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人眼中，近代以来，

由于国力衰败，中国海军也往

往处于忍气吞声的地位。

其实，孱弱的近代中国海

军也并非无所作为，在国家危

难之际，尽其所能与列强海军

周旋，以最大力量维护民族尊

严，在历史上留下了为数不多

的几个闪光点。

北洋水师首访日本

1886 年，日本、英国、俄

国势力渗入朝鲜，为争夺控制

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作为朝

鲜保护国的清朝，深知一旦朝

鲜旁落他人之手必将危及自身

安全，于是命令北洋水师“定

远”、“镇远”、“济远”、“威远”、

“超勇”、“扬威”等 6 艘军舰

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借

以展示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实

力，威慑敌国勿要轻举妄动。

是年8月1日，“定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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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舰外交：大清水师也曾很牛

远”、“济远”和“威远”等 4

艘军舰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奉

命前往日本长崎港进行大修。

8 月 13 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

观光，个别水兵趁机跑到妓院

嫖娼，与老板发生了纠纷，引

来日本警察干预。水兵与警察

发生群殴，结果一名日本警察

被刺成重伤，肇事水兵被拘捕，

其余水兵四散而逃。

8 月 15 日，数百名放假的

水兵上岸观光，丁汝昌为了防

止再起冲突，下令水兵不准带

械登陆。当水兵行至广马场外

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时，数

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

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

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

大肆挥刀砍杀。长崎市民在歹

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

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

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

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

亏，死亡 5 人，重伤 6 人，轻

伤 38 人，失踪 5 人。日本警

察被打死 1 名，伤 30 名，此

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进

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日方

起初不肯让步，谈判一时陷入

僵局。中方有人提出“撤使绝

交、以兵相胁”的主张，海军

实力不济的日方慑于北洋水师

的强大武力，这才在英、德公

使的调停下，在 1887 年 2 月

与中方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

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

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

给抚恤。由此核算，日方共付

恤款 52500 元，中方共付恤款

15500 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

疗救护费 2700 元由日方支付。

北洋水师首访日本最终以

日方屈服而终结，但双方从此

结下了梁子。日本民间的复仇

情绪被煽动起来，大受刺激的

日本政府投入巨资建设海军，

从天皇到百姓踊跃捐款购置军

舰，力争短期内赶超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再访日本

1891 年，俄国和日本为了

争夺朝鲜，矛盾进一步加深。

日本加紧了军事准备，朝鲜的

命运岌岌可危。清政府在外交

上继续坚持对朝鲜的保护权的

同时，在军事上希望通过炫耀

强大的海军力量，遏止日本的

侵略野心。而此时的日本为了

摸清北洋水师的底牌，也特地

发出了访日的邀请。

是年 6月 26日，丁汝昌再

率北洋水师主力“定远”、“镇

远”、“致远”、“靖远”、“经远”、

清末中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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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远”等 6舰从威海卫出发，

7月 1日抵达神户，加煤添水后

直赴横滨。舰队抵达横滨港后，

日本予以高规格的礼遇，所到

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

7月 9日，日本天皇在东京接见

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7月 10

日，外相夏本武扬举办游园会

招待北洋舰队将领，日本海军

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专

门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

军将领。

北洋水师也以相同

礼节答谢日方，7 月 16

日，丁汝昌在旗舰“定远”

号上举行招待会，邀请

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

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

席。日本人参观完 7000

吨级巨舰“定远”、“镇远”

