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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力量創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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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及
英國 BBC 網站 26 日報道：日美兩
國實施的 「利劍」聯合軍事演習早
於本月 16 日結束，但就在中國宣
告殲-15 起降成功時，美軍 25 日
公布了兩張兩張日美艦艇編隊航行
的照片。英國媒體稱，此舉似乎是
有意向日本國民展示日美海上軍
事實力，來分散日本傳媒連日關注
中國開發航母及其艦載機的視線焦
點。

美軍當天公開的兩張軍演照片
顯示，日美兩國的 26 艘軍艦，在
美軍第七艦隊航母 「華盛頓號」的
引領下，於東海海域進行編隊航行
。日本輿論認為，美軍發表這樣的
照片，也旨在牽制中國。

另一方面，日本傳媒周一繼續
議論，中國第一艘航母 「遼寧艦」
搭載的殲-15戰機成功起降，標誌
了中國軍備技術躍進。

大部分日本傳媒都在報道中指
出 「在中國與日本圍繞 『尖閣諸島
』（即我釣魚島）主權糾紛、與東
南亞部分國家圍繞南海主權糾紛
的對立形勢中，中國提高的軍事
能力看來將引起有關各國加強警戒
感」。

《朝日新聞》發自北京的報道
則詳細說明， 「降落時的牽引材料
和技術至今只有美國和俄羅斯能生
產，中國原來預定向俄羅斯購買，
但看來因談判不成功，改為自立開
發」。一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匿名
技術專家解釋說： 「航母最難的技
術就是制禦艦載機降落時的衝力，
使其在距離有限的航母甲板上安穩
停下。」

【本報訊】據《菲律賓每日問詢
者報》26 日報道：中國首艘航母 「遼
寧艦」日前證實成功起降殲-15 艦載
機，菲律賓海岸警衛隊25日隨即宣布
，他們正隨時待命，已做好在黃岩島
海域部署巡邏船的準備。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言人巴里洛
稱，菲搜救船「班巴加（BRPPampanga
）」號 「正在待命」，隨時準備部署到
黃岩島，所有部門都在等待着國防部
和外交部的出發信號。

對於 「班巴加」已離開菲港口前
往黃岩島的傳聞，菲海岸警衛隊稱，
此消息不實，但一旦命令下達，該船
將隨時準備動身出發。如果該船到達
黃岩島，將與中國首艘航母 「遼寧艦

」 「面對面」。而 「班巴加」號是今
年稍早時在黃岩島海域與 100 艘中國
船隻 「對峙」的巡邏船之一。

菲媒稱，中國艦載機的起降顯示
了中國在與東南亞國家領土爭端中展
示軍事實力、保持在東南亞地區影響
力的能力，着眼於美國的「重返亞太」
戰略。而中國最近所展示的強硬態度
，可能將在南海海域激起新的緊張。

不過，報道同時承認，菲律賓也
沒有比美國今年早些時候捐助給菲律
賓的二手快艇更大、更有戰鬥力的戰
艦，菲律賓也沒有戰機，軍事現代化
項目僅僅能獲得一些教練機。菲律賓
海岸警衛隊希望，在2014年從日本手
中接過12艘全新的巡邏船。

巡邏船待命 欲重返黃岩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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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環球網26日報道：中國首艘航母 「遼寧
艦」 日前成功起降殲-15艦載機，印度媒體 「不約而同」
地強調了此次起降訓練的時間，將此事與東亞的領土爭端
扯在一起。

印度報業托拉斯（PTI）25日報道稱，中國25日宣布
殲-15艦載機在其首艘航母上成功起降，此舉正值中國與
一些重要鄰居陷入海上主權爭端，起降艦載機將幫助展示
中國增長的海上力量。

報道強調說，殲-15艦載機由中國自主設計和製造的
，能夠攜帶反艦導彈、空空導彈、空地導彈和精確制導炸

彈。中國宣布起降成功的消息的時間也正值中國與日
本陷入釣魚島爭端之時，兩國間的糾紛已經限制了雙
邊關係，引發了中國國內的系列抗議。同時，中國也
與越南和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陷於 「僵持」 狀態。中國還
擔心奧巴馬政府在聚焦中東多年以後，近期再次重返亞洲
的戰略。

《印度時報》26日報道說，在中國與日本、菲律賓等
鄰居分歧升溫之際，中國正快速擴張其海上能力。報道強
調所謂的糾紛背景，稱此次消息宣布時間正值中國與日本
、菲律賓等國陷入糾紛之際。

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月刊 12
月號（提前出版）刊文稱，中國 「遼寧
艦」的海試已經完成。與此同時，在
「日向」級直升機母艦（兩艘）的基礎

上，日本海上自衛隊今年1月正式動工
建造滿載排水量 2.7 萬噸、標準排水量
1.95萬噸的輕型航空母艦。這意味着中
日兩國海軍都進入了航母時代。

就正式名稱而言，日本 22DDH 依
然稱作直升機護衛艦，但是就各項技
術指標而言，它已經完全與意大利海軍
的 「加 富 爾 」 號 輕 型 航 母 同 級 。
22DDH 有能力同時運用 12 架以上的
F-35B。 「遼寧艦」的艦載機數量是24
架J-15。

