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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应对广受诟病

美国“岩石上的战争”网站刊文称，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北约各成员国
受到较大影响，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一度
成为疫情的“震中”，但北约迄今为止的
应对举措令人失望。

联合防控不给力。虽然北约在疫情
防控方面采取了一定的举措，如召开北
约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协调疫情防控事
宜，向相关成员国运送医疗防护装备等
物资，但总体而言，北约内设的欧洲-大
西洋灾难应对协调中心未能发挥组织领
导、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国在疫情防控
方面更多是孤军奋战，联防联控格局尚
未形成。

战备活动受影响。虽然北约欧洲盟
军最高司令沃尔特斯和美军欧洲司令部
近日表示，北约的战备水平未受疫情影
响，但现实是北约决定暂停在挪威举行

“寒冷反应”军事演习。伴随着北约多国
升级防护措施，作为北约冷战后最大规
模演习之一的“捍卫者-2020”也按下

“暂停键”。
美国表现受批评。作为北约最重要

的成员国之一，美国在此次疫情联合防
控中“缺位”。美国“防务优先”网站刊发
《特朗普在哪里？北约在哪里？》一文称，
美国政府起初并不认为疫情防控是“北
约问题”，在疫情扩散后，特朗普又在联
合防控问题上装聋作哑，“令美国的欧洲
盟友心寒”。

诸多问题开始凸显

美国媒体称，除在疫情联合防控上
表现不佳外，北约其他诸多问题也进一
步凸显。

防务开支问题。外媒普遍认为，此

次疫情将对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经济产生
较大冲击，相关国家未来很可能减少国
防预算投入，很难达到特朗普要求的国
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 2%“标准线”。
美欧未来可能围绕防务分担问题爆发更
为激烈的口角，北约内部团结和美国在
欧驻军等或将受到影响。

战备水平问题。目前已有驻欧美
军和立陶宛、挪威等国军队人员感染
新冠肺炎，北约联演联训和人员动态部
署大多处于停滞状态。外媒认为，北约
当前亟须解决在特殊情况下维持战备
水平、确保部队流动和正常遂行作战任
务等问题。

指挥控制问题。美国“防务一号”网
站指出，从此次疫情看，北约需要加强通
联手段建设，进一步增强指挥控制系统
的“韧性”，实现“从四星将军到普通士兵
的实时、高效通联”。此外，在疫情对北
约常规战力产生较大影响、导致常规威
慑能力受损的情况下，核作战指挥控制
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军工生产链问题。此次疫情对全球
生产链条产生一定冲击，导致北约诸多
成员国的大型作战平台、军火弹药生产
受影响，部分重要零部件的获取也愈发
困难。未来，受军工生产链问题影响，北
约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的步伐或将
放缓。

联盟体系前景堪忧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就此次疫情应
对不力和自身暴露的诸多问题，归根结
底是其自冷战结束后（尤其是特朗普上
台以来）职责定位不清、发展思路不明和
内部运行不畅的“恶果”。外媒评论称，
一个被认为“脑死亡”的政治军事联盟很
难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更难处理各成员国面对的现
实威胁和潜在危机。

展望未来，在美国不断搅局、疫情持
续冲击和其他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
北约联盟体系前景堪忧。首先，美欧裂

痕或将扩大。特朗普政府未来极有可能
持续推进“美国优先”战略，在防务分担
等问题上对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不依不
饶，引发相关国家强烈不满甚至公开抵
制，美欧关系或将渐行渐远。

其次，北约转型荆棘密布。此次联
合应对疫情不力，使得北约各成员国要
求军事转型的呼声日益高涨。总的来
看，北约军事体系在指挥控制、战备保
持、机动作战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存在诸
多短板，且各成员国军力极不平衡，但由
于牵扯面广、推进难度大，北约军事转型
工作未来顺畅推进并取得实效的可能性
不大。

再次，自我正名道阻且长。作为冷
战的产物，北约的存在价值正遭受越来
越多的质疑。要想自我正名，北约未来
一方面要将美国纳入“正常轨道”，一方
面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各成员国在发展方
向和落实举措方面的共识，相关工作难
度极大，是北约不得不做而又几乎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疫情扩散暴露北约成员国矛盾
■章 池

最近，俄媒体接连报道俄防空导弹
部队建设情况，通过介绍战备训练，解
读装备及作战实力等方式，将这支高
度戒备、隐秘低调的防御部队引入公
众视野。

为盟友撑起安全伞

报道称，俄现役防空导弹部队是在
2015年空天军组建过程中，由原空军空
防司令部所属部队和空天防御兵部分兵
力合并而来，主要担负应对空天领域威
胁、防空战斗值班、监测俄联邦领空和边
境规则执行情况等职能。随着近年来俄
海外军事部署活动增多和军备训练强度
提升，防空导弹部队已成为俄军事作战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俄媒体称这支部队“为周边盟友撑

