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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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C 西安圣威制药有限

公司经济信息

近日，国内媒体披露，中
国护航编队此前靠泊吉布提
修整期间，同时靠泊在邻近码
头的日本军舰曾派蛙人偷偷
抵近我舰，中方人员随即进行
了光电照射、喊话警告等驱离
措施。实际上，要对付堪称

“水下幽灵”的蛙人，中国军队
还有比这更具威慑力的手段。

各国海军都怕蛙人

一般来说，擅长各种特殊
作战技能的蛙人都来自精锐
特种部队，其因神出鬼没的作
战风格而被各国海军视为“水
下幽灵”。即便是美国海军，
对来自敌对国家的水下蛙人
也不敢疏忽。就在近日，美国
的诺福克海军基地也遭遇了

“蛙人惊魂”事件。军方紧急
出动直升机和舰船对这一禁
区进行搜索，但直至解除封锁

也没能发现那名可疑蛙人。
考虑到该基地停靠着 60

多艘各型舰船，这样的高度戒
备并不难理解。尽管上一次
有蛙人袭击美国舰船还是在
1964年。当时，仅仅几名来自
越南军队的蛙人就利用附着
在船体上的爆炸装置炸沉了
用作运输舰的美国海军“卡
德”号航空母舰。

日本蛙人师从英国特种兵

事实上，日本海上自卫队
训练的蛙人也不容小觑。有消
息报道称，此次被披露抵近中
国军舰的日本蛙人可能来自海
上自卫队特别警备队（SBU）。
从 2009 年起，每批日本赴亚
丁湾护航的军舰都搭载着这
支部队的队员，从未间断。

特别警备队是日本海上
自卫队在2001年创建的第一

支特种部队，其骨干兵力是 4
个蛙人小队，每个小队18人，
装备精良，战术素养师从英国
著 名 的“ 特 别 舟 艇 中 队 ”
（SBS）。特别警备队在招募队
员时就明确，具有高超潜水技
能，出身于水中爆炸物处理员
和海上救难队队员的优先。

中国有反蛙人利器

当然，在中国海军中同样
存 在 着 精 锐 的 水 下 蛙 人 。
2014年，中国军网曾刊发过两
栖蛙人队在水下训练的照
片。相关介绍称，两栖蛙人队
是海军陆战队的拳头部队，蛙
人队员更是海军陆战队员中
的“兵中之兵”。他们装备了
颇具威力的 QBS06 式 5.8 毫
米水下自动步枪，足以击穿加
固的潜水面具和服装。

中国军舰也有反蛙人的

杀手锏。目前，中国海军现役
大多数舰艇装备的探测声呐、
水下微光成像仪等设备，都能
对来犯蛙人开展监控。在
2014年的珠海国际航展上，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还首次公开
展示过一款名为CS/AR1型的
55mm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该
系统拥有10个发射管。在此
基础上研发的 CS/LK-4 反蛙
人集成舰炮系统，则增加了一
门 6 管 30mm 加特林机关炮，
杀伤力倍增。（摘编自《检察日
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

中国尖兵利器对付水下蛙人

本报讯 在美军的武器库
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占有
一席之地。凭借强大的机动
性和攻击力，它在多次战争中
立下汗马功劳。而在不久的
未来，这名近40岁的“老兵”将
装备更致命的激光武器。

据美国军工巨头雷声公
司官方网站报道，前不久，雷
声公司、美国陆军与美国特种
作战司令部合作，在新墨西哥

州白沙靶场完成了以“阿帕
奇”直升机为平台的高能激光
武器测试，开创了激光武器实
用化领域的又一个世界第
一。现场图片显示，一架“阿
帕奇”在机身左侧携带了一个
白色吊舱，吊舱前端装有球状
激光发射器，可以多方向旋
转。官方简报称，直升机利用
该套激光系统，成功从 1.4 公
里的距离外，追踪及引导能量

摧毁一个固定的无人目标。
美国国防部认为，相比昂

贵的导弹，激光武器相对便宜，
而且可同时对付多个目标，因
此军方过去数年大力研发激光
武器。“阿帕奇”直升机现时可搭
载16枚地狱火导弹，如果配备
激光武器的话，将大大增加直升
机攻击的目标数量，同时实现超
高精度打击并减少误伤。（摘编
自《青年参考》）

