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舰船相距不到500米

“一艘中国海军舰船横在
美国巡洋舰船头， 双方舰船险
些相撞。”美国《纽约时报》15日
如此报道“中美军舰南海对峙”
事件。 美方官员称这是危险的
行为。法新社说，这艘中国登陆
舰距美国巡洋舰不足500米。

500米的距离对于两艘军
舰而言是什么概念？ 中国海军
军事专家李杰说， 按照海上舰
船通常一小时可以开50多公
里的速度，两舰相向而行，如果
不规避的话， 只要十几秒钟就
可能发生误撞。 而且军舰一般
体积较大，500米距离有一定
危险性。

美军舰一直骚扰我编队

不过，熟悉内情的中方消息
人士则透露，“美国‘考本斯’号
导弹巡洋舰一直盯梢、 尾随、骚
扰辽宁舰编队，并于事发当天进
入中国航母编队的内防区。”

该人士介绍说， 一个典型
的航母编队通常采取远中近三
层攻防火力配系，其中第一、第
二层攻防主要用于对敌攻击和
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第

三层则主要是战斗群内各作战
单元的自身防卫。 以美国航母
战斗群为例， 第一层外防区通
常距离航母185公里至400公
里， 第二层中防区一般距母舰
45公里至185公里， 第三层内
防区防御纵深距母舰0.1公里
至45公里。

美国航母编队要求保证
500公里的绝对制空权， 因此
对任何试图迫近的外国舰机和
水下目标都进行探测、锁定、警
告，甚至攻击。中国海军编队舰
机对美国“考本斯”号早就提出
安全航行无线警告， 但它却执

意迫近航母编队， 对中国海军
的正常航行构成威胁。

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考
本斯” 号直属驻日美军第七舰
队。11月菲律宾遭遇超强台风
“海燕”袭击后，它作为美国海
军救灾部队的一部分前往南海
海域。 但在美国海军宣布撤离
菲律宾灾区后，“考本斯” 号并
没有离开。这期间，它一直在中
国辽宁舰航母编队、 南海舰队
训练区和前往菲律宾救灾的中
国海军“和平方舟”及“昆仑”号
船坞登陆舰活动的海域游弋侦
察。

1998年的南海撞
机事件中，撞毁中方歼
8的美EP-3C侦察机正
在执行对解放军位于
海南的军事通讯的监
听任务。

2009年3月的无瑕
号事件中，美国无瑕号
水声测量船被指也是
在试图获取中国潜艇
的声纹信息或对南海
水文情况进行勘测。

2009年6月的美国
麦凯恩号驱逐舰撞船
事件中，美国海军麦凯
恩号导弹驱逐舰的声
纳更是直接与中国潜
艇发生了碰撞。

2013年12月 5日，
中美海军发生对峙事
件，美军巡洋舰在南海
监视辽宁舰时，被中国
军舰逼停。

由我国前列腺病研究中心与美国伯克
利大学医学实验室合作，目前唯一利用电子
脉 冲 微 波 工 程 技 术 研 制 的 前 列 腺 新 产
品———【前列腺康复仪】近日临床获得成功。
该康复仪，使用方便、疗效确切，首次把美国
最先进的高频电子脉冲与我国中医中药、穴
位给药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传统药物无法
穿透前列腺脂质包膜的难题。 在高频电子脉
冲的作用下，打通穴位、温经通络，轻松穿透
前列腺脂质包膜，通过中极穴、关元穴将前
列腺专用中药精华液的药物活性成分传递
到前列腺的各腺管和组织细胞，改善前列腺
体的微循环，减轻细胞的充血水肿，软化增
生的组织，调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并且直接
杀灭细菌，促进血液循环，相当于对前列腺
各组织细胞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扫除，前列
腺疾病自然痊愈！

据使用过【前列腺康复仪】的患者讲：一般

患者只需 7 天，尿急、尿频、尿痛、尿等待、尿分
叉、尿不尽等就能明显减轻，夜尿次数明显减
少； 连续使用 30 天， 尿的问题就得到有效解
决，排尿畅通有劲，肥大增生的腺体有效回缩。

为帮助前列腺患者早日摆脱疾病的折
磨，【前列腺康复仪】国内生产厂家深圳盛达
科技有限公司， 特启动大型爱心康复工程，
在国内免费发放 2000 台每台价值 1380 元
的【前列腺康复仪】，前列腺患者只需来电登
记，确诊为前列腺患者就可免费领取，每人
仅限 1 台，额满为止。

