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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美国政府上个月向国会提交高达
7500亿美元的2020财年国防预算，美军
各军种在预算“蛋糕”中均获得较大份
额，预算总额也创近年新高。然而，据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面对巨额预算，美
军三大军种均不约而同选择“省着花”。

精打细算抠小钱

美陆军 2020财年国防预算为 1900
亿美元，较 2019财年增加约 80亿美元。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陆军计划在 2020
财年通过削减项目或暂缓采购等方式，
节省约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小项
目，是抠出来的小钱”。据悉，美陆军决
定暂缓升级大部分现役M-2“布雷德利”
步战车，大幅减购联合轻型战术车和“复
仇者”防空导弹系统，停止为常规部队采
购CH-47F“支奴干”直升机（仅为特种部
队采购MH-47G特战专用直升机）。

对于节省下来的经费，美陆军计划
用于六大现代化装备项目，即以精确打
击导弹为代表的“远程精确火力”系统、
以新型有人和无人战斗车辆为代表的
下一代战车、以 V-280“英勇”倾转旋翼
机和 SB-1“挑战者”高速直升机为代表
的新机型、由下一代手持无线电系统和
新型无线电网关构成的机动通信指挥
网络、以“机动型近程防空”系统为代表
的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以及以增强型
夜视仪和热成像武器为代表的单兵杀
伤力项目。

美海军计划放弃对“杜鲁门”号航
母的中期大修。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披露，为缓解 2020年后 4艘俄亥俄级战
略核潜艇（可装载 154枚“战斧”导弹）

陆续退役对海军攻击力的影响，美海军
原计划在 2020年后采购的前 10艘弗吉
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中，为 9艘装备

“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可装载 40
枚“战斧”导弹），但最新决定是为前 11
艘潜艇中的 8艘装备上述模块，省下的
经费主要用于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的研发列装。同时，美海军还将加大对
无人作战平台的研发力度，计划投入
4000万美元采购两艘大型无人水面舰
艇，并为无人潜航器拨款 3.59亿美元
（其中为“虎鲸”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拨款
1.82亿美元）。

美空军计划大幅削减 F-35A战机
采购数量。其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由于
操作和保养费用高昂，美空军采购 1763
架 F-35A战机的计划很难实现，最终可
能被迫减购590架。在2020财年国防预
算中，美军计划采购78架F-35战机，其
中包括48架空军型F-35A战机，远低于
72架的预期。与此同时，美空军决定在
2020财年采购 8架 F-15X战斗机，2025
年前再采购 144架，用于替代 F-15C/D
战斗机执行制空和国土防御任务。相
较于F-16C/D，F-15X号称传感器更灵
敏、航空系统更先进、载弹量更多。相
较于 F-35A，F-15X的服役时间是前者
的近4倍，操作和保养经费也大幅减少。

节省背后有玄机

一直以来，无论是部队建设、装备
研发还是作战行动，美军均以“不差钱”
的形象示众，近年来还曾因第七舰队

“塌方式腐败”和北约演习期间“奢靡过
度”饱受外界批评。此番美军在预算使

用上精打细算，表面看有些反常，实则
是有的放矢。

一是集中优势资源，推动现代化转
型。美军当前处在军力发展新的“十字
路口”，装备建设亟须实现新老交替。
美陆军参谋长米利称，陆军当前处于转
型期，“如果不能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高端冲突提升战备能力，无异于将整个
陆军的未来作为赌注”。为在未来的

“多域战”和城市战中占得先机，陆军提
出优先发展六大现代化装备项目，其他
项目“让行”不足为奇。美海军当前正
向 355艘舰艇目标迈进，以福特级核动
力航母和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为代
表的新一代海上作战力量，未来将在常
规冲突和核作战中发挥中坚作用，“杜
鲁门”号航母和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牺
牲”在所难免。

二是权衡利弊，寻求最优费效比。
美军历史上多次出现因过度追求“新奇
特”科幻式项目导致装备研发夭折的情
况。正如美国军事专家劳伦?汤普森所
言，“9?11”事件后，美陆军接二连三取
消武器项目，成为各军种中“最大的资
金浪费者”。此次各军种“抛弃”的部分
项目，如 CH-47直升机和 F-35A战斗
机等，之前曾被贴上“华而不实”的标
签。美军延期、削减或取消部分高昂的
武器装备项目，意在以实用、可靠、可负
担为准则，走低风险、高回报的装备发
展之路。

三是反哺军工巨头，送上军购大礼
包。美军上述“省钱”举动看起来虽多
为务实之举，但也存在“猫腻”，F-15X
项目就是例证。自去年底就任代理国
防部长以来，曾在波音公司工作30余年

的沙纳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销该公司
的产品，其中就包括 F-15X。美国前空
军部长威尔逊此前透露，空军最初提交
的2020财年预算中并不包括增购第4代
战机，暗示采购F-15X主要是迫于沙纳
汉的压力。而在威尔逊 3月 8日辞职当
天，美国媒体曾评论称“采购F-15X计
划的最大障碍被扫除”，后来的情况印
证了这一猜测。

