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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兵秣马扩队伍

在推进自身队伍建设方面，美太空
军近期可谓频频发力。

一是“授旗”。5月 15日，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太空军
授旗仪式，太空军军旗正式亮相，这是
70多年来美国第一面新军种旗帜。据
悉，美太空军军旗底色为黑色，中间印有
美太空防御界多年来使用的三角翼图
案。美太空军司令雷蒙德在解释军旗上
的其他标志时说：“北极星象征着我们的
价值观，环球轨道象征着推动美国生活
方式和战争方式的太空能力。”

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当天表示，太空
军新军旗的亮相是太空防御界的“历史
时刻”。美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宣
称：“多数美国人在早晨第一杯咖啡之前
就用上了太空相关技术。”

二是“招兵”。据美“星条旗报”网站
报道，美太空军近期公布首个正式征兵
宣传视频。视频中包括太空场景、火箭
发射、身着太空服的军事人员等。雷蒙
德表示，此次招募工作规模相对较小，约
为1.6万人。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空军自 3月
起陆续将位于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
州、内华达州、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和
马里兰州基地的 23个空军机构和 1840
个空军基础单位移交太空部队。此外，4
月 18日，美太空军首次进行实质性补
充，来自美空军学院的86名应届毕业生

被分配到太空部队。
三是“选址”。报道称，美太空军近

期加速推进司令部常驻基地选址工作。
目前有 6个备选目标，分别为彼得森空
军基地、巴克利空军基地、夏延山空军基
地、施里弗空军基地、范登堡空军基地和
美陆军红石兵工厂。目前，美太空军司
令部临时部署在科罗拉多州的彼得森空
军基地内。

野心勃勃推项目

在推进太空作战能力建设方面，美
太空军提出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一是“超级导弹”。特朗普5月15日
在授旗仪式上宣称，太空军正在研发一
款“超级导弹”，其飞行速度是现有导弹
的17倍，刚刚获得生产许可。埃斯珀在

一旁频频点头示意。不过，在白宫举行
的发布会上，白宫新闻秘书表示无法对
此作出详细说明。有意思的是，俄国家
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发表推
文称：“我们完全无法拦截‘超级导弹’，
我们投降！”

二是“小卫星”。美国防部近期发布
消息称，美军正全力推进名为“21点”的
小卫星星座研制建设项目，第 1颗卫星
将于 2021年发射。美国防高级研究计
划局项目主管皮克罗斯表示，该项目将
建设一种全自动太空运行系统，把数据
直接送到部队手中。

据悉，“21点”项目建成后不会成为
美军的主力卫星系统，而是作为大型
卫星的备份。如果昂贵的大型卫星在
冲突中被对方击毁或失能，“21点”将
取而代之。

三是“盟友牌”。在推进太空作战能
力建设方面，美国一直强调发挥“集体智
慧”，寻求打“盟友牌”。比如，美国此前
与其他“五眼联盟”国家（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协议，共享全球
太空发展技术和威胁信息。5月 18日，
被称为日本版“太空军”的日本航空自卫
队“宇宙作战队”正式成立，该部队负责
监视太空垃圾、陨石和可疑卫星，保卫日
本人造卫星。据日本媒体报道，为强化
太空作战能力，美日两国太空军未来将
共享太空情报信息、联合培养太空人才、
开展太空作战联合演习等。

推波助澜引忧虑

展望未来，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
下，美军将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噱头，加
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全球战略安全因此
面临重大挑战。

特朗普在太空军授旗仪式上宣称：
“无论防御还是进攻，太空都代表着未
来。据我所知，我们已成为太空的领导
者。”下一步，美军将以卫星和导弹为重
点，突出毁伤能力和防御能力建设，着力
打造一支攻防兼备的太空威慑力量。

此外，美军将进一步加大与盟友和
伙伴国的合作力度，共同推动太空能力
发展，“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太空利
益”。通过打造全球太空作战联盟体系，
美军将在太空领域进一步加大对主要作
战对手的战略围堵，以期形成非对称作
战优势。

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近年来全球
掀起太空军事化浪潮，日本、英国、俄罗
斯、法国等国均已建立一定规模的太空
作战力量，并开始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北约也于2019年7月通过北约新太空政
策，着手构建太空防御体系。

可以预见，在美野心勃勃推动太空
军事化的背景下，其他国家推动太空作
战能力建设的紧迫感将与日俱增，全球
太空军备竞赛将愈演愈烈，相关动向值
得持续关注。

美持续挑动太空军备竞赛
■杨 淳

据俄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在西
方国家集中暴发后，俄美关系出现缓
和迹象，两国高层频繁互动，就防疫合
作、稳定能源市场和发布外交联合声
明等达成共识。就在外界认为两国紧
张关系有所缓解之际，俄美舆论界和
外交领域再度掀起“口水战”，军事领域
也重回对峙状态。俄专家指出，特殊时
期的短暂合作难掩俄美深层结构性矛
盾，不同战略诉求让俄美关系的“寒冬”
难见尽头。

