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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19”

8月 2日，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

约》，次日，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就表示，

希望在亚太尽早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尽管埃斯珀并没有说明会在何处部

署，然而消息一出美国频频“遇冷”，5

日至7日，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相

继明确表示拒绝。可见，亚太没人欢

迎美国的导弹。

美国缘何要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

中程导弹？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

顾问徐光裕指出，其目的有两个：其一，

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想在亚太地区取

得所谓的“战略平衡”，并进一步谋求取

得战略优势，弥补航空母舰打击的“距

离缺陷”——航母实施打击需在离海岸

1000公里以内，以此威慑其对手；其二，

从全球范围来说，美国要完善其武器

库，退出《中导条约》后就可“放开手

脚”，而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也是弥补了

美军的短板，可以进一步维持其在全球

的军事霸权地位。

企图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英

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军控协会专家

的话分析称，尽管美国热衷在亚太部

署中程导弹，但严峻的现实是，没有国

家需要这类武器，部署未经美国国会

授权，也没有盟友准备好接受。目前，

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均表示不会在

本国部署美国陆基中程导弹。菲律宾

总统杜特尔特更是强硬表态，称菲律

宾永远不会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

核武器和中程导弹。至于日本，分析

人士认为，其可能会考虑国内民众的

反应，从而拒绝部署中程导弹。

对此，徐光裕表示，从这个趋势来

看，亚洲国家接受部署美国陆基中程导弹

的可能性较低。每个国家都会从自身利

益考虑，“接受部署就意味着在中程导弹

的力量较量中，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成为

被攻击的靶子”。此外，一旦有国家接受

部署，很可能会在亚太地区掀起中程导弹

的军备竞赛，就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有违亚洲国家和平发展的意愿。即

便有个别国家可以接受部署，也会让美国

付出相当的代价，同时还要向其他国家做

出解释，做到“左右逢源”。

另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

副主席尤里·什维特金曾表示，埃斯珀的

表态再次证明美国不仅不想遵守《中导条

约》，还计划在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俄

罗斯不会对美国的这一行为袖手旁观。

退出《中导条约》、加大中程导弹部

署力度、将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的

一系列举动正在向外界释放危险信号。

如此贪婪地追求绝对、全面的军事优势，

以巩固自身超级霸权，美国已经成为亚

太地区乃至全球不稳定的头号源头。其

与和平发展大势背道而驰、逆时代潮流

而动的行为，终将以失败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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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8月10日电 对于
正欲深潜逃逸的潜艇该怎样快速打
击？俄罗斯研发人员的新方案是将导
弹的动力、制导能力与鱼雷相结合，使
导弹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包裹着鱼雷
反潜。

俄罗斯列格努姆通讯社近日报道，
俄军工单位正在研制的这种反潜“套
娃”需安装在舰载集装箱内的发射架
上，当负责反潜侦察的直升机或战机发
现敌方潜艇踪迹后，会为反潜“套娃”指
示目标。该“套娃”的导弹动力装置随
即启动，其弹体会在制导系统引导下飞
抵目标水域并扎入水中，然后从头部释

放出一枚能自动寻找和追击敌方潜艇
的鱼雷。

俄专家介绍说，传统鱼雷始终在水
中航行且作战半径较短。与之相比，反
潜“套娃”的优势是远程快速攻击，只要
与其配合的军机能正确指示目标，这种
“套娃”可在准备逃逸的潜艇来不及实施
声呐欺骗或释放假目标时就追上它并准
确攻击，其攻击半径可达数十公里。

据俄海军总司令部消息人士透露，
上述反潜“套娃”待通过测试后将装备
俄军舰队。此外，沿海地区的岸防兵、
海军基地、铁路公路车载武器系统也可
使用这种反潜“套娃”。

俄罗斯研制导弹裹鱼雷的反潜“套娃”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10日电 （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安理会 10日召开利
比亚局势紧急会议，强烈谴责当天发生
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的汽车炸弹
袭击事件，同时强调联合国无意从利比
亚撤出。

班加西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
击事件，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的 3
名工作人员在袭击中丧生，另有包括 3
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多人受伤。

袭击事件发生后，安理会召开利比亚局
势紧急会议，强烈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波兰常驻联
合国代表沃内卡代表安理会成员向受
害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安理会
全体成员及与会代表为遇难的联合国
工作人员默哀。

会议召开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发表声明，对这一袭击事件进行了最
严厉的谴责。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班加西爆炸袭击事件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医疗队为
我们提供的义诊服务，非常感激他们所
做的一切。”10日，在位于黎巴嫩南部山
区靠近以色列边境的伊贝尔·萨吉村，75
岁的村民阿德尔·阿卜杜拉激动地说。

