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首艘國產航母籠罩在一片濃霧之中，近十輛起重
吊車於甲板上一字排開，開始清理作業。原本堆砌在艦首艦尾大量裝有物資的木
箱，現已所剩無幾；航母下水後一直懸掛於艦島的宣傳條幅亦被撤下。航母甲板
昨晚燈火通明，工人開始晝夜趕工。 ■文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

軍方：對峙時有發生 最長幾十分鐘
解放軍空軍「繞島巡航」台2架F-16抵近飛行畫面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日報海

外版海外網及央視網報道，中央

電視台的一則新聞引起了台媒的

熱議。4月20日，央視在晚間新

聞播出了解放軍「繞島巡航」的

視頻，畫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不明飛機一批兩架，由解放軍

戰機右後方靠近，幾分鐘後，對

方戰機脫離消失。對此，台媒的報

道稱，「這是首次揭露了台灣2架

F-16『戰隼』戰機進行伴飛的鏡

頭」。解放軍「繞島巡航」的機組

人員則表示，雙方的對峙時有發

生，有時甚至長達幾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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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央視網4月20日報道，這兩天，
空軍組織殲擊機、轟炸機、偵察

機、預警機開展海上方向實戰化訓練，
轟-6K等戰機連續「繞島巡航」。央視
記者在多個現場記錄戰機航跡，見證空
軍飛行員「繞島巡航」全過程。

解放軍：可嫻熟處置敵情
據報道，一大早，參加「繞島巡航」

的空軍轟炸機部隊官兵進入戰位，數架
轟-6K戰機依次升空。「這裡是空軍某
機場，我們可以看到轟-6K戰機，彈滿
艙，箭上弦，正在滑向飛機起飛線。」
央視記者現場解說稱，殲擊機預警機戰
鬥編組向海上進發。
與此同時，在華東多個空軍機場，參

加任務的殲擊機、預警機按照戰鬥編
組，陸續起飛。多型戰機進入預定航線
後，在指定空域按照任務規劃，排開陣
勢，向海上進發。在飛行中央視記者再
次指出：「發現不明飛機一批兩架，由
我機右後方靠近。」「我現在空軍的特
種飛機上，由這架戰機與多型戰機組成
的空中編隊正在執行『繞島飛行』任
務。通過舷窗我們可以看到，兩架戰機
正在抵近飛行。」
幾分鐘後，對方戰機脫離消失。據機

組人員介紹，像這樣的情況在「繞島巡
航」過程中經常遇到，雙方的對峙有時
甚至長達幾十分鐘。但不管對方戰機離
得多近、做出什麼動作，飛行員都會按
照計劃航線持續飛行。空軍航空兵某師
轟-6K機長翟培松表示，「面對敵情可
以嫻熟處置，部隊實戰化水平在不斷提
升，我們在海島以東活動已經成為常
態。」
對此報道，台媒稱，「央視記者搭乘

的電子偵察機，首次揭露了台灣2架
F-16『戰隼』戰機進行監控伴飛的鏡

頭。」

專家：「台獨」莫觸紅線
此次海上方向實戰化訓練，兩個詞很

重要：「連續」和「成體系」。這展現
了空軍的哪些能力？這些能力與以往有
何不同？此次轟-6K等戰機連續的「繞
島巡航」傳遞了哪些信息？
軍事專家曹衛東認為，空軍飛機進行

成體系編隊繞島巡航，有殲擊機、轟炸
機、偵察機、預警機，這樣一個編隊成
體系出去後，意味着其遠海攻防兼備的

作戰能力大幅度提升。
此外，過去台灣當局認為台灣島西

側、即面對大陸的一邊是不安全的，而
東側即面對太平洋的一邊是安全的。現
在解放軍空軍的連續繞島航行，意味着
台灣島的四面都在我們的軍事力量控制
之下，意在警示「台獨」勢力莫觸紅
線。
同時，解放軍海軍4月18日在台灣海