起安全伞”，为密切盟友间防务关系“作
出实质性贡献”。目前，俄白联合空天
防御体系基本构建完成，俄白哈塔四国
间也建立起空天防御情报共享机制。
在俄罗斯与塞尔维亚首届“斯拉夫盾
牌-2019”联合防空演习中，俄防空导弹
部队独挑大梁，演练兵力跨国部署和运
用、联合防空战斗值班和防空作战，并
动用“铠甲-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模拟
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火力摧毁。外媒
称，俄以联合空防为切入点，密切与塞
尔维亚军事合作，在南欧地区布设空天
安全缓冲区，有力制衡了北约持续扩张
步伐。

训练和装备很出彩

因常年担负战斗值班任务，俄防空
导弹部队训练强度在各兵种中位于前
列。2015年以来，该部队以战勤班组为
单元，区分冬夏两季及昼夜条件，在平
原、山地、荒漠和森林地带组织实弹射击
训练。其中在 2019年，累计参与近 140
场专项任务和战备训练活动，包括“中
部-2019”战略战役演习和两场跨区跨
军兵种综合性战术演习等。在年底考核
中，俄空天军司令苏罗维金称赞其“展示
出高超的野战素养和协同能力”。该部
队所属第1防空反导集团军还负责目前
全球唯一一部战略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A135的运转工作。
装备方面，除 S-400、“道尔-M”等

家喻户晓的防空系统外，俄媒着重提及
列装不久的S-350“勇士”防空系统和处
于战斗值班状态的“集装箱”雷达站。首
套“勇士”防空系统已交付空天防御军事
学院防空导弹兵中心，可有效应对包括
巡航导弹在内的所有空中目标，它使用
主动寻的弹头，具有全方向防御能力，弹
药基数是S-400的4倍。

首套“集装箱”雷达站部署在摩尔多
瓦的科维尔基诺镇，2019年12月进入战
斗值班状态，可监测3000千米内的各类
飞行器，日均探测和跟踪约 1万个空中
目标。俄计划在加里宁格勒和北极地区
陆续部署该型雷达站及配属的防空导弹
部队无线电技术营，届时俄对欧洲地区的
侦察和防空反导能力将显著提升。

随时待命发起打击

2020年，俄针对性加强防空导弹部
队的作战训练和实战运用，在《保卫俄
罗斯联邦空界时使用武器装备的程序》
中，明确防空导弹部队担负“对破坏和
威胁性目标实施火力打击”任务，提出
在距俄国境线 50千米（东部和南部军
区为 100千米）发现，或 150千米范围内
突然出现不明空中目标时，防空导弹部
队将转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待命发起
打击”。

俄空天军十分重视防空导弹部队人
才培养，常年组织空天防御军事学院等
院校高年级学员到部队实习。2019年，
实习学员组成防空导弹部队战勤班组，
参与空天军首长司令部演习中的实弹射
击课目，通过实践提升了专业素养。俄
媒体称，2020年，俄防空导弹部队将实
践推进普京总统提出的“联邦空天防御
发展构想”，提高分队间协作水平，参加

“高加索-2020”战略战役演习等一系列
作战训练活动，创新完善“反巡航导弹和
应对低慢小无人机群”战法研究成果。

俄揭秘防空导弹部队建设成果
■刘磊娜

10周内3换总理

报道称，卡迪米是萨利赫 10周内
任命的第3任总理，前两任由于各政治
派别分歧严重和议会法定出席人数不
足均组阁失败。美国中东安全问题专
家基尔斯滕森说：“卡迪米获得伊拉克
国内主要政治派别的大力支持，预计
组阁进程将很顺利。”

生于 1967年的卡迪米曾是一名
记者，2016年 6月至今一直担任伊拉
克国家情报局局长。基尔斯滕森认
为，卡迪米与其他海湾国家的“情报同
行”一样，与美国和伊朗等国情报界保
持着“密切的职业关系”，因此不难获
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在国内，伊拉克
议会多个什叶派政党、1个逊尼派政
党集团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均支持卡迪
米组阁。

任命消息发布后，卡迪米通过社
交媒体发表简短声明，承诺将致力于
组建把民众意愿和需求当作第一要务
的政府。按伊拉克宪法规定，卡迪米
须在30天内组建内阁并将名单提交议
会审议。