当天，中国第 18 批赴黎巴嫩维和
部队医疗分队在当地举行大规模义诊
活动。饱受腰椎损伤之痛 20多年的阿
德尔闻讯而来，得到中国医生提供的中
医理疗服务，并获得免费药品。“今天在
这里受到的关怀让我感到非常温馨。”
他说，“非常感谢中国医生。”

这次义诊活动，中国维和医疗分队
共派出 17 名医护人员，涵盖内科、外
科、骨科、皮肤科、中医科、耳鼻喉科、特

诊科等，并携带 40 余种药品以及一些
医疗器械和仪器。

听说中国医疗队来义诊，当地男女
老少纷纷来到义诊所在的村卫生室。
65岁的村民瓦茜达·蒙齐尔患糖尿病和
高血压多年，她说：“我要感谢中国医疗
队，义诊免去了我们去一些私人诊所看
病的麻烦，而且，通常我们也去不起私
人诊所。”

由于地处偏远，加上多年战乱，伊贝
尔·萨吉村医疗资源匮乏，村民长期面临
看病难问题。一直以来，该村是中国维
和医疗队固定的义诊点之一。不少村民
如今甚至不用翻译就能配合中国医护人
员诊疗，而他们口中的“你好”“谢谢”就

是对中国医生最好的信任表达。
当天中国维和医疗分队共接诊近

百人次，向当地卫生机构赠送了一批药
品及器材。

当地市政官员萨米说，这是中国医
疗队在不到一个月内进行的第二次义
诊活动，“中国医疗队信守他们为该地
区民众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援助的承
诺，我们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义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居

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加深了我们与
当地居民的友谊，这是我们维和部队开
展人道援助的具体体现。”中国第18批赴
黎维和部队医疗分队队长李如振说。

（本报贝鲁特8月10日电）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医疗队”
——记中国赴黎维和部队开展义诊活动

■黄世峰

戈壁大漠，局部阵风 10级，天空
阴云密布。

11日 10时 30分，“国际军事比赛-
2019”“晴空”项目多能赛照常举行。
中国、白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
俄罗斯等8国参赛队展开激烈比拼。

