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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美驱逐舰

叫板俄罗斯
航行自由

一艘美国驱逐舰 5 日在日本海驶近俄罗斯沿岸，以
显示美方维护所谓“航行自由”。 另外，乌克兰和俄罗斯双
方多艘舰船近期在黑海爆发冲突后， 美国海军考虑派遣
一艘驱逐舰进入黑海。

“挑战”俄方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
人蕾切尔·麦克马尔 5日告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
者，“麦坎贝尔”号驱逐舰当天
驶入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水
域，执行“航行自由”任务，以
“挑战俄方过度的海洋主张”。
彼得大帝湾毗邻俄罗斯远
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后者
是俄方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
地。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军
官员告诉 CNN，这是美舰自
1987年以来首次在这一水域
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按照麦克马尔的说法，这
类行动“不针对特定国家，不关
联正在发生的事件”。只是，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麦克马尔
这句话时，提及俄乌舰船 11月
25日黑海冲突。
俄方拦截并扣留 3艘乌方
船只和一批人员，指认对方蓄
意挑衅、制造事端；乌方指认俄
方舰船故意撞击乌方船只。
“支持”乌方

俄乌之间这一最新事件
致使地区局势骤然紧张，乌方
进入“战争状态”并向西方国
家求助。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取消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原定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期间的会晤，两人仅简
短交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4日举行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黑海局势。
北约方面重申支持乌克兰，声
称北约已经在黑海“扩大军事
存在”，“ 将继续维持在黑海地
区的存在”，敦促俄方放还乌方
船只和人员，恢复“航行自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5日
以 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
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已要求
美国国务院通知土耳其方面，
可能会派一艘军舰进入黑海。
船只从地中海进入黑海，
需要通过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
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根据
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条约》，
美舰如果打算进入黑海，必须
提前至少 15天通知土方。
“后果”待定

上述美方官员说，美舰驶
入黑海计划是对俄乌海上冲突
事件的回应，只是现阶段没有
确定会落实这项计划。
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发言
人没有证实或否认上述官员
的说法。
一艘美军驱逐舰 8月底驶
出黑海，一艘快速运输舰 10月
驶入。美国不是黑海沿岸国，因
而按照《蒙特勒条约》，美舰在
黑海停留不得超过 21天。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
上院)委员阿列克谢·普什科夫
4日在社交媒体警告，美国和
北约如果派军舰进入黑海，会
导致这一地区内冲突急剧恶
化，产生严重后果。
俄罗斯国防部和黑海舰队
发言人 5日说，俄军潜艇和防
空导弹正分别在黑海和克里米
亚东部演练。
据新华社

驻日美军
2 机相撞
5 人失踪
驻日本美国军队一架
战斗机与一架空中加油机 6
日空中相撞并坠海，7名飞
行员和机组人员中，2人获
救，5人失踪。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
告诉媒体记者，一架
F/A-18型 战 机 与 一 架
KC-130型空中加油机当
地时间 6日凌晨 1时 42分
在日本西南部高知县以南
大约 100公里海域上空碰
撞、坠海，前者有两名飞行
员，后者有 5名机组人员。
大约 4个小时后，一名
F/A—18型战机飞行员在
事发地点附近海域获救，身
体状况稳定；大约 12时 15
分，搜救人员又寻获一人。
暂时不清楚那名美军人员
身体状况。
两架失事飞机隶属位于
山口县岩国市的美军基地。
驻日美军方面说，两架
飞机当时在执行例行训练任
务，撞机原因暂时不明。路透
社以多名美军官员为消息源
报道，两架飞机可能在空中
加油训练期间发生意外。
美军、日本自卫队和海
上保安厅飞机和船只正在
搜救其余 5名美军人员。
近 2年，驻日美军已经
发生多起坠机事件。
2016年 12月 7日晚，
岩国基地一架 F/A—18战
机在高知县附近海域坠落，
飞行员跳伞逃生；同月 13
日晚，冲绳县美军普天间基
地一架 MV-22型“鱼鹰”
式倾转旋翼机与空中加油
机加油管碰撞，在沿岸海面
紧急降落，机体断为数截，
多名机组人员负伤。
今年 6月 11日清晨，
冲绳嘉手纳基地一架 F-15
型战机在冲绳附近海域坠
落，飞行员获救；11月 12
日，岩国基地一架 F/A—18
战机随“里根”号航空母舰出
航期间，在冲绳以东海域坠
毁，两名飞行员逃生并获救。
驻日美军飞机坠落或
坠物可能伤害日本民众和
损坏财产，美军飞行安全因
而对日方而言是敏感话题，
尤其是冲绳民众。驻日美军
多数部署在冲绳。
去年 12月 7日，美军
一架 CH-53E型大型运输
直升机的部件从高空坠落，
砸中普天间基地附近一家
托儿所的屋顶，当时屋内有
数名幼儿，所幸没有受伤；
同月 13日，另一架美军
CH-53E直升机飞行时一
个舷窗脱落，砸在普天间一
所小学的操场上，数十名学
生当时在上体育课，舷窗落
地震起的石子打伤一名学生
的手；今年 7月 27日，美军
一架直升机飞行时，窗体落
在神奈川县厚木基地内，没
有人受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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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潜艇导弹

