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 orical Mont hly

苏联援助中国海军武器
装备建设内幕
文 / 彭学涛

郑瑞峰

图 / 本刊资料

一、向苏联购买现成舰艇和通过

师烧煤的军舰。舰艇主、辅机多达

庆”号巡洋舰、
“ 长治”号护卫舰等先

转让方式引进技术进行仿制，成为新

355 种，机器磨损严重，没有配件的

后被炸自沉。因此，
建国初期，
人民海

生的人民海军建设的主要途径

舰上火炮有 30 多种，炮弹无后续供

军拥有的陈旧的杂牌舰艇只能勉强

应。之后，
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
又

执行近海作战任务，
其主要用途是训

损失了很多较为先进的舰船，仅原国

练海军官兵。

我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拥
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洋国土，

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的 9 艘军舰

有过有海无防而遭受帝国主义列强

“重
就有 6 艘被炸沉，1 艘遭重创，

由于海军舰艇的研制周期较长，
材料装备也很复杂，
需要有坚实的工

侵略的屈辱历史。在全国革命胜利前
夕，为适应当时沿海军事斗争形势的
需要，着眼于履行国家统一、保卫国
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使命，中共中央
作出了组建人民海军的战略决策。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
—华东军区海
放军的第一支海军——
军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拥
有起义或俘获的国民党舰只、征用的
商轮、改装的渔轮、打捞的沉舰以及
从香港购买的超龄舰艇等累计 223
艘，总排水量仅有 92050 吨。型制混
乱复杂，有来自美、英、
日、
德、法、加、
荷、澳等国的舰船，甚至还有清朝水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受到斯大林欢迎。

下士兵一样，泪下沾襟，一个个热泪

尘遮天中，踏上了归途，踏上了走向

盈眶地加入了这大合唱。

故乡的路。

歌声中，三万健儿，战马嘶鸣，刀
剑映日，热血，又一次在他们体内奔
流；希望，又一次在他们心中升起。他
们拨转马头，随着猎猎的旗帜，在风

是一支故乡的歌，唤回了三万在
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的游子。是乡愁，

他们可能憎恨过主帅不该轻易
发动战争，
但他们绝不憎恨故乡。
他们可能曾经产生过背叛主帅
的想法，
但他们绝不会背叛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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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思，在战争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自始至终，玉璧城里，没有军队
出来截击这支濒临绝境的败军。
因为，
人，
都有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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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10 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苏
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协定文本上签字。

业基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我国只能修补、
改装渔船和商船，勉强能造一些巡逻艇，没有
自行研制海军舰艇能力。为了保证具有诸兵种
协同作战的能力，有效地保卫领海，向苏联购
买现成舰艇和通过转让方式引进技术进行仿
制，就成了新生的人民海军建设的主要途径。

二、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军的飞机，原先确定用于海军建设的货款只用了约 2000 万美元，减

府的名义写信给斯大林，请求苏联提供建造海

少了海军订货。至于海军所需的舰艇，则希望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专

军舰艇的器材、部件和技术

家指导，
中国进行仿制。
1950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

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

名义写信给斯大林，
除了提出 1951 年所需供应的舰艇、飞机、武器装

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军事目标。毛泽东在苏联访

航海仪器、
工程器材以及后勤所需各种车辆，扩大
备、雷达通信设备、

问期间，依然关注着解放这些岛屿的军事准备

苏联顾问与教官数量等问题之外，重点请求苏联提供建造海军舰艇

工作。1950 年 1 月 11 日，刘少奇把解放舟山、

的器材、
部件和技术。毛泽东在信中提出：
“为建造护航驱逐舰 4 艘，

台湾、金门、海南的战备材料电告在莫斯科的毛

远航鱼雷快艇 18 艘，装甲艇 30 艘，
大猎号 10 艘，基地扫雷艇 10 艘，

泽东，并建议经过长期准备后再发动这些战役。

请许可输入材料、发动机、
辅助机器与武器。委托大连船渠工厂建造

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拟定，将苏联提供的第一

大猎号，
其余舰艇则于上海中国造船厂建造。”
护航驱逐舰、

笔贷款 3 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飞机和军舰，其
中约一半计划用来购买海军舰艇和装备。
在苏联提供军事贷款的基础上，中国海军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海作战
解放台湾的进程被迫中断，
所面临的海岸防御任务也日益加重。鉴于
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1950 年 10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

