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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列装渐成规模

目前，已有 3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
潜艇进入俄海军服役，首艇列装北方舰
队，另两艘交付太平洋舰队，预计第4艘
今年列装北方舰队。俄海军另一款新型
核潜艇代表、白蜡树级多用途核潜艇首
艇“北德文斯克”号也已入役北方舰队，
并担负起战备巡航等任务。可以说，俄
新一代核潜艇规模不断壮大。

作为第 4代核潜艇的“佼佼者”，两
型潜艇的技战指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其中，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水下排水
量 2.4万吨，最大航速 26节，具备“无限
试航性”，在此基础上升级建造的 A型
艇，具备更强的隐身性和战斗力，可有效
执行远洋水域战略巡航并具备二次打击
能力。武器配备方面，该型艇可搭载 16
枚射程在 9000公里以上的“圆锤”洲际
弹道导弹，最多可携带10枚分导式多弹
头。俄专家评论称：“俄在打造第4代核
潜艇方面超越了美国，后者的哥伦比亚
级核潜艇尚在研制中，预计几年后才能
入役美海军。”

白蜡树级多用途核潜艇下潜深度可
达520米，最大航速达31节，水下排水量
1.38万吨，续航力逾 100天。该级艇最
大的威慑力在于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可
搭载“口径”巡航导弹和“缟玛瑙”超音速
反舰导弹，堪称航母等大型水面战舰“杀
手”，已被俄海军确定为第5代核潜艇基
础型，由此可见其在未来海战场中的适
用性。

分析称，陆续列装的新型核潜艇标
志着俄海军正按计划推进该类武器平台

迭代升级，海基战略“杀器”也逐步形成
较稳定的战略威慑和制衡能力。

战略资产不断扩容

在高调公布列装信息的同时，俄还
加快推动新型核潜艇研建工作，俄国防
部宣布，2024年前，俄将接收 10艘北风
之神级和白蜡树级核潜艇，并进一步增
加量产，将原计划2027年前“北风之神”
的建造数量由8艘增至10艘。从目前第
4代核潜艇研建情况看，白蜡树级1艘已
服役，1艘处于试验阶段，5艘处于在建
阶段，预计 2020年全部列装海军；新订
购的两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计划 2020
年至 2021年在北方造船厂开工，预计
2027年至2028年交付。未来，俄海军将
至少拥有16艘上述核潜艇。

此外，俄近期还加快特种任务核潜
艇的试验进程，俄国防部深水武器研究
总局亲自组织该型艇首艇“别尔哥罗德”
号的核反应堆试验、系留试验和国家试
验。据报道，该艇主要用于搭载6个“波
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可执行水下特
殊任务。按计划，“别尔哥罗德”号将于
2020年 6月担负战斗值勤任务；二号艇

“哈巴罗夫斯克”号将在 2020年左右建
造完成，2022年服役。可以预期，该型
艇将与上述4代艇构建起俄海军强大的
水下核威慑体系。

在快速发展武器平台的同时，俄还
创新潜艇人员训练模式，在第 4代核潜
艇设计、建造阶段，即已展开艇员训练工
作，以正在试验的“喀山”号机组人员为
例，成员基本全程参与了该艇系泊、试航
和列装测试等主要阶段工作，并系统学
习了解武器装备性能等，这也为核潜艇
迅速形成战斗力奠定基础。

俄还将哈斯基级第5代核潜艇列入
2027年前装备研发计划，该型艇在白蜡
树级基础上，突出系统模块化、功能多样
化和指挥自动化等先进理念，采用新的
隐身材料和低噪音技术，具备反潜、反舰
和对陆攻击等综合作战能力。

制衡强敌的国之利器

身为传统海上强国，俄始终重视海
基威慑力量建设，特别是面对北约在中
东、东欧和北极等地日渐强势的军事挤
压，俄更加强调战略打击能力在现代战
争中的地位作用。但受资金、技术等因