号后又深受刺激，诱发

了日本国内的惊恐情绪。

北洋水师在访问横

滨、长崎后，于 8 月 4

日离开日本回国。一些将领对

日本海军发展速度之快吃惊不

已，认为自身装备已陈旧落伍，

纷纷上书要求添船换炮，却被

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拒绝，直

至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也

未添一舰一炮。

反观日本，朝野各界将北

洋水师作为日本的头号威胁，

立志以战胜北洋水师为最高命

令，掀起了超常规加速扩充海

军军备的高潮。1893 年，天皇

发布敕谕：决定在此后 6 年中

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 30 万日

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

出 1/10 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

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

本海军已拥有各种军舰 55 艘。

1894 年，号称“亚洲第一、世

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在丰岛、

黄海、威海卫三战皆墨，以全

军覆没的结局收场。

震慑古墨的跨洋航行

甲午战败后，清朝的国际

地位一落千丈，简直沦落到人

尽可欺的地步。1905 年，美国

议会在白人工会的压力下，强

行通过了禁止华工的法令。清

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据理力

争，始终未能挽回局面。墨西

哥议会趁火打劫，也提出了禁

止华工入境的法令。伍廷芳受

命与墨西哥政府进行谈判，结

果碰了一鼻子灰。伍廷芳拍案

而起，勃然怒喝：“下旗！回

国！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

再和你们周旋！”此言一出，

墨西哥官员目瞪口呆，第二天

的报纸纷纷将清政府的“炮舰

外交”作为头条新闻，还配发

了中国海军巡洋舰破浪航行的

照片。墨西哥震惊之余，赶紧

请美国政府调停，最后以废除

禁止华工入境法令而告终。

原来，清政府败于日本后

痛定思痛，不惜重金重建海军，

从英国、德国购入“海天”、“海

圻”、“海容”、“海筹”等巡洋舰，

建立了巡洋、长江两支舰队。虽

然实力不能与当年的北洋水师相

提并论，但还是远远超过了墨西

哥这样的小国海军。受此事件启

发，1908 年，清政府下令萨镇

冰率领“海圻”、“海容”二舰前

往新加坡、印尼、越南等

地抚慰南洋侨胞，开启了

近代中国政府宣抚华侨的

始端。

1911 年，程璧光率

领“海圻”号巡洋舰赴

英国参加英皇乔治五世

加冕仪式，指挥了中国

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跨洋

航行。在参加完加冕仪

式后，“海圻”号巡洋舰

又应美国政府邀请前往

进行友好访问，官兵们

还为格兰特将军墓献了花圈。

恰巧此时，古巴和墨西哥都发

生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程璧

光便指挥“海圻”号顺路访问

了古巴。当排水量达 4300 吨的

“海圻”号出现在港口时，受到

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而古

巴总统慑于中国军舰巨炮威力，

态度立即改变，紧急接见程璧

光时特意表示：“古巴军民决不

会歧视华侨。”“海圻”号于是

在古巴停泊，并计划休整后访

问墨西哥。在美墨战争中吃尽

苦头的墨西哥政府害怕再起兵

祸，不等“海圻”号上门，便

主动向清政府赔礼道歉，赔偿

了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中

1911年，程璧光与纽约市长 William Jay Gay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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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舰这才取消访问打道回国。

回国途中，官兵们得知清

朝已被推翻，纷纷请求程璧光

宣布易帜。程璧光下令全舰官

兵在甲板上集合，拥护

清政府的站左舷，拥护

共和的站右舷，结果所

有的人都站到了右舷，

黄龙旗被五色旗取而代

之。

日制军舰访问仇家

1934年5月30日，

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

郎死去，日本邀请各国

海军首长参加东乡的葬礼，鉴

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大

战一触即发，中国政府最后派

出了海军第一舰队“宁海”号

巡洋舰，代表军方而非政府前

往日本访问。

应该说，这次访日极具讽

刺意味：一方面，东乡平八郎

在甲午战争中，率领“浪速”

号等三艘日舰在丰岛击沉了中

国运兵船“高升”号，致使

900 多名清军官兵葬身大海；

另一方面，民国政府由于资金

有限，只能用招标方式购买军

舰，而“宁海”号的生产商日

本播磨船厂报价低廉，并同意

用东北大豆折价，结果中了标。

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海军派出

“海圻”号水兵前往格兰特将军墓敬献花圈途中

日制军舰访问仇家日本的现象。

尽管日本之行有屈辱的成

分在内，但中国海军官兵有礼有

节，不卑不亢，以严整的军容和

严格的军纪赢得了日本

友好人士的尊重，以有

素的军事训练和良好的

装备保养展现了中国自

强不可欺的军威。

回国后，“宁海”

号官兵受到了国内各界

的“媚日”指责，处境

十分尴尬。官兵们忍辱

负重，加紧训练，憋着

一口气要打翻身仗。在

四年后的淞沪会战中，

“宁海”号战沉于长江江阴段

江防防线，而访日时的“宁海”

号舰长高宪申在指挥“平海”

号巡洋舰作战时腰部负重伤。

( 责任编辑 /齐  风 )

(电子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

新中国成立

时，人民海军实力

比国民党海军差得

很远，甚至找不出

像样的军舰，不得

不出动武装渔船与国民党军舰周旋。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修复报废的老旧军舰使用。1955 年，一艘战损

沉没的日本丙型海防舰被打捞出水，修复后命名为

“南宁”号护卫舰，作为旗舰进入南海舰队第一护

卫舰大队服役。

1963 年 11 月，中国首次派出大规模体育代表

团，前往雅加达参加第一届新生力量运动会，贺龙

元帅亲往观礼。国民党扬言要击沉代表团乘坐的“光

华轮”。“南宁”号老当益壮，率领护航编队出色地

完成了远洋护航任务，让各国来宾刮目相看。

1965 年，印尼发生了“930”政变，华人华侨

遭到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迫害。中国中央政府

派出“光华轮”将 3 万华人华侨接回祖国，“南宁”

新中国海军境外行动

号作为旗舰率领海

军编队前往示威和

协助撤侨，第一次

在海外展示了解放

军的海军力量。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海军

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拥有了让所有对手敬

畏的强大舰队。

2008 年底，中国派出特遣舰队奔赴索马里海

域执行反海盗护航任务，承担起作为国际社会一员

的责任和义务，为新世纪的中国军舰外交赋予了新

的含义和任务。

2009 年 4 月 23 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成立 60 周年，中国海军在青岛港及附近海域举

行了海上检阅活动，14 个国家 21 艘舰艇接受检阅，

增进了中外海军的相互了解，加强了各方的海上安

全合作。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海军在维

护世界和平的道路上将迈出更加坚实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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