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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二战的朋友或许记得，为

抵挡蜂拥而至的美国飞机，穷途

末路的日军竟用世界最大战列

舰的460毫米主炮发射“三式对

空弹”，这种世界上最大的高射

炮弹因飞行时间长，预定炸点与

飞机航线相去甚远，完全变成

“打空气”，根本不起作用。可今

天，日本人又琢磨起更高端的

“大炮打导弹”技术，而灵感居然

来自美国。

海版“新主意”
近年来，日本老担心邻国导弹

“威胁”，光靠既有的海上自卫队宙

斯盾舰和陆上自卫队爱国者反导拦

截弹，根本挡不住“饱和攻击”，况且

自身经济低迷，拿不出更多钱部署

专门反导武器。恰好，美军一个新

项目让日本人看到希望。

2020年8月31日至9月3日，

美国先进作战控制系统（ABMS）完

成初步试验，它以空军为核心，把太

空军、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的各

种装备通过高速数据链集成，由超

级计算机解算目标诸元，再按装备

性能分波次拦截。试验中，美国空

军B-52H轰炸机发射6架模拟巡航

导弹的BQM-167靶机，空军雷达发

现后，引导自己的F-16战斗机和

MQ-9无人机（挂载AIM-9X空空导

弹），还有海军127毫米舰炮和陆军

M109A7自行火炮依次拦截。通过

计算机和5G超大带宽，ABMS在极

短时间内交换大量数据，居然使陆

军M109A7自行火炮发射的低速炮

弹也能飞到来袭目标预定的航线

上，从而形成杀伤。

美军为ABMS准备了一种HVP

炮弹，弹径155毫米，长660毫米，重

18.14公斤，弹头重6.8公斤，最大射

程80公里。它原为美国海军研制，

美国陆军装备后，使自行火炮也具

备拦截速度略低的巡航导弹，极大

扩充反导阵容。同时HVP也比正

宗反导拦截弹便宜，多个炮兵连齐

射，能制造大片弹幕，以节省反导拦

截弹的消耗。美国陆军还打算从废

车场里拖回退役的203毫米M110

自行火炮底盘，移植DDG-1000型

驱逐舰上的155毫米AGS长身管舰

炮，以提高初速，充分发挥HVP炮

弹威力。

小心“卖概念”
日本十分中意ABMS技术，已

准备与美国合作，共同提升反导能

力。客观上，日本陆自现役99式自

行火炮与美军M109A7同为155毫

米口径，弹道性能也一致，引进

HVP炮弹没有问题。一旦引入

HVP乃至整套ABMS，陆自数目不

少的自行火炮即可成为低空反巡航

导弹的主力，哪怕更陈旧的155毫

米口径FH-70牵引炮，虽说机动性

差，但把它们提前部署到重要设施

附近，当固定高炮用，也能让日本反

导力量得到极大的提升。

但日本学者

能势伸之警告，美

国军火商经常“卖

概念”，吸引用户

提前“入坑”，真要

到装备实用化，不

知要花多少钱。更

要命的是，美国对

日军售，从不开放

系统代码，以便垄

断技术，赚取更多

的利润。ABMS即

使能完成，日本引

进费用也极其昂

贵。特别是采用ABMS后，日本原

本国产装备使用率最高的陆自也将

失去自主性，一切都按美国要求来，

日本自卫队将彻底绑在美国战车上，

沦为美国的“编外打手”。 朱京斌

全都白手起家
当时，遭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

国主要利用毗邻港澳的广东发展外

贸，进口急需物资，但得到美国支持

的台湾国民党军掌握制海权，时不

时深入珠江口，袭击商船，抢劫城

镇。尽管解放军1949年底就成立

了广东军区江防部队（不久称中南

军区海军），靠着5艘小炮艇打赢第

一场海战，将国民党军逐出珠江口，

但“大门虚掩”的局面没多大改观。

一位解放军名将参观一艘缴获的国

民党军舰时曾感慨：“一艘军舰就跟

一座工厂一样。”

