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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互释信号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2月18日发
表声明称，美国将接受欧盟高级代表的
邀请，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德
国、伊朗等伊核协议参与方讨论通过外
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同日，美国务卿
布林肯在与法、德、英三国外长举行线上
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如果伊朗重新
严格履行伊核协议，美国将做好与伊朗
磋商的准备。

据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理查德?米尔斯已致信联合国安理
会，宣布撤回前任政府去年单方面宣称
联合国恢复对伊所有制裁的有关信
件。另外，美方已通知伊朗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其成员在美国国内的旅行限制
将回到前任政府宣布有关禁令之前的
状态。

2月 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慕尼黑
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就
伊核问题紧密合作。外界评论认为，拜
登的上述表态是美方立场软化的表现。

对于美方的示好，伊朗方面予以积
极回应。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2月19日
表示，如果美国解除所有对伊制裁，伊方
将立即改变之前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
条款的举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
扎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虽然
有所表态，但要恢复伊核协议会谈，美国
必须行动，解除对伊制裁。”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可以同
相关各方就如何执行伊核协议进行协
商，并称如果美国迈出实质性步伐，伊朗
也将立刻跟进。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

2月20日表示：“在（伊核协议）各方恢复
承诺并取消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我
们相信采取外交行动能带来好结果。”

各方加速博弈

对于美伊在伊核问题上的态度转
变，相关各方也加紧展开新一轮博弈。

俄罗斯主动作为。一方面，呼吁恢
复和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近日表示，俄罗斯是伊核协议的支持者，
对美国退出该协议感到遗憾，并希望尽
快恢复协议。另一方面，强化军事合
作。据伊朗媒体 2月 17日报道，伊朗和
俄罗斯两国海军于 2月 15日至 16日在
印度洋进行联合演习，演习目的是加强
地区安全并扩大双边合作。伊朗海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均参与演练，
俄方派出由一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和
武装直升机等组成的小型舰队参与演
练。各部队密切配合对各种无人机和
小型飞机实施打击。

欧洲国家积极斡旋。法、德、英三国
外长 2月 18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是多边外交的重要成
果，法、德、英三国欢迎美国通过外交途
径恢复与伊朗接触。声明指出，法、德、
英三国外长将继续就伊核问题与中国、
俄罗斯进行磋商与协调，并欢迎欧盟外

交事务高级代表发挥相应作用。
同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伊

朗总统鲁哈尼通话。米歇尔在电话中表
示，欧盟非常重视在全球核不扩散框架
下全面实施伊核协议，并表示欧盟将继
续努力推进全面执行伊核协议，推动美
国重返协议。

另据路透社报道，欧盟一名高级官
员 2月 19日透露，欧盟正在组织一次非
正式会议，计划邀请伊核协议所有相关
方与会。该官员表示，目前会议时间还
未确定，美国已表示愿意参加任何会议，
伊朗应该也不会拒绝。

以色列发出严厉警告。据以色列
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 2月 17日首次通话。随
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称，拜
登与内塔尼亚胡讨论了和平协议的延
续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威胁与挑战。19
日，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逆转对伊
朗核项目的政策将为伊朗通往核武库
铺平道路。

另据伊通社报道，2月 15日，以色
列空军宣布开始进行名为“加利利玫
瑰”的军事演习。演习主题是模拟在
以色列北部边界的战争，包括以色列
战机空袭在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有关的
哨所、保卫以色列领空和情报搜集等
多个任务。

前景依旧不明

外媒评论称，拜登政府当前在伊核
问题上的态度，表明美方希望重回奥巴
马政府时期多边主义道路。法新社评论
称，法、德、英等欧洲国家因担心伊核协
议名存实亡，积极推动美伊重返协议，但
客观而言，未来美伊重返伊核协议仍将
面临严峻考验。

目前，围绕重返伊核协议，美国与伊
朗互设前提条件。美国要求伊朗重新履
行协议，伊朗要求美国取消制裁。拜登
2月初曾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与伊朗谈
判而先行解除对伊制裁。据美国媒体透
露，拜登政府官员预测，要解决两国在制
裁问题上的分歧将非常艰难。

同时，美国国内不少共和党人指责拜
登为重回“错误的”伊核协议作出巨大让
步。伊朗国内激进势力也对鲁哈尼积极回
应重返伊核协议的做法颇有微词。伊朗将
于今年6月举行总统选举，一旦强硬派候
选人胜出，重返伊核协议将更加困难。

