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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近来，北约以各种举措强化在黑海

的军事部署，北约与俄罗斯在黑海地区
的对抗不断升级。4月5日至13日，北
约部分成员国海军与乌克兰在黑海举
行代号为“海盾 2019”的多国联合演
习。另据俄军工综合体网近日报道，北
约决定扩大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海军
的支持，并计划保持北约军舰在黑海地
区的长期存在。为此，北约正考虑在黑
海建设相应的海军基地，以解决军舰停
泊和物资补给等问题。

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继加入
北约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脱俄入
欧”倾向愈加明显。2016年 7月北约
华沙峰会确立以遏制俄罗斯为目标的

“定制前沿存在”计划，主要依托土耳
其和罗马尼亚两个支轴国家加强在黑
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在黑海地区建设
海军基地，也是北约“定制前沿存在”
计划的一部分。

从目前情况看，乌克兰南部的敖
德萨港在地理位置上最适合建海军基
地。不过，敖德萨港是一个贸易港，部
署军舰不仅会降低其商业能力，也不
利于海军进行全面作战。实际上，敖
德萨港最多能停泊 3至 4艘排水量不
大的军舰。北约另一个选项是乌克兰
南部伊利伊乔夫斯克港，由于该港几
乎没有军舰停泊所需的基础设施，当
前在该港部署北约海军的可能性微乎
其微。而且，北约还面临乌克兰宪法
禁止在乌境内驻军的法律限制。

由于北约在黑海地区海空力量整
体优势明显，使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
地缘战略环境急剧恶化。俄已明确表
明在黑海地区保障国家利益的决心。
针对北约在黑海地区频频开展的联合
军演，俄几乎同一时间以同等规模的
军演予以应对。俄新版《俄联邦海洋
学说》提出，“在黑海和亚速海，国家海
洋政策的基础是加快恢复和全面巩固
俄联邦的战略地位，维护本地区和平
与稳定”。其中，优化黑海舰队结构和
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对黑海和克里米
亚的控制权，成为俄在黑海和亚速海
方向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俄国防部计划在 2020年前，为黑
海舰队装备30艘各级战舰和保障性舰
船。目前，俄已完成新罗西斯克港海军
基地建设，并不断加强黑海地区军力部
署，在克里米亚和南部军区部署了 S-
400“凯旋”防空系统、“铠甲”-S防空系
统、“堡垒”反舰导弹、苏-27SM和苏-
30SM战斗机、“第聂伯”导弹预警雷达
站等武器装备，并在克里米亚新组建1
个图-22M3轰炸机团和1个无人机团，
还计划成立1个4万人的集团军。

可见，在乌克兰建设海军基地，意
味着北约在黑海地区对俄战略底线公
开摊牌，潜藏着极大政治与军事风险。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后，北约在黑海的
军事部署投鼠忌器，一直未有大动作。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0月组建的

“黑海新军”，但更多是为北约集体防御
原则背书，并无实际战略意义。

即便在北约内部，各成员国也难
以消弭分歧。以罗马尼亚为代表的一
方，要求北约在黑海永久驻军，还试图
拉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参与部署。而
以保加利亚为代表的一方，则主张与
其他地区大国共同协商边界安全问
题，反对建立黑海舰队。土耳其对俄
战略围堵态度消极，虽然允许多国海
军集体进驻黑海，但对军舰吨位坚持
有所限制，以此控制北约巡逻舰艇的
规模。

事实上，北约内部报告也认为，尽
管当前黑海地区军备活动已达到危险
水平，但并非不可逆转，北约应充分考
虑地区敏感议题，谨慎行动，以免导致
冲突升级。最终，北约可能采取中间
路线，既提出海军基地建设的原则性
方案，又不至于过分刺激俄罗斯。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韩国是 5G时代第一个“吃螃蟹”的
国家，率先将 5G用于商业化。韩国军
队也赶着“尝鲜”，开始引进 5G技术，拟
在军校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训练。
5G通信技术的超高速和低延时等特
性，为军事训练乃至作战指挥方式的巨
变提供了可能性，这不仅是韩国也是任
何国家军队紧盯的军事发展方向。不
过，由于 5G通信尚不成熟，韩军要想普
及基于 5G的虚拟现实训练系统，还要
等上一段时间。

打造现实版《头号玩家》

近期，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同时上
线5G网络流量套餐，并推出5G版手机，
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商用 5G的国家。
韩军紧随其后，4月15日，韩国陆军士官
学校与SK电讯公司签署创建“智能陆军
士官学校”的合同，双方合作将 5G无线
网络与最新技术结合，包括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物联网、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等，为学员开发基于5G的训
练系统，类似于电影《头号玩家》中虚拟
现实射击模拟场景。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陆军士官学