经受内外双重考验

分析人士认为，卡迪米上任后面
临的国内形势较为复杂。自2019年10
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示威活动，抗议
政府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等。示威者
把矛头对准政治精英，要求改革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实行的教派分权制
度。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未来伊拉
克”项目主管卡希姆说，卡迪米需要带
领他的团队提高政府效率、向基础设
施建设倾斜资源、改善民生服务，并设
法恢复伊拉克经济。外交层面，卡迪
米需要处理好伊拉克与美国和中东主
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和伊朗关
系持续恶化背景下，避免被两国交叉
火力所伤”。

法新社称，务实的卡迪米可能有恰
当的人脉，帮助他带领伊拉克渡过危
机，至于能否让伊拉克总理这一职位摆
脱“短命”怪圈并引领该国走上发展正
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选出一届
被伊拉克人接受的内阁成员，并针对抑
制新冠肺炎疫情、油价跳水式下跌等挑
战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伊拉克新总理面临多重挑战
■李 赐

据俄《消息报》报道，3月 25日至 4
月中下旬，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鄂
霍次克海等海域举行多场军事演习，检
验指挥系统、武器装备和电子战系统的
一体化程度，研究新列装军舰融入统一
作战指挥系统等问题。

演习中，俄海空力量纷纷出动。
海上部分，俄太平洋舰队 18艘作战舰
艇和补给保障船只，列队通过位于俄
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宗谷海峡，其中包
括该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
舰、“快速”号导弹驱逐舰、4艘反潜舰、
6艘导弹快艇、“克雷洛夫元帅”号指挥
舰和“叶尼塞河”号医院船等。俄新型

“完美”号和“响亮”号导弹护卫舰组成
编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开启首
次长途演练，向南贯穿日本海，再由对
马海峡驶向东海。据介绍，“完美”号
和“响亮”号均属于俄近两年才建造并
服役的新一代20380型导弹护卫舰，排
水量只有2200吨，最大航速27节，舰上
配备较先进的“天王星”舰载反舰导
弹，此次被派往太平洋海域，除接受不
同海域及气候检验外，还意在向潜在
买家展示性能。与这两艘军舰相向而
行的是“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大
型反潜舰，它正向北返回驻泊基地。
此外，驻堪察加半岛的 10艘战舰出海
执行任务，其中包括刚升级改造的“龙
卷风”号小型导弹舰等。俄媒体称，太
平洋舰队所有能“动弹”的水面舰艇全
部出海了。

空中方面，俄太平洋舰队多次出
动图-142M3和伊尔-38反潜机、米
格-31歼击机与军舰合练多个课目。
此外，俄空天军图-22M3战略轰炸机
也在演习中亮相。另据透露，俄潜艇
部队参与了部分课目演练。

就在俄太平洋舰队密集军演的同
时，俄黑海舰队3艘护卫舰在地中海遂
行演习任务，俄波罗的海舰队3艘轻型
护卫舰、2艘大型登陆舰在北海海域展
示“肌肉”。俄专家称，这两支舰队出
动的多为新式军舰，相比之下，俄太平
洋舰队参演舰船主要是苏联时期建造
的老旧产品。这是因为，俄与北约的
对抗主场在欧洲部分，俄更为关注波
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武器装备的更
新换代，太平洋舰队建设重点则主要

是对现有水面舰艇进行升级改造。不
过，在战略核潜艇力量建设方面，太平
洋舰队走在前列——目前已铺设龙骨
的 8艘战略核潜艇中，有 5艘将装备太
平洋舰队，且均为最新型995A“北风之
神-A”级，预示着远东地区 30年前丧
失的水下核武库将逐渐恢复。

俄专家指出，俄海军三大舰队在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组织多场
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的军事演习，
意在展示俄海军官兵的战备水平和军
事素养，寓意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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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北约北约““水晶之箭水晶之箭20202020””演习期间演习期间，，拉脱维亚军人进行伤员撤离演练拉脱维亚军人进行伤员撤离演练

伊拉克新总理穆斯塔法伊拉克新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卡迪米

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 4月 9日任命
该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穆斯塔法?
卡迪米为新任总理，并授权他在
30天内组建新政府。分析人士指
出，伊拉克当前面临复杂的国内
国际形势，卡迪米上任后能否解
开困局受到多方关注。

列装不久的列装不久的S-S-350350““勇士勇士””防空系统防空系统

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约
的诸多矛盾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扩散日益凸显，其应对举
措广受诟病。展望未来，本
就风雨飘摇的北约联盟体系
将面临更大考验。

俄俄““叶尼塞河叶尼塞河””号医院船号医院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