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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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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空军”的“领头鹰”

1944年5月，19岁的王海参
加了胶东抗日青年支队，1945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结
束后，王海成为山东大学的一
名学生。1946年3月1日，我军第
一所航空学校——— 东北民主联
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
正在山东大学学习的王海被选
为该校第一批学员，正式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51年10月下旬，根据志
愿军空军的统一部署，航空兵
三师第九团第一大队，在大队
长王海的率领下，肩负着党和
祖国人民的期望，驾机飞到了
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11月9日
的一次战役中，与敌机不期而
遇 的 王 海 大 队 击 落 了 一 架
FMK-8战斗轰炸机，实现了
“开门红”。

11月18日，他们再一次迎来
了战机。当天14时许，志愿军前
线雷达发现美机9批184架，一部
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至
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
炸扫射。

14时24分，空三师九团奉
命起飞16架米格-15战斗机迎
战。王海也带领一大队6架战鹰
奉命赶往战区。当飞机接近清
川江大桥时，王海清楚地看到
低空中五六十架敌机正对江桥
俯冲轰炸。

正是好机会。王海一声令
下：“跟我攻击！”一大队6架战
鹰闪电般向敌机冲去。遭到突
如其来的攻击，敌机急忙投掉
炸弹，抢占有利位置仓促应战。
不一会儿，有8架敌机摆开了一
个大圆圈阵。这个空战队形很
有效率，当攻击圆圈中的前一
架敌机时，后一架马上就会跟
上来进行掩护。

眼见敌机一圈套一圈，渐
渐摆脱困境。王海迅速思考应
敌策略，他灵机一动：必须发挥
我机优于敌机的垂直机动性
能，打破这个“螺圈阵”。于是，
他马上喊道：“爬高占位！”6架
战鹰一昂机头爬上高空，紧接
着利用动能优势猛冲进敌阵，
再拉起，再猛冲下来……反复
多次以后，硬是把敌机的圆阵
编队给冲散了。

紧接着，王海下令攻击，他
趁机在500米距离处向敌机猛
烈开炮，击落1架F-84。与此同
时，僚机飞行员焦景文紧紧掩
护长机，击落1架偷袭王海的F-

84。接着王海和焦景文相互配
合，越战越勇，乘胜追击，又各
击落一架敌机。

60多架敌机被一大队6架
战鹰勇猛的攻击打得惊恐万
状，四下逃散。

“唯一敢和美国空
军较量的空军司令”

1952年12月3日14时50分，
正在进餐的王海大队突然接到
总部下达的战斗命令：72架F-
86掩护56架F-80战斗轰炸机在
平壤、永柔地区进行扫射轰炸。
王海奉命率一大队12架战鹰赴
2号战区迎敌。到达清川江上空
时，发现在清川江南边有4条花
蛇般的东西滑过来。

王海发令，12架战鹰向4架
敌机围了上去。敌机遭到突然
袭击，慌慌张张投掉副油箱，加
快速度逃窜。王海没有贸然下
令追击，而是命大家整理好队
形，等待敌主力机群过来再打。
果不其然，这4架敌机刚刚逃
走，一大群敌机排成“品”字队
形，多层多路，黑压压地飞了过
来。见敌机已完全暴露在面前，
王海下令攻击。顷刻之间，12架
战鹰猛扑过去，20架敌机一下
子乱了阵脚，被冲得四处乱窜。
见敌机群已被冲散，王海命令
飞行员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
法，向下层的敌机展开攻击。就
这样，在王海的带领和指挥下，
一大队全体队员与敌军展开了
激烈的较量，最终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事后，他们才得知，与
他们作战的就是美空军王牌飞
行队。

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
王海大队共参加空战80余次，
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
一等功，成为共和国空军的第
一支王牌飞行队，被誉为“英雄
的王海大队”。王海创造了击落
击伤敌机9架的辉煌战绩，也被
誉为“当今世界上敢和美国空
军较量的唯一的空军司令”。