领导机关根据中央军委总的国防建设意图，从

苏联向中国提供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要

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研究了形势、

塞炮和歼击鱼雷机等海军武器装备。毛泽东提议派萧劲光、罗舜初、

任务和发展前景，参照苏联专家提供的经验，制

秦亦津和苏联顾问库兹明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就购买上述武器装

订了一条比较切合实际的海军建设的具体实施

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部门进行谈判。次日，
斯

方针，即“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

大林回电表示同意。

近海的、
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

11 月中旬，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与副司令员罗舜初、海军后勤部

发挥现有力量，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

副部长景宜亭等一行五人，带着经周恩来审定、修改过的《建设中国

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

海军的初步计划（草案）》，
搭乘火车前往苏联。萧劲光等人到达苏联

并制订了海军建设三年计划，准备向苏联购买

后，与苏方的会谈进展并不顺利。11 月 28 日，周恩来致电萧劲光和

和在国内制造战斗舰艇 205 艘，55300 吨，各种

“为了更快地与苏方商定我之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再直
罗舜初：

飞机 420 架，以及 36 个海岸炮连等装备。

接与布尔加宁一谈。”
周恩来还指出：
“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
央随即决定把苏联提供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空

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车运的海军设备。”
关于中国拟定购买的海军装备清单和这次谈判的结果，目前尚

60

Hist orical Mont hly

无公开披露的详细史料。但从周恩来

阶段，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志愿

炮、
护卫舰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的

的电文和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可以

军后方线延长。苏联海军通过监听美

订货，但提出交货期必须延长 2 至 3

看出，海军建设的整体计划没有谈

国远东海军司令部与其所属部队的

年，不可能在 1955 年年底前全部交

妥。而苏联能够提供的海军装备只能

无线电联络，
推断出美国在作从朝鲜

货。斯大林同意中国派海军代表前往

是通过陆空运输的小型舰船、近海鱼

西海岸登陆的战役准备。

莫斯科商谈。

雷快艇、水雷、扫雷器材和制造舰艇

为了防备美军在志愿军后方登

的材料。首要原因在于朝鲜战事正

陆，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建议中

罗舜初、海军修造部部长林真、政务

酣，从苏联购买大型舰艇不可能从海

国加强海防，
表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

院重工业部船舶局副局长罗叔平及

路驶抵中国。其次是由于当时中国资

供海军装备援助。

装备技术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再

1952 年 4 月 24 日，由萧劲光、

金紧张，也无力购买大型舰艇，即使

1952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给斯

萧劲光最初确定的少量装备，中国财

“ 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
大林回电：

力都无法全部满足。

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 1951 年 12 月

《中国海军建设五年计划》 的主要内

次赴莫斯科谈判。萧劲光向苏方详细
介绍了中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方针、

1951 年 3 月 27 日，周恩来致电

22 日和 1952 年 1 月 28 日的电报中

容，提出了当年的订货和今后几年内

“因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订
斯大林：

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

需要购置的武器装备和希望得到的

购的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

的计划，
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

转让技术。

军事贷款额，军事贷款只能完全用于

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

在谈判中，苏联减少了订货数

购买必需的军用物资，而对于超过军

18 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

量，延长了部分订货的交付时间。最

事贷款的部分，将用外贸的方法弥

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 1955 年

后苏联同意从 1952 年至 1957 年向

补。”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提出，
萧

底以前全部到位。”

中国提供舰艇 255 艘，18 个飞行团

劲光与苏联海军部所确定的向中国

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三年

的飞机和 50 个海岸炮连的火炮。但

海军提供必需设备的计划，从 1951

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
希望苏联给予

在付款问题上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苏

年起开始分三年完成。周恩来开设的

贷款援助。毛泽东这次提出的定单包

方坚持要外贸现汇，
中国要求以贷款

1951 年供货清单中，只有鱼雷快艇

括舰艇 227 艘，18 个飞行团的飞机，

形式供货，苏联坚决不同意，结果协

12 艘及其所需的弹药和设备，部分

82 个海岸炮兵连的火炮等。4 月 9

议被迫搁浅。

岸炮和舰炮，飞行技校用的飞机，声

日，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关于岸

同年 9 月，罗舜初再次赴莫斯

纳员练习所需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
等。萧劲光、罗舜初通过同布尔加宁
的商谈，达成了 1951 年苏联向中国
提供了 36 艘鱼雷快艇，63 个海岸炮

