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张文文 李姝睿 E-mail:jfjbtxjs@163.com 天下军事

8月 1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
特朗普总统曾多次表示欲购买丹麦格
陵兰岛。购岛一事引起广泛讨论的同
时，图勒空军基地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图勒空军基地，位于格陵兰岛西北
海岸，是美军最北部最寒冷的基地，也
是美军在北极圈以北的重要基地。该
基地部署有巨大的相控阵雷达等设备，
就像五角大楼的眼睛，时刻盯着北极上
空，防止任何洲际导弹飞过这片天空。

图勒空军基地诞生于 20世纪 50年
代初，驻扎有美第 12空间预警中队，能
够执行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等任务。
基地部署的雷达覆盖范围广泛，能够追
踪整个北冰洋和俄罗斯北部海岸地区，
成为洲际弹道导弹和卫星预警的重要
据点。同时，该基地还是美军最北部深
水海港和机场的所在地，充当着北极地
区军事行动的物流中心，在美北极战略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冷战期间，美国开始把北极地区视
为对抗苏联的前线，而图勒空军基地则
成为美苏博弈的见证者。由于格陵兰
岛地处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中间位
置，美国国防部当时认为，苏联若对美
国实施核打击，必先袭击图勒空军基
地。因此，美军自 1961 年起部署携带
核弹的 B-52轰炸机在基地附近巡航，
一旦基地遭遇打击，立即直飞莫斯科发
动攻击。

不过，随后发生的核事故使该基地
一度处于风口浪尖。1968年 1月 21日，
美军一架B-52轰炸机携带4枚核弹，在
格陵兰岛西北角的冰区坠毁。在图勒空
军基地工作的当地居民立即赶往飞机失
事地点救援，他们并不知道，致命的核辐
射就在眼前。但早在1957年，丹麦政府
便颁布了无核区政策，禁止任何核武器
在丹麦领土或领空内存在，轰炸机坠毁
一事无疑使丹麦政府饱受质疑。

近年来，美国加快进军北极的步
伐，与俄罗斯争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图勒空军基地则成为其有力据点。
2017年，美对该基地的雷达设备进行升
级，耗费约 4000 万美元。美还对该基
地的预警系统——全球六大预警系统

之一，进行改进和升级。基地配备超过
3500 个天线，可以监视 4800 余公里的
空间，覆盖了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今
年 7月，一枚“联盟”号运载火箭从俄罗
斯最东部的东方港航天发射场发射升
空，携带 33 颗卫星。图勒空军基地使
用雷达对此次发射进行监视，并向加利
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美联合太
空作战中心实时汇报情况。

鉴于对北极资源的争夺日益成为
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
国将不断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
在。这使美俄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不断
加剧，图勒空军基地也将再度沦为大国
斗争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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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勒空军基地—

五角大楼“洲际导弹之眼”
■陈伟鑫 史云皓

近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委内瑞拉
的施压。8 月 19 日，美国海军上将、
南方司令部司令克雷格·法勒放话
称，美国海军已经做好准备在委内
瑞拉展开“一切必要行动”。此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委
内瑞拉实施全面经济封锁，冻结委
内瑞拉政府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
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委内瑞拉政府
进行交易。

对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表
讲话，表示要与美国制裁斗争到底。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塞缪尔·蒙
卡达举行记者会，指责美国“蓄意破
坏”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对话，意图在委
内瑞拉境内“制造战争”。

美委两国“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交
锋，使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军事风险再
次升高。而美委矛盾由来已久，在这
种紧张关系下更是难以消解。

