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陸上自衛隊昨日在宮古
島部署88式地對艦導彈並實施射擊演練，這

是日本陸海空自衛隊從1日開始實施的大規模演習
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宮古島第一次部署導彈。
這組移動式導彈隸屬於陸上自衛隊第三地對艦導
彈部隊，該部隊原本駐守在北海道富良野町。

宮古海峽是進出第一島鏈咽喉

6日當天上午，日本陸上自衛隊的一個導彈通訊
偵察部隊還登上距離釣魚島僅150公里的石垣島，
與88式地對艦導彈部隊實施互動演練，假想釣魚
島遭到他國海軍攻擊時，如何利用88式地對艦導
彈對他國海軍艦隊實施反擊。
據了解，88式地對艦導彈長5米，射程為150-200

公里，由日本三菱重工業集團製造，是日本自衛

隊目前的主力型地對艦導彈。自衛隊沒有公佈地
對艦導彈的具體演習計劃。不過有分析認為，由
於宮古海峽是中國海軍艦隊進出西太平洋的必經
之路。因此，日本在中國出島鏈的咽喉要道部署
反艦導彈，其意圖是想把中國海軍封鎖在第一島
鏈之內。
對於日本頻頻有針對中方的軍事動作，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曾強調，希望有關方面多做有利於
增進地區國家政治安全互信、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的事。中國國防部則表示，日本這種大力發展軍備
的做法不利於地區和平與穩定，其最終結果也必將
是徒勞的。

當地島民抗議導彈進駐

此外，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陸上自衛隊在宮
古島部署導彈的行為激起了沖繩當地島民的強烈
抗議和阻攔。當地時間6日清晨，40多名當地島民
在就聚集在港口，抗議導彈運載車輛上島。他們
舉 「我們不要導彈」、「我們不要戰爭」、「宮
古島要和平島嶼」等標語牌，向登島的自衛隊員
發出抗議，並一度阻斷了道路。最後在警察的干
預下，車隊才順利駛出港灣進入陸上自衛隊基
地，這使得導彈的搬運被迫推遲了1個小時。

