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张文文 实习编辑/李姝睿 E-mail:jfjbtxjs@163.com 天下军事

军眼观察

6月 29日，据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尤马”号先锋级联合高速运输
舰当天已抵达敖德萨港参加“海上微
风-2019”联合军演。

敖德萨港，位于乌克兰南部，是黑海
沿岸重要港口，北接利沃夫铁路，西连德
涅斯特河，海路、水路、陆路网络相连。
该港口是辐射整个东欧地区的交通枢
纽，可谓“平时可运货，战时可运兵”，兼
具经济、军事双重价值。

历史上，敖德萨港经历了战争、飘摇
与破碎。敖德萨港始建于 1415年，后属
于奥斯曼帝国。1791 年，俄土战争后，
被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纳入其版
图。1795年，建城。由于其独特的地理
位置，叶卡捷琳娜二世希望这一黑海新
城能够像彼得大帝的圣彼得堡一样，成
为一扇开向西方的窗口。1819- 1859
年，敖德萨被辟为商港，由此成为俄国连
接欧洲的财富通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敖德萨港是苏
德重点争夺的军事要塞。1941年 6月，德
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分三路入侵苏
联，德国南路军主力与苏军主力在基辅展
开地面大会战，与此同时，作为德国盟友
的罗马尼亚军团受命进攻敖德萨，双方胶
着73天。后来，德军占领基辅，敖德萨成
为孤城，苏军主动撤离。之后，敖德萨港

成为德军进攻莫斯科的后勤枢纽，德国源
源不断的战略物资经敖德萨港运往苏德
战场。

二战之后，苏军黑海舰队回到塞瓦
斯托波尔港，敖德萨港回归商业用途。
1991年乌克兰独立，俄罗斯与乌克兰切
割继承苏联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
港分区驻扎，敖德萨港归属乌克兰，仍被
主要用于商业往来，乌克兰 50%以上外
贸货运经由敖德萨港发往世界各地。

乌克兰危机之后，敖德萨港再次成
为军事重镇。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爆
发，塞瓦斯托波尔港随着克里米亚半岛
并入俄罗斯，乌克兰海军总部被克里米

亚自卫队攻占，乌海军被迫移防敖德萨
港。自此，乌克兰在黑海的大港只剩下
敖德萨港和伊利乔夫斯克港，两港成为
乌克兰接受北约军事援助的最后海上通
道，对于乌克兰的军事价值陡然提升。
在北约帮助下，乌克兰加速推进敖德萨
港军事建设。

目前，俄乌关系持续紧张，敖德萨港成
为俄罗斯与北约军事对峙的前线，历史宿
命般地又成为大国竞争之地。

下图：2019年4月1日，北约军舰抵

达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

新华社发

敖德萨：“黑海明珠”
■赵振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 6月开启
对伊朗的访问，成为近 41年来首位访
问伊朗的日本首相。首相亲自出马，意
在扮演“中间人”角色，促进美伊缓和紧
张关系。但事与愿违，此访成果寥寥。
不过，这折射出日本大力寻找切入点，
谋求在中东地区拥有更大话语权。

日本视中东为全球地缘政治和国
际能源市场的关键板块，其中东战略
致力于实现三大目标。

提升对中东事务影响力。长期以
来，日本战略学界盛行“制中东者制天
下”之说。近年来，日本为构筑符合其
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提出
“积极和平主义”，在中东、西太等地大
力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日本在
2018 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更是首次
明确将“为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
献”列为当前外交的六大重点之一。
安倍突访伊朗，凸显出日本谋求提升
对中东关键事务的影响力。

确保石油供应安全。石油是现代
工业的“血液”，但日本自身极度缺乏
石油资源，需要大量从国际市场进
口。从中东进口的石油约占其进口总
量的 80%以上，而来自中东的石油，其
中 90%必须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对于日本而言，必须想方设法避免中
东海上交通线因美伊交战而突陷中
断，给其经济造成致命冲击。