1953 年，新中国与苏联签订海军技术援助协定，转让建造苏式轻型护
卫舰。1955- 1958 年开始，
上海沪东造船厂和广州黄浦造船厂装配建造的
4 艘苏式里加级火炮护卫舰，
代号 01 型，
西方称为成都级火炮护卫舰。

兵连火炮 252 门，同意中国海军派
275 名官兵到旅顺苏联海军基地学
习掌握潜水艇技术等协议。

三、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建
议中国加强海防，表示苏联可以向中
国提供海军装备援助

1952 年初，朝鲜战争进入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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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敦促苏联海军部尽快落实 1952

这些火炮的弹药、
鱼雷、水雷、空投炸

金表示 《中国海军建设五年计划》过

年和 1953 年的订货。苏联答应尽快

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中方电报拨给。

去已商谈妥，1953 年订货问题苏方

解决 1952 年的订货，当年转让中国

虽然苏方没有完全满足中方的订货

很快将进行研究。索科洛夫斯基表示

所需的建造各种舰艇的一部分图纸，

要求，但这是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

中国海军 1953 年订货及五年计划的

至于 1953 年的订货，需待 1952 年订

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证明了中国海

实施将由法金提出具体方案，呈报布

货解决以后再考虑，等到研究《中国

军向苏联争取大规模援助的可行性。

尔加宁审查批准。

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并解决。

有了初步结果之后，罗舜初回国

1953 年初，为了防止美军在安
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

四、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发生了
变化

给中央军委写了《关于苏联协助中国
建设海军问题的报告》。中央军委指
示海军党委：购买海军装备坚持以苏

施登陆战役，加强海岸防御，毛泽东
于 1953 年 1 月 7 日致电斯大林，提

1953 年 3 月 5 日，苏联党和国

出中国准备派出海军志愿军，请苏联

家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突然逝世，给

协议削减一半，苏联舰艇虽是旧货，

在 1953 年 2 月根据 1952 年海军器

中国海军争取苏联援助的工作也带

但对中国海军来说仍是具有作战能

材申请单提供以下武器：18 艘鱼雷

来了一定的影响。3 月 7 日，罗舜初

力的武器，并可训练人才，尽可能购

快艇和全套备用零部件、每艘快艇 5

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莫

买一部分半成品舰艇部件，由中国船

个油料基数 （共 90 个油料基数）、72

斯科参加吊唁活动。葬礼结束后，罗

厂装配，
以提高中国造舰技术水平。

枚“45－УTK”鱼雷、
2 台 M－50 发

舜初率中国海军代表团开始与苏方

当罗舜初获得指示再次返回莫

20 枚战斗
动机及全套设备和图纸、

谈判援助中国海军落实第一个五年

斯科时，苏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

训练用的“45－36K”鱼雷、4 套训练

计划和实现已经商定的问题。在几次

变，1953 年 6 月 4 日，在苏联访问的

4 套鱼雷
用“斯库姆勃里亚”发射机、

谈判中，苏联新上任的领导人马林科

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

学校用“УC－4”接收机等军需品，

夫等人甚至讲不知道有一个由斯大

李富春，
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

并向中国派遣海军航空兵参谋长顾

林提议、经苏联方面审定的《中国海

订了中苏两国《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

问 1 人，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长顾问

军建设五年计划》，他们均表示对中

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

1 人、工程师顾问 1 人、兵团长顾问 1

国海军提出的订货有困难。

助的协定》，即著名的《六·四协定》。

人、兵团和工程师顾问 1 人，拉－9

3 月 16 日，萧劲光致电罗舜初，

联贷款方式供货，数量可把 1952 年

《协定》写明，苏联政府保证，在 1953

歼击机航空兵团长顾问 1 人、拉－11

要他把过去商定的问题再向苏方提

年至 1955 年三年内按照三个附件，

歼击机航空兵团工程师顾问 1 人、临

出，尽量争取得到具体解决，尽量争

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和建造军舰技

时地基海岸炮兵连建设顾问工程师

取现成品、半成品，仍具作战能力或

按照附件一，
苏
术上的援助。具体为：

1 人 、M －50 柴 油 机 工 程 师 1 人 、

可用于训练的旧货亦可考虑。如果苏

联政府保证在 1953 年至 1955 年内

M－50 柴油发动机教官 3 人。

联改变供应计划，则必须抓住重点，

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类成品舰艇

1953 年 1 月 12 日，华西列夫斯

即快艇、飞机、潜艇不仅不能减少，还

32 艘（合计 14500 吨），各种飞机 148