校 2018年自主研发的综合战斗训练系
统将与5G网络融合，从今年开始正式投
入使用。受训者可在多媒体屏幕中使
用个人武器进行零点射击、实际距离射
击、移动标靶射击、战场环境射击等多
种训练，俨然“游戏玩家”。

报道称，SK电讯公司的加入，将有
力推进 5G网络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运
用。SK电讯公司计划今年上半年完成
陆军士官学校首尔校区 5G无线网络建
设，在此基础上，学校可为学员创建虚
拟现实射击模拟器和基于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技术的指挥模拟器，即“智能教
室”。届时，《头号玩家》中的模拟场景
将变为现实。据悉，得益于5G技术的超
高速、低延时和超联性等特点，同时参
训人数将从现在10人左右的分队，扩大
到200人左右的连级规模。

从能用到好用还有距离

韩国智能国防改革的核心是以 5G
为基础构建超联结系统，SK电讯公司称
其利用 5G技术将带动陆军士官学校引
领国防工业变革，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军
事训练模式的变化。按照 SK电讯公司

的说法，虚拟现实训练系统融合增强现
实技术，可将作战地区立体展现在眼前，
使指挥官和学员都有身临其境之感。

学员教育环境和体能锻炼也将发
生变化。“智能教室”将为学员构建一个
使用平板电脑和可穿戴设备听课、无需
记录笔记的教育环境。课程结束后，人
工智能助教可针对学员特点为其定制
合理的后续学习计划。在体能训练方
面，学员配备可穿戴设备，利用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技术，可根据个人指标制订
体能锻炼方案。比起以往每年一次的
体能检测，以后学员将随时接受系统的
体能监测管理。

虚拟现实技术在军事上广泛应用，
优点是节省开支，减少损耗，经济安
全，训练频率和效率更高，有助于受训
者适应各种战争环境等。不过，目前
来看，韩国要将 5G真正应用于军事领
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韩国商用 5G
上线后引来大量吐槽，槽点集中于网络
覆盖率低、网速与宣传存在差距——测
试速度只比 4G快 4倍。可见，在目前
5G技术尚不成熟的背景下，韩军要想
普及基于 5G的虚拟现实训练系统，还
不太现实。

国际刑事法院近期发表声明，由
于缺乏证据，以及得到政府配合的可
能性很低，暂不对阿富汗冲突期间可
能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进行
调查。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
称，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胜利”，
随后又指责国际刑事法院非法，称美
国及其盟友不在该组织管辖范围。
有媒体称，在美国施压下，国际刑事
法院才被迫作出违背自己意志的决
定，此举引起包括俄罗斯在内众多国
家的不满。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国际刑事
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就申请对美
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所犯战争罪行进行
调查。本苏达在请求中指出，有理由
相信，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成员于
2003至2004年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残
酷对待与冲突有关的被拘留者，并对
他们实施酷刑。随后，国际刑事法院

一直酝酿对美国可能在阿富汗犯下的
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为使国际刑事法院不要调查美国
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 4月 15日公然威胁该法院，称如
果国际刑事法院继续执迷不悟，那其
他法官也将面临和本苏达一样的命
运。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4月5
日表示，美国已吊销本苏达的签证。

这已不是美国第一次威胁国际
刑事法院。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约翰?博尔顿表示，如果国际刑事法
院坚持对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所犯
罪行进行调查，美国必然会采取强硬
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入境和对检察官
进行资金冻结等措施。同时，美国将
永远不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不提
供任何援助，让国际刑事法院自生自
灭。据此，有媒体评论称，国际刑事
法院突然改口与美国的态度有直接

的关系。
美国的行为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不满。在国际刑事法院确
认其检察官赴美签证被吊销后，欧盟4
月6日“声援”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做
法表示“严重关切”，希望美方为国际
刑事法院提供必要帮助和支持。英国
记者尼尔?克拉克在接受“今日俄罗
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
目前面临的压力与以往不同，干预和
攻击都是公开的，而在过去，它们将被
限制在幕后渠道和低调的阴谋中。美
国公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一个摘
下面具的帝国”。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千方百计
阻挠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是一种“此
地无银三百两”的心态。美国在过去
几十年挑起数起战争，造成大量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亡。这早已引起包括联
合国在内的各大国际组织的关注。