回顾历史，委内瑞拉与美国的矛
盾可追溯到查韦斯时期。1999 年，查
韦斯正式担任委总统之后，强力推行
经济国有化，试图摆脱美对委经济的
控制。美国在 2002 年公开支持委内
瑞拉政变，干涉委内政。之后，委内瑞
拉中断美委军事交流，赶走美国军事
教官，退出美委海军联合演习，并从俄
罗斯进口苏-30战斗机、T-72主战坦
克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装备，逐
步成为全球“反美斗士”。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
国总体上对委内瑞拉保持容忍态度，
两国尚能维持正常外交关系。特朗普
政府主政白宫后，对委内瑞拉采取激
进政策。从 2017 年 7 月，以反对委内
瑞拉制宪大会成立为名，美国政府对
马杜罗个人实施经济制裁，并威胁对
委内瑞拉动用武力；到今年 1月，特朗
普发文承认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政
权的合法性，马杜罗政府随即宣布与
美国断交，驱逐美国外交人员，美委关
系急剧恶化。今年 7月，委内瑞拉苏-
30战斗机拦截美国 EP-3大型电子侦
察机，两国矛盾再度升级。

对于美国来说，激化美委矛盾无
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方面，牵制美国全球战略力量
部署。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而安
全稳定的美洲是其称霸全球的基础
条件。早在 1890 年，美国就主导成
立了美洲国家组织，1947 年该组织
成员国又签署《美洲国家间互助条
约》，该地区性军事同盟条约明确规
定，任何缔约国遭到的武装攻击均
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每
一缔约国都有义务行使单独或集体
自卫权予以还击。美洲国家组织的
成立为美国解除了后顾之忧，美国
得以专心经略欧亚大陆。而美国政
府挑起美委冲突，直接冲击了美国
往届政府的精心设计。今年 4月，委

内瑞拉宣布退出美洲国家组织，这
意味着美国后院起火，美洲国家之
间离心离德，美国未来不得不把更
多力量撤回美洲，这势必削弱美国
在欧亚大陆的军力部署。

另一方面，俄罗斯借机开辟对美
斗争的“敌后战场”。委内瑞拉位于南
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与美国隔海
相望，是美国重要的海上邻国。美委
冲突升级后，俄罗斯借机增加在委内
瑞拉的军事部署。据外媒报道，今年 3
月，俄军总参谋部动员局局长通科什
科罗夫率领 99名官兵，携带 35吨装备
进入委内瑞拉，支援马杜罗政府。更
重要的是，普京表示要在委内瑞拉境
内部署战略导弹。而俄罗斯只需在委
内瑞拉部署射程超过 1000公里的弹道
导弹，就能打到美国本土，这无异于把
“匕首”插进美国后院，美俄战略博弈
的焦点从乌克兰等俄罗斯周边地区延
伸到美国周边。

总而言之，美国目前进退两难——
仅靠经济外交制裁难以帮助反对派
扭转被动态势，而采取军事行动又
可能遭至俄罗斯更大规模的军事干
预，甚至重蹈在伊拉克、叙利亚的覆
辙，陷入新的战争泥潭，给国家利益
带来重大战略风险。美国的决策困
局增加了委内瑞拉局势的不确定
性，未来委内瑞拉将走向何方还需
持续关注。