未来发展存隐忧

展望未来，美军精打细算之举可能
带来一定利好，同时也存在隐忧。一方
面，此举有助于加快新一代主战装备的
研发列装。据悉，美陆军2020至2024财
年将节省 330亿美元现代化建设经费，
美海军 2023财年舰艇数量将达 314艘，
美空军也将通过F-15X项目让战机“年
轻化”。另一方面，上述做法也可能对其
自身发展和全球安全造成一定冲击。

首先是影响装备生产进度。由于
海军作战平台生产历来强调稳定性和
可预测性，因此弗吉尼亚级潜艇生产计
划临时变更，可能会对其他型号舰艇生
产进度产生一定冲击。其次是影响作
战能力生成。美空军内部对采购 F-
15X颇有微词，认为该机不具备隐身能
力，在未来空战中难以生存，而 F-35A
项目或将因此遭受重大挫折，重蹈F-22
项目“折戟”的覆辙。最后是影响全球
安全稳定。以美陆军六大现代化装备
项目为例，其潜在打击对象必将加快前
沿装备研发步伐，寻求对美形成新的制
衡，地区安全形势或将在军备竞赛中陷
入新动荡。

近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举措不
断加码，美伊两国对抗态势不断升
级。4月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这是美国首次把一国武装力量列为恐
怖组织。伊朗立即做出回应，宣布将
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驻西亚军队认定
为恐怖组织，并将美国列为“恐怖主义
支持者”。

美伊互相“拉黑”因美而起，美国
国内对此分歧较大，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对伊
强硬派表示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邓福德等军方官员以及中情局等
机构持反对态度，担心此举非但不能
在经济上重创伊朗，反而将招致报
复。为确保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施
压伊朗，特朗普政府最终下定决心。
在美国眼中，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
一支军事力量，在政治、经济领域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蓬佩奥声称，伊斯
兰革命卫队握有伊朗国家经济20%的
份额。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措将进一步
孤立伊朗，同时意味着美方将针对伊
朗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美国及
其他国家企业和个人为革命卫队提供
任何资助与资源、冻结革命卫队在美
国境内的资产等。若其成员出国，各
国还将有权将其逮捕并引渡至美国。

从外交层面看，特朗普在中东的
核心策略是“亲以反伊”，此举扩大了
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方式，力求改
变地区军事态势，同时也为即将面临
选举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送上

“大礼”。
对特朗普而言，此举也是为备战

2020年美国大选。从 2016年至今，特
朗普一直将伊朗问题视为显示自己

“言出必行”的试金石，此前不仅宣布
退出伊核协议，还对伊朗提出极为苛
刻的“12点要求”。

美国不停挑战伊朗的“底线”，将
进一步加大双方在中东的分歧，加剧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尤其是在伊核问
题上，美国始终认为伊朗是在“以时间
换空间”，不认可伊朗所做出的努力，
并要求其他盟友协同对伊朗施压。在
地区问题上，美国对伊朗支持叙利亚
政府的行为十分不满，一直试图遏止

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伊朗则认为海
湾地区国家应奉行集体安全，拒绝外
部大国的军事干涉。

实际上，美国给自己出了道难
题。由于其他国家与伊朗保持正常的
外交关系，军事交流也是国家间交往
的一部分，倘若其他国家继续与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往，美国将陷入两
难：制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反对，不
制裁又将开创他国甚至盟友“随意违
背”美国涉恐禁令的先例。左右为难，
恐怕是美国必将吞下的苦果。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据俄《消息报》报道，俄国防部日
前在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地区部署
无人机分队，将包括俄日 4个争议岛
屿在内的远东地区置于监控之下。这
些无人机分队将为合成兵团和海军陆
战队提供支援，在沿海和近海水域巡
逻，同时帮助地方搜救人员和政府搜
寻失事船舶并监测生态状况。

有分析认为，近年来，俄国防部不
断在上述争议岛屿加强军事存在和民
用设施建设，如今又部署无人机分队，
考虑到 2020年启用的日本小学社会
科教书将把上述岛屿写明是日本“固
有领土”，预计俄日领土争端问题将更
趋复杂化。

俄国防部人士透露，驻扎于俄南
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中择捉岛
和国后岛的机炮第 18师，将配备“海
雕-10”中型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曾
在叙利亚战场接受实战检验。驻守堪
察加半岛的无人机分队则将配备远程
无人机。

据介绍，俄军在千岛群岛第一次
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可以追溯到 2015
年，当时是在此举行抗海上登陆演
习。其间，俄军使用“石榴-1”“石榴-
4”“哨所”等型无人机，实施侦察、监控
登陆情况和修正火力等任务。此后，
千岛群岛上的无人机活动逐渐增加。
俄军在国后岛部署“舞会”岸防导弹
营，在择捉岛部署“棱堡”导弹营，无人

机可以帮助侦察兵和校正手发挥上述
导弹系统的威力。

“海雕”系列无人机作战半径达
120公里，可装备日间或夜视摄像头、
显示器和电子战设备，能够悬空14小
时、升高 5公里，实时传输视频信息。

“海雕-10”通常需要无人机分队协同
操控，3架无人机群的战斗队形如下：
第一架在离地1至1.5公里高度实施侦
察，第二架携带电子战设备升到更高，
第三架在4.5至5公里高度向基地中继
传输视频信号和其他信息。必要时，

