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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

2012年10月中旬， 记者跟随
中国海监船编队前往我钓鱼岛管
辖海域进行常态巡航。

北京时间10月25日凌晨3时
许， 中国海监51、83、75和66船组
成的编队， 由钓鱼岛附近南部海
域向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方向
继续航行， 准备进入钓鱼岛12海
里领海内巡航执法。

当天清晨5时许， 海监编队已进
入我国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航行。

巡航近一周时间内， 日本海上
保安厅船只24小时始终紧紧跟随，
并有飞机在我编队上空盘旋。 在海
上，中日双方较量呈胶着状态。

中国海监有关人士认为，去
年中国海监钓鱼岛维权巡航多次
进入我国钓鱼岛海域12海里领
海， 有助于削弱日方40多年来对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周边海域
逐步强化的“实际控制”，粉碎日
方以“实际控制”、“有效治理”的
所谓“时效取得”最终窃取我固有
领土钓鱼岛的企图。

中国海监总队的人员与装备

中国海监在维护和捍卫国家
海洋权益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
用。 目前在我海监船上，“80后”甚
至“85后”已经成为重要的新生力
量，担当着重要的岗位职责。

除了海监船队， 中国海监巡航
执法中还有海监飞机和航空巡航。

关于中国海监船队和海监飞
机的装备，日本恶意造谣、混淆视
听。如日本周刊《POST》杂志在
2013年2月27日称， 中国海监66
船2月18日在钓鱼岛海域用机枪
瞄准日本渔船，并称一旦开火，渔
船及所属船员都将葬身鱼腹。对
此，国家海洋局新闻发言人说，中
国海监是国家海洋局所属的一支
行政执法队伍， 一贯严格依据国
际法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法规，采
用行政手段进行维权执法。 当日
在钓鱼岛领海巡航的中国海监船
编队发现日本渔船侵入我钓鱼岛
领海后， 进行了正常的维权巡航
执法。 该编队并未配备机枪等重
型武器， 对日本渔船采取的执法
行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目前， 中国海监拥有海监飞
机9架，各类执法船、艇近400艘，
其中千吨以上海监船约30艘。

海洋专家指出， 中国海监与
外国相比差距明显， 其装备能力
还需进一步提升， 应配更先进装
备，以满足和增强海上执法能力。

维权不代表对抗
海洋合作已成各国共识

由于中方的克制， 无论是东
海或是西沙、 南沙群岛海域的相
关维权行动，都很少被外界知晓。

专家提醒说， 维权并不代表
对抗， 海洋合作已成包括中国在
内的各国高层的共识。

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分析
说，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
洋强国”，海洋强国的其中一个内
涵就是“和谐海洋”。毫无疑问，这
是中国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 虽然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任
务十分艰巨， 但仍将持续致力于
让海洋成为沿海国家的合作之海、
友谊之海。

刘赐贵局长同时指出，未来
海洋维权斗争将面临更加尖锐
复杂的局面， 需要更多的担当和
更加坚 决维护海洋权益。长远来
看， 在提高海洋维权执法能力方
面， 要强化对我国管辖海域的定
期维权巡航执法， 完善海监、军
方、 外交三位一体的海上维权执
法协调配合机制；稳步推进西沙、
中沙、南沙等重点岛礁的建设；保
障海上通道航行安全， 为维护和
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
障； 深入开展海洋维权法理和对
策研究； 不断 提升维权执法基地
和执法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据《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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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海监巡航执法
———记者随海监船巡航钓鱼岛海域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海洋维权力度的不断加
大，中国海监巡航执法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据统计，2012年，中国海监编队18次进入钓鱼
岛领海巡航；截至2013年3月初，中国海监已在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连续巡航7个月之久。

外界猜测，面对他国的不断挑衅，中国在经历
了2012年的高强度海洋维权之后，2013年的维权
力度很可能仍将持续并有可能增强。

2012年10月25日早上，中国海监51船上的维权执法队
员正在进行摄像取证，远处为我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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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客袭击论”的背后图谋
已有足够的信息表明，在