因不断施压委内瑞拉，使美委矛盾激化升级—

美在“后院”折腾，损人害己
■赵振宇

8月24日，俄罗斯海军成功试射

“布拉瓦”和“深蓝”弹道导弹。此前，

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试射一枚射程超

过500公里的常规陆基巡航导弹。美

俄先后试射导弹之举，充满了“来而不

往非礼也”的火药味，或将开启美俄新

一轮导弹军备竞赛。

美国此次试射的导弹是美海军现

役“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进型。自投入

实战以来，“战斧”导弹经历了多次改

进和升级，技术更加先进，命中精度不

断提高，甚至还发展出了以航母、两栖

攻击舰为主要打击目标的反舰型号。

值得注意的是，“战斧”巡航导弹只是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着力发展的

诸多陆基导弹系统中的一类，当前美

国还大幅增加资金投入，用于发展高

超音速技术和武器。

在《中导条约》失效后第16天，美

国就进行此前受条约禁止的陆基中短

程导弹试验。这充分表明，美国早在

正式退约之前就已经在秘密发展此类

技术和武器，并非“即兴表演”。美“自

我松绑”的根本意图是打破《中导条

约》对其军力发展的束缚，放手发展先

进导弹等武器系统，重塑和巩固美国

绝对军事优势。这背后是美国长期奉

行的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在作

祟。

美俄先后试射导弹之举，或将引

发两国之间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俄罗

斯总统普京在美国宣布暂停履约后立

即做出指示，要求加紧研究把不受条

约限制的潜射和海基中程导弹改装为

陆基导弹，加快研发能够突破美国导

弹防御网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8

月5日，普京更是明确表示，俄不会坐

视不管美国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只

要美国敢部署上述导弹，俄罗斯也将

做出部署。对于美国于8月18日首次

公开宣布试射条约所限制的导弹，普

京表示俄会对等回应。随后，俄海军

成功试射“布拉瓦”和“深蓝”弹道导

弹，其中“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射程

可达8000公里，能够携带6至10个高

超音速分导核弹头。

美国此次试射导弹使用了MK-

41垂直发射系统，而在东欧一些国家

的美国导弹防御点部署的正是这种发

射器，有分析认为，美国退约后很可能

将中程导弹部署在中东欧地区。此

前，俄方多次指出，美国已在罗马尼

亚，并准备在波兰部署这种违反《中导

条约》的导弹发射系统。可以预见，为

应对美国单方面谋求军事优势的进攻

性举动，俄罗斯方面势必会采取必要

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这可能导致

双方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

美俄军事对抗升级，给地区安全

与稳定造成冲击。由于地缘上的邻

近，欧洲首当其冲。当前，美国退约导

致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日益紧张，俄外

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美国的危险计

划可能导致世界范围的新军备竞赛。

俄罗斯可能会在加里宁格勒和俄本土

靠近欧洲一侧部署更多射程可达北约

国家的导弹。对此，欧洲国家忧心忡

忡，德国外长科马斯明确提出：“随着

《中导条约》的终结，欧洲正在某种程

度上丧失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还宣称将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美国

国防部长埃斯珀、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以及一些美军高官纷纷表示，

将尽快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这很可

能导致地区军事竞赛的升级，引发摩

擦甚至严重对抗。

美国加快发展和部署中程导弹，

还将给全球军备控制和世界安全带来

严重负面影响。美国退约后，全球失

去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核战争制动系

统”，有核国家之间紧张局势势必不断

加剧。目前，美俄双方仅剩的双边军

控条约只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对于这个“硕果仅存”的条约，美国政

府认为“存在缺陷，不大可能延长”。

这意味着，美俄之间的军备竞赛不仅

在反导、中导等领域已展开，未来还很

可能会延伸至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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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据报道，尼日尔东南部
一村庄日前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袭
击，造成 12人死亡。8月 20日，索马里
政府军在南部与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
党”发生交火。索马里“青年党”和“博
科圣地”是活跃在非洲的两大极端组
织，近年来频繁发起恐怖袭击，成为管
窥非洲当前反恐形势的重要缩影。

现状——

“恐怖主义走廊”威

胁非洲安全

近年来，非洲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和
发展的高危地带，地处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萨赫勒地区则是当今非洲恐怖主义
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该地区恐怖主
义的发展壮大，与 2010年“阿拉伯之春”
引发的有关国家内战和 2017年伊斯兰
国的覆灭不无关系，前者造成国家政权
缺失和大量武器流落民间，为恐怖主义
发展提供了机会，后者导致大量非籍恐
怖分子回流非洲，为当地恐怖组织注入
力量。

在与尼日利亚政府的反复较量中，
“博科圣地”组织不断坐大，成为萨赫勒
地区头号恐怖威胁，并与“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和索马里“青年党”齐
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马里
为根据地向利比亚、突尼斯、毛里塔尼
亚等国扩张，索马里“青年党”控制着索
马里南部大部分地区并向周边蔓延，
“博科圣地”则活跃于尼日利亚东北部

和邻近的乍得、尼日尔和喀麦隆等国交
界地带。三者的活动范围已经形成了
一个从东到西的“恐怖主义走廊”，他
们沆瀣一气，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
的严重威胁。

手段——

域内域外国家“各司

其职”