峽進行了實彈射擊演練，近期相關行動
都對「台獨」勢力發出針對性警告，我
們有信心有能力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遼寧艦
和數艘驅護艦、多架殲-15艦載戰鬥機、多
型艦載直升機組成的航母編隊，20日在巴
士海峽以東的西太平洋某海域，與扮演藍
方的導彈驅逐艦濟南艦、長春艦展開「背
靠背」綜合攻防對抗演練，實兵檢驗航母
編隊遠海體系作戰運用。
「命令殲-15飛機起飛執行對海突擊任
務！」上午10時許，作戰指令剛一下達，
飛行員戴興拎起頭盔快步跑向殲-15戰機，
隨後數架殲-15艦載戰鬥機先後前出，與遼
寧艦航母編隊屬艦密切協同，對藍方艦艇
實施精確打擊。這次海軍航母艦載戰鬥機
在西太平洋海域開展艦基空海對抗訓練，
標誌着航母編隊遠海艦機兵力協同運用向
深度拓展。
演練中，航母編隊以遼寧艦為核心組成
海上戰鬥隊形，綜合運用警戒直升機、艦
基雷達構建嚴密預警探測體系，對海空目

標搜索識別。編隊指揮員根據不斷變化的
海空情態勢，研判藍方意圖動向，定下作
戰決心。
在遼寧艦的編隊指揮所，一條條情報資
料、兵力態勢、打擊指令等信息依託指揮
系統快速上傳下達，對海、對空、對潛等
作戰部位迅速組織兵力展開、進行戰術計
算，明確兵力行動、協同方法。

着眼遠海戰場 實兵「背靠背」對抗
此次演練，編隊指揮所着眼遠海大洋戰

場實際，基於現實威脅，從難從嚴設置演
練背景和藍軍，基於短板難題設計演練課
題，構建海面、空中、水下立體多維、梯
次配置的作戰體系，檢驗了航母編隊遠海
綜合攻防能力。
編隊參謀長高兆瑞介紹，此次航母編

隊遠海演練，堅持實兵「背靠背」對
抗，突出了陌生海域中艦艇和艦載機的

協同運用，檢驗了航母編隊綜合攻防體
系的建立和保持，強化了複雜態勢下指
揮員的指揮決策能力，推動了航母編隊
訓練向遠海作戰運用深化拓展，達到了
預期效果。
在演練現場，記者看到位於巴士海峽以

東的這一訓練海區海空情況複雜，編隊指
揮所及時掌握準確態勢，高效保持對我各
型飛機和艦艇的指揮控制，穩妥處置應對
各類海空情況。
海軍參謀部訓練局副局長朱衛國說，遠
海大洋是航母編隊的最佳練兵場，此次航
母編隊遠航對抗訓練，是海軍年度訓練計
劃內的例行性安排。在遠海大洋組織航母
編隊實戰化訓練，有利於提高對航母編隊
作戰運用的研究，有利於提高編隊各要素
的有機協同，推動海軍航母編隊體系作戰
能力的生成和提高，更好地為維護地區和
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空
軍昨日向海內外發佈多語種宣傳片《戰神
繞島新航跡》。空軍戰神轟-6K等戰機近
日連續3天「繞島巡航」的震撼畫面，在
宣傳片中集中展現，彰顯了空軍飛行員維
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能力。
轟-6K是中國自主研發的中遠程新型轟

炸機。空軍近年來警巡東海、戰巡南海、
繞島巡航，都有轟-6K的戰鬥英姿。4月
18 日以來，空軍出動轟-6K、蘇-30、
殲-11和偵察機、預警機等多型多架戰
機，開展了海上方向實戰化軍事訓練。
轟-6K等戰機實施了「繞島巡航」訓練課
題，提升了機動能力，檢驗了實戰能力。
宣傳片《戰神繞島新航跡》有普通話、

閩南語、粵語以及英語等多語種，以小提
琴曲《我和我的祖國》為背景音樂，抒情
和激情相結合，將優美動人的旋律與樸實
真摯的家國情懷有機結合起來，表達了空
軍飛行員對祖國的熱愛、對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自信、對新時代使命責任的
擔當。

飛行員：祖國強大才能飛得更遠
「寶島在祖國懷中，祖國在我們心中。

捍衛祖國的大好河山，是人民解放軍的神
聖使命！」執行「繞島巡航」任務的空軍
飛行員楊勇表示，「我們繞祖國寶島飛
行，由蔚藍走向深藍，俯瞰祖國的大好河
山，有豪情有底氣，更有一種責任和擔
當。只有祖國強大了，我們才能飛得更
遠；只有軍隊強大了，才能夠更好地守衛
祖國。」
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進科表示，按照