频繁互动寻求交集

报道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似乎为俄美关系改善提供了一种非传统
的战略机遇。3月 30日至 4月 12日，俄
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至少接通4次
电话，针对开展疫情防控双边合作的可
能性进行“真诚交流”。

此番互动的影响波及两国外交和军
事领域。4月下旬以来，俄外长拉夫罗
夫和美国务卿蓬佩奥、俄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帕特鲁舍夫和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奥布莱恩多次互通电话，就两国防
疫和国际军控合作等热点问题“交换意
见”。5月 6日，蓬佩奥明确表示，美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2月

到期，美愿积极参与谈判，推动建立可核
查可执行的军控机制。这一表态明显有
别其以往“设卡”“设限”立场。

此外，俄派遣 1架安-124型军用运
输机向美运送超过 60吨防疫物资。美
政府对此表示感谢，称“将在确保自身供
应充足的前提下，向俄及其他国家提供
呼吸机等设备”。

双方的接触合作同步拓展到外交和
经济领域。4月 25日，为纪念二战期间
美苏军队在德国易北河会师75周年，俄
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称“易北河
精神”是美苏（俄）摒弃分歧、建立互信，
为实现共同目标合作的典范，更是两国
可以开展合作的有力证明。受疫情影
响，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特朗普与普京
多次就稳定石油市场举行电话会谈，最
终在美斡旋下，俄等10国与沙特等欧佩
克成员国达成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减产
协议。

互信缺失再现争端

就在多方认为俄美关系在疫情防控
合作中“触底反弹”时，几瓢“冷水”再让
两国舆论界展开较量。

5月以来，俄以庆祝胜利日为契机
加强对外宣传，通过“共同记忆”改善与

西方关系。尽管美高层公开认可这段历
史的价值和意义，却有意淡化苏（俄）贡
献，以此削弱俄影响力。美国“脸谱”网
站在胜利日当天以违反规定为由关停发
布卫国战争胜利图片的俄网友账号；白
宫同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英两国共
同合作战胜了纳粹德国，“美国精神永远
胜利”。美无视俄方历史贡献的表态和
关停账号行为引发俄民众不满。俄外交
部表示，不希望美方行为使“历史记忆”
问题阻碍两国关系发展。

与此同时，俄美两国媒体发表针锋
相对的报道。俄媒指责，美骗取俄善
意和“捞取”防疫援助物资后，暂缓了
国内危机，重回意识形态对抗的“老
路”，否定历史、制造矛盾，为俄开展友
好外交层层设卡。美媒宣称，俄方试
图通过宣扬“牺牲和贡献”，增强在此
次防疫外交中的影响力，是“说多做
少”的投机行为。

在军事领域，美国欧洲陆军司令部
近日发布声明称，数千名美国和波兰士
兵将于 6月 9日至 15日在欧洲举行演
习，这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
来美军首次在欧洲集结，并举行大规模
演习。演习地域临近俄西部和西南边
境。美军还组织战略轰炸机在欧洲和印
太地区实施高密度飞行演练。作为回
应，俄通过本国媒体公布战略核力量建
设近况，显示制衡能力。

固有矛盾难以化解

俄媒体称，近年来俄美关系始终处
于低谷状态，虽有反弹契机，但受制于彼
此结构性深层矛盾及美国内右翼反俄势
力的影响迟迟未能缓和。疫情为俄美双
方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也使双方共同
关注的部分外交问题难以推进，如乌克
兰东部和平进程目前陷入停滞状态，影
响到俄美两国关系转圜。

此外，在对欧关系方面，俄希望通过
防疫援助弥合与西欧、南欧等国关系，稳
固与独联体内东欧国家关系基础。美
期望以遏制俄罗斯为由拉拢欧洲，降低
美国对北约防务费用的分担。总的来
看，战略分歧导致俄美关系的“寒冬”依
旧漫长。

俄美关系未及缓和重现争端
■刘磊娜

据俄新社报道，按照俄总统普京和
国防部长绍伊古的有关指示，俄军春季
征兵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情况下
正常展开，将持续到7月15日。5月12
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接受《红
星报》采访，介绍了疫情期间俄军春季
征兵、退役军人返乡等情况。

格拉西莫夫称，目前各级征兵工作
监督与防疫体系同步运转，每名应征公
民的信息均可实时传输至总参谋部。
俄各地兵役局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审
档，将优先征召具备安全抵达部队条件
的公民。本季征兵总人数为13.5万人，
目前已有 36万份档案审理完毕，合格
应征公民近14万人。

接到审核合格通知的应征者来到
兵役局接兵站后，必须佩戴口罩，在入
口处接受非接触式测温，随后接受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者才能参加下一
阶段的体检和职业心理测试。其间，应
征者被分成若干个小组，小组内成员也
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每次一人接受
测试。合格者前往接兵站换装，按计划
赴部队报到。