努力维持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
二战后，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运用方面，面
临着法律制约和舆论压力。冷战结束
以来，自卫队以维和、反恐、打击海盗、联
合演训等名义，突破限制，实现“出海”，
并派遣至部分中东国家。安倍此访虽
没有达成直接目的，但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日本继续以国家安全和国际需要为
由，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常态化军事存在。

安倍多次表示，解决现阶段中东
所面临的问题，“中庸是最好的办
法”。目前，日本中东政策的中庸性，
主要表现为“三大平衡”。

一是在追随美国与保持自身独立
性之间取得平衡。由于实力上的差距，
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居于从属地位，因此
其外交政策常常表现出唯美是从的倾
向。日本的中东政策，同样具有追随美
国的特点。另一方面，日本从其国家利
益出发，又保持了适度灵活性和相对自
主性。比如，日本曾多次表示支持伊核
协议，并希望美伊等国继续遵守伊核协
议的相关精神。在美国驻以色列使馆
迁至耶路撒冷问题上，日本也表现出不
赞成不支持的立场。

二是在沙特、以色列和伊朗三方
之间取得平衡。中东地区历来是各种
势力的角斗场。沙特、伊朗、以色列三
个域内强国，由于宗教、民族、经济矛
盾尖锐，彼此争斗不断。但日本在推

行中东战略时，并无明显的“选边站
队”倾向。日本不仅提升与沙特的战
略对话和能源合作，发布《日本-沙特
愿景 2030》，还加强与以色列的经贸往
来、科技交流和防务合作，也适度保持
与伊朗的政治对话，并想方设法探寻
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可能性。

三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策
略间取得平衡。政治上，日本提出要
与海湾国家建立“面向安定与繁荣的
全面伙伴关系”，并于 2017年 9月举办
首次“日本-阿拉伯国家政治对话”会
议。经济上，加大对中东地区国家的
投资，并与一些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
定，同时增大对当地的“援助投入”，力
图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17 年，
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
达到 17.35亿美元。军事上，日本防卫
省和自卫队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动作频
频，包括扩建吉布提基地，谋求实现自
卫队的永久驻扎；与约旦、沙特、卡塔
尔、阿联酋等签订防务交流与合作备
忘录；与埃及、也门、土耳其等达成进
一步深化防务合作的共识。

总体上看，安倍此次访伊并非只是
“刷存在感”。其背后折射出日本并不甘
心只做中东权力博弈的旁观者，还试图
成为中东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未
来，日本将继续把中东地区作为对外战
略的试验场，以谋取“政治大国”地位。

不甘心只做权力博弈的旁观者，还试图成为中东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管窥日本中东战略
■肖铁峰

6月 17日，在今年的巴黎航展

上，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共同签署了

研发“下一代战斗机”（NGF） 的框

架协议，成为本届航展引人注目的一

大热点。一个装备研发项目的签约，

引来法国总统和法、德、西三国防长

亲自“捧场”，这背后的“一箭三

雕”耐人寻味。

其一，加快争夺未来制空权。制

空权对现代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而

先进的主力战机又在其中扮演关键角

色。当前，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已经

研发并装备了第五代战机；英国、意

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购买了美国的

五代战机F-35；法国、德国装备的还

是第四代战机“阵风”和“台风”。

英国在去年的范堡罗航展上，宣布了

第六代战机“暴风”的研制计划。在

主力战机方面形成的代差，使这次

NGF项目的联合研发显得更加重要而

紧迫。据研发方称，NGF为第六代战

机 ， 是 “ 未 来 空 中 作 战 系 统 ”

