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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在海上航行，
有航线吗？”“海
上航行也像《中国机长》里的飞
机一样要听指挥吗？”“中国海
军的力量有多强大？”带着这些
疑问，
11月 2日，向日葵小记者
前往位于海沧区的厦门海事局、
厦门海事码头以及东孚文化中
心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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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日夜守护航行安全的
“厦门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正前方的
十个大字“海峡千里眼，两岸守
护神”。据海事局工作人员介
绍：
“管理中心的大屏幕上显示
的是 12海里内港口、码头、海
面船只通行的动
态。”只要途经的
船只安装船舶自动
识别系统，配合处
理能力达到 3万艘
次的船舶管理信息
系统，就会同时显
示这些船舶的船
名、吨位、航速、航
向等数据。
不同轮船的标
识、
行进线路、危险
区域，都在集子海
图子系统、
AI
S、雷达子系统等
组成的信息平台上显示得清清
楚楚。同时，
管理中心可以实时
和过往船只进行通信。这里的工
作人员很多都是担任过远洋船
舶的船员，可以说，在现代化设
备的支持下，加上老船长犹如
“智库”般的丰富经验，他们总
能快速分析、准确判断险情，制
订最合理的脱险方案。在随后的
“海巡 0802执法船艇”实地参
观中，
老船长苏维顺不仅为小记
者们揭秘了船的基本构造、船在
海上如何辨别方向、
海上如何测
定船的位置等知识，
还让小记者
们亲身体验了各种机器设备和
按钮的不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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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走向深蓝，
向世界播撒和平。
熠熠生辉的军旗，
凝聚着昨天的
功勋与荣誉，
也召唤着未来的责
任与使命。
此次小记者红色之旅的最
后一站来到海沧区全民国防教
育馆。这个展馆面积共 490平方
米，
填补了海沧区级国防教育馆
的空白。展馆由“序言”“铭历
史、勇担当”“中国梦、强国梦”
“继传统、兴海沧”
“气壮山河、
英雄赞歌”五个板块组成，充分
展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优良
传统和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
击侵略的事迹，
同时也展示了海
沧的红色革命历史及本土文化
+LM\];^_`
亮点，
普及了现代国防知识。
站在甲板上，吹着凉凉的海
通过此次活动，
小记者们在
风，回想历史，中华民族的屈辱
为国家国防海防力量的强大而
记忆大多来自海上，从 19世纪
也明白越是伟
中叶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 感到光荣的同时，
大的梦想，
越需要一代代人接力
中国遭外敌从海上入侵 470多
推进，
这也是向日葵小记者团组
次。“没有海军，就无法保卫我
织此次活动的意义所在。
我们希
们的海防。”“为建设正规化现
望引导青少年儿童
“扣好人生
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 新中国
第一粒扣子”，践行社会主义核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如此
心价值观，
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
瞩望未来。
的高尚品德，
争做担当民族复兴
而今，人民海军不仅在祖国
大任的时代新人。
海疆筑起钢铁长城，
更已走出国



!ab+cdeK!Qf g
hij!"#$%&'(")*
+,- ./012345678
99:$; <=>?5@A'B
CD;
EFGH IJKLMN:
OP% Q:RSTUVH !! W
" X5IYZ[L\]^J_N
:'``abcdefgQh
i;
'jjkl\m no,'
ppqr:st; uvwxy
,z=:{|m }~
' m J
':nomm
===mz=:

¡¡:¢
£¤¥¦£§m ¨©2ª:«
¬m ®¯'°±²³:´µ
¶?·; ¸¹'º»m'¼²³
:»½¾¿ÀÁ
Â8Ã #$% ÄÅÆÇÈ É
ÊË; N'Ìy,z=LÍ|:
ÎÎÏÐÑmÂÒÓÔÕÖ×Ø
ÙÑÄÃÚÛ:m ÜHÛ
Ý; fgm8ÞÞßÄ
àáâm@ã'ÕmÊËä
Ø×åÓæ¯Á NÎÎçèQ
ém2:ÃêÄm=ë
oìíîï:Äm =ëoì
Ñðñ:ÄmòÜ9óôÁ õ
Ü8ö÷øfùúûüýmQ
éß ÂþNÿÿ
ÿL! &'&" "
#Ä×U$%øÇmÐ&Õ'Á
Â8ÃL(Ä)* N+,m
'-./0,`ÕÁ
Q1 ,2 30 ß 45 m '
Gm6Ã'7=ß$Á

ÂÓ Ã m 8 Ã $ d ß 
ÈÁ NÎÎ89Á
Â@ãL(:ß¯;* N
./<=Ó>Á
äÎÎ?Ó@RAm BC
dD¯DmEºÀøFÂGMmÓ
UL(ßm2éÓHI N
8BCßJKm 8ÆLß
Mm NØÓOw_PQR'
S* 8BCßJKm8ÆLß
MmNØÓOwTUVWm_X
YZ* Ã[m8ÃJKm8\
]d^_ÀÓä`aI
bcißJKmdefgm
KhijmkKl,mânop
qrÁ bcsßJKmaÃ't
ÿ¬¬±"wxy
uß?vÿÿ
zm ±{Y|},~wß
mQéLppßv
Á
,QÃ.m Ó
ØßMm Q
¯&_m QÜd®
mRsQKÁ
!kTlm+c&eK!Q
f nopjI fß²³
¯I ÓmQ ¡¢zm
QéßÄõØgL\£¤dí
¥m ¦Ã§QLM¨ßÎÎ
©ªég«¬duv,m 
d,m 2é¦ÃL®\ß
¯°^Á
!qr+cseK8Qft
uvj õÜL\ßÄõ±Hù
úm"#Ä×U²$³Ó´µ¶
R·Hzf¸mø3¹ºÁ :Ó

»ÃL\ß¼½¾m¿®iÀ
ß¯°^[I ÁÂÃÄßLm
ÅÆ,îÇßùÈm ÉÃ2
ém QQéßøíÊË°ìmQ
Qéß£¤Ì¯dÁ
!w xy z+ c / { | j
g"#ÄÄÍm QéGH¯8
ÎÄÏÐÑxÒßÓÔÕmÒ
G7×t'Ö×Á Ø
ÂÄÎÎNÙmÄ\ßÂÖ
×N âm ë8ÎÄÃ
Á QéÙ9¯L\Úºk
ÖÃ !"()*mÏÐxÛÜÝvd
ÞÒÙ®Â!"( ^QNmßQé
àv¸áÁ Qéâ¯áâL
ã2óÙÈm ²sQU ¡ä
dÝåAÏæfI
!}~+deK9Qf/
jççámQè¸¸é
lHkKêXßÁ éëL
M¨ßÎÎ©ªém Óìíî
d«¬ïøm 2éðñ,Kò
ßLMóôÏ96I QéÜõ
õ52éâm sQkK
öI
!+ceK9Qf4
 j'\÷ßøùm./é
Ôúûûm güýL}þÿ
µßAm
QLMwß!"
¯°p#$%&¸¸éÇÁ Q
QL\uv/éH'(m )é
ßdp*+p,-.
/m0ÃQéâß12mÉÃ
)éß¯°m 3Qéê4
ß567Á
:$;<%""$

789:';<=> ?@9A ()*+*,(-./)011BCD 222345..-246,.71EFG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