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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一周军情

去年 5月就任法国总统的马克

龙，是拿破仑之后最年轻的法国国家

元首。这位新生代领导人兼“业余棋

牌高手”，一直声称要以复兴法国和重

振法国国际地位为己任。他认为，法

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核

大国，要“发挥全球性作用”，为“多边

主义”注入新活力，以恢复国际与地区

格局的“平衡”。

马克龙为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打

上了深深的“法国烙印”。特别是在关

乎法国重要利益的非洲和中东，马克

龙一再努力彰显法国的独特立场。他

重视反恐，将欧洲之外的首访地选在

了马里北部重镇加奥，誓言“法军将继

续驻守马里，直至根除萨赫勒地区的

恐怖主义”。今年4月，法国与美英以

化武为借口对叙动武。其真正用意，

在于“入局”叙危机、争取“话语权”。

军事手段之余，马克龙更重视以

灵活务实的外交手腕纾缓局面。黎

巴嫩总理哈里里滞留沙特之际宣布

辞职，引发国内及中东地区颇多猜

疑，马克龙当即邀请其访法，并成功

劝其归国，平息了一场风波。特朗普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令阿拉

伯世界一片哗然，马克龙当即出手，

先后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

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邀请到爱丽舍宫

劝和，彰显了法国作为中东“调停者”

的分量。

与各大国均保持密切接触，凸显

了马克龙积极塑造法国“独立自主”大

国形象的雄心。他一面坚持依托“法

德轴心”，推动欧盟在经济、防务、司法

内务各领域全面推进一体化；一面又

代表欧盟国家，率先与美俄两大国缓

和关系。

马克龙因“同为‘体制外人士’且

意外当选总统”的相似履历，很快与特

朗普拉近了关系，两人每周至少通话

一次。与德美关系陷入僵局、英美“特

殊关系”温度骤降形成鲜明对比，特朗

普不仅去年应邀热情访法并出席法国

国庆阅兵式，今年4月更对访美的马

克龙“以礼相待”。特朗普固然体现了

“吾道不孤”，马克龙也显示了法国在

美国的影响力。

去年接待特朗普访法前，马克龙

已利用“彼得大帝300年前访问法国

文物展”之机，在凡尔赛宫接待了普

京，改善了法俄关系。马克龙还宣布

将于近日访俄，与普京讨论叙利亚问

题的政治解决方案。马克龙接近普

京，显然是为了增加与特朗普打交道

的筹码；此前赴美与特朗普热聊，则

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与普京谈判的

身价。

马克龙作为目前唯一能与美俄两

国总统“随时联络”的西方国家元首，

国际斡旋“牌艺”不可谓不精。不过，

善于“打牌”的马克龙，要想完全如愿

也绝非易事。最近，马克龙劝说特朗

普保留伊朗核协议成效不大，就伊朗

核协议重新谈判的建议又遭到俄罗斯

和伊朗拒绝。尽管如此，法国还是赢

得了几许“名声”、重振了一番“精

神”。以戴高乐和密特朗“传人”自居

的马克龙，恐怕用意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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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借口俄威胁

重建第二舰队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 5
月 4日宣布，美国海军将重新设立第二
舰队。7年前，美国为削减成本，撤销了
第二舰队。据美国国防部透露，第二舰
队从现在开始将对东海岸及北大西洋的
舰艇、飞机和登陆部队拥有作战和行政
管辖权。

此举是美国海军将重点从反恐战争
转向大国竞争的最新迹象。

菲美举行

“肩并肩”联合军演

菲律宾军方和美国驻菲大使馆 7日
说，从当天起举行为期 12天的年度“肩
并肩”联合军演。

菲军此次派出约 5000名士兵，美军
派出约 3000人参演，澳大利亚和日本也
派出少量士兵参加。菲律宾国防部长洛
伦扎纳说，菲方希望通过此次军演提高
反恐能力，军演将包括两栖登陆、实弹演
习、模拟化学攻击、灾难应对、联络一体
化等。

