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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2月6日电（记者王可
佳）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可能会
以西南岛屿防卫为名，将出云级直升机驱
逐舰改造为能够搭载战斗机的正规航母，
并探讨将相关内容写入年底即将改写的

《防卫计划大纲》。
日媒援引日本防卫相岩屋毅就“出

云”号改装为航母一事的表态，“这是难
得的装备，尽量多用途使用会比较理
想”。报道说，岩屋毅还提到改装后的
航母可以配备美国研制的 F-35B 隐形
战斗机。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修
改防卫大纲，让拥有航母正式成为日本防
卫策略的一环，这反映出日本防卫理念的
变化。

反映防卫理念变化

因存在违反“专守防卫”原则的争议，
日本政府此前一度放弃将“航母化”内容
写入新防卫大纲，但近期日本政府态度发
生变化。

防卫省最近表态说，新防卫大纲应
确 保 防 卫 力 量 拥 有 足 够 的“ 质 ”和

“量”，并在发展传统海陆空战力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日本在宇宙、信息领
域的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跨域”防
卫体制的构建。

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指出，
“跨域”防卫理念显示日本政府欲使自
卫队从“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突破

“专守防卫”原则限制。这意味着自卫
队不仅将在传统的海陆空之外涉足太
空等更多新领域，还将加速与美军的

“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在海外的行
动范围。“跨域”防卫理念可能成为日本
拥有航母的理论基础。由于日本“和平
宪法”规定日本不允许拥有“攻击型航
母”，日本政府可能会把未来的航母称
为“防卫型航母”。

分析人士认为，若实现“航母化”最终
被写入防卫大纲，可能令日本防卫预算进
一步膨胀。据日媒报道，由于航母需要进

行定期维护，为确保轮换体制，日本政府
有意在改造“出云”号及“加贺”号为正规
航母的同时，再新建一艘同类军舰。日媒
预估，仅这一项的预算或将接近 2000 亿
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6.07元）。

实际上，日本防卫预算已经“六连
涨”。防卫省今年8月底公布的2019财年
预算草案约5.29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
新高。

谋求实现“航母化”

事实上，日本防务省近一年来已多次
传出欲将“出云”号驱逐舰改造为“准航
母”的消息，引发舆论热议。目前，日本共
有2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分别是2015
年服役的“出云”号及2017年正式服役的
出云级二号舰“加贺”号。日媒透露，政府
计划对出云级驱逐舰进行包括提升甲板
耐热性等适当改造，以期搭载F-35B隐形
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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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万吨，可搭载 14 架
直升机。由于具有类似航母的全通甲板，
它一直被外界视作“准航母”。

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曾对出云级
驱逐舰搭载F-35B的可行性展开调查，结
论是“通过改造可以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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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析认为，日本实现“航母化”的象
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日本反战团体“反
对武器输出网络”代表杉原浩司表示，出
云级驱逐舰很难搭载航母需要的起飞弹
射装置，因此需要实现舰载战斗机的轻量
化。但这种做法势必将降低战斗机的攻
击能力，导致航母整体能力受限。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自卫队中也存
在反对航母化的声音，因为一旦实现战斗
机搭载，势必将减少现有舰载反潜直升机
的数量，反而导致反潜能力削弱，防卫能
力下降。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
什）的国葬5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

老布什长子、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小布
什）等人在仪式上追忆老布什；现场有泪水，也有回
忆老布什过往的幽默引发的笑声。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贝拉克·奥巴
马等前总统出席仪式。

【同一排】
仪式在华盛顿城区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特朗普

夫妇与贝拉克·奥巴马、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等
前总统夫妇一同坐在前排。

其他出席仪式的国际政要包括：德国总理安
格拉·默克尔、英国王储查尔斯、英国前首相约
翰·梅杰以及约旦、澳大利亚和波兰等国领导人。

特朗普在老布什去世后发布公告，下令白宫、公
共场所、军事设施等地降半旗30天，宣布12月5日为
国家哀悼日。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称赞老布什有

“绵长而杰出的一生”，“将被怀念”。
老布什的遗体3日傍晚起安放在国会大厦圆顶

大厅，接受数以千计民众瞻仰、吊唁。5日上午，伴着
21响礼炮，裹着星条旗的灵柩从国会大厦抬出，由车
队运送至国家大教堂，行经道路两侧聚集不少民众。

灵柩进入教堂时，数千来宾集体起立、注目致
敬，教堂钟声响起。仪式包括朗诵、致辞和歌唱。法
新社报道，在仪式上表演的爱尔兰男高音罗南·泰南
曾在老布什弥留之际为他演唱。

【讲笑话】
老布什11月30日晚在休斯敦去世，享年94岁。

他1989年至1993年任美国第41任总统。他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险些丧命，1974年出任美国驻中国
联络处主任。

老布什的长子小布什是美国第43任总统。他在
致悼词前拍了拍父亲的灵柩，继而追忆老布什为人
父、为总统的一生。

小布什说，父亲“生来只有两种设置：全力以赴、

倒头大睡”。“对我们（家人）而言，他就是‘闪耀繁星’
中最亮的那一颗。”

加拿大前总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称赞老布
什为结束“冷战”、帮助西德和东德统一等所作贡
献。老布什当总统时，“所有国家政府知道他们在与
一位绅士、一名真正的领导人打交道”。

老布什生平趣事不时引发笑声。美联社报道，
总统传记作家乔恩·米查姆提到老布什一次在百货
商店出席集会，误与用于展示服装的模特道具握
手。发现失误时，他没有面露尴尬，反而自嘲：“真不
知道。应该先问问（模特道具）。”