此外，美伊重返伊核协议，总体来看
有利于地区安全稳定，同时也会对中东地
区大国博弈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影
响。以色列未来极有可能千方百计阻挠
美伊重返协议，部分域外大国也可能暗中
博弈，相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伊核问题：多方推进现转机？
■杨忠洁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近
日，负责对英国陆军“武士”步兵战车
进行现代化改造升级的洛克希德?马
丁英国分公司高管透露，在即将进行
的政府审核中，升级计划可能被取消
或缩减。

“武士”步兵战车曾是英军装甲步
兵力量的中流砥柱，共有 7款变形车，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列装英国陆军，曾
先后在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
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表现不凡。

随着时间推移，“武士”步兵战车
逐渐跟不上时代，老旧的 30毫米机炮
自动化程度不高，也无法在行进中射
击。2005年，英国国防部启动“武士”
步兵战车升级计划。2011年，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打败BAE系统公司，获得
为“武士”步兵战车升级的合同。

据了解，升级后的“武士”步兵战
车具备机动火力和数字火力控制能
力，配备环境控制系统、全景摄像机及
夜视设备，以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
力。按照原计划，英国陆军将在未来8
年内升级 275辆“武士”步兵战车。不
过，该计划正面临被审核的风险。

随着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和人
工智能等新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
用，英国国防部正逐渐转变思维，将重
心转向海洋、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
2020年 11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未
来4年将增加165亿英镑（约合1493亿
元人民币）国防预算，用于海洋、太空
和网络等领域。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英国皇家
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一次线上会议
表示，英国军队在是否放弃部分能力
和削减传统项目上面临两难。

除“武士”步兵战车外，英国陆军
的一系列升级计划，如“挑战者2”主战
坦克、“阿贾克斯”装甲侦察车和计划
从德国引进的“拳师犬”装甲运兵车等
计划，都面临被取消或缩减的命运。

前英国陆军参谋长本?巴里认为，
彻底砍掉“武士”步兵战车升级计划将

对英国陆军的作战能力产生重大影
响，进一步削弱英国在北约的信誉和
影响力。

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完成
“武士”步兵战车升级计划 80%的测试
项目，预计 2至 3个月内完成所有测
试。已推迟数年的升级计划能否延
续、规模是否缩减，最终还要看英国国
防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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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空
军正在寻找一款全新的四代半战机，以
替换其老旧的 F-16战机。近年来，美
空军 F-16战机老化严重，已无法适应
美空军作战能力需求。

寻找后继机

F-16战机于1978年末开始装备美
空军，至今已有 40余年历史，多数战机
即将面临退役。如果仅靠购买F-35战
机来一对一的替换，将耗资巨大。因
此，为 F-16战机选择平价替代机型成
为美空军紧迫任务之一。

据悉，美空军正在讨论替代战机的
定位与能力，并计划将其列入 2023财
年军事预算。美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
朗称，就目前情况来看，最可行的方法
是采购或研发一种全新的四代半战机，
其能力将介于 F-16战机和 F-35战机
之间。

除考虑替代机型外，美空军还就
是否继续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

款 F-16战机展开讨论。今年 1月，前
空军采购主管威尔?罗珀透露称，新
款 F-16战机虽然有很大提升，但依然
不 是 美 空 军 未 来 作 战 的 首 要 选 择 。
F-16战机作战能力已跟不上时代要
求，只有使用更新、更强的机型才能
在 未 来 作 战 中 保 持 空 中 力 量 优 势 。
布朗还称，采购新款 F-16战机的费用
正逐年上升，如何在有限预算的前提
下发挥更大作战效果，成为美空军不
得不思考的问题。

目前，美空军正在进行建模、模拟
和分析的相关工作，旨在选出最优战机
组合，确保其在未来潜在冲突对抗中占
据优势。美空军称其将利用开发波音
T-7A“红鹰”教练机的数字工程技术来
加快进度，降低成本。

推行有难度

虽然美空军对F-16战机替代机型
的研究抱有很高期望，但要将研究成果
变成现实，难度不小。

一方面，F-35战机消耗了美空军
绝大部分军事预算，导致其他项目投
入不足。据《航空周刊》报道称，当前，
美空军还未改变从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购买 1763架 F-35战机的计划，尽管
美空军未来作战小组的内部文件表
明，美空军可能将 F-35战机订单削减
至 1050架，但多出来的资金并未分配
给新项目。