日自卫队将拥有

反网络战能力

日本《读卖新闻》5月 3日报道称，日
本政府正在协调让自卫队具备反击网络
攻击的能力。日本政府在《中期防卫力
量整备计划》（2014至 2018财年）中就网
络攻击能力写道，“将拥有阻碍对方利用
网络空间的能力之可能性纳入视野”，并
就可否拥有该能力进行了研究讨论。最
终的判断是，针对被认定为“基于国家意
志对我国有组织有计划行使武力”的网
络攻击的反击能力，与专守防卫的原则
不矛盾。 (张文文辑)

德国人向来以“严谨”著称，对规

则、纪律和秩序有着近乎刻板的追求。

在德国国防军访问期间，那种扑面而来

的秩序感，那种由内向外渗透的法治传

统与文化，时时给笔者以震撼。

近 10天时间里，笔者参访了 13

个德军单位和部门，发现营门口的警

卫清一色是保安，而不是宪兵。而

且，军营内外见不到一个检查军容风

纪的纠察，更看不到安全检查的组织

与设施。

“这很正常啊。军队是纪律部

队，怎能自己违纪呢？”面对笔者的疑

问，德军朋友一脸平静地说，德国是

世界上最早颁布宪法并建立完整法

律体系的国家之一，遵纪守法在全社

会已经深入人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

的年轻人，参军入伍后自然会遵守军

队的法纪。

正是由于官兵的法治意识强，德

军的编制序列中已没有宪兵，包括国

防部在内的营门警卫也换成了地方保

安公司的保安。营区无需专门的执纪

部队，仍可一切依法、照常运转。

访问期间，笔者所接触到的德国

军人，上至将军下至士兵，都会自豪

地对我们说：“我们是穿着军装的德

国公民，必须遵守联邦德国的宪法和

法律。”

笔者的一位同事讲了一段他在

德国军事留学的经历。有一次，两名

德国军官奉命陪同他参观汉堡市。

清早，两人分别开着私家车来到他的

住地，一起早餐后换开军车陪同他去

汉堡市中心参观并送返住地，随后再

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回家。“为何不直

接开着军车顺路回家？”面对这位同

事的疑问，两名德国军官的回答是：

“法律规定国防设施和军事装备只能

用于国防和军事目的，不能挪作他

用。带你参观汉堡，是军事实习计划

中的日程安排，属于公务，之后回家

那是私事。公务是公务，私事是私

事，必须公私分明。”

除了拥有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

外，贯穿军人整个职业生涯的严密法

治教育，也是造就德军上下纪律严明

的重要原因。在德国陆军军官学校参

观时，校方安排我们观摩了4堂课，分

别是作战指挥、内心引导、军事法规和

军事历史。其中，军事法规课给笔者

的印象最深，也让笔者更进一步了解

到，在德军的学习和教育过程中，法律

占了很大比重。校长韦斯特法尔准将

介绍说，国防军规定，任何一名有意成

为军官的学生或士兵，均须经过为期

3个月共 54个课时的初级法律班培

训，主要学习宪法、刑法、行政法以及

德军内部的规章制度等，其间必须通

过两次考试，不合格者就不能成为候

任军官。

“不止如此。”韦斯特法尔接着介

绍说，候任军官完成4年本科学业后，

在进入部队服役前还必须参加中级法

律班培训，主要是教他们练习如何处

理士兵申诉等军队内部事务，以及在

海外执行任务时如何遵守和执行国际

法和当地法律等。德军军官在此后的

职业生涯中，还将经历若干次的高级

法律班培训。德军在营级以上部队还

配有专门的法律顾问，提供部队行动

等方面的法律咨询。

此外，良好的法治素养还来源于

对历史的传承。德军司令指挥官检阅

部队的“夜归营”仪式可以追溯到普法

战争时期，舰艇的水上检阅式还保留

着帆船时代的基本样式。德军的军服

服饰，队列动作和口令等，至今也保留

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多种元素。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下图：训练中的德军士兵。