为做好兵役局和接兵站的消杀工
作，俄军派出32支非编消杀队伍，调拨
200万个医用口罩、150万枚非接触式
体温计、12万吨消毒用品、27万份病毒
检测试剂，确保应征者一个不落地接
受检测。各地接兵站均配备三防部队
的专业技术装备，并设置隔离场所，一

旦发现新兵感染，将根据行动预案快
速处置。

向部队输送新兵过程也经过周密
部署。比如，出发赴军营时间不早于5
月 20日，输送期间确保新兵与地方人
员相互隔离，新兵乘坐单独的火车车
厢，火车乘客数量削减至平时的 1/3。
如果使用民航客机运输新兵，则该次航
班禁止搭乘地方人员。新兵到达部队
前，要对军营、食堂和教室进行消毒；进
入部队后，须先隔离两周，居住在单独
营房或单独楼层，隔离期间参加体检和
心理测试。

往季新兵入伍后，部队会举行隆
重的新兵宣誓活动，并邀请新兵家属
参加，但今年受疫情影响，新兵在入伍
地和部队驻地举行入伍宣誓活动时
均不邀请家属参加。此外，各接兵站
取消欢送新兵仪式。自 4月 1日起，
俄总参谋部、各军区司令部和兵役局
开通热线电话，应征者及其家属可随
时拨打咨询，目前已接到 4000多次电
话问询。

在谈及退役军人返乡情况时，格拉
西莫夫表示，俄军士兵若感染新冠肺炎
病毒，在彻底康复前不得退役返乡，经
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后才获准退役。
返乡前，部队指挥员会对退役士兵进行
全面细致的防疫指导，为其发放口罩和
消毒用品。截至目前，已有 6000余人
顺利返乡。

俄春季征兵工作如期推进
■李子实

今年年初英国正式宣布退出欧盟
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就曾预
测英国军工企业的内外贸易将迎来“至
暗时刻”。美《国防》杂志网站5月15日
刊文印证了这一观点。

出口前景黯淡

英国国内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8
年，英国军火出口贸易额仅次于美国，
位居全球第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
年，英国是全球第六大军火出口国。然
而，进入 2020年，英国军火出口贸易面
临危机，因为其畅销的军工产品主要
是与欧洲国家的合作项目，“脱欧”后肯
定会受影响。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球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多国很可能捂紧

“钱袋子”，英国军火将很难销售给传统
客户。

采购资金不足

在军火贸易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英

国国内军火采购也面临困难。根据
《2019年至 2029年装备计划》，英国国
防部采购先进武器装备所需资金达
1836亿 英 镑（1英 镑 约 为 8.7元 人 民
币），远超国防采购预算，预计将出现
130亿英镑的缺口。

为此，英国国防部计划在短期内裁
减部分项目。据称，英国皇家海军“百
眼巨人”号航空训练舰、“保护者”无人
机采购与列装项目将被列入裁减名单；
E-3D“哨兵”预警机数量将从 6架减至
3架，并于 2022年 12月全部退役；陆军
方面，33%的主战坦克将被裁减，英军
坦克数量将从 227辆减至 170辆。美

“防务新闻”网站认为，英军减少装备采
购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防部的军火订单
造成影响，“英国军工企业可能流失数
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国内订单”。

体系有待改革

英国专家认为，要避免英国军工行
业出现萎缩，首先必须阻止英国国内军
品订单的下滑，在巩固国内市场基础上

再向国际市场延伸。如此一来，合理调
配和使用装备采购资金就成了重中之
重。在英国议会防务委员会召开的咨
询会议上，美国卫讯全球有限公司提出

“改革采购体系，合理利用采购资金”的
建议。

该公司认为，英国现有采购体系造
成了项目拖延、成本追加等问题，无法
满足英国国内装备采购需求，应当通过
改革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率。他们
提出“混合式采购体系”，其内容包括

“先试用再购买”方案，以减少国防部
的采购成本、降低风险；在政府和私人
军工企业间建立互信和顺畅的信息沟
通渠道，最大限度利用信息优势，减少
不必要的试探；分摊研发的风险与成
本，精简项目流程，最大限度缩短从立
项到批量生产的时间，达到“少投入，多
产出”的效果。

卫讯公司英国分公司总裁认为，“混
合式采购体系”如能正式推行，不仅可以
大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英国国防
部节省数十亿英镑，还能加快装备更新
速度，保持英军军事技术优势。

英国军火贸易面临内忧外患
■董孝琳

美美““欧米茄欧米茄””运载火箭运载火箭

俄军士兵向新冠肺炎疫情检查站人员递交体检报告俄军士兵向新冠肺炎疫情检查站人员递交体检报告

卡塔尔从英国采购多架卡塔尔从英国采购多架““台风台风””战斗机战斗机

驻德美军在参加欧洲大规模演习前组织彩排驻德美军在参加欧洲大规模演习前组织彩排

近期，在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蔓延的背景下，美国仍
不忘在军事领域频秀肌肉，
大力推进太空作战能力建
设。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种
种举动在对太空战略平衡造
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将对
全球战略安全格局产生一定
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