学开始和他同
班的，我们一起上的萧山劲松
小学。”孙杨说，“那时候我们
男孩子放学了就玩在一起，不
像现在有很多功课要做。”

根据这位发小透露，这位
航母舰长小时候最喜欢做的
事，竟然是钓鱼。

“我们家附近那时候还是
农田，我们会去田里捉田鸡。”
孙杨说，“但是我们最喜欢的
还是钓鱼，几乎天天去附近的
河里钓鱼。来奕军钓鱼的水
平还很高，很多次都比别人钓
得多。”

或许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缘故，孙杨从来不觉得来奕军
有别于常人。“小时候完全想
不到他后来会做军官，还做到
航母舰长这么高的级别。”

几年前，来奕军在上海服
役的时候，曾带着孙杨，在黄
浦江边远远地参观了他的军
舰。

“虽然不能登上军舰，但
是远远看着已经很壮观了。”
孙杨说。

从来奕军身上，孙杨看到
了中国军人艰苦的作风。“我
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高级
军官了，还要经常值夜班。”孙
杨说，“军队的生活很枯燥，且
常年不能回家。有时候他甚
至还说羡慕我，可以和家人在
一起。他每次有任务，一出海
就是好几个月。他的儿子，要
一两年才能见爸爸一面。”

作为军官，不能经常使用
手机，更别说和同学朋友聊
微信了。“到了海上就更不
能用手机，他在舰上一有空
就学习英语，每天看《中国
日 报》《人 民 日 报》的 英 文
版。”

海军大校军功显赫

90岁“超人”李嘉诚正式退休

纳吉布被禁止出境

郭台铭创办的富士康将A股上市

69岁无腿老人登顶珠峰

5 月 13 日，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连造
船厂码头启航，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
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去年4月26日下水以来，第
二艘航母建造工作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完
成了系统设备调试、舾装施工和相关系泊

试验，具备了出海试验的技术条件。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也是我国的第二

艘航母，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下水，专家表
示，相比辽宁舰，首艘国产航母从设计到建
造，全部由我国自主完成，并在辽宁舰使用
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了多项优化，性能将有
全面提升。其研制和建造，标志着我国已
经掌握了建造中型航母，以及后续更大型
航母的能力。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一直备受关注。中
船重工董事长、航母工程总指挥胡问鸣表
示，新建的首艘国产航母将在辽宁舰的研
制和使用基础上更进一步，跻身世界先进
航母行列，同时更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航
母研发能力。

胡问鸣介绍，目前世界各国装备的航
母主要分为大型、中型和轻型三类。大型
航母是以美国的“尼米兹”号、“福特”号为

代表的 10 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而法国
的“戴高乐”号、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
我国的辽宁号以及新建的国产航母都属于
4万到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

胡问鸣表示，在中型航母里面，“戴高
乐”号是中型航母里的核动力航母，其他的
属于常规动力航母。我国的这艘航母在技
术上处于前列。这样的自主设计和自主制
造的能力，也为我国未来建造性能更优、体
量更大的航母打下了基础。同时，通过首
艘国产航母的研发，我国也建立了一支航
母研发的人才队伍。

胡问鸣表示，“现在已经有一支研发设
计建造的队伍，已经历练成军，而且平均年
龄在 36 岁。将来我们国家想发展任何一
型航母，我们具备自主设计能力了。既然
能发展任何航母，那当然任何的水面舰艇
我们就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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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在11日长和及长实股东大会后，将
正式退休，转任集团资深顾问。90岁的“超人”
李嘉诚退休后，指定其长子李泽钜接手其规模
达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李嘉诚同时表示，将继续增持旗下长地和
长和两家旗舰公司股票，但要选择好合适的时
机。另外，谈及即将接任主席一职的长子李泽
钜，李嘉诚称，看着他工作数十年没有信心是假
的。1950年，立志创业的李嘉诚凑足5万港元，
购买欧美淘汰的设备在十分偏僻的香港肖其湾
办起了“长江塑胶厂”。

马哈蒂尔
下令马移民局
禁止纳吉布夫
妇出境，这就
意味着纳吉布
将无法躲过国
内 的 贪 腐 调
查。

吉隆坡警
方日前接到报
案，指纳吉布
夫人罗斯玛从
总理府将大约

50个价格不菲的名牌手包转移至上述公寓，警
方将调查这是否涉及贪污。此前媒体援引美国
检方调查报告称，纳吉布亲信从马国有投资基
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窃取45亿美元巨
资，其中7亿美元进入纳吉布本人的银行账户，
约3000万美元则用于给罗斯玛购买珠宝。

14 日 ，备
受关注的富士
康 正 式 披 露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A 股股票招
股说明书》、股
票发行安排及
初 步 询 价 公
告。根据招股
书 ，富 士 康 股
份的股票简称
为“ 工 业 富

联”，股票代码“601138”，此次拟发行约19.7亿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不设老股转让。此次A股发行，再次将富士
康创始人郭台铭推上前台。1973年2月，郭台
铭出资10万元新台币，与朋友在台北县创立了
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

北京时间5月14日10时41分，尼泊尔时间
8时许，69岁的“无腿老人”夏伯渝第五次挑战
珠峰成功。他凭借着一双假肢，站在了世界最
高峰！

43年前，夏伯渝在内的20名中国登山突击
队队员向珠穆朗玛峰出发。登到8600米时，天
气变差，登山队开始下撤。当晚，登山队要在
7600米处过夜，一名藏族队友因为体力透支、丢
失了睡袋，情况极为危险。夏伯渝没有犹豫，把
自己的睡袋给了队友。但是到了第二天，夏伯
渝发现鞋子脱不下来，医生诊断他的双脚冻伤
需要截肢，当时他只有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