素掣肘，加上现役唯一一艘航母“库兹涅
佐夫海军元帅”号已入厂整修，作为俄最
为依仗的战略武器之一，核潜艇成为维
持海基战略威慑体系的重要支撑。

近日，俄防长绍伊古在记者会上公
开批评美在世界大洋展开军备竞赛，表
示俄有信心和能力“击沉美航母舰队”，
并保持“足以制衡对手的核打击与战略
威慑力”。这引发外界对俄核潜艇地位
和作用的关注。

从试航性来看，俄新一代核潜艇潜
伏性强，能长期活跃在俄西北部的白
海、巴伦支海和亚太地区的鄂霍次克
海等地。从攻击能力来看，北风之神
级战略核潜艇战略突防优势明显；白
蜡树级凭借超强的武器弹药堪称海上

“全能猎手”，令北约水上力量有所忌
惮；特种任务核潜艇的水下非对称作战
样式，将显著提升俄海军整体作战效
能。从俄武装力量现代化进程来看，其
加快推进先进核潜艇等武器平台建设，
不断完善战略制衡领域“拼图”，既是
《2018年至 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
纲要》框架下军事技术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应对西方战略挤压、巩固反制
手段的客观需要。

核潜艇迭代发展，进入4代艇时代，加速5代艇研制

俄大力打造海基核威慑体系
■侯永钊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已两年有
余，美国外交也出现一系列变化，总体
上从前任奥巴马强调的“不做蠢事”转
向当下的“美国优先”。仔细想来，特
朗普政府在外交领域没有取得太多

“早期收获”，“雷声大雨点小”成为尴
尬现实。特朗普政府错判国际形势、
疏离盟友以及决策体系混乱，导致其
外交难获成效。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使美国外交从一开始就站在错误的基
础之上。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其对国际形
势和大国竞争态势的认知都与之前里
根政府类似，认为世界的主流是竞争，
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已全面回归，并同
样强调“以实力求和平”。

由此可见，美国虽然身在21世纪，
但思想仍停留在上世纪的冷战时期。
美国对世界趋势的判断源于其根深蒂
固的强权政治思想，是“弱肉强食”“适
者生存”理念的露骨回归，是美国追求
绝对利益在外交领域的具体表现，转
化为外交策略和手法就是突出竞争、
淡化合作。这种认识与时代潮流相
悖，必然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的态度同样
令人费解。特朗普一方面高举“美国优
先”大旗，要求盟友不能“搭美国便车”，
甚至对盟友发起关税战；另一方面又希
望盟友能够齐心协力，与美国共同参与
大国竞争，对付所谓的假想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自我矛
盾的政策已让盟友心生厌倦和反感。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关系
紧密的欧洲，在面对特朗普政府一再

“退群”“退约”扰乱国际秩序、破坏全球
治理时，也不得不选择与美国划清界
限，甚至思考如何在美国缺席情况下继
续捍卫现有的多边主义果实。

美国内部对外决策机制的混乱则
让其外交雪上加霜。

一是从特朗普执政伊始，主要对
外决策官员的到位就十分缓慢。如
2017年7月，国务院包括助理国务卿在
内的 39个高层职位仍然空缺，许多重
要岗位仍为职业外交官“代理”；2017
年 8月，国防部只有 15个高级岗位得
到任命，而奥巴马同期的任命官员数
量为22个。

二是特朗普政府高层变动过快过
频，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近期，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称，自特朗普上
任以来，白宫办公厅 65个职位中 51个

已易主，其中 16个职位换过两次甚至
更多次。比如，特朗普近期迎来任内第
4位国家安全顾问，创下历史记录。

三是特朗普较为随意的决策风格
导致美国外交缺乏远见和战略。特
朗普除受到亲信、心腹爱将等“小圈
子”影响外，还极易受到大众媒体影
响。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绕过
正式决策流程而去寻求个别幕僚的
建议，容易推动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片
面与极端。