布什家族发言人吉姆·麦格拉思说，米查姆向老
布什读过他写的悼词，得到的回应是：“你说我说得
太多了。”

曾任怀俄明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艾伦·辛
普森说，老布什爱听笑话，“却从来记不住最搞笑的
是哪一句”。在辛普森之后致辞的小布什“回击”说，
老布什特别重视笑话质量，“所以他选择让辛普森讲
话”。

【长安息】
国葬仪式结束后，车队运送灵柩至国家广场，以

经过二战纪念碑的方式向曾经是海军航空兵飞行员
的老布什致敬。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老布什是最后
一位曾在二战时为国家出战的美国总统。

灵柩随后被空运回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将在
布什家族常去的教堂停放一晚。灵柩车队经过之
处，数以百计的休斯敦民众停车观望；至少15名消防
员站在两辆消防车车顶敬礼。

老布什6日将落葬在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
校园内的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后面。与他一起长
眠的，是结发73年的妻子芭芭拉和3岁时因白血病离
世的女儿萝宾。

小布什在悼词结束时哽咽着说，让他感到宽慰
的是，“爸爸将再次拥抱萝宾，牵着妈妈的手”。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东京12月6日电（记者姜俏梅 王可佳）据
日本广播协会6日报道，驻日美军岩国基地所属两架
飞机当日凌晨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在高知县附近太平
洋上。截至目前，两架飞机共搭载的7人中仅有1人
获救，另外6人下落不明。

根据日本防卫省消息，当地时间6日凌晨1时40分
左右，驻日美军岩国基地所属一架FA18战斗机与一架
KC130空中加油机在高知县室户岬以南100公里的太
平洋上空相撞，两架飞机均坠毁在海上。

驻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说，这两架从岩国基地起
飞、在日本沿岸进行飞行训练的飞机当日凌晨发生事

故，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进行搜救和调查事故原因。
美军方面的信息显示，坠机时FA18战斗机上搭载

两人，KC130空中加油机上搭载5人。日本海上自卫
队派飞机和舰艇参与搜救，截至目前已通过直升机救
起1人，被救人员有意识。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已派
出飞机和巡视船参与搜救，截至目前未有附近船只被
飞机坠毁事故波及的报告。

自去年开始，神奈川县驻日美军厚木基地的
航空母舰舰载机陆续转移到位于山口县的驻日
美军岩国基地。目前，驻日美军岩国基地共配备
120 架军用机，最近两年飞机坠毁事件时有发生。

12月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灵柩离开国会大厦。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日本欲为配备正规航母正名

老布什国葬五任总统出席

驻日美军战机与空中加油机相撞驻日美军战机与空中加油机相撞

继前一天宣布暂缓上调燃油税，法国
政府5日决定明年取消上调燃油税，以回
应民众不满。

【【安抚安抚““燃油燃油”】”】

法国环境部长弗朗索瓦·德吕吉告
诉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记者，他与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通电话，确认政
府决定“彻底取消”2019年上调燃油税的
计划。

德吕吉说，一些民众担心燃油税可能
在示威停止后仍然上调，政府所作最新决
定旨在打消这种疑虑。

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4 日宣布，政府
将暂缓六个月上调燃油税。他 5 日告诉
国民议会议员，政府 2019 年财政预算草
案已经删除与调高燃油税关联内容，显示

“政府已经做好对话准备”。
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理由，法国政府今

年调高燃油税，拟定2019年1月1日再次
调高。就政府加税，法国多地民众自 11
月17日以来发起示威，一些极左、极右翼
人员和暴力团伙人员加入，部分城市爆发
骚乱，包括首都巴黎。

法新社报道，9 名内阁部长 5 日接受
电视台和电台采访，解释政府立场。

劳工部长米丽埃尔·佩尼科告诉媒体
记者，“制造混乱无助于解决问题”；内政
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呼吁示威者不
要“袭击”巴黎。

自示威发生以来，总统马克龙在公开
场合露面不多，就燃油税事宜所作回应不
多。法国政府发言人邦雅曼·格里韦5日
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说，马克龙呼吁所有
人“冷静”。

【【回避回避““奢侈奢侈”】”】

尽管法国政府暂缓乃至取消上调燃
油税，包括法国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法
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在内，多
个组织依然呼吁民众下周发起新一轮示
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法国是发达国家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
一。示威者托马·特里科泰告诉商业调频
电视台记者：“我们需要缴税，但税收分配
不当。”

多家媒体报道，示威最初较为和
平，以反对上调燃油税为主题；随着不
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民众加入，示威
主 题 逐 渐 转 向 马 克 龙 政 府 的 税 收 政
策，包括遭到不少民众强烈反对的“不
动产税”。

马克龙政府今年 1 月起以“不动产
税”替代“奢侈税”。“奢侈税”获称“富人
税”，适用人群需要为游艇、豪华汽车等纳
入奢侈品类的资产缴税；“不动产税”仅对
个人名下的不动产征税。

同时，法国政府打算明年废除“资产
转移税”，即对那些向国外转移资产的高
收入者征税30%。

路透社和法新社 5 日以消息人士为
来源报道，马克龙决定继续推行税收改
革，包括取消征收“富人税”，这一计划现
阶段没有变化。

就政府税收改革，发言人格里韦言语
间有所保留。他说，所有关联税收的政策
需要定期接受评估，以查验效果如何以及
是否需要调整。

新华社特稿

法国政府取消上调燃油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