鉴于萨赫勒地区严峻的反恐形势，
美法两国近年不断增加在非洲的军事
存在，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
索马里“青年党”作为其直接打击的主
要对象。截至 2017年底，美国在非洲部
署多达 6500 名士兵，法国也投入兵力
7000 余人。作为非洲大多数法语国家
的宗主国，法国在非洲反恐事务中扮演
重要角色，从 2013年开始先后发起“薮
猫行动”“新月形沙丘行动”，极大地打
击了地区内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

但随着“伊斯兰国”余部势力回流
至非洲，其依托非洲本土极端势力频
繁发起袭击，使美法等国陷入在非反
恐的持久战。美国把反恐当作实现自
己地缘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工
具，尤其是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
美国对非反恐资源投入有限。法军也
面临作战资源有限的掣肘，如在“新月
形沙丘”行动中，法军兵力规模虽一度
有所增加，但相较于广阔的行动地域
和繁重的作战任务仍然捉襟见肘。一
些恐怖组织更是直接将法国视为目

标，攻击法国设施，力图驱逐法国在非
洲的势力。

对“博科圣地”的打击则主要依靠
地区内各国的反恐军事合作。2015 年
非洲五国（喀麦隆、尼日利亚、尼日尔、
乍得和贝宁）在国际社会帮助下组建了
一支 8700人的多国部队，对“博科圣地”
控制区发起多次军事行动，收复其占领
的土地，摧毁了该恐怖组织存在的物质
基础，迫使其残余力量转入地下活动。
这些措施对遏制恐怖势力发展和稳定
地区局势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并
未从根本上消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
胁，甚至陷入“越反越恐”的被动局面。

早在 2016年年底，尼日利亚政府就
宣布针对“博科圣地”的反恐行动已接
近尾声，但是其残余力量“化整为零”后
对政府军和平民的袭击活动反倒变本
加厉。仅 2017 年，“博科圣地”就发动
60多起恐怖袭击，活动区域覆盖尼日利
亚、乍得、喀麦隆、尼日尔四国 5万平方
公里的边境区域，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
内的多人死亡。而且，萨赫勒 5国自主
反恐能力建设进程缓慢，联合反恐部队
建设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充分表
明该地区的反恐并非一片坦途。

出路——

“对症下药”与跨国

合作

不难发现，单纯的军事反恐纵然能
在短期内奏效，打击恐怖分子的嚣张气

焰，但是治标不治本。未来，只有铲除
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让极端分子“不
想恐”，才是医治恐怖主义毒瘤之根
本。这既需要瞄准恐怖主义肆虐背后
的经济和社会沉疴，也需要高效的跨国
合作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对症下药，综合施治。从深层次
看，该地区恐怖主义泛滥成灾，与其自
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萨赫勒
地区地理上位于撒哈拉沙漠与苏丹草
原之间，是世界上最为贫瘠的地区。该
地区国家虽然已摆脱殖民统治，但仍延
续殖民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社会发展
缓慢乃至倒退，民生问题极为突出。再
加上宗教隔阂严重、国家治理能力薄
弱、边界控制能力不足、军事能力发展
缓慢等原因，致使该地区成为恐怖主义
的温床。因此，可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资，推动该地区国家共同发展、族
群融合，从根本上驱散恐怖主义的暗
影。

国际协同，加强合作。今年 7月，非
洲地区高级别反恐会议在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举行。国际反恐专家认为，国际
社会已在跨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做了不少努力，签署了多项反恐合作文
件，但新的反恐形势下，亟须更加深入
高效的国际协同行动。尤其是面对萨
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现实，国
际社会更需要实现有效合作，多措并举
遏制其发展直至彻底消灭之。如多国
联动对恐怖组织实施各个击破，切断恐
怖组织的融资和联系渠道，防止其聚集
成团发展壮大。

近年来，索马里“青年党”和“博科圣地”两大极端组织频繁在非洲发起恐怖袭击—

非洲反恐出路何在
■方 宸

军眼观察

兵史地志

左图：在索马里摩加迪沙，人

们逃离遭到极端组织索马里“青

年党”袭击的现场。

下图：尼日利亚军事人员准

备封锁遭遇疑似“博科圣地”武装

人员袭击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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