“海雕-10”还能携炸弹执行攻击任
务。指挥所可以同时操纵4架无人机
并组建局域网，指挥30名操作员协同
工作，接收“海雕-10”侦察到的情报。
俄海军总司令部原参谋长谢利瓦诺夫
海军上将指出，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帮
助指挥部获得某一地域的实时图像。

除军事任务外，这些无人机还可
用来搜寻和发现民用船舶、确定自然
灾害造成的损失程度、识别爆炸装
置、发现石油泄露、探察输电线路和
油气管道状况。谢利瓦诺夫补充道：

“它们可以帮助边防军人打击非法捕
捞行为。”

另据介绍，2011年，俄军共装备无
人机 180架，其中一部分是苏联时期
生产的。到 2016年底时，这一数字达
到 1980架。目前，俄军装备的无人机
总数已超过2000架。

8年前，作为当年“阿拉伯之春”中
最受关注的国家，利比亚充斥着西方所
谓“民主自由”的风潮，挥舞着感谢北约
和美国支持标语的“革命者”们誓要建
立起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8年后，该
国仍处于动荡中，一场新的内战眼看
就要爆发，最近的冲突更使得美国选
择撤军。伴随着各派别武装力量和地
缘势力的参与角力，利比亚冲突恐将愈
演愈烈。

自从原本期盼利比亚军事冲突可
以“和平解决”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心情沉重”地离开，就预示着利比亚
冲突滑向不可控的边缘。4月4日，利比
亚东部武装力量“国民军”开始针对的
黎波里采取军事行动，其领导人哈里
发?哈夫塔尔扬言“要把首都从恐怖分
子手中解放出来”，并计划在 48小时内
实现对首都的控制。随后，搭乘武装皮
卡、军用车辆和装甲车的利比亚“国民
军”开始向的黎波里快速推进，占据的
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则宣布进入备
战状态，利比亚再次滑向内战边缘。据
知情人士披露，利比亚“国民军”已完全
控制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双方还互相发
动空袭。短短几天，至少 47人死亡，
3000多人逃离家园。

事实上，自2011年卡扎菲政府被美
国和北约支持的反对派“联盟”推翻后，
这个国家并没有走向所谓的“民主道
路”。如今，利比亚主要存在两股势力，

一方是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
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利比亚西部部分地
区；另一方是在东部城市图卜鲁格另建
政府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其与军事
强人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联盟，控
制着东部、中部、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
西部城市。相对混乱的利比亚局势，还
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滋生土壤。
今年 2月，利比亚“国民军”就曾多次与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激战，并夺回西南

部城市萨卜哈等关键地区。
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一些

西方媒体称作“卡扎菲 2.0”的哈夫塔
尔。他曾在 1969年的政变中支持卡扎
菲，后因两人发生矛盾流亡美国。上世
纪 90年代，哈夫塔尔获得美国公民身
份。2011年，他返回利比亚并成为叛军
指挥官，用4年半时间就将利比亚“国民
军”打造成一支堪比正规军的部队，兵
力一度扩至4万余人。作为利比亚的铁

腕人物之一，哈夫塔尔显然不满足于各
方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直接攻下首都
实现对利比亚的绝对掌控才最合其心
意。

以美国为首，加拿大、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向
哈夫塔尔发出警告，要求其不要进攻首
都的黎波里，却无济于事。美军非洲司
令部不得不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出
于对利比亚的安全考虑，决定临时重新
部署自己的特遣队。美国驻非洲军队
最高司令官托马斯?沃尔德豪泽更是直
言：“利比亚当地的安全情况越来越复
杂，越来越不可预见”，美军于是“戏剧
性地”撤离利比亚。针对美军的仓皇撤
退，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媒体称，利比
亚局势已成为西方政治干涉失败的典
型案例。一方面，西方热衷于推翻与自
己政见不和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们
却不想承诺帮助利比亚进行有序的国
家建设。

利比亚全国有至少 150个部落，同
时国内政治派系复杂，且都有自己的武
装。他们背后还有对利比亚“虎视眈
眈”的各方政治势力。德国《焦点》周刊
评论说，利比亚国内冲突将成为“代理
人战争”，其背后的国际势力试图通过
控制利比亚各方武装部队来强化对这
个国家未来的影响。由此可见，利比亚
局势再度激化并不意外，外界的干预只
会令局势更加复杂。

巨额军费美军缘何巨额军费美军缘何““省着花省着花””
■杨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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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干涉酿恶果，利比亚战事又起
■张瑷敏

美军利用气垫船从利比亚撤离人员美军利用气垫船从利比亚撤离人员

美军美军V-V-280280““英勇英勇””倾转旋翼机效果图倾转旋翼机效果图

俄在南千岛群岛
部署无人机分队

■丽 君

““海雕海雕--1010””通常需要无人机分队协同操控通常需要无人机分队协同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