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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据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
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近日从
本土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民
兵”Ⅲ型洲际导弹。外界普遍
认为，美方此举应该重点考虑
了朝鲜半岛当前的局势，通过
试射展示其战略核能力。值得
注意的是，从今年2月到5月，
美军已对这款战略武器进行了
近年少有的三次密集试射。

美军唯一现役陆基洲际导弹

“民兵”导弹诞生于美苏
争霸之际。当时，美军希望获
取一种大幅度领先苏联的轻
型弹道导弹，恰逢可用于火箭
推进的固体燃料横空出世，新
需求与新技术一拍即合，于是
便有了“民兵”。

从 1958 年研制到 1977
年停产，波音公司先后为美空
军生产了 4 种型号共 2423 枚

“民兵”系列洲际导弹，包括“民
兵”ⅠA、“民兵”ⅠB、“民兵”Ⅱ
和“民兵”Ⅲ。于1970年服役
的“民兵”Ⅲ型，是美军第一款
带分导式弹头的固体洲际弹道
导弹，也是目前唯一一款现役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约有 450
枚处于战斗值班状态。

可30分钟内打击朝鲜

值得一提的是，“民兵”其
实出自华裔之手。据中国导弹
专家、原航天部总工程师梁思礼
讲，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林
桦，与他一起留学美国，师出同
门。只不过，后来留美的林桦搞

的是“民兵”，他搞的是“东风”。
就像“东风”一样，“民兵”

III的威力同样不容置疑，其最
远射程达1.48万千米，从美国
本土发射可30分钟内打击平
壤这样的北半球目标，命中精
度接近百米。

尴尬“老兵”等待“天命”

不过，尽管“民兵”Ⅲ型导
弹威力如此巨大，但这个已服
役半个世纪的“老兵”也有着发
射机动性差等缺点，特别是它
曾经发生过的失控事故，使美
国核力量的安全性备受质疑。

2008年5月，一个地下发
射井着火，幸好多层保险系统
阻止了“民兵”Ⅲ型导弹意外
发射；2010年10月，美国沃伦

空军基地50枚“民兵”Ⅲ型导
弹与指挥中心失联 45 分钟；
2011年7月，“民兵”Ⅲ型导弹
不载核弹试射，中途因故障不
得不自毁……

而相对于机动性强的海
空基核导弹，发射井坐标早已
暴露的“民兵”，在对手同样精
准的核力量面前，生存能力和
二次反击能力已实在太弱。
而且，相比俄罗斯的 RS-28

“萨尔玛特”和 SS-18“撒旦”
等液体洲际导弹，“民兵”的技
术性能也已相形见绌。据报
道，美空军正在研发新型洲际
弹道导弹来取代“民兵”III 型
导弹，可能在 2030 年前列装
服役。（摘编自《解放军报》

《科技日报》）

年迈“民兵”洲际导弹不再可靠

本报讯 近年来，俄罗斯
在北极地区加大军事部署已
众所周知，但其具体军事力量
与装备鲜见披露。而在最近
举行的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
胜利72周年阅兵式上，俄罗斯
北方舰队下属的第 61 独立海
军陆战旅与部分北极地区使
用的装备，一同亮相红场。

据报道，第61独立海军陆

战旅作为俄军北极作战部队，
此前从未参与阅兵。而“道
尔-M2DT”防空导弹系统、“铠
甲-SA”防空火炮导弹系统、
T-72B3坦克以及专门为北极
生产的一款保障车，也是第一
次公开展出。这些装备能在
北极复杂气候条件及完全没
有道路和远离保障基地的情
况下，执行确保俄国家安全的

任务。这些武器装备现已被
部署在北纬 80 度附近位于北
极圈内的法兰士约瑟夫地群
岛上。俄新社此前报道，俄在
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的新
军事基地“北极三叶草”已经
完工，这是世界上最北端的军
事设施。2017年年底前，俄北
极地区将有100多个基建项目
投入运行。（摘编自《信息时报》）

红场阅兵首现北极作战部队

台军演首次模拟遭大
陆航母突袭 据岛内媒体
15 日报道，台军“汉光 33
号”演习将从22日至26日
在各作战区进行，此次实兵
演练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台
防务部门将首度验证大陆
航母舰载机突袭后台防空
导弹部队的紧急应变计
划。根据规划，台防务部门
将以无人机模拟解放军航
母舰载机从东部“进犯”台
湾，台军位于花莲的贺田山
阵地立即开启防护器，并对

“来犯敌机”进行辐射干
扰。（摘编自《参考消息》）

日本更倾向于引进
“宙斯盾”反导 多家日本媒
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日本政府认为，相比“萨德”，
陆基“宙斯盾”系统导弹射程
更远，从而防御范围更大，只
用部署两三套就可以覆盖日
本全国。而且，陆基“宙斯
盾”系统每套价格为700亿
至800亿日元（约合6亿至7
亿美元），“萨德”则高达
1000亿日元（8.8亿美元），
因而前者性价比更好。因
此，日本政府更倾向于引进
美制陆基“宙斯盾”导弹防
御系统而不打算采用“萨德”
系统。（摘编自《广州日报》）