（FCAS）的核心项目，其还有无人僚

机、网络信息系统等配套项目，致力

于实现有人机与无人机的联合空中作

战。NGF第六代战机的高端定位，使

其比美国现役的F-22、F-35先进一

代，或可实现弯道超车。

其二，维护欧洲防务独立性。欧

洲国家有联合研发战斗机的传统，现

役的“台风”战机就是英国、德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研发的产物，法

国曾参与该机的早期研究，退出后独

立发展了“阵风”战斗机。先进战机

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航空工业水平

的重要体现，如果完全依靠从国外进

口，关键时刻难免受制于人。毕竟，

有些先进的武器装备用钱也是买不来

的。美国目前最先进的F-22战机禁

止出口，盟国想买也不成。这不，

法、德等国干脆就不引进美制 F-

35，而是走上联合自主研发的路子。

这次NGF的联合研发如果成功，将

成为未来欧洲主要的先进空战系统，

可能会触及美国的“奶酪”——抢占

F-35等美制战机的市场份额，减弱

有关国家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这

也有利于增强欧洲防务的独立性，扩

大欧洲国家在北约体系中的话语权，

降低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影响力。

其三，增进欧盟内部凝聚力。

英国脱欧事件产生的离心力，对欧

盟体系造成冲击，甚或面临形成

“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危险。在这一

特殊时期，法、德、西三国在重大

防务项目上联手研发，展示了欧盟

主要国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一

面，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也

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这一

庞大的防务项目，仅研发经费就需

数百亿美元，加上将来大批量采购

的费用，总投资可达数千亿美元，

可以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对有

关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重大利

好。NGF的主要承包商空客和达索

公司具有雄厚的战机研发实力，其

中空客更是欧盟国家合作的商业典

范，在大飞机制造领域与美国波音

公司竞争激烈。如果此次NGF项目

进展顺利，将来或有更多的欧盟国

家加入进来，从而增强其向心力。

不过，NGF项目描绘的美好蓝

图，未来在其漫长的研制过程中，或

会遭遇一系列变数。

首先，是参与国国内政局的变

化。NGF预计 2040年服役，在这 20

余年中，参与国都要经历几次大选和

政府换届，新政府可能对联合研发的

政策做出调整。其次，是来自美国的

影响。无论是欧洲防务独立性的增

强，还是其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先进战

机的问世，都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

因此可能会遭遇美方多种施压。最

后，是项目在技术和经费方面的问

题。NGF的三个参与国都没有研发五

代战机的经验，突然启动六代战机的

研发项目，可能会遇到不少技术难

题，实际研发经费也可能远远超出预

算。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

为欧洲各国在防务合作道路上的“拦

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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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6月 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附近，击落一
架美军侦察机。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
下令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行动。就在
一场“外科手术式打击”不可避免之时，
特朗普踩了急刹车，在攻击发起前 10分
钟叫停行动。美伊近来不断游走于“战
争边缘”，大有陷入战争“死亡螺旋”之
势，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伊朗战术反击恰到好处

据报道，对于叫停攻击，特朗普给
自己找了个台阶：“很难相信伊朗是故
意的……伊朗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可
以想象，是一名将军或者其他人错误地
击落了那架无人机。”特朗普在推特中还
写道：“我们已锁定目标，导弹上膛，准备
对 3个目标进行报复。我问了下，可能
会死多少人。一位将军答，‘150人，长
官’。我阻止了它，这种报复袭击与伊朗
击落一架无人机不对等。”对此，伊朗外
长扎里夫喊话特朗普：“你真的在乎那
150人吗？”

美方突然叫停打击行动的真实原
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此
次击落美军侦察机之举，在战术反击分
寸感的把握和力度的拿捏上可谓恰到
好处，让美方有苦难言，不好直接发力。

伊朗方面选择击落的是一架美制
RQ-4“全球鹰”无人机，据称价值 2.2
亿美元。不管值多少钱，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而这对
于国际危机的管控非常重要。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准将哈吉扎德对伊

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之所以击落美军的
无人机，是为了迫使一架与之并排飞行
的美国 P-8海上巡逻机改变航线。哈
吉扎德的话说得相当含蓄而到位——
明面上的意思，即为捍卫领空敲山震
虎；隐含的意思是伊朗本可以击落 P-8
海上巡逻机，造成数十美军死伤，但又
手下留情。这表明，伊朗的目标仅仅是
警告，是对美国制裁和封锁的战术反
击，想摸一摸美国的底牌，根本没想跟
美军正面冲突。