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进入下半
程，他不仅没有为美国外交带来积
极变化，反而不断透支美国战略信
誉。如此看来，“美国优先”引领下
的外交调整恐怕根本不会带来“交
易的艺术”，只会进一步将美国推向
未知水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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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费连年上涨背景下，美军各
军种不断加大征募兵员力度，以扩充
军力，填补岗位空缺。然而，尽管美军
各军种奇招频出，但要想吸引更多合
格应募者加入本军种，并非易事，军种
间互挖墙脚“抢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连防长埃斯珀都感叹，这真是太难了！

征兵难有目共睹

特朗普执政后，美军军费不断创
下新高，到 2019财年达到 7160亿美
元。在军费攀升背景下，美军各军种
纷纷招兵买马。如2018财年美陆军的
征兵目标为 8万人，这是近 10年的峰
值，岂料事与愿违，到财年结束时陆军
新兵招募仍有 6500名缺口，也是近 10
年来首次未完成年度征兵目标。另
外，陆军和空军的国民警卫队、陆军和
海军预备队的征兵计划都未达成，其
中陆军两种后备部队的新兵短缺率达
20%以上，显示出美军在后备人力资源
扩充方面面临难题。

美军缘何征不到兵？究其原因，
一是役龄人口素质堪忧，肥胖成为“第
一杀手”。美陆军数据指出，3340万名
17至 24岁的适龄青年中，只有 970万
人达到最低征兵要求，仅占 29%，其余
71%因教育、肥胖、健康、吸毒等原因被
拒之门外。二是军营魅力日渐消退，
参军并非首选，只是别无选择。年轻
人更愿意到薪酬待遇更好的企业工
作，使美军的征兵基础不断缩小。

各军种奇招频出

面对兵员短缺问题，美军各军种
奇招频出。

美海军主动降低兵源准入标准，
甚至推出被戏称为“全家桶套餐”的方
式，即海军在征募新兵员时鼓动母子
和父子一同参军。如一位在逐舰上任
职的女军官劳拉?克劳斯，就鼓动她63
岁的医生父亲参军，以填补海军大量
空缺的军医岗位；一位陪同 18岁儿子
前来咨询征兵事宜的 37岁母亲，在征
兵人员鼓励下加入海军。

海军陆战队一直是年轻人的天
地，约62%的士兵年龄低于25岁，不过
现正考虑吸引退役陆战队员重新加入
现役。美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内
勒透露，陆战队兵员招募政策可能发
生巨大变化，原本活力十足的陆战队
军营中，将出现越来越多“成熟”士兵
的身影，大量招募退役士兵重返部队，
可缓解各军兵种的征兵压力。

陆军是招募大户，征兵任务艰巨，
重压之下放出“大招”。先是尝试新征
兵策略，向企业和政治团体学习，利用
市场数据，掌握应征者报名的主要动
机和障碍，及时调整宣传方式。接着
动起“挖墙脚”的心思，陆军征兵人员
利用黑客技术，黑进海军征兵网站，将
海军征兵信息改成陆军征兵宣言之类
的信息，这则“跨界”挖墙脚的帖子居
然颇受应募者的追捧。

征兵难：美军上演“抢人大战”
■杜朝平

擅长近战

苏霍伊系列战机素来以机动灵活
著称，这一点连美国人也不得不叹服。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对苏-27战机和
美军 F-15战机进行比较，结论是苏-27
战机在“娴熟飞行员的操作下可完成一
系列令人惊叹的战术动作，性能令人印
象深刻”。

机动灵活的特点让苏霍伊系列战机
更擅长西方国家飞行员非常不情愿面对
的近身缠斗。此前，俄空军苏-27战机
与美空军F-15战机，在大西洋上空和俄
境内进行模拟空战演练，结果令美国人
很难堪——美军战机竟一度因苏-27战
机的大过载机动而完全失去目标位置，
不得不求助地面引导来寻找目标。《国家
利益》承认，尽管苏-27战机与 F-15战
机从未在实战中碰过面，但苏-27战机