威慑北约
黑海军演

俄罗斯国防部和黑海舰队发言人 5 日说， 俄海军正在
黑海海域和克里米亚东部举行潜艇和导弹演练。俄罗斯与乌
克兰 11 月发生海上冲突后，黑海局势骤紧。 乌克兰和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内部出现要求北约出兵黑海的声音。俄方官员警
告，若北约派军舰进入黑海，将产生“严重后果”。

秀实力

俄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俄
海军两艘潜艇在黑海某海域
演练了紧急部署、侦察、跟踪
和用火箭摧毁海上和沿海目
标等科目；潜艇艇员后续将演
练深潜和紧急浮出水面。
声明没有说明这次演练
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也没说
军演是单独演习、还是更大
规模军演的一部分。
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
黑海舰队发言人的话报道，
俄军用部署在克里米亚东部
的“铠甲”防空系统做中程地
对空导弹演练，主要科目包
括侦察、识别和击落空中目
标。报道同样没有说明这场
演练的时间和其他细节。
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海
军发布的一份航行警告显
示，黑海海域 12月 3日至 9
日期间预期会有“射击演
练”。这份公告没说是哪个国
家举行演练。
俄罗斯与乌克兰 11月
25日在黑海发生冲突。双方
就海上冲突说法不一。俄联
邦安全局和克里米亚边防部
门说，乌方海军先后有 5艘
船只未经俄方许可试图穿越
刻赤海峡，俄方采取多种措
施制止乌方这一“挑衅”。
乌方海军新闻局则说，乌
方海军 2艘炮艇和 1艘拖船
当天试图通过刻赤海峡大桥，
从黑海进入亚速海；俄方一艘
舰艇故意撞击乌方海军拖船，
向乌方一艘炮艇开火，致使 6
人受伤；乌方海军 3艘船只及

船上 20多人遭俄方扣留。
再声援

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和
格鲁吉亚 4日在布鲁塞尔举
行外长会议，讨论黑海局势。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
尔滕贝格重申对乌克兰的支
持，称北约已在黑海“扩大军
事存在”，“ 将继续维持在黑
海地区的存在”。
斯托尔滕贝格再次呼吁
俄罗斯归还乌克兰海军船只
和船员，恢复刻赤海峡和亚
速海的“航行自由”。
乌克兰先前多次敦促北
约向黑海增派军队。一些美国
议员呼吁美国和北约派军舰
进入黑海。乌克兰不是北约成
员国，正在申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
员、即议会上院议员阿列克
谢·普什科夫 4日在社交媒
体回应说，美国和北约应该
清楚认识到黑海地区的力量
对比状况，若派军舰进入黑
海海域，会导致地区冲突急
剧恶化，产生严重后果。
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
会 11月 26日批准戒严令，
宣布 11月 28日起在乌克兰
东部“可能遭遇俄罗斯军事
打击”的地区施行为期 30天
“战争状态”。乌边防部队随
后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
罗申科 11月 30日宣布，乌
克兰对俄罗斯公民采取限制
入境措施，暂时拒绝 16岁至
60岁俄公民入境乌克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