文化建设走过弯路

2008至2012年，谢尔久科夫担任国
防部长时曾大刀阔斧地推行军队改革，
大幅压缩军官数量，俄军文化机构也遭
到削减。2009年至2011年，俄罗斯全军
关闭了200多家军官之家（由350家降至
103家）、约 1500家士兵俱乐部（削减
50%）以及 1500多家军事图书馆（削减
67%）。到2012年，这些机构的数量仍在
持续下降。据悉，俄罗斯军事历史博物
馆、格列科夫军事艺术家创作室、俄联邦
武装力量文化中心与俄军剧院均受到改
革影响，许多军兵种、军区和舰队的歌舞
团也被削减。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军官之家和士
兵俱乐部是部队驻地方圆几公里范围
内唯一的文化中心，为军官子女休闲
活动提供场所，也能借此培养他们的
创作能力。这些机构还能有效缓解随
军家属的就业问题。因此，削减军官
之家和士兵俱乐部等举措，对军人家
庭、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军人家庭来说，
无疑是种打击。

多举措复兴军队文化

2012年 11月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
后，开始重新审视军队文化工作，重建遭
裁撤的军官之家和士兵俱乐部等文化机
构，并增设新的文化工作领导机构——
国防部文化局，负责管理各军官之家、士

兵俱乐部、军事博物馆、国防部图书馆和
其他文化机构。该局主要工作包括制订
文化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筹备国家层面
的军事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
高军人总体文化水平，继承并发扬爱国
主义传统。

俄国防部文化局围绕提升俄军形
象、活跃文艺创作氛围、丰富文化生活等
主题，推出了系列活动。比如，组织开展
全俄优秀军事宣传画评选活动，拉近民
众与俄军的距离；组织“祖国军队——你
眼中的俄罗斯武装力量形象”优秀宣传
画评选活动，鼓励所有感兴趣的军人、文
职人员及平民积极参与。由格列科夫军
事艺术家创作室著名艺术家、武装力量
文化中心专家、俄联邦艺术家联盟代表
组成评委小组，选出最佳作品，并为获胜
者颁发奖金。对此，有评论称，这样的评
选活动不仅考验参赛者的审美能力，评
选出的优秀作品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
了素材。

俄国防部文化局的另一动作是积极
投身到征兵宣传活动中。比如，文化局曾
为招募新兵专门录制说唱宣传片，局长亲
自上阵拍摄，担任主演兼主唱，用年轻人

喜欢的形式，自己填词，说唱了近 3分
钟。俄军高层希望用这种更加贴近年轻
人的方式，唤起他们对军队生活的向往。

俄国防部文化局还定期举办文艺活
动。比如，定期举办“喀秋莎”全俄民间
创作音乐节（歌曲大赛）、武装力量剧院
节、全军“金鹰”大赛等，得到军地众多文
艺工作者、部队官兵及家属的积极响
应。对此，俄国防部指出，“金鹰”大赛等
文化活动已成为俄军事文化复兴的象
征。此外，俄国防部文化局还定期举办
文化下基层活动，比如，组织亚历山德罗
夫红旗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到边远地区、
境外基地举行慰问演出。

此次俄军进一步扩大营区军官之家
网络，建立“青少年军”之家等举措，受到
外界普遍关注。有评论称，这是绍伊古
2012年11月接任国防部长以来，加强军
队文化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

树立形象，赢得支持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军队文化和
国家文化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为俄
罗斯带来荣耀的人中，不乏知名文学

家、旅行家、音乐家，而军人在其中占
有更高比例。”俄罗斯国防部成立专门
的文化领导机构符合时代精神，军队
在国家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军队文化建设要与国家整体文化
思路相适应。

建设一支开放透明的军队，树立军
队良好形象，赢得社会对军队建设的理
解与支持，是俄国防部文化机构承担的
重要使命。绍伊古指出，文化塑造人格，
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有助于增强当代军
人的荣誉感。国防部文化局举办各项活
动，能够搭建起军队与社会沟通联系的
桥梁和纽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军
队形象。

绍伊古就任防长以来，不断调整俄
军文化发展思路，在整合各文化机构的
同时，也注重提供文化服务，这些做法给
俄军带来丰厚回报。近年来，俄军士气
高昂，在叙利亚战场上涌现不少英雄，社
会形象得到大幅提升，适龄青年参军热
情逐年高涨。这其中，文化工作、文化机
构的贡献功不可没。

（作者为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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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利用虚拟现实设备进行射击训练韩国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利用虚拟现实设备进行射击训练

55GG技术将改变韩军院校训练模式技术将改变韩军院校训练模式？？
■陶 昱

威胁国际刑事法院：
美欲掩盖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责美军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责美军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

近期，俄罗斯国防部长谢
尔盖?绍伊古主持召开国防部
例行部务会议，重点讨论俄军
文化机构未来发展问题。绍
伊古表示，俄军将进一步扩大
营区军官之家网络，使其数量
由当前的 86个增至 130个，将
至少 30%的军官之家建成多
功能业余文化中心，并开设创
作室，组建兴趣俱乐部和各种
活动小组。他还指出，要在上
述文化机构基础上建立“青少
年军”之家，为青少年创造力
培养及开展体育活动提供现
代化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