由于战功卓著，中国人民
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给他记
特等功、一等功，授予“一级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1953年1月
10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
予王海二级国旗勋章，同年11
月8日再次授予他二级自由独
立勋章及军功章。

综合澎湃新闻、中国军网、
@空军发布、央视新闻、学习时
报、大众日报等

1988年9月14日，为利于军
队的管理和指挥，解放军恢复
军衔制，并在北京举行解放军
上将军官授衔仪式。

当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
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
田、杨白冰、徐信、郭林祥、王诚
汉、赵南起、李德生、张震、尤太
忠、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
耀文、王海，共17名高级军官。

自1955年至1965年间，我国
共授予或晋升10名中华人民共
和国元帅、10名中国人民解放
军大将、5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将、17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将和136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
将。

此后，军衔制在1965年三届

人大九次会议上取消。
据中国网2009年刊文介绍，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2年
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

“恢复军衔制”的决定，并于1983
年5月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由20多名从全军各大单位
抽调来的干部组成。

在“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
小组”紧张展开工作后，1984年5
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作出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
度。”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
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新的
军衔制”。

1987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决定恢复军衔制，通过《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新的军衔等级为：一级上
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
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上
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健在
的2名1988年授衔的共和国上
将分别是：迟浩田（1929）、万海
峰（1920）。2名老将军均为作战
骁勇、战功卓著的名将，在戎马
倥偬中见证了人民解放军的发
展壮大，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
他们至少已担任正大军区级职
务。其中，迟浩田时任解放军总
参谋长，万海峰时任成都军区
政委。

1988年授衔上将仅2人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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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于8月2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
94岁。

1951年4月25日，王海作为空三师第九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随空三
师一起奉命编入志愿军空军战斗序列，开始执行战斗任务。11月18日
下午2时左右，志愿军空军第九团和苏联空军在朝鲜肃川上空迎击美
国空军，王海大队以5∶0结束战斗，王海本人击落2架敌机。12月15日，王
海大队再度迎战美国空军，以4对12的劣势创下6∶1的惊人战果。

王海，山东威海人，1926
年1月生，1944年5月参加革
命工作，1945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6年6月参军。在
抗美援朝空战中，王海共击
落击伤敌机9架，先后荣立过
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
空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
号。他所带领的“王海大队”，
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
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
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志
愿军归国后，王海先后任师
长、副军长、空军司令部军事
训练部第二部长、广州军区
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
空军司令员等职，是十二、十
三、十四届中央委员，1988年
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空军上
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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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机上的王海。（资料片）

“我们山东人当飞行员，
没有一个孬种！”

2019年，王海将军曾接受
山东广播电视台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专题片《主人翁 逐
梦路》栏目组采访，讲述在抗美
援朝时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故
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
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立即决
定武装干涉，并派遣第七舰队
入侵台湾海峡，美军飞机不断
轰炸中国东北城镇。应朝鲜党
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战略决策。

1951年8月18日，美军发动
“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绞
杀战”。

勇敢不怕死，敢于硬碰硬。在
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王海大
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
军激战80多次，击落击伤美机29
架。

“共产党培养你，你当飞行

员，你当孬种还行吗？我的老乡，
我们山东人当飞行员，都是真英
雄，没有一个孬种。”空军第五任
司令员王海说。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陈列着王海的“战鹰”，上面赫
然显示的红星有9颗。战场上每击
落击伤一架敌机，“战鹰”上都会
多一颗红星闪耀。

1984年7月，时任空军副司令
员的王海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
美。其间，遇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
的“老对手”。

“我认识（美国空军前参谋
长）加布里埃尔，他就被我们击落
过，加布里埃尔说，我们没想到你
们这么勇敢。”王海回忆说。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685名
来自山东的志愿军战士长眠在了
异国他乡。在战争后方，山东人民
增产节约、支援前线，全省捐献可
购买战斗机197架，超过原计划
的一半多。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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