「古典海軍追求的戰略目標，就是藉由控制要地而控制一

定的海域。」正在舉行的日本自衛隊大規模「奪島」演習追

求的正是這樣的目標，即在中國海軍進出西太的必經之路─

─宮古島部署88式地對艦導彈，將中國艦隊封鎖在第一島鏈

內，使西太成為日本的「內海」。

從媒體報道分析，此次日本軍演的作戰想定有兩個：海上

封鎖和登陸奪島。顯然，中國海軍是日方假想敵。前不久，

中國海軍三大艦隊剛剛結束在西太的「機動-5號」聯合軍演，

受到日艦機的抵近偵察「關照」。安倍首相還倒打一耙地表

示，中國海軍進入西太「灰色地帶」，讓東京感到威脅。可

見，對中國海軍實行封鎖作戰，應是日本海軍未來最可能的

作戰樣式之一。所謂「登島」作戰，就是設想釣魚島突然被

解放軍「佔領」，日方出動海陸空自衛隊「奪島」收復，故登

陸作戰是此次軍演的另一想定。

台灣學者張國城認為，在20世紀以前，中國幾乎從未在海

上成功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1840年英國在鴉片戰爭中從海

洋攻擊中國，中國割讓香港；1885年法國從海路侵略福建和

台灣，幾乎全殲了大清南洋艦隊，中國被迫放棄越南；1894

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割讓台灣和澎湖。其結論

是：中國近代所有慘痛歷史都源於海戰的失敗，即使日本在

二戰中慘敗，其海軍實力仍超過中國。不管你是否同意張先

生的結論，但日本人懷有深深的「古典海軍」情結這是不爭

的事實。因此，它對中國海軍西太演習緊張恐慌，甚至不惜

冒擦搶走火的風險，用艦戰機抵近偵察中國艦隊，似在宣告

「這是日本的『內海』，請你們離開這裡」！

海軍是各軍種中最具政治性的軍種，自誕生以來，封鎖作戰

便成為其主要任務之一。宮古島位於日本「西南諸島」的戰略

要衝，扼中國海軍進出西太的咽喉，88式地對艦導彈射程為

150-200公里，是日本自衛隊的主力型地對艦導彈，投射半徑可

覆蓋宮古海峽所在的整個區域，日方在軍演中部署它的戰術意

圖不言自明。

日本為傳統海權國家，歷來重視海軍發展。在一百多年前

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贏得了勝利，奠定了其

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霸主地位，海軍遂成為其對亞洲各國實行

殖民侵略和統治的鷹犬。今天的日本海軍有重走老路的危

險，值得高度警惕。

有一個細節引人注目，日本自衛隊最精銳的「西普連」參加這次演習，

主要執行「奪島」任務。這支部隊其實就是日本的海軍陸戰隊，由美軍一手

培養出來，擅長兩棲作戰，可執行機降奪島和海上登島任務。有權威評論認

為，將中國海軍封鎖在第一島鏈之內，是美日政治家和軍人們的戰略盤算。

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海軍從「黃

水」駛向「藍水」，是誰也阻擋不住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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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和俄羅
斯兩軍總參謀部第十六輪戰略磋商昨日下午在北京八
一大樓舉行。兩軍高層一致認為，未來將不斷拓展合
作領域，使兩軍關係在新形勢下得到進一步發展，為
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作出新的貢獻。解放
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中將和俄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參作
戰部部長扎魯德尼茨基上將共同主持了磋商。雙方就
加強兩軍合作、當前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以及地區熱
點等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達成廣泛共識。

近年兩軍務實合作碩果豐

分管總參作戰與部隊訓練的副總長王冠中表示，
近年來，中俄兩軍在高層互訪、聯合演習、專業交
流等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中俄提高了攜手應對新
威脅新挑戰的能力。中方願與俄方一道，不斷發掘

合作潛力，拓展合作領域，使兩軍關係在新形勢下
得到進一步發展，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
展作出新的貢獻。
扎魯德尼茨基說，俄中兩軍在各領域務實合作富

有成效。雙方均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兩國的友好關
係，提升兩軍的合作水平。
而在去年的兩軍總參謀部第十五輪戰略磋商中，

雙方一致認為，中俄兩軍合作是兩國全面戰略協作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軍將共同
努力，為促進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做出
新的貢獻。
今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了國

事訪問。在兩國元首會晤中，雙方就加強中俄全方
位戰略合作達成重要共識，尤其在反導問題、軍事
技術合作領域取得重大成果。

觸及較敏感軍事技術領域
今年以來，中俄雙方已經在雙邊和多邊框架下，

舉行了多次聯合軍事演習。7月5日至12日，中俄兩
軍在日本海彼得大帝灣舉行「海上聯合－2013」中
俄海上聯合軍演。7月27日至8月15日，中俄於車里
雅賓斯克州切巴爾庫爾靶場進行「和平使命-2013」
中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此外，中俄兩軍在較為敏
感的軍事技術合作領域，也開展了一系列的合作。
另外，兩軍在軍事技術合作方面也有新突破。
有評論指出，中俄兩軍的戰略協作達到了相當高

水平，並已建立起新型兩軍關係。兩軍的戰略協作
關係是對冷戰同盟思維的一種否定，改變了未來國
與國軍事關係的性質。未來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會更
深化，但不會出現「冷戰」時的軍事同盟關係。

■今年以來，中俄舉行了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圖為7

月底至8月中舉行的「和平使命－2013」中俄聯合反

恐軍事演習。 資料圖片

中俄總參磋商 拓展兩軍戰略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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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月杪聯合救援減災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駐福岡總領館昨日證

實，5日被日方抓扣的中國漁

船「閩莆漁運18818」號在辦

完相關手續後，於昨日下午返

航回國。

5日上午，這艘漁船疑因在日

本沖繩縣宮古島附近海域違規

作業遭日方抓扣。總領館獲悉

後立即派出兩名主管領事赴宮

古島調查處理，並要求日方保

障全體船員安全和基本權利。

據日本共同社5日報道，日本

海上保安部當天以「涉嫌在沖

繩縣宮古島海域的專屬經濟區

內非法捕撈珊瑚」為由，逮捕

了一名中國漁船船長。船上共

有包括船長在內的12名船員。

英媒：華擬售泰紅旗-9導彈
香港文匯報訊

環球網消息：據英
國《珍氏防務周刊》
日前報道，中國將
與泰國在導彈和裝
甲車等武器貿易中
展開合作。報道
稱，中國計劃向泰
國出口紅旗-9地對
空導彈系統。
《珍氏》稱，在