“极为擅长近战”的特点却不可否认，在

视距范围内完全可以碾压 F-15战机和
西方国家其他主流战机。

《国家利益》杂志称，苏霍伊最新推
出的苏-57战机也堪称贴身肉搏的好
手。据悉，苏-57是俄首款第 5代隐形
战机，其隐身设计的初衷是为“尽可能
靠近敌方战机而不被发现”。对手一旦
被迫陷入近距格斗，苏霍伊系列战机能
够扬长避短，利用其机动性占据上风。

火力强大

《透视俄罗斯》网站指出，苏霍伊系
列战机另外一个让北约忌惮的特点是
攻击力强大，表现之一就是可携带大量
弹药，保证了在对地攻击和制空战斗时
的火力持续性。

以苏-25战机为例，苏霍伊设计局
推出的这款对地攻击机堪称“空中军火
库”，可依任务性质不同携带包括空空
导弹和空地导弹在内的 32种弹药。在

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中，苏-25战机
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表现出令对手胆
寒的“洗地”效果，在“毒刺”等单兵防空
导弹威胁下，自身损失却不大。在叙利
亚军事行动中，苏-25战机更是经常扮
演“关键先生”角色。比如，2019年6月，
超过500人的叙反对派武装分子在数辆
坦克、步战车和武装皮卡掩护下袭击政
府军营地。俄空天军出动两架苏-25战
机，消灭100余名武装分子。

苏-27、苏-30战机在载弹量方面也
超过绝大部分北约战机，这一点单从机
身尺寸方面就能体现出来。《国家利益》
杂志称，上述两款战机与西方国家战机
相比“更长、更宽、更大”，尺寸全面占
优，这意味着它们能携带更多大威力弹
药，保证了战斗中的持续火力输出。

适应性强

《透视俄罗斯》网站认为，北约之

所以对苏霍伊系列战机保持戒心，比
较重要的一点是“不知道它们会从哪
个 角 落 里 钻 出 来 ”。 该 系 列 战 机 这
种“ 于 无 声 处 起 惊 雷 ”的 做 法 ，源 自
其超强的战场适应性和强大的突防
能力。

比如苏-25战机，该型机在三大洲
参加过 18场战争。实战表明，“只要有
一条可以通过马车的跑道，苏-25战机
就能起飞”。极强的战场适应性让对手
几乎无法判断它会从何处起飞。“前线
附近的操场跑道或野战公路，都可能成
为苏-25战机的藏身之处。”《透视俄罗
斯》网站称。

再比如苏-27战机，强大的突防能
力曾令美军航母编队颜面尽失。此
前，苏-27战机和苏-24战机组成双机
编队，突破在日本海演习的“小鹰”号
航母战斗群防空警戒系统，从美军航
母头顶掠过并拍下照片，令全世界为
之震动。

苏霍伊系列战机缘何令北约忌惮苏霍伊系列战机缘何令北约忌惮
■■周立星周立星

对当代俄罗斯来说，核潜艇
是除洲际导弹外，对抗北约阵营
的压轴法宝。近日，俄媒罕见对
这些战略武器进行大规模报
道。报道称，俄海军将在 2023
年装备 8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
潜艇，首艘“北风之神-A”型艇
将部署至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
标志着俄核潜艇进入 4代艇时
代。俄还注重核潜艇的迭代发
展，将哈斯基级第5代核潜艇列
入装备研发计划。未来，俄核打
击体系将更趋稳定，海基力量的
战略威慑力将更加强大。

俄罗斯苏霍伊系列战机是目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用飞机之
一。《透视俄罗斯》网站近日发文
称，该系列战机不仅在与美军战机
较量时不落下风，而且在性能上超
越了大部分西方国家战机。对北
约来说，苏霍伊系列战机无疑是最
值得忌惮的“杀器”。

苏苏--5757战机是苏霍伊系列战机最新款战机是苏霍伊系列战机最新款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

美军面临征兵难题美军面临征兵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