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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简氏防务周刊》日前报道，因
俄罗斯伏尔加—第聂伯货运航空公
司不再为北约提供安-124 运输机，
北约已转向乌克兰寻求帮助，由乌克
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继续为北约提
供安-124-100 重型运输机，以支持
北约的“战略空运国际解决方案”。

虽然北约拥有 C-5“ 银河”、
C-17“全球霸王”等型号的重型运
输机，但仍满足不了北约成员国的
空中运输需求。为此北约将目光
转向苏联研制的、世界第二大的运
输机——安-124。

安-124 拥有高达 150 吨的最大
载重量，无需专门设备即可进行装
载作业，完全能够满足北约成员国
的军事运输需求。从 2006 年起，包
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北约十国便与
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战略空运国
际解决方案”，租用安-124-100 运
输机弥补北约战略空运能力短板。
“战略空运国际解决方案”原本由俄
罗斯和乌克兰合资成立的航空公司
负责，“克里米亚事件”后，“战略空
运国际解决方案”在到期后终止。
此次与北约签署合同的乌克兰安东
诺夫航空公司是安东诺夫公司的分
支部门，是安-124-100 重型运输机
的主要运营商之一，名下有 7架安-
124-100和 1架安-225重型运输机。

德国曾使用安-124 运输机将
主战坦克直接投送到正处于危机状
态的西非国家马里。法国国会也曾
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国武装
力量目前在空运方面“严重依赖”由
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的安-124 运
输机。

除租用、购买外，西方国家还以
“继承”方式获得过苏系武器。如两
德统一后，德国空军得到原民主德
国空军的 24架米格-29战斗机。不
过，由于米格-29与西方国家的指挥
系统不兼容，所以德国在 2003 年以
每架 1 美元的价格将这批米格-29
卖给波兰。

北约内部一些成员国，如保加利
亚等，由于无力更换北约装备，仍保
有大量苏系武器装备。2018年底，保
加利亚将米格-29战斗机和苏-25攻
击机的维修合同交给了俄罗斯企业。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
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某次记者
会上客串了一把“影评人”，点评最近
上映的一部好莱坞海军潜艇题材动
作片。

当时，一名俄罗斯记者向普京提
起，最近看了一部美国动作电影，片中
美军潜艇和特种部队潜入俄罗斯海军
基地，救出被妄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绑架的俄总统，阻止
战争爆发。普京在听完记者的介绍后
说道，单是美国潜艇和特种部队潜入俄
罗斯海军基地这一场景就是不可能的，
完全是幻想。“美国送给乌克兰的两艘
小军舰连刻赤海峡都过不了，还想让美
国军舰进入我们的基地？一听就是烂
片！”普京说到这里，在与会记者的笑声
中，挥手快步离开会场。

普京“点评”的这部电影，就是
《冰海陷落》（《Hunter Killer》）。作为
近几年来少有的潜艇题材战争动作
片，在剧情上，诚如普京所说，完全是
好莱坞式的美国幻想，天马行空脱离
实际，依靠堆砌各种老套桥段，生硬
制 造 出 一 名“ 英 雄 ”美 国 艇 长 的 形
象。片中主角以近乎完美的个人指
挥，搭配上美军的各种“高科技”，在
影片中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对
于追求理性的军迷和影迷，在观看这
部电影时，最好放弃对剧情逻辑性和
真实性的任何幻想。

不过，影片在战争场面和武器装备
的表现上还算不错，达到好莱坞的及格

水准。对于军迷，尤其是海军迷，片中
表现的潜艇战还是比较“吸引眼球”的。

影片中的“主角”，美国海军“阿肯
色”号潜艇，根据外观判断应是一艘弗
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是美军现役最
新型的潜艇。该型潜艇的性能指标体
现了美军的最新作战理念，注重潜艇在
浅海水域的作战能力。弗吉尼亚级攻
击型核潜艇强调“由海向陆”的攻击能
力，能够垂直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打
击岸上目标，还可使用 ASDS“先进海豹
输送系统”向陆上运送蛙人特战小队。
这两点在电影中都有提及，只是因为剧
情安排，“战斧”式巡航导弹并未发射，

潜入俄罗斯海军基地救出俄罗斯总统
的特战小队倒是通过“阿肯色”号派出
的“先进海豹输送系统”撤回潜艇，从而
完成了任务。

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另一个
特点就是拥有先进的声呐系统，其所装
备的高频主动声呐系统，使该型潜艇能
够在水文和海况特别复杂的浅海水域准
确识别出各种水下目标，并通过各种反
制装备进行对抗。电影花了很大篇幅着
重表现“阿肯色”号使用声呐系统，穿过
层层水雷网，潜入俄军基地的情节，虽然
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也算准确把握了
该型潜艇的特点。