海军是“贵族军种”，需要国力

和技术做支撑，为了尽快建立起码

的近岸防御能力，新中国向友好的

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优先支援中南海

军建设的请求。

米哈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

1951年来到广州。和他一起去广

州的海军顾问总共6名，分别来自

舰艇、岸防炮兵、领航等部门。他们

从北京出发前，中国公安部门特意

安排了一堂政治形势课，出示缴获

自国民党特务的文件，这是蒋介石

签发的密令，上面白纸黑字地标明

刺杀一个援华顾问奖励多少钱！

对外国顾问来说，特务暗算倒

不怕，最难受的是眼前的中南海军

恐怕用“河军”形容更恰当，他们没

有一艘能出海的军舰，也没有足够

的正规水兵。

米哈伊印象非常深，来广州码

头迎接他们的中南海军司令员是久

经考验的陆军将领，谈及从北纬40

度（东北）打到北纬20度（广东）的

胜仗可谓如数家珍，但涉及海战战

术以及海军建设设想，对方诚恳地

表示要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

始，但他相信，“建设强大海军，是第

二场解放战争，有共产党的领导，也

一定能够胜利”。东道主坚定的信

念，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米哈伊要

做的第一件事是找翻译，而且必须

是既懂外语又懂航海的翻译，否则

各种海军专业术语就无从领会。

中南海军竭尽全力，勉强从原

国民党广州海校里找到一个航海见

习生，他很年轻，也有知识文化，但

他向米哈伊两手一摊，“我从小到大

没见过海军是啥样，可命令下来了，

我必须服从”。米哈伊拍拍他的肩

膀，说：“那么，就把今天当成你的

‘海军事业’起点吧。”

搞出“陈船厉造”
米哈伊的策略很清楚，先与翻

译把外军最基本的作战条令和专业

名词尽快“汉化”，给中国军官开速

成班，培养种子教员，然后才大规模

培训基层官兵。不仅如此，他遍访

广州修造船企业，了解当地工业配

套水平，为中南海军设计中短期发

展方案。

20世纪50年代，除开抗美援朝

时期，新中国年军费开支维持在50

亿元人民币，美国同期的军费开支

已5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给海

军），由于陆空军和国防尖端技术发

展需要，海军年度装备费不过1亿

多元，特别是美国第7舰队隔断台

湾海峡，让远在广东的中南海军更

难获得增援。

米哈伊与中国同事因地制宜，

主要利用从铁路运来的柴油机、火

炮、水雷、鱼雷等散件，就地组装出

可距海岸数十海里活动的鱼雷艇和

炮艇，剩下的便是利用残留的旧船

（有的甚至打捞沉船）组装出扫布雷

舰以及护卫舰。所幸，广州离英国

统治的香港不远，尽管美国对新中

国实行封锁，但内地仍能从香港商

人手里交易到修复军舰所需的设

备，米哈伊记得，有些零部件是用帆

船从香港运来的。

他回忆，中南海军的旗舰居然

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废弃于广州

的870吨级海防舰，但安装了大口

径陆军火炮和警戒雷达，中国人把

这套办法称之为“陈船厉炮”。后来

得知，这艘“重生”的老舰直到1979

年才退役。

尽管力量尚弱小，但年轻的中

南海军依然敢于出海巡逻。米哈伊

曾随快艇出珠江口，从香港开出的

英国军舰不时抵近监视，稍离虎门

炮台远一点，出没外洋的美国飞机

和军舰也过来“凑热闹”，动作非常

挑衅。几十年后，这些场景已一去

不复返了。

保卫革命果实
米哈伊所接触的人民海军战

士，大多来自翻身农民。闲暇之余，

他们很乐于与外国顾问分享家乡土

改的成果。有个从陆军转来的水手

长说，虽然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出大

陆，但每天都派飞机袭扰，“土改旨

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

农民耕种，也分给地主一份土地，让

他们自己耕种，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可国民党飞机却散发传单恐吓老百

姓。像我们老家，敌机撒传单警告

贫农不许分地主的地，地主也对农

民说，土地名义上算是你的，但今后

还得算我的”。就为了真正成为土

地的主人，他和好些小伙子参了军，

决心用枪杆子保卫革命果实。

事实上，获得政治解放的中国

人民不相信帝国主义封锁和反动派

恐吓能逆转历史。就像在中南海军

里，年轻战士用百倍热情学习先进

技术，对任何细节都细究到底。米

哈伊深有感触地说，新中国不仅注

重教育农民，也非常关注对部队战

士的培养教育，一位海军领导在为

米哈伊等外国专家送行时表示：“我

们不应该把希望光寄托在贵国顾问

身上，而是要向你们学习，学会你们

身上所有新的先进的东西，以便今

后能够独立自主地做所有的事情。”

直到多年后，他都觉得这番话非常

正确，正是这种信念，推动着中国如

今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让所有中国人都为自己的国家而骄

傲自豪。 常立版 李鹏

军国顾问回忆中南海军“月创岁月”

沉史钩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伸出了援手，为人民军队提供技术装备，
还派遣顾问协助正规化建设。东欧国家
一位退役海军军官米哈伊（笔名）曾在《时
代档案》上撰文，讲述自己为中南军区海
军（即南海舰队）工作的经历。

日本指望“大炮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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