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若開戰 解放軍必贏
中國將領：下一場仗不遙遠 能戰方能止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帆、葛沖、張帥 北京報道）強國

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多位解放軍將領、軍事專家在30

日舉行的《強軍策》出版座談會上指出，下一場戰爭離我們

並不遙遠，軍隊改革要瞄準下一場戰爭，如果南海啟戰端，

堅信中國軍隊能夠打贏。將領們強調，中國由大向強進程中

面臨的安全風險，主要是來自世界軍事強國。中國要建設世

界一流軍隊，全面提升非對稱戰略制衡能力，具備與世界強

國軍隊相抗衡的強大實力和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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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上
將向來自陸軍、海軍、空
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
隊的基層部隊官兵代表和
國防大學學員代表贈送
《強軍策》。

記者葛沖 攝

■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軍改必須
首先改人，在高級將領中颳一場頭腦風
暴。」 記者葛沖 攝

■■《《強軍策強軍策》》首發式暨出版座談首發式暨出版座談
會昨日在京舉行會昨日在京舉行。。 記者葛沖記者葛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國國家海洋局網站消
息，7月30日中國海警
多個艦船編隊在中國釣
魚島領海內巡航。
據中國新聞網、國

際在線、人民網多家媒
體30日報道，巡航的
為 中 國 海 警 2306、
2337、 31239 艦 船編
隊。
中國新聞網報道，

此前7月5日，中國海
警2307、2151、31241
艦船編隊曾在中國釣魚
島領海內巡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改革的阻力來源於自己，最危險的敵人也
是自己。」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在《強
軍策》一書中指出，不改革是中國軍隊最大
的風險。

軍改先改人 私利必被破
劉亞洲在昨日舉行的座談會上回顧第一次鴉

片戰爭歷史指出，不改革要比改不成危險得
多，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軍隊改革也是如
此，只有改革才能強軍，軍改是一場革命。
他強調，軍改由人來改，軍改必須首先改

人，改人就是要改自己，革自己的命，在頭
腦中來一場頭腦風暴。改革首先改革思想，
思想必須革命、觀念必須要更新。
劉亞洲在《強軍策》中撰文說，不改革是
中國軍隊最大的風險，不改革的癥結在於改
革動力不足，動力不足的癥結在於不願觸及
個人的利益。然而，嚴酷的現實是，只要是
私利就終究會被打破。不被自己打破，就被
別人打破。今天不打破，明天必打破。

勿追趕美軍 理論再革命
劉亞洲建議，軍改應在高層的高級將領中
颳一場頭腦風暴；在中層鑄造一個全新的精
英「參謀團」；在基層，士兵要有知識和文
化。他說，軍改不但要改而且一定要改好，
必須贏得軍改這場革命的勝利。
劉亞洲認為，未來外敵一旦打擊中國，絕
不會深入到中國的腹地，特種作戰已是世界
大勢所趨。他說，美軍走得太遠了，如果解
放軍跟着美軍攆，永遠也攆不上。中國軍隊
必須對已經被美軍革命過了的軍事理論進行
再革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由新華社軍分社、《參考消息》報
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國防大學聯手
打造的改革強軍的精品力作《強軍策》
30日在京舉行首發式。

張仕波上將贈書
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上將向來自陸

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
隊的基層部隊官兵代表和國防大學學員
代表贈書，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版
權局局長徐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
書記、總裁高韻斐，新華社《參考消
息》報社總編輯張鐵柱向公共圖書館代
表贈書。
該書集軍內多位知名專家學者的系列

文章，撰文評析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
勢，考察點評世界大國軍隊改革成敗得
失，縱論分析世界新軍事革命對中國深
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經驗啟示，從世界
大國發展的歷史縱深、從當今時
代軍事強國競爭的現實緯度，展
開一幅強國必強軍、強軍
必改革的立體畫卷。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王衛星少將
在座談會上發言時指出，「下一場戰爭離

我們並不遙遠」，因為，隨着中國國內軍隊快速
發展，西方國家的焦慮感不斷地上升，對中國的
牽制和遏制力度越來越大，美國策動的南海仲裁
案等等都使中國地緣戰略環境日趨複雜，海上戰
爭形勢更加複雜。

軍隊制度建設飛速提高
記者問及，如果下一場戰爭在南海發生，中國
能否打贏？國防大學副校長肖天亮中將在座談會
後向本報表示，「中國軍隊打贏沒有問題！」海
軍參謀長助理、遼寧號航母艦載機首次起飛飛行
員張少兵大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堅信中國能夠打
贏。他說，中國的三大艦隊將是制勝根本法寶，
而且中國軍隊的制度建設正在飛速提高，其中軍
改將發揮重要力量，因為國強必須強軍，而改革
是軍隊提升戰鬥力的動力。
王衛星強調，軍隊是為打贏下一場戰爭而存在
的，打贏下一場戰爭是軍隊改革的最終目標。為
此，首要緊跟下一場戰爭，必須準確地預見和把
握戰爭，一流的軍隊總是在設計戰爭、引領戰
爭，首先要對軍事理論上有所創新，對未來戰爭
的認識上有所預見。要順應大勢主動求變，準確
認識軍事領域變化的特點規律，把握戰爭機理。