美军武装直升机装上激光炮

本报讯 近来，印度与邻
国频频发生军事对峙乃至交
火事件，连带的，印度军火采
购也进入“爆买期”。据报道，
最近，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
织紧急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
业公司达成协议，从后者引进
技术生产中程地空导弹，以掩
护印度陆军。这笔交易价值
达 16 亿美元。不仅如此，在
印、美政府共同撮合下，印度
塔塔集团获得美国洛·马公司
授权，在国内组装100架F-16
战机，价值超百亿美元。此
外，印度还斥资96亿美元向全
球招标常规潜艇。

印度独立后，曾将武器国
产化作为战略目标，并且取得

过一些成绩，例如达到二战后
第一代水平的“胜利”坦克和

“风神”战斗机就是印度制造
的。但获得短暂成功后，印度
国防工业却难以跨越从第一代
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武器之间
的“技术鸿沟”，难产的自制“阿
琼”坦克、“光辉”战斗机等武器
简直成了国际笑柄。因此，印
度不得不通过“买买买”来弥补
已显落后的军械库。

印度国防部认为，空军至
少要有 42-44 个装备三代战
机的中队才能应付“国防压
力”，而现在只有33个中队，其
中还有 11 个装备老式的米
格-21/27飞机；陆军需要补充
1580门牵引火炮、180门轮式

自行火炮和100门履带式自行
火炮；海军同样需要新式潜艇
来代替旧货。

不过，一些分析认为，从印
度新近引进的一些装备来看，
印度三军颇有点“病急乱投医”
的感觉。譬如，印度空军引进
美国确定要淘汰的F-16战机
生产线，就被认为毫无“合理
性”。而印度陆军的购买欲则
充满攀比心理，刚得知宿敌巴
基斯坦要升级T-80UD坦克，
就忙不迭要从俄罗斯引进高功
率柴油机和附加装甲升级
T-90S坦克，可印度10年前从
俄罗斯引进的T-90S坦克生产
线，到如今依然连质量控制都保
证不了。（摘编自《新民晚报》）

印度在全球军火市场买买买

国产航母下月进行系
泊试验 首艘国产航母研
制总指挥胡问鸣近日在接
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航母建造进展顺利，
下月进入系泊试验。系泊
试验是指船舶在系泊状态
下，对轮机、电器、船舶设
备等按规定要求而作的一
系列试验的统称，也称码
头试车。系泊试验开始，
也就表明，航母的发动机
能够自主供应电力了。（摘
编自《法制晚报》）

美军“鱼鹰”坠海令日
本担忧 美国军方一架“鱼
鹰”运输机5日在澳大利亚
东海岸附近坠海，鉴于出
事飞机隶属于位于日本冲
绳县的美军普天间基地，
日本不淡定了。日本新任
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 6 日
表示，日本已要求美国方
面提供这次坠机事故的相
关信息，并克制在日本境
内飞行“鱼鹰”。按日本媒
体说法，美军现阶段在冲
绳普天间基地部署了20多
架 MV-22 型“鱼鹰”。（摘
编自《羊城晚报》）

土耳其同时撤换陆海
空三军司令 土耳其最高军
事委员会日前决定，撤换陆
海空三个军种的司令。这
是去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
政府整肃军队行动的又一
次重大举动。去年未遂政
变后，土总统埃尔多安着手
整肃和改革军队，300多名
将军级军官几乎一半遭撤
职。（摘编自《参考消息》）

■防务短评

7国比拼，中国步战车
表现优异 据《扬子晚报》报
道，日前在俄罗斯举行的

“侦察尖兵”国际军事比赛
第二阶段“驾驶员竞赛”上，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
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津巴布韦7国代
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中国队
表现优异。“复杂道路驾驶”
这一课目是俄军传统强项，
比赛项目超出我军侦察兵
训练大纲要求。除中国队
使用自带86A式步战车外，
其他各国均使用俄方提供
的步战车，发动机功率比我
方步战车要大，驾驶员李守
顺跑出了 14 分 40 秒的好
成绩，夺得第二名。

“出云”号准航母南海
巡航有企图 据《中国青年
报》报道，近日，日本海上自
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出
云”号搭载东盟十国军方官
员在南海地区进行巡航，外
界称，这是日本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
事秀”。有分析认为，日本政
府此举意在向外界传递要积
极在海外展开军事活动的意
图，以此为日本自卫队从日
本周边向更远的范围“走出
去”进一步造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