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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10時，在瀋陽市回龍崗革命公墓回龍
廳為殲-15艦載機研製現場總指揮羅陽舉行追悼會。
回龍崗革命公墓的保安員高先生說，今天是羅陽同志
遺體在回龍崗的第5天，5天來，社會各階層人士不
斷來此悼念航空英雄羅陽，羅陽妻子王希利更是不肯
離開，在此守護丈夫遺體。為了追悼大會順利舉行，
回龍崗全體工作人員昨晚徹夜未眠，今早5點就都各
就各位嚴守崗位。

記者採訪瀋飛集團《現代班組》雜誌總編張東輝
時，他用一句話形容羅陽， 「羅總最大的特點就是待
人謙和，做事嚴謹，特別是自己本職工作，一絲不苟
。」張東輝介紹，羅陽是《現代班組》雜誌執行理事
，多年來他始終與基層車間職工保持緊密聯繫，關心
職工切實所需，是一位深受全廠職工愛戴的好幹部。

瀋飛員工柴先生說： 「我和羅總在一個辦公樓，

每天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有時工作忙羅總也
會和我們一起加班到深夜。他平時也喜歡做運動，
羅總很低調，是一個執著奮鬥的人，他要的就是達
到目標。」

在回龍崗革命公墓外，3000 餘名瀋飛集團職工
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天氣下，站立整齊守候在回龍廳
外，他們打出橫幅 「羅總 我們懷念您」、 「化悲痛
為力量，完成羅總未竟事業」、 「祖國終將記住那些
奉獻於祖國的人」等橫幅。他們懷着沉重的心情來到
這裡對羅總做最後的告別，另外還有約15000名職工
仍堅守在工作崗位未能到現場送別羅陽。

上午 11 時左右，已在公墓外等候兩個小時的職
工和群眾陸續進入回龍廳完成遺體告別，他們排着長
隊自覺有序地與羅陽同志見最後一面，眼裡流露出無
限的哀思。 【本報瀋陽二十九日電】

據中新社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對羅陽的不幸
逝世表示悼念，向家屬表示慰問，並送花圈。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號召廣
大黨員、幹部學習羅陽的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並
委託中航工業代送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向
羅陽家人和親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並送花
圈。

當日7時許，羅陽的靈車從瀋飛公司緩緩駛過
，載着英雄最後一次經過他熟悉的廠房、車間，最
後一次聆聽戰機的轟鳴。

8時30分許，羅陽的家屬來到回龍崗革命公墓
。走在前面的羅陽女兒羅靚手捧父親遺像，低聲啜
泣；在她後面的羅陽妻子王希利由兩位家屬攙扶着
，步履艱難。

隨後，來自軍隊、地方和航空業界的各級負責
人，羅陽的同事、生前好友，以及社會各界民眾三
千餘人來到現場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一位孫姓的
86 歲高齡退伍老兵說， 「羅陽是英雄，是國家的
棟樑之才，不管天氣多冷，我都要為他送行。」

一生奉獻航空事業
10 點，追悼會在中航工業總經理譚瑞松主持

下開始。追悼會現場哀樂低迴，寫着 「沉痛悼念羅
陽同志」的輓聯高懸在會場深處正面牆上，輓聯下
方正中位置是羅陽面帶微笑的遺像，遺像旁側是胡
錦濤、習近平、李鵬、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獻的花
圈。

羅陽的遺體覆蓋着鮮紅的黨旗，神態安詳。
中航工業董事長林左鳴致悼詞說，羅陽在 30

年航空事業生涯中，歷任多個崗位的重要職務，作
為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航空人的傑出代表
，他親眼見證並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我國航空工業跨
越發展的偉大歷史進程，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
黨和國家的航空事業。

中航工業瀋陽飛機工業（集團）副董事長謝根
華在悼詞中說： 「航空科技戰線失去了一位生命不
息、創新不止的技術專家，航空企業管理戰線失去
了一位經營有道、業績突出的企業家，型號研製戰
線失去了一位現場組織協同攻關的領軍人才。」

10 時30 分許，各界人士三鞠躬，向羅陽遺體
告別，並向其家屬表示慰問。

羅陽生於 1961 年 6 月，遼寧瀋陽人。研究員
級高級工程師。2002年7月任中航工業瀋陽飛機工
業（集團）黨委書記兼副董事長，後任董事長、總
經理。去世前曾任中國殲-15飛機等多個型號研製
現場總指揮。

從 1982 年大學畢業分配至瀋陽飛機設計研究
所，到 2012 年因心臟病突發倒在中國殲-15 艦載
機起降訓練的工作崗位；從帶領員工實現新一代
中國產戰機的批量交付，到謀局通用航空產業發
展，羅陽的 30 載年華奉獻於他所熱愛的航空事
業。

羅陽報國丹心勵後人
胡錦濤習近平送花圈致悼

29日，遼寧省瀋陽市寒風凜冽。上午10時，中國
殲-15飛機研製現場總指揮、中航工業瀋陽飛機工業
（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羅陽的追悼會及遺體告別儀
式在瀋陽市回龍崗革命公墓舉行。來自軍隊、地方和
航空業界的各級負責人，羅陽的同事、生前好友，以
及社會各界民眾三千餘人送別航空報國英模。