顺 带 一 说 ，影 片 的 名 称“Hunter
Killer”实际上是攻击型核潜艇的统称。
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攻击型核潜艇的
主要任务就是“猎杀”对方核潜艇。到
弗吉尼亚级出现时，“猎杀”已不是这些
潜艇唯一的用途，甚至已不是最重要的
作战使命。在电影中，“阿肯色”号主要
扮演“潜行者”和“侦察兵”角色，“杀手”
的特征并不明显。从这一点上来讲，影
片的名字只是纯粹追求字面好看，同剧
情和剧中装备脱节。

影片的另一个看点是剧中出现的
俄式武器装备，无畏级反潜舰、“天王
星”岸基反舰导弹、阿库拉级核潜艇悉

数登场，只是在美国大片中，这些俄式
装备表现一如既往的糟糕，继续扮演
“反派”和“配角”。片尾，俄军军舰上的
“卡什坦”近防系统击毁攻击“阿肯色”
号的反舰导弹，算是片中为数不多的俄
军装备亮点。

以潜艇作战为主题的战争影片，因
为场景设置的特殊性，在海战影片中是
比较受青睐的题材，潜艇内部密闭的空
间对于艺术创作来讲，是近乎完美的
“剧场”，《从海底出击》《U-571》《猎杀红
色十月号》，无不是潜艇电影的经典。
珠玉在前，《冰海陷落》实在难称佳片，
普京总统的点评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也
很有道理。

大阪城，是日本大阪旅游名胜之
一。笔者在大阪城游玩期间，发现该
城城防设计具有一些独特细节，如狭
缝、扇坡、错层等，体现了日本不同于
其他国家的军事思想。

狭缝。城墙上的铁炮（火绳枪）射
孔。射孔在石块上凿开而成，整体呈漏
斗形，外小内大，外部被弹面积不到
10×10厘米。射孔内有一梯形斜坡，长
约 40厘米，宽约 50厘米，高低差约 25
厘米，士兵可俯卧支肘稳定射击，内壁
圆滑，人机工效良好。射孔间距约 2.5
米，多名士兵可轮番从一个射孔射击。
大阪城不同武器的射孔也有差异，铁炮
射孔呈正方形，弓箭射孔为长方形，大
小相当于两个铁炮射孔，便于弓箭瞄准
发射。主城天守阁上还有多个伸出城
墙约半米左右的射击台，用于打击攻到
城下、位于墙根死角的敌人。

扇坡。与很多日本城池类似，大
阪城城墙呈陡坡状，带弧形，尤其是城
墙垂直交接处弧度更大，明显拉长，使
敌方攀爬距离更远，越往上越接近垂
直。扇坡处城墙采用体积更大的整体
石块，打磨光滑，石块之间的缝隙小，
难以攀爬。

错层。大阪城的城墙并非四四方
方，而是采用错层设计，以制造防御纵
深、加大火力打击面、分散敌人力量。
面对一字形城墙，敌方兵力可一线平
推，支援火力可覆盖整个城墙。错层
城墙可将敌兵力分割为多段，支援火
力也会受到错层遮蔽。错层城墙构成

L形阵地，将正面接敌变为正侧结合接
敌，从正面和侧面构成交叉火力打击
敌方，火力发扬效果远超一字形城
墙。打击攻到墙根、位于正面射击死
角之敌时，一字形城墙防守者不得不
探出很大身体才能完成，而错层城墙
可直接以侧射火力保护。同时，错层
长度约在 20至 50米，正好在铁炮或弓
箭的有效射程内。

此外，大阪城的部分重要城墙采
用整体巨石构筑。据说城内还设有暗
室，武士可通过秘道对敌人突袭。

由于人多地少、机动空间狭小，日
本军事思想强调正面硬抗，因此必须
在战术细节方面细致缜密。这种日式
军事理念，在二战战场也有体现。《松
山战役笔记》记载，日军松山地堡群机
枪射孔外小内大，射界极小，火力密度
极高，与大阪城狭缝设计极为相似。

在日本明治年间的西南战争中，
叛乱武士依托复杂地形对明治政府军
队发动白刃冲锋，松山战役中日军也
曾依托草木掩护使用冷兵器对中国军
队发起突袭，这些与大阪城暗室中冲
出埋伏武士的设想相似。日军在松山
战役、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中，依
托坚固地堡打出相对较低的伤亡比，
或许也可从大阪城的城防设计中看出
端倪。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二手武器多受
那些资金、需求有限的国家青睐。最
近，一直是二手武器重要货源的发达国
家也开始购买二手武器，加拿大政府取
消之前购买 18架 F/A-18E/F“超级大黄
蜂”战斗机的订单，转而从澳大利亚购
买一批二手 F/A-18A/B“大黄蜂”战斗
机，这些澳大利亚二手“大黄蜂”的机龄
已达30年。

有些国家由于长期购买二手武器，
积累了不少经验，成为“沙里淘金”的行
家。智利海军曾计划花费 10 亿美元
（约 67 亿元人民币）引进德国技术，由
本国船厂建造护卫舰。智利政府经 3