「2013年曼谷國防
與安防展」上，中
國多家軍工企業正
和泰國軍方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來自中國保利科技和中國
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CPMIEC)的管理人
員向《珍氏》透露，這兩家公司均已同
泰國國防部門進行初步接觸，以尋求雙
方在陸基和海基武器系統方面可能的合
作。
據報道，中泰雙方存在合作意向的武

器系統包括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的
紅旗-9地對空導彈系統，這一系統也是
今年10月份土耳其選擇向中國購買的
FD-2000防空導彈系統。其他裝備還包
括FL-3000N艦載地對空導彈系統和FK-
1000移動防空系統，以及保利公司的
CS-VP3型防地雷反伏擊車。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消息：負責亞太
軍務的美軍太平洋
司令洛克利爾5日表
示，中美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正在提
升，未來希望繼續
深化兩軍合作。洛
克利爾並稱，將於
本月晚些時候在夏

威夷舉行的美中兩軍首次人道主義救援減災
實兵聯合演練，將有助於兩軍進一步建立互
信，助力兩軍關係發展。
據中新社報道，洛克利爾當日在華盛頓外

國記者中心表示，此前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
主席明確表示，中美兩軍應 手增加交往，
推動對話交流，現在雙方已經行動起來，
「美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正在提升」。

洛克利爾並表示，美方希望借本月晚些時
候在夏威夷舉行的美中兩軍首次人道主義救

援減災實兵聯合演練，繼續深化兩軍合作。
他表示，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領域，中美可
以找到共同點，所以它是深化兩軍合作很好
的媒介，「對於中美兩軍關係，這類演練可
以奠定良好開局，令彼此互相了解和信
任」。

日擾華軍演 美竟稱非挑釁

另據日本新聞網報道，在被問及日本艦機
闖入中國軍事演習區域，美方如何看法，洛
克利爾則表示，「各國軍隊的行動都受到他
國的監視，在亞太地區，這樣的事例不勝枚
舉。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監視活動不能說是一
種特異的行動，也不能判斷它是挑釁行
為。」
10月24日至11月1日，中國海軍三大艦隊在

靠近沖繩的公海，舉行了大規模軍演，日本
海上自衛隊派出了「107」號護衛艦和P3C偵
察機多次進入中國軍演區，中國國防部發表
聲明，批評日方是挑釁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日本近期軍事動作頻頻，除了日前對赴西

太平洋進行正常演習的中國海軍艦隊進行

跟蹤與監視，昨日更是在沖繩縣宮古島首

次部署88式地對艦導彈。由於宮古海峽是

中國海軍艦隊出入西太平洋的必經之地，

日本此舉被認為是針對中國，意圖封鎖中

國海軍進出西太的戰略通道。不過，日本

這一軍事部署，引起沖繩當地島民的強烈

抗議和阻攔。對於日本針對中國的軍事動

作，中國國防部日前表示，日本這種大力

發展軍備的做法不利於地區和平與穩定，

其最終結果也必將是徒勞的。

日導彈駐宮古島
圖鎖華艦西太出口
中方指做法不利地區和平 最終必徒勞

■紅旗-9地對空導彈系統。 資料圖片

■洛克利爾表示，中

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正在提升。 中新社

88式岸置反艦導彈主要數據
長度： 5米

整體總重： 660千克

最大速度： 1,150公里/小時

有效射程： 150-200公里

飛行高度： 5-6米

彈頭： 高爆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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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意圖把中國海軍封鎖在第

一島鏈之內。圖為中國軍艦駛向

西太平洋海域。 資料圖片

■88式地對艦導彈運載車昨日

運抵宮古島。 網上圖片

■88式地對艦導彈投

射半徑可覆蓋宮古海

峽所在的整個區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