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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的一期《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南沙
建立的第一个永暑礁海洋观测站胜利竣工。一座两层楼房，耸立在南海前哨，五星红旗在楼顶
高高飘扬。”

那一年夏天，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中国南海的这个点上，而当时的常州小伙张轶春就亲
身参与了该观测站的建设。身为军官的他和4名战士成为第一批登礁并驻扎在临时搭建的

“高脚屋”守护永暑礁的人。而他也因为这段经历，被战友们称为首批“中国南沙守礁人”。
31年过去，张轶春最难忘的仍是建站守礁的那156天。再次提及那段历史，他自豪地说：

“那片海，我去过；那份苦，我吃过。我永远无悔！”

31年过去，被称为首批“南沙守礁人”的他最难忘的仍是建站守礁的那156天，他说：

“去过那片海，吃过那份苦，永远无悔”

1988 年 1 月份，刚从武
汉海军工程学院毕业两年，
年仅 25 岁的张轶春开始了
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海上
任务。在此之前，他所在的
东海舰队 929 舰接到了开赴
中国南沙的命令。

据张轶春回忆，这次命令
和联合国有关。当时，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决定，由中国在南沙群岛
建立第74号海洋观测站。

“929 舰又叫紫金山舰，
属于我国第一代大型登陆
舰，兼具抢滩登陆和货物装
载的功能，并可装载大型车
辆等物资。当时，南海舰队
还没有这样的大型登陆舰。
于是，上级就命令该舰赶赴
中国南沙，做海上指挥舰。”
张轶春说，那时候，他在 929
登陆舰任副机电长，负责管
理 929 舰舱面以下，素有“军
舰心脏”之称的动力部分。

在执行此任务前，929舰
还从未出巡过南海。出发
时，张轶春面对为他送行的
爸爸妈妈，内心特别复杂。

“出发前，领导问我们还
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时候，
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了。但
为了不让父母多虑，我尽量
装作无所谓的态度。”张轶春
第一次听到领导这样讲话，
他明显感觉到这是一次不同
寻常的任务。

领导的一句话，让他感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任务

自 1988 年 1 月 15 日从
上海出发，再经湛江补给修整
后，包括 929 舰、多艘工程驳
船、浮吊船在内的十余艘舰
船，共计 300 多人，又航行了
两天三夜，才到了永暑礁附
近。

张轶春第一次见识到了
南海的威力。虽说 929 舰是
119 米长、15.6 米宽的大船，
可在南海的涌浪里它仍有种
随时被打翻的感觉。南海风
浪大，浪头起来，瞬间从船头
蹿到20米高的驾驶室玻璃。

永暑礁在地图上不过是
一个钢笔尖大小的点，而在
张轶春面前，它是一个隐约
可见的 22 平方公里的礁盘
和一块露出海面的桌子般大

小的礁石。而这里就是将要
施工建设海洋观测站的地
方。

“要在永暑礁上施工特
别困难。我们为了方便工程
船施工，要先在礁盘上开一
条航槽。这样，工程船、浮吊
船就可以从航槽里开进去。”
张轶春说，在战士和工程人
员的齐心协力下，一条 140
米长、30 多米宽、12 米深的
航槽终于开凿完成。后来，
他们把沉箱运到礁盘上，开
始兴建码头。

“施工的环境非常恶劣，
既有风吹浪打，又有如火烈
日。尤其是春季，季风来的
时候，施工所用的珊瑚沙刚
堆起来，就被风浪摧垮了。

来来回回，就这样，施工人员
要堆数十次才能把珊瑚沙堆
起来。”张轶春收藏的老报纸
记载了当时环境之恶劣，进
入夏季后，永暑礁附近海域
温度高达 55 摄氏度。一条
飞鱼飞到 929 舰的甲板上，
不出半小时就变成了鱼干。

与风浪和大海相伴，每天
都充满挑战，为了建设这次海
洋观测站，还有人甚至牺牲了
生命。风浪中一艘装载压载
铁的船晃得厉害，一位志愿兵
去拉扶上面的吊机下的重物，
船体晃动中，他当场被重物砸
倒，再也没有醒来。

1988 年 8 月初，永暑礁
海洋观测站完成主体建设，
并进行了部分设备的安装。

在永暑礁上建站，他见识了南海的威力

今年 56 岁的张轶春，迄
今过得最困难的一个春节就
是 1988 年的春节。那个大
年夜，永暑礁上刚刚用钢钉、
竹竿、篾席等物料搭建起了
一座竹棚，它被战士们称为