基和索科洛夫斯基在研究毛泽东的

必须增加，尤其潜艇可以再增加一

架，
机场地面设备车 67 辆，各种火炮

电报后将答复方案上报斯大林。1 月

倍。

150 门，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各种

27 日，斯大林下达指示，在第一季度

当天，布尔加宁、朱可夫、索科洛

观测、
通信、
航保、防化、防救等
炮弹、

向中国提供的 10 艘鱼雷艇、83 架飞

夫斯基会见了罗舜初。布尔加宁表示

各类配套设备器材若干；按照附件

机（其中图－2 型轰炸机 32 架、拉－

由索科洛夫斯基主持研究并提出处

二，
交付各类成套造舰材料（又称“半

11 型歼击机 35 架）、26 门 37 毫米火

理意见。3 月 18 日，索科洛夫斯基和

成品舰艇”
） 由中国船厂装制的舰艇

炮、8 门 130 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

海军参谋长法金中将会见罗舜初，法

49 艘，合计 13500 吨；按照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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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 orical Mont hly
苏俄对华援助现场
苏联方面无偿转让制造舰艇技术图表和工
作图表，以及生产水雷、安装火炮等技术文
件。并将在 1954 年至 1955 年内，派遣不少
于 150 名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资
在中国工厂建造舰艇方面给予技术援助。
《六·四协定》还规定，供货价值的 1/2 由中
国方面交付现款，2/3 用苏联提供的贷款偿
付。
《六·四协定》所规定的苏联出售给中国
的海军武器装备数量只是原来经斯大林审
定的《中国海军建设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舰
艇是原五年计划的 1/3，驱逐舰砍掉了一半，
而飞机仅仅只有原计划的 1/6。尽管如此，
这
是苏联第二次大规模向中国出售海军武器
装备。

1954 年 6 月 24 日，驻旅顺基地的苏联海军向中国作
价移交了两艘旧潜艇，中国海军史上首次有了潜艇部队。

五、通过购买大批苏联海军装备，为中国海军的发展

同年 7 月又接收两艘苏联旧潜艇。10 月 12 日，中苏两国

打下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政府签订了补充协定，增加转让制造“6602”鱼雷快艇 12
艘、
“6603”
潜艇 2 艘、
“6604”猎潜艇 10 艘。此后，
中国海军

中国原来提出的是一个从 1953－1957 年供货的五年

以及二五计划提前订货，又增加了
利用《六·四协定》余款，

计划，而苏联将协定纳入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把它压

建造数量。

缩为一个三年计划。其余需要的装备，还可以再制定一个

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提出将旅顺海军

两年计划。1954 年 2 月 12 日，周恩来、彭德怀、萧劲光等

基地归还中国，苏联海军将刚安装的海岸炮群运走，一般

“从
人讨论海军的五年建设计划问题。周恩来在总结时说：

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1955 年 5 月，苏军撤出旅大地区。

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
国家财政能力和与苏联订有三年

中国海军接收了苏军鱼雷快艇 39 艘、护卫艇 6 艘、辅助船

海军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的建设计划应该是在五年

18 艘，以及轰炸机、教练机、运输教练机和海岸炮，总共作

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

价 2.7 亿卢布。此外，
苏联海军还无偿移交布雷舰 1 艘、
护

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方案，不可能再

卫舰 2 艘、护卫艇 2 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等设施

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
由于中国财力有限，
没有再增加

和器材。

订货。

通过购买了大批苏联海军装备，加上中国建造、改造

《六·四协定》的签订，对于中国海军的装备建设起到

的船艇，到 1955 年底，中国海军已经初具规模，拥有战斗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协定，中国除了直接购买舰船装

舰艇 519 艘（含登陆舰艇 132 艘）、辅助船只 341 艘，共计

备外，还向苏联购置了护卫舰、潜艇、
扫雷舰、大型猎潜艇、

860 艘；各种飞机 515 架；各种口径海岸炮 343 门；各种口

远航鱼雷快艇等五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

径高射炮 336 门。虽然苏联很少提供现役装备，特别是不

批材料、设备。这是我国军舰建造技术的一次大引进，
首次

把最新武器卖给中国，
但是这些陈旧的海军舰艇仍具有近

在国内造船厂自行装配制造舰艇，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中国

海作战能力，能执行近海防御作战任务，也可以培养海军

造船工业的技术力量，为自行研制海军战斗舰艇打下了重

人才，为中国海军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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