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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力求实现
“出云”号“航母化”意欲何为
长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欲以岛屿防御为名，将
“出云”号“
准航母”升格为航母。 专家指出，
“
出云”号
“航母化”实
现起来不难，但整体作战能力恐有限。 航母对于岛屿防卫并无实质意义，所谓防卫名目不过是政府军扩的借口。
近来，日本强化海军力量动作不断，其中不乏引进被认为具有“
攻击性”装备的举动。 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逐
步摆脱
“专守防卫”原则。 而一旦“
专守防卫”成为一纸空文，恐引发新一轮军备竞争，使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2015 年 3 月 25 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舰艇“
出云”号护卫舰正式服役。 据日本媒体报道称，
“
出云”号驱逐
舰全长 248 米，超过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舰艇
“日向”号护卫舰 51 米，可同时起驾 5 架直升
机。 其舰载机以监视、警戒潜艇为主要任务，数量由 5 架增至 9 架。

248 米
宽 38 米

排水量 1.95 万吨
满载排水量 2.7 万吨
最高速度 55.56 公里 / 小时
载员 520 人
舰载机：
七架 SH-60K
两架 MCH-101
最多可搭载 14 架直升机

“出云”号寻求
“航母化”
据多家主流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期欲以岛
屿防御为名将
“出云”号“准航母”改造为正规航母。
出云”号进行必
有日媒报道称，防卫省希望对“
要改造，以支持 F—35B 垂直起降型战斗机的起降
和运用。 F—35B 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的 F—35 隐形战斗机中的垂直起降型机种， 可实
现短距离起飞和垂直着陆，能适用于比普通航母甲
板更狭窄的两栖攻击舰。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

队最大
级别的驱逐
舰 ， 舰 长 248
米， 满载排水量约
14 架直升机。由于
2.7 万 吨 ， 可 搭 载
具有航母般的全通甲板， 一直被外界视作“准航
母”。 目前，日本共有两艘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分别是 2015 年服役的“出云”号和 2017 年 3 月正
式服役的“
出云”级二号舰
“加贺”号。

读博数月就获学位
穆加贝夫人遭调查

难度虽低 实力有限
据日本媒体报道，“出云”号升级为航母的具体
改造方案还在研究之中，包括提高甲板耐热性能以
出云”号改造成航母后可搭载
及舰载机离舰方式。“
10 架 F—35B 战斗机，用于离岛防卫及海上补给，
计划在数年内投入使用。
日本反战团体“反对武器输出网络”代表杉原
浩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在建造“出云”号
时就设想到了将来实现其“航母化”的可能性，但想
要配备美国航母一样的起飞弹射装置则相当困难。
而舰载机的轻量化又势必导致航母整体攻击能力

降低。
从
“专守防卫”原则来看，日本宪法不允许日本
拥有“
攻击型航母”及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
机等攻击型武器，这也是历届日本政府所秉持的立
场。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以岛屿防御等目的为名，
将改造后的
“出云”号定位为
“
防御型航母”。
日本外务省前高级官员孙崎享告诉记者，拥有
航母对于日本的岛屿防御来说并无实质性意义，而
所谓“
防御型航母”的名目则是
“安倍晋三政权的另
一个谎言和诡辩”。

日海军不可小视 逐步摆脱“专守防卫”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强化
装备力量动作不断， 海防力量得以进一步提升。
2017 年 11 月，日本“苍龙”级潜艇的第十号艇“翔
龙”号在神户正式下水，令日本的常规潜艇阵容增
加到 19 艘。 目前，另有两艘“苍龙”级潜艇尚在建
造之中。 日本防卫省在 2017 财年预算及 2018 财
年预算草案中也分别划拨巨额资金用于研发建造
两艘 3000 吨级别排水量的新型潜艇装备。
除“出云”级的两艘驱逐舰“出云”号和“加贺”
号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还拥有两艘具有全通甲
板的
“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
“日向”号和
“
伊势”号。
就反导装备而言， 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四艘
“金刚”级及两艘“爱宕”级“宙斯盾”驱逐舰，另有两
艘新型
“
宙斯盾”驱逐舰在建造和准备建造中，预计
将于 2020 年之后正式投入使用。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日本还计划从 2018 财
年起的 4 年内建造 8 艘新型驱逐舰， 以强化日本
的岛屿防御能力。 2017 年底，日本内阁通过一份高
达 5.19 亿日元的防卫预算， 实现了安倍再次执政
后连续第六年增长。 伴随着防卫预算的不断增长，

日本政府近来也积极探讨引进一些被认为具有攻
击性的武器装备， 其中包括引进射程长达 900 公
里的攻击型远程巡航导弹及对“出云”号的“航母
化”改造。
报道称，为配合“出云”号“航母化”，日本正在
讨论引进具有垂直起降功能的 F—35B 战斗机。 与
此同时，防卫省也计划将引进 F—35B 等相关内容
写进政府预计明年提前实现修改的“防卫计划大
纲”之中。
日媒指出，安倍正在逐步摆脱
“专守防卫”的制
约。 政府在财政困难的背景下依然选择扩充军费，
恐将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杉原浩司认为，
“专守防卫”原则基于日本和平
宪法第九条中所规定的“不保持战力”，而“禁止拥
有攻击型武器”则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一旦该
原则成为一纸空文，事态将会失去控制，并开启无
限制的军扩之路。 他表示，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导致
区域内新一轮军扩竞赛愈演愈烈，军事紧张感不断
增加。 日本应和区域内各国一道停止强化军备，寻
找其他缓和紧张和建立互信的道路。 （据新华社）

津巴布韦前“
第一夫人”格雷丝·穆加贝

路透社 1 月 9 日报道，津巴布韦反腐委员会
调查组主管古德森·恩古尼说：“我们接到津巴布
韦大学社会学系有关格雷丝·穆加贝如何获得博
士学位的举报，正在调查。 ”
津巴布韦大学社会学系认定， 格雷丝 2014
年进入这所由时任总统、丈夫罗伯特·穆加贝兼任
校长的高校就读， 短短几个月便拿到博士学位，
“
很可疑”。
津巴布韦媒体报道，格雷丝的“粉丝团”称她
为
“国民博学母亲”，政府官员给她
“点赞”。但批评
者说， 格雷丝根本没有学习， 也没有承担研究工
作。
官方媒体《先驱报》2014 年报道，格雷丝的研
究方向是儿童家庭，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改变社
会结构和家庭功能”。按照津巴布韦大多数公立大
学的一贯政策，博士论文会由学术刊物登载。格雷
丝的论文却没有公开发表。
去年 11 月， 年过九旬的穆加贝宣布解除埃
默森·姆南加古瓦的副总统职务，指认他觊觎总统
职位，甚至求助巫医。 外界认为，这一举动是为格
雷丝出任副总统、继而
“
接班”铺路。 几天后，军方
采取措施，接管政府部门。 穆加贝最终辞职。
法新社报道，津巴布韦政局突变期间，津巴布
韦大学学生抵制期末考试， 呼吁收回格雷丝的博
士学位，要求穆加贝下台。 路透社说，穆加贝辞职
后，这对夫妇十分低调。
（陈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