布朗表示，目前，美空军对F-16战
机替代机型的研究并无外部机构参
与。事实上，在该项研究中，美空军没
有最终决定权，只有得到美国防部成本
和项目评估办公室及国会的认可，该项
目才可能继续进行。

另一方面，既定的采购计划很难
更改。去年，美空军向波音公司订购
144架 F-15EX战 机 ，以 更 换 老 化 的
F-15C/D战机。本月早些时候，第一
架 F-15EX已完成首飞。对于美空军
而言，在已经购买并使用 F-15EX战
机的前提下，再去投资研发另一种战
机，将面临国会的巨大压力。

美空军寻求美空军寻求F-F-1616战机战机替代机型替代机型
■■陈冠宇陈冠宇

综合外媒报道，2月 17日至 18日，
30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以视频方
式举行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的首次
最高级别会议，围绕地区重大安全问题、
加强北约威慑和防务部署等议题展开讨
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表
示，为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地区恐怖主
义、防止“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死灰复
燃，北约将扩大驻伊拉克训练团的人数
规模与活动范围。

分析人士认为，北约此举一方面是
为遏制伊拉克国内不断恶化的安全形
势，填补因美军大幅撤军留下的安全漏
洞。另一方面是有意借此向美释放重要
信号，说服拜登适时修正前任政府在中
东军力部署导向。

三大变化引关注

资料显示，北约驻伊拉克训练团组

建于2018年7月，主要由培训教官、顾问
和后勤人员组成，负责为伊拉克安全部
队提供训练服务，不直接参与当地作战
行动。与之前相比，北约此次调整驻伊
拉克训练团部署呈现三大变化。

首先，人数规模大幅增加，拟由目前
约 500人提升至 4000人，增幅达 7倍。
其次，受训对象范围扩大，之前未被纳入
计划的伊拉克相关安全机构将首次接受
培训。最后，活动区域变大。此前，训练
团在伊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定在首都巴格
达。未来，训练团活动范围将逐渐向伊
拉克全境拓展。

内外因素共促增兵

分析人士认为，北约此次增加在伊
拉克军事部署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

其一，增兵符合北约战略规划。作
为长期目标之一，北约一直在考虑如

何通过训练当地武装来打击中东和北
非等地的恐怖主义，改善地区安全状
况。2020年 2月，北约曾宣布向伊拉克
增派军事人员，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暂时搁置。

其二，伊拉克国内安全形势不容乐
观。本月 15日，伊什叶派民兵武装“鲜
血守护旅”向有国际联军驻守的库尔德
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发射数枚火箭弹，
造成 1人死亡、8人受伤，这是国际联军
近一年来遭遇的较为严重的一次袭击。
美、英、法、德、意等北约国家发表联合声
明，对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此外，由于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中东极端势
力得以喘息并不断外溢，欧洲逐渐成为
极端势力的重点目标之一。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表示，英国对
将部分军队调往北约执行对伊拉克安全
任务持开放态度。西班牙国防部长罗伯
斯宣称，西班牙将在获伊拉克政府支持
的前提下，与盟友一道参与北约在伊军
事行动。

促美修正中东政策

除表面的安全关切外，北约在增兵
伊拉克一事上展现积极姿态，其深层用
意在于敦促拜登政府修正前任政府执意
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战略导向，呼吁美
方更多关注中东安全形势，以维护其自
身利益。

北约在阿富汗驻军人数超过 7000
人，其中美军2500人。由于北约驻军在
交通运输和后勤补给方面严重依赖美
军，一旦美军全面撤出，北约军队恐将处
于“孤掌难鸣”的境地。

在北约看来，中东目前安全形势相
对脆弱，美政府“过早且不经协调”的撤
军行为，不但会增加北约驻军面临的安
全风险，还会使极端势力有机可乘。

北约拟增加在伊拉克军事部署
■季 澄

俄罗斯俄罗斯““坚强坚强””号护卫舰参加伊俄联合演习号护卫舰参加伊俄联合演习

洛克希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演示升级后的马丁公司正在演示升级后的““武士武士””步兵战车步兵战车

北约驻伊拉克训练团在伊拉克培训当地安全部队北约驻伊拉克训练团在伊拉克培训当地安全部队

据外媒报道，拜登
政府近期在伊核问题上
向伊朗释放和解信号，
相关各方也加速战略博
弈。尽管美伊两国都表
达出谈判的意愿，但双
方仍无法就核心问题达
成共识。受多重因素掣
肘，未来伊核问题前景
仍不明朗。

F-F-1616战机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