前列腺疾病为何久治不愈？
前列腺疾病很是折磨人，尿急、尿疼、尿

频、夜尿多，很多患者尿意一来就往厕所跑，
可是到了厕所半天都尿不出来，滴滴答答就
尿几滴，提上裤子刚出来，尿意又来了……
白天不敢多喝水， 晚上睡觉也提心吊胆，最
头疼的是晚上 7、8 次的夜尿，折腾着人一整
晚都没法睡个囫囵觉，晚上睡不好，白天没
精神，着急上火导致高血压、心脏病接踵而

来，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
很多患者为了治疗前列腺疾病，花了很

多冤枉钱，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就连治疗
的裤头都穿了，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久治
不愈。 其实，前列腺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很
简单，就是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一层坚硬的脂
质包膜，不管是打针还是吃药，都无法穿透
这层包膜，所以导致久治不愈。

新型前列腺康复仪
免费赠送

全国免费申领电话：

400-6562-160
※本次活动只赠送康复仪器， 不赠耗材，前
列腺专用中药液 3瓶成本价 229元需要患者
自己承担，除此之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军事

中美军舰南海对峙内幕：

美舰强闯我航母“内防区”

12月5日， 美国海军提
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考
本斯”号，在南海海域监视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时，与
中国一艘两栖战舰“迎面遭
遇”， 美舰采取紧急机动规
避了两舰相撞，美国国防部
官员上周末透露了这个消
息。美国官员及媒体借此渲
染中国舰船的做法如何“危
险”、“咄咄逼人”，却对事件
发生的背景一笔带过———
“考本斯” 号当时正抵近侦
察在南海训练的中国辽宁
舰航母编队。一名熟悉内情
的中方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事发当天，美方军舰已经闯
入中国航母编队的“内防
区”，美国现在是“恶人先告
状”!“如果中国舰船跑到太
平洋东海岸跟踪美国航母，
美国会作何感想？” 中国海
军军事专家李杰以此质问
美国的“强盗逻辑”。

尽管如此， 西方媒体仍纷纷
借机渲染事件的危险性以及中国
的“强硬”。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安
全专家卡尔·泰尔宣称，这次中美
两舰险些相撞是2009年5艘中国
船只“骚扰”美国海洋监测船“无
瑕”号以来，双方在南海最严重的
海上事件。美国军事官员对《星条
旗报》说，中国军舰试图拦截“考
本斯” 号巡洋舰，“我不知道中国
军舰驾驶者的意图， 我只知道他
在阻止和骚扰‘考本斯’号”。

原中国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

郑明少将对记者说， 中国海军编
队事先已经发出公告， 表明这次
是要进行试验性训练。 既然是试
验性训练，就有一定的风险性，我
们正是出于善意的目的， 提醒美
国军舰不要紧随， 防止出现意外
时被卷入风险之中。 中方在口头
劝告未果后， 只派出随行的登陆
舰进行拦截。 中国海军已经拿出
最和缓的态度面对美国舰艇的持
续跟踪， 我们也要求得到美国对
我们行使权利的尊重。

■综合环球时报、新闻晚报

中美舰机
对峙事件列举

专家称中方已拿出最和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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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
海军提康 德
罗加级导 弹
巡洋舰“考本
斯”号。

“空气”祛眼袋
“亲”一下就没了

�������“感觉眼睛下方像被亲了一下，接着便看见
两坨黄色的脂肪流了出来，原来鼓鼓的眼袋变得
平整光滑。 ”芙蓉区的刘女士惊喜不已。

长沙瑞澜整形医院率先引进“空气”祛眼袋技
术，该技术在美式纳米祛眼袋基础上换代升级，首
次导入航空动力系统， 通过空气分子之间发生反
作用， 在 0.001立方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形成 3500
千克力压强，从而一举扫除眼袋里包裹的脂肪，下
眼睑马上变得平坦、光滑，皮肤红润紧绷。

专家表示，与传统方法不同，空气祛眼袋技
术不借助外物，只采用与人体最具亲和性的空气
为媒介，温和的动力系统操作，让人身心舒适。

瑞澜医院作为湖南省首家专注美国技术的
整形机构，目前已帮助数万人告别眼袋，倍受赞
誉和肯定。

免费咨询：400-0418-188�
�������美丽热线：0731-88277277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