美国方面被击落的是无人机，虽然
丢面子，却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战争
权力法案》规定，总统在武装部队受到
攻击时可以先不经国会授权自行反
击。此例中，“全球鹰”确属美国武装部
队的资产，然而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
实属反应过度师出无名。根据希尔-哈
里斯的民调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
美国人希望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大部
分人更愿意美国作出非军事回应。

美将极限施压进行到底

当前，美国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意愿
空前降低，发动类似 2003年伊拉克战争
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很难得到支持。而且，
如果对伊朗开战，美国连盟友都不好找。
美国《国家利益》刊文指出，“特朗普政府
可能会发现，这一次美国的主要北约盟友
会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更不合
作……”因此，在战争难以成为有效选项
的情况下，美方或只能将极限施压进行到
底。目前，美国政府已祭出三着“杀招”。

其一，“石油归零战”，即进一步压

减伊朗的原油出口直至归零。据英国
石油公司（BP）的数据，2017 年伊朗每
天可出口原油 380 万桶，2018 年 4月时
每天仍有 250万桶，如今，这一数字已跌
至每天不足 30万桶。美国政府的目标
是将其归零，即彻底切断占伊朗财政收
入 80%的“石油金元”。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还从未有过在非战争情况下全面
封杀一国原油出口的先例，此前的制裁
都留有“后门”。

其二，“金融绞杀战”，即阻断伊朗
同欧洲以至世界的贸易联系。以欧洲
为例，就是阻断“贸易交换支持工具”。
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法国、德
国和英国积极打造独立于美国金融体
系之外的新支付系统。该机制据称能
绕过 SWIFT 体系（环球同业银行金融
电讯协会）的管制，同伊朗以货易货。
显然，这种侵蚀“美元霸权”地位的招数
是美国断然无法容忍的。

其三，“网络瘫痪战”，即针对伊朗
军民设施进行“软杀伤”。在无人机被
击落后，特朗普授权美军网络司令部对
伊朗发动报复性网络攻击。据美媒报
道，此次网络攻击的直接目标是瘫痪伊
朗火箭和导弹发射的电脑系统，以及一
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联的“间谍
网络”，后者据称与不久前阿曼湾油轮
遇袭一事有关。

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犹存

未来，面对美方的咄咄逼人，伊朗
方面也将不甘示弱。正如伊朗驻联合
国大使拉万奇表示，美国敌意行动不断

升级，如同“有人用刀抵住你的喉咙”，
这时候是无法和美国谈判的。一般认
为，比较现实的指望是等到 2020年美国
大选出现变数。然而，目前的状况如果
持续下去，伊朗的财政能力和外储稳定
会受到严重威胁。对伊朗而言，石油制
裁的破坏性或甚于局部战争。国际社
会担心的是，困兽犹斗，兔急蹬鹰，伊朗
在陷入极度困境后做出极端选择。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伊朗或将按
照目前套路继续警告美国。其一是突破
伊核协议的部分限制，如增加浓缩铀储
量等，甚或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其二是
制造一些小摩擦，如继续击落无人机
等。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哈吉扎
德准将表示，如果华盛顿继续对德黑兰
发动“侵略”，伊朗将扩大自己的“美制无
人机收藏”。

另一方面，伊朗或会把整个海湾卷
入风暴同美鱼死网破。伊朗军方高级
发言人谢卡尔钦警告称，“美国及其盟
友所犯的任何错误，都无异于向一个火
药桶开火，这将把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夷为平地”。应该说，伊朗的威胁并非
完全是空洞的恫吓。俄罗斯科学院科
学分析信息中心主任普洛特尼科夫就
称，谁也无法保证也门胡塞组织、黎巴
嫩真主党和若干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
装不会因援助伊朗而对美国人及其盟
友采取行动。2018年 9月，伊拉克亲伊
朗的什叶派民兵就曾向美国驻伊拉克
大使馆发射炮弹。

总而言之，只要不是想逼对手开战，
就要给对手留“活路”。未来，期望各方
都能冷静下来，以对话代替对峙，以多边
主义代替单边主义，还中东以和平。

近来，美国和伊朗剑走偏锋，大有陷入战争的“死亡螺旋”之势——

美伊上演“战争边缘”游戏
■李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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