“海上猫耳洞”。
当天，张轶春按照上级

命 令 ，带 领 4 名 战 士 ，乘 小
艇登上了永暑礁。按照计
划，张轶春和战友应于当天
下午返回 929 舰，没想到海
上送来了“过年大礼”，小艇
走不了，他们只好在竹棚里
过夜。

“那个大礼就是海上的
大 风 ，它 一 刮 就 是 七 天 八
夜。更糟糕的是，原本带来

准备过年吃的冰冻老母鸡，
居然忘在小艇上了。”张轶春
说，风高浪急，那几天他们大
都是在高脚屋里度过的。

煤油炉上煮白面，外加
一点咸菜罐头，是他们的主
食 ，喝 的 是 自 带 的 两 桶 淡
水。让他们哭笑不得的是，
之前来修高脚屋的人虽然留
下了两桶水，却恶作剧地往
里面掺了海水。他们后来就
是靠喝仅有的这些半海水半
淡水熬了过去。

高脚屋里的夜晚是无眠
的。一波波海浪打来，把竹
地板拱得轰轰响，根本没法
睡。更要紧的，为了防备某
些敌人来袭，张轶春和战友

们人手一把冲锋枪，睁大眼
睛紧紧盯守着四面八方的海
面动静。

夜太安静了，除了海水
枯燥的节拍。月亮、大海、夜
色，这些文学描写在这里完
全 不 对 味 ，“ 哪 有 什 么 风
景！”张轶春说，“四周都是
海，除了海还是海！”

张轶春在日记中描述这
种感受：“简直太难受了，几
乎无法忍受那种单调，无处
走动、无事可做的情景，一辈
子也不会忘掉！”

初八早上，风浪终于平
静下来。小艇上礁，把这几
位首批守礁官兵接回了舰
上。

大年夜登上临时搭建的“高脚屋”，成为首批“南沙守礁人”

从 1988 年的 1 月到当年的 7
月底，张轶春统计，他一共在永暑礁
待了 156 天。在这期间，他不仅经
历了各种恶劣天气，还经历了著名
的“3·14海战”。

他回忆，因为有医疗队在舰
上，当时，929 舰被派往相关海域
准备收治伤员和俘虏。虽没直接
参加那场海战，但那段经历也成为
他一生中的独特记忆。

除此之外，他最难忘的还有每
天必须要面对的孤独，以及对淡水
的渴望。“在那里，我们没有多少娱
乐活动，唯一的一份读物是我们自
己出的刊物《南沙情》。”

而谈到淡水，张轶春马上想到
了“酱油汤”。因为，在舰上每星期
分配一次水，而储水箱因为舱内生
锈，一遇上剧烈晃动，出来的水就
像酱油汤一样。

“但是，我们苦中作乐，都把这
种淡水叫做‘可口可乐’。”张轶春
说，舰上每两人每周只有一桶 25
公升淡水，为了省着用，大家把用
过的漱口水加入“洁身宁”，杀毒消
菌，用来洗脸擦身。

1988 年 8 月 2 日，永暑礁海洋
观测站正式竣工了。从原来的偏
远荒芜海礁，到有了房屋和仪器，
并在这片海空竖起了国旗，张轶春
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海军的
历史。

1998年，张轶春转业离开部队，

回到常州，并在市国税局任职。在新
的岗位上，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干出一片新天地。

31 年过去，929 舰已经不在，
但张轶春和战友们一直牵挂着永
暑礁。“31年前，我们用了近半年的
时间才建了那么点规模。今天，国
家用半年时间建设，规模是当年的
几十倍。”

之前，张轶春很少讲述这段历
史。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他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用
这段经历激励自己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同时，还能鼓励年轻一代，
传好接力棒，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
强和美好。

吕洪涛 文 图片由被采访对
象提供

经历生死，为国奉献，他一生无悔

官兵在刚建好的“高脚屋”前站岗执勤

张轶春（右一）和战友以及领导在永
暑礁海洋观测站合影留念

“口述档案”，请找我们聊
聊您记忆中的常州城、常州人
往事，共同用文字和老照片，拂
去历史尘埃，留住岁月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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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前期施
工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