王衛星說，當前我們正在推進國防和軍隊改
革，正是着眼打贏下一場戰爭，建設一支永不
落後的新型的軍隊。強軍只有進行時，沒有完
全時。

安全風險來自軍事強國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任天佑少將認為，中

國和平崛起始終是一個高風險歷程。一方面，作
為超大規模國家，中國崛起不可避免地會打破國
際社會原有力量平衡，並且中國越發展壯大，遇
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外部風險就會
越多。另一方面，從世界格局和國際力量對比演

進看，作為當今世界霸主，尤其是與中國社會制
度和意識形態根本不同的國家，必然會加緊對中
國進行戰略圍堵和遏制，想方設法進行破壞和顛
覆，這就決定了中國由大向強進程中面臨的安全
風險，主要是來自世界軍事強國。
「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

能打越可能挨打。」任天佑認為，中國建設世界
一流軍隊，不僅要追趕和趕上世界軍事發展潮
流，而且要能夠走在前列，引領潮流，不僅要能
夠應對小國、弱國等一般性對手，而且要全面提
升非對稱戰略制衡能力，具有與世界強國軍隊相
抗衡的強大實力和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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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軍節前夕，《強軍

策》出版，將星雲集座談，核心話
題在於：中國軍隊能否打贏下一場
戰爭？

海灣戰爭後，全勝而歸的美軍參
戰部隊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沒有要求加官晉爵，而是
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適應下一場戰爭
了。」美軍司令說過的這句話提醒道：戰爭倒逼外
軍改革。美軍近些年來的歷次重大改革，無不發端
於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和自我更新。

承平日久的中國軍隊，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在
密切關注世界軍事變革的新動向，但實質性的重大
改革乏善可陳，現實戰力難以適應安全需要。劉亞
洲上將在《強軍策》代序中寫道：「軍事理論一日
千里。我軍還在糾纏『三總部』『四總部』之
分」。用法國戰略家博弗爾的話說，過去一切失敗
的經驗，可以歸納為兩個字：太遲。

與會將軍們坦言：美軍已經走得太遠，非革命攆不
上！而2015年啟動的中國軍隊改革被視為一次革命性
的改革，中國國防力量已經進入脫胎換骨的新階段。當
然，這場革命沒有完成時，中國軍隊必須與時間賽跑。

下一場戰爭的勝負，只能留待未來事實的檢驗，
而答案取決於當下的革新力度。

■記者 楊帆

戰爭勝負
取決於革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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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韓兩國自7月8日宣佈
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以來，韓國各
地抗議活動不斷。一個被韓國政府宣稱為
能保衛韓國安全、應對朝鮮核與導彈威脅
的系統在韓部署為何遭到如此強烈的反
對？新華社昨日發表文章指，歸根結底，
這是因為「薩德」是美國實現其全球戰略
的工具，它不僅不會使韓國更安全，反而
會使韓國處於更危險的境地。部署「薩
德」將使韓國淪為美國實現自身戰略利益
的一桿「槍」。
文章指出，「薩德」主要功能有兩個：一

是監測，其核心裝備AN∕TPY－2型X波段
雷達探測距離最遠可達2,000公里；二是攔
截，可以對高度介於大氣層內40公里以上至
大氣層外150公里之內的導彈進行攔截。

劍指中俄 保護美軍
文章說，按照韓國國防部的說法，在韓國

部署「薩德」是為了應對朝鮮核與導彈威
脅。但從「薩德」的性能來看，其監控範圍
和攔截對象遠遠超過韓國防衛的需要。明眼
人一眼就能看出，韓美部署「薩德」，真正
的目標並不是朝鮮，而是中國和俄羅斯。

文章進一步指出，從選址來看，美韓擬
將「薩德」部署在韓國東南部的星州郡，
其防禦範圍並沒有覆蓋首都圈地區。《韓
民族新聞》一針見血地指出，部署「薩
德」的首要目的是保護駐韓美軍。

若爆戰事 成首目標
文章指韓國部署「薩德」，不但使自己淪

為美國監視、遏制中俄的工具，捲入大國競
爭的漩渦，也使自己喪失了獨立的外交立場
和在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迴旋空間。一
旦東北亞爆發戰事，韓國勢必成為軍事衝突

的最前沿，其境內為美國站崗放哨的「薩
德」也將成為攻擊的首要目標。部署「薩
德」將加劇朝鮮半島軍備競賽，刺激朝鮮在
發展核與導彈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讓半島陷
入軍事對抗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
文章最後說，韓國不惜損害中俄的戰略

利益，甘願充當美國實現其全球霸權的
「馬前卒」，必然損害韓國與中俄的關
係，令人深感失望、不滿和憤慨。亡羊補
牢，未為遲也。奉勸韓方在部署「薩德」
問題上權衡利弊，三思而行，不要誤判形
勢，被美國所利用，害人害己。

新華社：韓部署「薩德」 被美當「槍」使

■■海軍本月初在南海舉行實兵對抗演習海軍本月初在南海舉行實兵對抗演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

部長王衛星少將：「下一場
戰爭離我們並不遙遠。」

記者葛沖 攝

■海軍參謀長助理張少兵大
校：「中國能夠打贏，中國
三大艦隊是制勝根本法
寶。」 記者葛沖 攝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任
天佑少將：「中國安全風險
主要來自世界軍事強國，能
戰方能止戰。」記者葛沖 攝

■國防大學副校長肖天亮中
將：「中國軍隊打贏沒有問
題！」

記者葛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