图片来源：东方IC

近距离感受德军法治传统与文化——

军营内外见不到一个纠察
■王卫星

军费预算是国防财政体制的核心。
这么一大笔钱谁说了算，各国不尽相
同。具体到法国，国防白皮书、军事规划
法和财政法组织法，堪称敲定其军费预
算的“三驾马车”。

国防白皮书：从战略层面对军费

预算作出总体规划。作为军事战略的
纲领性文件，国防白皮书对法国国防
战略、防务政策和军队建设总目标作
出长期规划，并相应地提出一系列有
关军费预算的“指导性意见”。二战后
至今，法国分别在 1972 年 、1994 年 、
2008 年 和 2013 年 发布 4 份国防白皮
书。2008 年版白皮书明确了“军费增
长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原则，要求
2012 年前的年度军费保持总量稳定，
具体额度随通胀同步上涨；2012 年起
的军费预算则将保持“1%+通胀率”的
增速。鉴于欧债危机导致军费日渐受
限的困局，奥朗德政府及时推出 2013
年版白皮书，提出了更加现实可行的
新构想，规定 2014 至 2019 年度的军费
预算比重稳定在 GDP的 1.5%和财政总
预算的 11%。

军事规划法：具体落实军费预算。

1960年至今，法国国防部综合考虑作战
需求、财源、工业与技术发展等因素，大
约每 5 年制订一个“中期计划”性质的
“军事规划”，并将其提交国民议会审查，
表决通过后最终形成法律，旨在通过立
法保护军费落实不受宏观经济环境影
响，“再苦不能苦军队，再穷不能穷国
防”。近年来的几任法国总统都经常依
据该法，呼吁政府各部门削减开支，将节
省的钱划拨军费。不过，这条理论上的
预算“防线”并非牢不可破，实际执行过
程中，常因贷款延迟、项目取消、公共财
政危机等因素而被迫调整额度。财政
部、国防部和总统三方对预算的讨价还
价，也削弱着该法的权威性。近年来法
国军费一再出现较大缺口，与“有法难
依”颇有干系。

财政法组织法：保障军费预算的

“最后红线”。在军事规划法不牢靠的
情况下，法军对经费的最后希望，就落
在了 2001 年希拉克政府制定的财政法
组织法上。这部名称有些拗口的法律，
诞生于国防投入渐趋拮据的时代，确立
了法国整个财政预算的框架和编制程
序，以求改变“涨钱才是好预算”的传统
观念，代之以“多快好省实现预期目标
才是好预算”的新理念。军队最后能从
财政部要到多少钱，财政法组织法对国
防领域的倾斜力度是一大关键。在军
费总量投入有限的客观条件下，该法规
定的“任务—项目—行动”三级经费管
理体制，通过对具体项目的取舍和划分
主次，最大限度地优化军费预算的使用
结构，以求“花最少的钱，办该办的事，
争取最佳的效果”。

法国军费
谁说了算

■海 镜

在叙利亚问题上，法国一系列军事
动作引人关注，先是跟随美国对叙军事
设施进行“精准打击”，后又向叙派遣特
种部队支援美国。而这只是法军在国
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一个侧影。透过
法国国防部今年 2月向国民议会提交的
《2019—2025 年军事规划法》（修订草
案），可对“高卢雄鸡”在军事方面的战
略雄心有个立体的认识。

人财兼备——

预算编制谋求“双增”

相比之前，新版军事规划法的最大
变化是将预算和编制由“递减”改为“递
增”。前一版军事规划法在预算和编制
上贯彻“双减”方针，即将年度军费预算
减少 20 亿欧元，削减 3.4 万个工作岗
位。然而，“双减”使法军在执行境内反
恐和海外任务时，经常出现应对乏力的
局面。

鉴于上述形势，马克龙政府上台后，
在新版军事规划法中倡导“双增”方针，
以重塑国防战略、重振防务力量。一是
增加预算。新版军事规划法提出的2019
至 2025 年军费预算总额为 2950 亿欧
元。为达到这个目标，计划在 2022年以
前每年增加 17亿欧元，接着从 2023 年
起，亦即下次总统大选之后，每年增加30
亿欧元。马克龙的目标是到 2025年，国