報道稱，J-15 與 F-35 相比不是同
一代的戰鬥機，性能也略有區別。J-15
主要是制空，而F-35B擁有更強的攻擊
兼戰鬥性能。後者良好的隱形性和極端

成熟的有源相控陣雷達，在空戰中極有
可能對 J-15 率先實施開火。但是，如
果一旦被 J-15 的雷達發現，F-35B 隱
形性能就將失去效果，那麼在短距離空
戰中，J-15在爬升、尾追速度、G力迴
旋等方面佔有優勢。

報道還指出，對空攻擊，F-35B掛
載 AIM-120C、 AIM-9X、 IRIS-T 等
空對空導彈，這些導彈與俄羅斯、中國
現役的空對空導彈相比有着隔代之差。
F-35B 使用的反艦導彈是挪威研製的
JSM，其最大攻擊距離為 240 公里。因
此總體上，8架F-35B的綜合戰鬥力不
會比24架克隆版的J-15遜色。

文章稱，就總體而言，22DDH 和
「遼寧艦」的出現，使中日海上中大型

航母的競賽已經展開，日方在通用航母
的尖端技術方面依然領先中國海軍。

（參考消息網站26日報道）

美國彭博新聞以 「戰機起落航空母艦，中國軍事力量提升
」為題的文章稱，中國軍事力量剛創下一個里程碑，國產戰機
成功着陸在一艘新航空母艦上。這是中國軍事現代化努力取得
的最新進步，這場現代化運動還包括在潛艇、電腦戰和外太空
領域取得進展。

艦載機起降「史無前例」
美國《華爾街日報》以 「中國航母創里程碑」為題報道稱

，中國首次在海上成功將一架噴射戰機降落在一艘新交接入列
的艦船，通過了發展其第一艘具備全面功能的航空母艦的一個
里程碑。文章稱，這是官方首次確認，中國經已掌握從海上一
艘航空母艦上操作戰機所需要的複雜技術和技術技能。

英國 BBC 用 「史無前例」這個詞強調艦載機起降對於中
國的意義。BBC網站援引新華社的報道說，殲-15戰機能攜帶
反艦導彈、空空導彈、空地導彈和精確制導炸彈。報道還稱，
殲-15戰機降落 「遼寧艦」之際，日本和本地區其他一些國家
正紛紛對中國不斷增長的海軍實力表示關切。

海洋爭端中展實力
多家媒體文章指出，中國航母創下里程碑式成功之際，正

值美國總統奧巴馬實施 「重返亞洲」戰略，以及中國與日本和
其他國家在領域糾紛上愈來愈激烈之時。法新社則在報道中指
出，中國在其首艘航母上已進行了首次戰機起降試驗，此舉將
擴大北京在領土爭端中展示自己日益增強的軍事能力。

《華爾街日報》持有同樣的觀點，該報文章稱，中國長期
致力加強海洋控制權，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
而9月正式交接入列的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 「遼寧艦」是一個
強有力象徵。文章指出， 「遼寧艦」可以在危機中，例如東海
或南海有爭議島嶼發生衝突時，部署於中國的海岸附近。

英國《金融時報》也發表 「中國成功測試航母」的新聞稿
指出，在亞洲地緣政治緊張之時，中國戰機首次停降航母，向
軍力增長再跨出一步。中國軍方說，這次起降試飛很成功，並
說這是航母發展的 「關鍵步驟」。

預估3年內具備全面功能
與此同時，西方媒體也對中國航母技術的快速發展表現出

驚訝。2012年9月26日，中國首艘 「遼寧艦」航母正式交接服
役。短短不足兩個月的時間，中國航母艦載機成功突破了西方
國家認為中國成功起降艦載機需要數年的才能實現的預言。

《金融時報》稱， 「遼寧艦」預期主要用於訓練，有分析
家相信，中國距離擁有多艘航母和完整作戰機隊尚需
多年時間。但是，中國進步神速，不容小覷。這次
在該航母上的試驗，使用的是首次新型
殲-15戰機。

《今日俄羅斯》
新聞網稱，把一架飛
機降落在一艘 300 米長的航空母
艦上，是評估該航空母艦戰鬥準
備程度的一次重要測試。 「遼寧
艦」預期在約 3 年內具備全面功
能。

【本報訊】綜合彭博社、英國BBC網站、
《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日報》及《今日俄羅
斯》網站25、26日報道：中國首艘航母 「遼寧艦
」 日前成功起降殲-15艦載機，西方多家主流媒體
進行了大篇幅報道，認為中國軍事力量創下里程碑
，驚嘆中國航母技術發展迅速，出人意料。

日航母尖端技術仍領先中國

▲美日 「利劍」 聯合軍演時，兩國戰艦於東
海海域編隊航行 互聯網

▲▲1111月月2525日，日， 「「遼寧艦遼寧艦」」 艦面人員在艦面人員在
為殲為殲-15-15艦載機進行保障工作艦載機進行保障工作 新華社新華社

◀◀1111月月2525日在大連，日在大連， 「「遼寧艦遼寧艦」」 出海進行出海進行
科研試驗和海上訓練科研試驗和海上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菲律賓搜救船 「班巴加（BRPPampanga）」 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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