【本報實習記者張園苑瀋陽二十九日電】

▲胡錦濤、習近平、李鵬、李克強等
國家領導人敬獻的花圈 張園苑攝

▲29日上午10點，羅陽的追悼會在瀋陽回龍崗殯儀館舉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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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九日電】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大校今日在此間記者會上表示
，殲 15 艦載機還在按照計劃開展相關試驗和訓
練工作，將按計劃裝備部隊。至於說其他類型艦
載機的試驗情況，將根據航母試驗和訓練情況，
按計劃推進。他同時駁斥有關中國 「山寨」外國
航母技術的說法，強調中國堅持獨立自主，有智
慧和能力建造和發展自己的航母。

耿雁生說，中國發展建設航母不是為了威脅
別人，不針對任何國家，也不是搞軍備競賽，而
是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國防和軍隊建設
實際需要來確定的。我們希望有關各方能夠客觀
理性地看待中國航母建設，不要做無謂的猜測和
評判。

有外媒指中國的艦載機、攔阻索甚至航母的
指揮動作、保障體系都在 「山寨」美國航母的說
法，耿雁生對此表示，世界軍事發展的規律是客
觀的，很多武器裝備的原理是相同的，一些指揮
和保障的方法也是相近的。因此，僅通過簡單對
比，就認定中國 「山寨」了外國技術，這種說法
如果不是有意的攻擊，至少是不專業的。

殲15起降試驗已很透明
殲 15 成功着艦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

曾經表示美將密切監測中國軍力發展，敦促中方
在軍事能力和使用上更加透明。耿雁生評論稱，
這次殲 15 艦起降試驗是相當透明的。中方通過
媒體第一時間向外發布消息，媒體都做了充分報

道和評論。海軍司令員吳勝利
在與美國海軍部長馬布斯的會
見中也主動介紹了這次試驗情
況。

耿雁生反問： 「為什麼美
方總是不斷要求中國軍事透明
，我要問，這次在殲 15 起降
試驗當中我們所做的一切，難
道還不夠透明嗎？」

耿雁生闡釋中共十八大報
告中提出 「建設海洋強國」說
，中國建設海洋強國不是追求
海上霸權，中國軍隊倡導並踐
行 「和諧海洋」的理念；但中
國軍隊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絕不會屈服
於任何外來壓力。

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將

堅決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多家外媒特
別是日本媒體認為這意味中國在釣魚島主權爭端
上將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中國軍事擴張路線將
進一步推進。

中國不搞海上霸權
耿雁生對此指出，中國建設海洋強國是為了

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維護國
家海洋權益，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不是
要搞海上擴張，更不是追求海上霸權。

他表示，維護國家主權權益不是對外強硬。
我們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絕
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同時，我們一貫主張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脅。

對於菲律賓欲重回黃岩島的表態，耿雁生明
確表態稱，中國對黃岩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我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和意志是堅定不移
的。我們堅決反對任何使局勢複雜化、擴大化的
言行。

中美下月防務磋商
耿雁生大校今日宣布，應美國國防部邀請，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將於12月12日至13日
率團赴美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米勒共同主持第
13 次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雙方將就中美兩國
兩軍關係、海上軍事安全、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
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深入地交換意見。

有西方媒體報道稱，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海
軍部長馬布斯邀請中國參加美國主導的 2014 年
環太平洋聯合海軍演習。耿雁生對此回應指出，
中方感謝美方邀請，將予以積極考慮。

殲15將按計劃裝備部隊
中國積極考慮參加2014環太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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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9日國防部記者會上，境內外記者的10個提問中
，有8個與海洋有關。海洋強國、航母、海軍遠海訓練、
美日海軍軍演、美國邀請中國參加環太平洋海軍軍演等，
都是記者們關注的熱點話題。 「海軍」，成為絕對的主角
，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海軍在當前國防建設中的重要地
位。

縱觀中共歷次黨代會上，有關 「海洋」的呼聲在十八
大上發出了最強音。十八大報告除首次提出建設海洋強國
之外，有關國防和軍隊建設部分也明確提出要關注海洋、
太空及網絡空間安全。將維護海權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已經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

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央審時度勢的重大戰略，必須要足
夠強大的海軍來作為支撐。正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
所指，中國未來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海上。環顧現時周邊
環境，充滿了嚴峻的挑戰：菲律賓企圖派艦艇重返黃岩島
；美日本月中旬舉行聯合軍演，課題就是假設日本或亞洲
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時，日美兩國海軍如何協同作戰。因此
，對於中國而言，建設強大海軍的任務，愈加緊迫。欲建
海洋強國，必須建海軍強國。

中國海軍最近接連的幾次大手筆，令軍威為之一振。
東海艦隊 5 艘軍艦 28 日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進行
遠海訓練，這是繼上月北海艦隊7艘軍艦進入該海域訓練
後的又一輪遠海訓練。中國海軍駛向 「深藍」，進行遠海
訓練正日益常態化，這正適應了伴隨經濟發展中國海上權
益覆蓋面越來越廣泛的趨勢。對於周邊一些宵小之徒，也
是強大的威懾。

殲15艦載機成功着艦，航母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中
國海軍再次成功展示了 「肌肉」。與軍事裝備技術水平
的提高相同步的是，中國的軍事公開透明化也大幅提升
。此次殲15在艦上試驗起降，官方的網站、電視台、
電台、報紙都做了大量報道與評論，幾乎稱得上是

全程直播。海軍司令員吳勝利還主動向訪華的美國海軍部長
馬布斯做了介紹。這種空前的公開透明，體現了國防建設
的日益務實自信。既順應了世界軍事發展潮流的要求
，也越來越敢於和善於就軍事問題進行表態。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稱，殲15艦載機還在按照計劃開展
相關試驗和訓練工作，將按計劃裝備部隊。圖為殲15在 「遼寧
艦」 上順利着艦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