中风偏瘫别发愁
大多数中风患者会有流口

水，说不清楚话，胳膊伸不开，走路
走不利索等现象，这些都是因为
血管内有血栓堵塞所致，所以针
对血管内的血栓瘀阻，温经通络
用药，中风患者才有可能好起
来。消栓通络片专治中风（脑血
栓），半身不遂，肢体麻木。咨询专
线：400-998-6008 货到付款
国药准字Z20043416 陕药广审
（文）第 2016040126号西安圣
威制药有限公司经济信息

咨询
热线

惠民公告
如今，“花溪牌益气聪明丸”已经

畅销全国，为传承“医者仁心、济世为
怀”之祖训，为让困难患者也能逐步告
别耳聋耳鸣，从即日起，实施“买三个
疗程送两个疗程、买两个疗程送一个
疗程”的惠民举措，活动赠送的药品只
有 10000 盒，惠民名额为 500 人，额满
即止！

参与对象：突发性、神经性、老年
性、药物性、混合性、病毒性等各种耳
鸣、耳聋，听力下降；中耳炎，耳胀，耳
闷，耳痛，耳内流脓，眩晕头痛。

不要等到明天，也不要想着等一
会，很多事等等就会忘记！就是现在
——当这份杂志还在您面前的时候，
现在拿起电话拨打花溪益气聪明丸
咨询订购热线 400-155-9088 咨询订
购。我们现在已经开通全国免费邮
寄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不出门，在
家就能体验到“花溪益气聪明丸”的
神奇效果。我们坚信，效果好的人会
主动宣传，因此这个机会以后会不再
有了！活动赠送药品有限，如果您报
名时间晚了，我们将无法让您享受赠
送了！

治耳聋耳鸣
老方有一绝

在陕西宝鸡一带，有一几百年老方
专治耳聋耳鸣。有人说，到大医院花好
几万治不好的耳聋，用这老方子千八百
的就治好了，还有人说，这给人治病的方
子是一位老中医祖传的，曾有人花巨资
买他的方子，他愣是没有没卖。

治耳聋耳鸣，中医老方一绝，别的
病不治，就治耳聋耳鸣一种病，治别的病
不敢说，治耳聋耳鸣治一个笑一个。

治耳用奇药
修神经养肝肾

耳聋耳鸣时间长，听人说话就爱打
岔，用上这个老药方用不了 3 个月就能
听清不打岔。都说这方子神，其实也没
什么好炫耀的，只不过是治耳病找对了
方法而已。

这个方子治耳聋耳鸣到底有何独
到之处呢？

医学证实，耳聋耳鸣的病根是听神
经受损。而传统口服药，先被胃肠分解，
再经肝肾过滤，最后进入血液，而如果耳
部的血液循环叵不畅通，那么到达病灶
的药力就不足10%。而外用的贴剂和滴
剂又无法穿破血耳屏障，只能暂时缓
解。这个老方有两大绝技：

1、修复听神经：“益气小药丸”应用
尖端科技将传统汤药制成浓缩小药丸，
药效至少提升数倍。从而改变传统中药
难吸收、见效慢的弊端，可迅速穿透血耳

屏障，药力直
达病灶，给药
快速，迅速促
进耳部血液
微循环，修复
受损听神经，
滋养耳细胞，
缓解耳鸣提
高听力。

很多患
者用上几天，
就感觉耳朵
凉哇哇的，耳
朵不那么响了，听东西感觉清楚了很多。

2、益气升阳、聪耳明目：祖传药方
中的特效成分同时通过微循环入肾、入
肝，温肾升阳，固本培元，逐步改善耳聋
耳鸣的根源，使气血通畅阴阳平衡，经脉
贯通，听神经得到滋养。

治耳病牢记3件事
1、一只耳朵有病会危害另一只耳

朵：俩耳朵的听神经是连接着的，一只耳
朵出问题，另外一只耳朵迟早也会出问
题，如果不及时治，俩耳朵都会耳鸣直到
耳聋。

2、当心“久鸣易聋”、“久聋易呆”：
许多老人出现听力障碍后，选择在耳朵
上带个助听器，这就好比往耳朵里塞喇
叭一样，使耳朵里的各种传感神经受到
刺激。一旦出现耳鸣或耳背，离耳聋就
不远了。老年人一旦耳聋，就生活在无
声世界里，逐步丧失感知最终极易形成
老年痴呆。

3、 权
威认证，对
症下药才有
效：“益气小
药 丸 ”是 已
被权威批准
的治疗型国
药 ，经 过 多
年 临 床 验
证 ，治 耳 鸣
耳聋有确切
疗 效 ，这 样
的产品才能

让人放心。
中医治耳老方流传至今已有4、500

年了，可就是这样还是有很多患者没办
法用上此方，为了让更多的患者看上病，
目前，已经委托国有大型药企把这个方
子制成药丸，命名为“花溪牌益气聪明
丸”在全国销售，因其效果好，已被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为新一代的耳聋耳鸣专用
治疗型国药，并被授予红色OTC标志。

现在远道的耳病患者也不用再舟
车劳顿，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好药，“花溪
牌益气聪明丸”是在治耳老方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些配方研究出来的，功效更
强大。

后 记
我们想通过这些民间奇方，让中医

国萃发扬光大，让这治耳奇术“花溪牌益
气聪明丸”造福更多耳鸣耳聋患者，希望
全国患者不再走冤枉路，不再浪费血汗
钱，踏踏实实按照刘老的方法把耳病治

好，不再拖累家人，重回有声世界，健康
幸福后半生。

中医有奇方：

耳聋耳鸣 喜获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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