防开支达到占GDP2%的标准。二是增
加编制。新版军事规划法计划增加6000
个工作岗位，新扩编岗位主要集中于情
报、网络、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航天科技
等领域，拟计划在 2023 年前增加 3000
人，2025年前再增加 3000人，届时法军
总员额将达到约27.5万人。

攥指成拳——

平衡“五大”战略功能

法国 2017 年出台的战略评估报告
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
并有可能处于更加不可预测的战略环
境，在北约与俄罗斯持续对抗之时、在
叙利亚局势扑朔迷离之际，“法国需要
建设一支更加平衡和综合的军事力
量”。法国三军参谋长弗朗索瓦·勒库
安特也指出，“新版军事规划法要对法
军‘五大’战略功能进行再平衡，旨在强
化法国自主决策和独立行动能力，既为
执行任务提供可持续的政策、工具和手
段，又为当前和长远可能面临的挑战做
好准备。”

弗朗索瓦·勒库安特口中的“五大”战
略功能，具体是指“威慑、保护、干预、认知
和预测、预防”。通常情况下，遂行“威慑、
保护、干预”三项战略功能，须对“认知和
预测、预防”两项功能进行重新平衡和调
整，以实现“五大”战略功能之间的首尾衔

接和彼此互补。在提升“认知和预测、预
防”能力方面，新版军事规划法强调加强
情报领域能力建设，将其视为“高价值的
增值军力”，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卫星和无
人机、轻型侦察机、侦察舰等。

软硬并施——

确立“三个”优先领域

马克龙称：“新版军事规划法将为
法军提供前所未有的经费支持，从而为
军队转型升级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为塑造法军新型能力，新版军事规划法
确定了2025年前优先建设的三个领域。

一是改善军人训练和生活条件。
在训练方面，拟于 2022年前为每名战斗
员装备一套适合任务实际的数字化战
斗装具；为提高训练水平，扩建陆、海、
空训练场地，升级换代模拟和仿真训练
系统。在生活方面，设立“改善官兵生
活条件计划”，改善军人、文职人员的住
房和生活条件。

二是优化陆、海、空军武器装备。
除了正常列装和订购的装备外，还将推
动实施陆军“蝎子”计划、海军新型航母
计划、空军无人机计划，以及“电磁情
报”计划、“生化威胁识别”计划等。

三是推动广泛而务实的安全合
作。在法国看来，“未来任何一个国家
都很难独自在全球危机面前打赢”。因

此，新版军事规划法强调更新与欧洲伙
伴国的安全合作方式，建立均衡的防务
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共享更多欧洲伙伴
的军事能力。与前一版军事规划法相
比，法国与欧盟伙伴国计划合作项目数
量将增加36%。

气象更新——

营造“一个”创新环境

新版军事规划法指出：“创新是保
证军事行动有效性的基础，是实现法国
雄心的战略支撑。核心技术创新是保
障法国战略自主和战争优势的基石。”

一是组建国防部层面的“国防创新
实验室”，进一步整合国防部内部创新
系统与民营创新系统，提高数字化革命
成果的军事运用效率；二是资助高科技
部门和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在机器
人、人工智能、再生能源、超速超导、隐
身技术和网络航天等方面；三是增加用
于创新项目的研发投入，简化创新成果
向实践运用的转化流程，最大限度给予
创新以政策支持，尤其注重发展和营造
可能带来颠覆性创新的文化氛围。

从新版军事规划法不难看出“高卢
雄鸡”想要展翅高飞的战略雄心，但法
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该法所明
确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法国出台新版军事规划法，意欲重塑国防战略、重振防务力量——

“高卢雄鸡”：振翅能否高飞
■陈雅东

左图：法军士兵在马里执行任务。

在“新月形沙丘”行动框架下，法

国向非洲萨赫勒地区派遣了约4000

名军人，与地区内的多国军队协同作

战，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萨赫勒地区

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个宽320公

里至480公里的区域，横跨塞内加尔、

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

尔等国。

图片来源：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