年的认真评估比较后，决定斥资 3.5 亿
美元（约 30 亿元人民币）从荷兰购买 2
艘雅各布·范·赫姆斯科克级防空护卫
舰和 2艘卡雷尔·多尔曼级护卫舰。雅
各布·范·赫姆斯科克级护卫舰装有“标
准-1”区域防空导弹，使智利海军成为
南美地区第一个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
海军。

希腊海军当年果断放弃美国极力
推销的基德级导弹驱逐舰，从荷兰购买
10 艘二手科顿艾尔级护卫舰。希腊国
防部评估发现，科顿艾尔级护卫舰性能
相当于美制基德级驱逐舰的 70%，但价
格却只有后者的 50%，舰上大多数武器
和电子设备都与希腊海军现有装备通
用，可迅速形成战斗力。

相比之下，也有在购买二手武器时
当了“冤大头”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曾
一口气从德国购买了 39艘原民主德国
海军的水面舰艇，价格低到与废钢铁差
不多，但等到货后才发现这些二手舰艇
速度慢、耗油高，根本无法适应印尼的
热带海域环境。韩国在朴槿惠政府时
期也曾花费 1500亿韩元（约 9亿元人民
币）从美军手中买下 4 架二手 CH-47
“支努干”直升机。印度花费 18亿美元
（约 121 亿元人民币）购买的 24 架 SH-
60R“海鹰”直升机，不仅机体是美国海
军早已退役封存多年的“库存”，价格也
是新货的两倍。

买的没有卖的精，二手武器装备的
卖方国家在交易中也能得到很多利益。

如近年来的一些二手武器装备交

易，就含有更多政治意味。
韩国曾以 1 美元价格向哈萨克斯

坦出售 3 艘二手野猫级巡逻艇，这样
的价格完全是象征性的，韩国的真正
目的是为争取哈萨克斯坦支持潘基文
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事实上，由于武
器装备背后往往跟着一整套配套维护
系统和相关训练体系，买方在得到二
手武器同时也对卖方形成技术依赖，
卖方借此能够扩大自身政治影响。

除争取扩大政治影响外，经济因素
也是二手武器卖方国家的主要考虑。
为适应作战环境和威胁变化，各国军队
要不断对武器进行更新换代，以保证军
队主战装备保持较高技术水平。淘汰
下来的武器如果直接拆毁，处理成本极
为高昂。

如果对全部退役舰艇采取拆毁处
理的话，财大气粗的美国海军也担负不
起巨大花费。将这些退役武器装备卖
给其他国家，不仅能省下处理费用，还
能赚一笔。

更重要的是，很多国家在购买二手
武器后，都会要求卖方国家进行技术更
新、改进，这笔收益甚至比出售二手武
器本身丰厚得多。前不久，美国“搅黄”
以色列向克罗地亚出售二手 F-16战斗
机合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抢走
了美国军工企业的技术改进生意。

岁末年尾，万象更新。在即

将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国防报》

“军迷”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军

迷”版以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

意识为主旨，以丰富的选题、多样

的形式、轻松的风格，为广大读者

特别是军迷朋友奉献有价值、有

趣味的内容。“军迷”版主要栏目

如下：

“银幕战场”：介绍热门军

事 题 材 电 影 或 相 关 题 材 电 影

中 的 军 事 知 识 、武 器 装 备 等

内容。

“虚拟世界”：以军事类游戏

为切入点，介绍虚拟世界中的相

关军事知识，或对历史上的战

争，以重演方式进行另一角度的

分析。

“军迷视角”：邀请资深军迷

撰稿，以军迷的独特视角解读分

析热点事件，介绍军事领域的前

沿内容。

“战争中的衣食住行”：介绍

历史上各国军队衣食住行等方面

情况。

“军事趣闻”：以丰富多样、

轻松活泼的方式介绍军事事件，

刊发有趣、新奇的军事轶闻。

“答疑解惑”：对军事领域中

的一些问题，邀请资深军迷答疑

解惑。

——编 者

致 读 者

■张远年

好莱坞电影虚构美国潜艇救俄罗斯总统

普京：“一听就是烂片”

■张瑷敏

北约成员国
与苏系装备

■张 千

好用不贵，发达国家也“淘”二手武器

■桂 冠

从大阪城
看日本古代城防设计

银幕战场

军迷视角

军事趣闻

希腊海军从荷兰购买的二手科顿艾尔级护卫舰

安-124运输机的货舱可以“吞下”民航客机机身

《冰海陷落》海报浓浓的好莱坞英

雄主义风格难掩烂片本质

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背部搭载的即为“先进海豹输送系统”

大阪城城墙采用错层设计，城墙并不在一水平面上

呈弧形的扇坡设计

狭缝可助射手稳定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