按抽签顺序，中国参赛队在巴基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之
后，排序第4出场。

候赛区，中国参赛队导弹主射
手、上士李步正盯着云层里若隐若

现、一次次在前几支参赛队出场时
“逃脱”的高速靶标。

这样的天气，就是那些拥有多年
射击经验的老射手，心里也没底。
“国际赛场上，要把中国军队的训

练水平打出来！”李步正明白，导弹射
击检验陆军防空兵专业技能，最能体
现“晴空”项目特点，他只能成功。
“强风阴云天气，云层影响视线，

防空导弹发现目标不易，比赛难度大
大增加。”“晴空”项目裁判杨万信介

绍，受特殊天候影响，前几支外军参
赛队在导弹迎攻射击这个课目中，多
半错失机会。这也给后续参赛队平添
心理压力。

伴随着现场铿锵的军歌，标有中
国国旗的迷彩战车驶入赛场。

驾驶员王文江踩实油门，车辆起
步、挂挡、提速，扬起四溅的砂砾，
战车一路绝尘。

快速跨越车辙桥之后，5名队员
下车冲向轻武器射击阵地，分别完成

350 米、250 米、150 米靶标射击。战
车继续通过涉水场、反坦克壕、8字
形路等障碍。
“还有一个障碍就要进入发射阵

地。”李步正坐在步战车里，脑袋里像
过电影一样，反复回顾平日训练时应
对复杂天候射击的每一个动作要领。

步战车飞驰在沙丘间，一个漂亮
的U形路漂移转弯，进入导弹迎攻射
击阵地。

李步正跃下战车，小步快跑，奔
向山坡顶部的射击阵地，安装发射机
构、取下前后堵盖、打开瞄准具和保
险，启动导弹，开始搜索目标。

李步正屏住呼吸，稳住心神，锁
定目标后果断击发。导弹拖着长长的
尾焰飞向高速靶标。

数秒后，导播大屏幕显示，导弹
击中目标靶！观赛区，大家的热情被
瞬间点燃，爆出一片喝彩声。

（本报库尔勒8月11日电）

阴云罩戈壁 导弹刺长空
—直击“晴空”项目多能赛

■本报记者 韩 成 通讯员 陈 辉 王子冰

“国际军事比赛-2019”如约而

至，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伊朗等国的多个赛场上，一场场角逐

精彩上演。赴俄采访“航空飞镖”项

目前，笔者对比赛的憧憬无外乎“紧

张、激烈、刺激”，而真正置身赛场，

笔者感触更深的却是另一种东西——

平常心。

这种平常心，赛前赛中皆有，场

上场下可见，中俄等参赛国兼具。

就拿参加“航空飞镖”项目的中

国空军和海军来说，相关部队在受领

参赛任务后，并没有大费周章选拔参

赛队员，更多是根据任务抽组参赛

队，也没有耗时甚多进行赛前准备，

有的也只是基本的适应性训练。笔者

还了解到，有些部队甚至更倾向于让

没参加过“国际军事比赛”的单位和

个人参赛，以便更全面地锤炼队伍。

与此同时，我军参赛队员在赛场

内外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展现出一

种淡定、从容的气质。这种自信和平

常心，得益于他们平常的严格训练。

实力有了，底气自然也就来了。事实

上，笔者在赴海外任务区采访我维和

部队和随海军舰艇参加中外联演时，

见过很多我军官兵在国际舞台上自信

从容的笑容。

这一现象折射理念之变。要知道，

不精挑细选参赛部队和人员、不进行反

复的赛前准备，很可能导致成绩不佳。

中国受领参赛任务的部队敢于这么做，

就意味着他们抛弃了“唯成绩论”“唯

奖牌论”，而是选择把“国际军事比

赛”赛场作为拓展参赛部队视野、提升

参赛队员能力的平台。赛场的气氛也印

证了这一点。在项目主办地梁赞，笔者

几乎没看到有关“航空飞镖”的展板、

条幅。甚至在“航空飞镖”开幕式举行

时，机场另一角的俄军官兵还在做着战

机飞行训练前的准备，开幕式的热闹俨

然与他们无关。

这一现象体现能力之变。近年

来，随着中国和中国军队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走上世界舞

台，他们从容淡定的气质成为展现中

国军队形象的一张张亮丽名片。官兵

说，他们的平常心源自中国国力和中

国军队实力的提升，他们有能力完成

联合国维和、亚丁湾护航等任务，更

有能力在国际赛场取得优异成绩。

“国际军事比赛”向来引人瞩目，

实属“非常之事”。尽管比赛尚未闭

幕，但我军参赛官兵已用“平常之

心”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彰显

了中国军人的可喜之变。

平常之心 可喜之变
—“国际军事比赛-2019”启示之六

■庞清杰

本报库尔勒 8月 11日电 王国

鑫、高冰报道：11日，“国际军事比赛-
2019”“军械能手”项目轻武器修理赛在
新疆库尔勒赛区举行。中国、亚美尼
亚、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
克斯坦 6国参赛队，分 3组展开激烈角
逐。最终，中国参赛队夺得第一名。

记者了解到，该项比赛所有参赛队
均使用中方装备。按照比赛规则，参赛
队员 3人一组，分别操作自动步枪、轻
机枪和手枪。该项目难度较大，是单兵
能力的综合比拼。按照抽签结果，中国
参赛队与哈萨克斯坦参赛队同组较
量。最终，中国参赛队以 12分 58秒的
成绩夺得第一名。

据介绍，“军械能手”项目共设置榴
弹炮修理赛、高射炮修理赛、火箭炮修
理赛、轻武器修理赛和维修排接力赛 5
项内容，目前已完成 4项比赛，最后一
项维修排接力赛将于 14日在库尔勒赛
区举行。

本报莫斯科8月10日电 特约记
者吴旭、通讯员席海春报道：10日，“国
际军事比赛-2019”“工程方程赛”决赛
在俄罗斯秋明高等军事工程学校举
行。以第 76集团军某旅为主抽组的我
军参赛队与俄罗斯、白俄罗斯、蒙古国
参赛队展开激烈比拼。最终，我军参赛
队克服多种困难，凭借稳定的发挥，夺
得“最佳扫雷车组”等3项最佳成绩。

据介绍，今年的“工程方程赛”
是我军第三次组队参赛，使用的是
俄方提供的装备。此前，我军参赛
队取得了“工程方程赛”小组赛第一
的好成绩。

我军参赛队在“军械能手”“深海”比赛中获两项第一
在“工程方程赛”中取得3项最佳成绩

8月11日，在伊朗基什岛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2019”“深海”潜水员比赛

进入最后阶段。当天，中国参赛队以2分23秒的成绩夺得“天平”项目第一名。

今年，我军首次派队参加“深海”潜水员比赛。图为我军参赛队员下潜。

张弘赞摄

也门南方过

渡委员会的武装

力量 8月 10日

占领临时首都亚

丁的总统府。也

门政府当天发表

声明，指责南方

过渡委员会发动

政变。这是 10

日在也门亚丁拍

摄的也门南方过

渡委员会的武装

人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