“网络总统”奥巴马的新任期内，
美国秘密酝酿的网络实战今后
将不断展开，并将常态化、规模
化、隐形化。而如今，美国制造
“中国黑客袭击论”，只不过是在
进行一场有计划、有目的、有组
织的舆论战，以为其今后将进行
的网络进攻寻找借口。

近几年，美国防部不断大幅
削减开支，包括削减对传统地面

武装人员的投入，但是，仍旧做
出了扩充网络部队的决定。这表
明，美国在传统的“硬”战场上收
缩，在新型的“软”战场上将进一
步扩张。

现在，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
是， 美军网络部队的作战任务，
将不仅仅是一般的黑客网络袭
击和网络窃取，也不仅仅是通过
社交网站散布威胁他国的言论，
发射制造其社会动荡的“文化子

弹”， 美军网络作战的一个重要
战略目标是， 随时根据战略需
要，对目标国家接入或未接入互
联网的重要系统和设施， 进行
“在线” 或更先进的“离线”攻
击，以瘫痪其军事、安全、金融等
网络系统，使其陷入严重的社会
混乱。

现在， 每日每时真正受到网
络威胁的不是美国， 而是其他国
家。据权威部门统计，在中国现行

所有的未接入互联网的系统中，
每个系统的安全技术人员平均不
到一名， 即使有安全技术人员防
护的网络系统， 目前也没有足够
的能力和技
术抵御强大
而先进的网
络攻击，这才
是让人们真
正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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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上路须小心
像蓝可儿这样年纪的年轻

人，往往容易误以为自己比别人
更幸运、更能干、更能保护自己，
因而在遇上危险的时候，也更容
易忽略。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并
不完美，尤其是对独自旅行的单
身女性来说，旅途可能会变得很
可怕。你必须要对陌生人提起心
防，你必须要小心那些在街头游
荡的彷徨者， 你必须要知道，女
性永远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攻击。

所以，大多数旅行安全须知
都告诉独身女性们，随身携带一
支防狼水或超高频报警器是必
要的———并不是说你有了它们
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在被
动的局面下，这可以起到一些震
慑作用，或是为你争取到一点逃
跑的时间，也可能招来其他过路
人来解脱你的困境。

再者，必须相信你的女性直
觉。“在国外度假不等于说女性

要让她的直觉也放假。”Matador�
Network的“单身女性安全出行
小贴士” 指出：“你可能不懂当地
的语言，不能判断对方是否在骗
你，但女性的直觉是非常惊人的，
尤其适用于判断对方是好意还
是恶意。所以说，如果对方开始让
你感觉不舒服了，或是对方一下
子变得咄咄逼人了，最好的办法
就是立刻结束对话，赶快离开。”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心

存侥幸心理，要善于求助。
逝者已矣。 蓝可儿的亡故在

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这一阵讨论热
潮，有人拿来当作谈资，有人拿来
当 作 研 究 材
料，但对于越来
越多喜欢独自
旅行的单身女
性来说，但愿这
个事件能成为
一个警示。 【扫我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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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死直播”
与“刀起头落”

从表面上来分析死刑执
行示众的词义， 我们似乎可
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刀
起头落”或“应枪毙命”才是
刑诉法规定的“死刑执行”，
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的相关
过程和情节均不属于刑事诉
讼法所禁止的“示众”行为。
然而， 如果我们从“临死直
播” 与被执行死刑者的生命
联系以及直播的实时性考
虑， 我们并不能将“临死直
播”与“刀起头落”（或“应枪
毙命”）截然分开。

所有观看过该视频的观
众， 无不在心中默默想象了
死刑的执行。 这种意识中的
“被迫观看”， 其效果一点也
不亚于现实生活中在现场的
自愿观看。这种“临死直播”，
将被执行死刑者对于生的留
恋和对于死亡的恐惧， 赤裸
裸活生生近距离展现在全世
界观众眼前。 这种不在现场
的现场冲击力， 未必不比古
代为了抢个好位子而打得头
破血流的刑场看客们获得的
视觉冲击力生猛。

■据《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