「空天一體、攻防兼備」戰略目標，空軍
深入開展海上方向實戰化軍事訓練，備戰打仗能力發
生歷史性變化。空軍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
夠的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兩岸論壇時間遲未敲
定，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
主任周繼祥預計25日再前往
大陸磋商；如果順利談成，
舉辦時間可能由原先國民黨
對外宣佈的4月下旬，延到5
月中、上旬。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

任委員李明賢昨日表示，雙
方還在溝通聯繫，如果定
案，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會向
當局申請登陸，並對外宣
佈。
不願具名的國民黨黨務人

士表示，兩岸論壇議題已敲
定，將討論大陸台商得到公
平投資保障與待遇、大陸學
生到台灣維持一定量與質，

及大陸觀光客數維持穩定等3
大議題；不過，舉辦時間仍
待討論。黨務人士說，兩岸
論壇希望5月中、上旬舉辦，
如果拖到6月，接近選舉，輔
選活動增加，還是希望盡早
舉行。
如果吳敦義申請登陸遭當

局否決，是否有備案？黨務
人士表示，「沒有如果」，
吳敦義會申請，希望核准，
國民黨沒備案。
過去由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聯合主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
壇」俗稱「國共論壇」，在前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任內轉型為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吳敦
義上任後更名為「兩岸論
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當局有關部門昨日公
佈統計顯示，2017年全台查獲毒品案58,515宗（不含行政
裁罰案）、毒品9,685.47公斤，查處疑犯62,644人，分別較
2016年增加6.6%、109.8%和6.7%，各項均達歷年新高。
台灣內政部門官網發佈統計指出，查獲毒品中，安非他命

最多，近三年查獲件數佔總查獲件數比率，從2015年的
63.44%增至2017年的69.10%。其次為海洛因，去年查獲件
數佔總件數的20.84%。
統計還顯示，台警方去年查獲涉毒疑犯62,644人。其中女

性8,349人，佔13.33%。依年齡觀察，所有涉毒疑犯中，24
歲以上者佔84.74%，12歲以上未滿24歲者佔15.26%。
該部門稱，近年警方積極防製毒品入侵校園，力求根除校
園供毒管道，近三年青少年涉毒者持續減少。2015年、
2016年和2017年查獲青少年涉毒者分別為9,661人、9,583
人和9,558人。
據悉，為更有效打擊毒品犯罪，台灣警方2015年11月成

立「毒品查緝中心」，致力推展跨「部會」、跨縣市及跨領
域合作；2016年7月還推動「護少項目」，加強掃蕩查緝販
毒者。

兩岸論壇或延至5月中上旬舉辦 台去年查獲毒品案近6萬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7日，江

蘇南京市民高仁萍捐獻的造血幹細胞由台大
醫院的醫師從南京帶回台灣。 據南京市紅
十字會統計，高仁萍是南京市第58位造血
幹細胞捐獻者，同時也是南京市為台胞捐獻
造血幹細胞的第一人。
「我第一次獻血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
候。看到那麼多傷者，自己是O型血，是
『萬能血』，就想去獻獻愛心。」高仁萍
說，從那時起她每年都參加無償獻血，並於
2014年加入中國造血幹細胞捐獻者資料
庫。
2017年10月，高仁萍接到南京市六合區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電話，告知她的造血幹
細胞與某位患者初配成功，並徵求意見是否
願意為對方捐獻造血幹細胞。查閱相關資料
後，她爽快地答應了。
「很多人會以為捐獻造血幹細胞是抽骨
髓，實際上其採集過程、身體反應等都與獻

血基本相似。並且捐獻對身體沒有影響，已
經參加過捐獻的志願者都十分健康。」南京
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柯佳呼籲，希望更多適
齡市民能消除對造血幹細胞捐獻的誤解，加
入到奉獻愛心挽救生命的行列中來。

南京市民首向台胞捐造血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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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母編隊西太平洋演練

■■44 月月 1919 日日，，中國空軍中國空軍
轟轟--66KK等多型戰機執行等多型戰機執行「「繞繞
島巡航島巡航」」任務任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高仁萍（中）是南京市為台胞捐獻造血幹
細胞的第一人。 網上圖片

■■轟轟--66kk戰機戰機
攜帶的武器攜帶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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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起飛的準備起飛的
轟轟--66kk戰機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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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不明飛機一批兩架發現不明飛機一批兩架，，由我機右後方靠近由我機右後方靠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