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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美军驻韩基地，乌山空军基
地值得注意。去年 6月美国总统特朗
普访问韩国时专门飞赴该基地慰问驻
韩美军，折射出该基地之于美军的重
要性。

乌山空军基地由美韩两国空军共
用。虽然以“乌山”命名，但该基地并
非位于韩国乌山市，而是位于京畿道
平泽市。乌山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在
东北亚的前哨和一线作战基地，也是
美在韩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空
军基地。该基地可容纳战斗机约 300
架，建有一条长 2700多米的跑道。

乌山空军基地作战体系完备，除
驻有美军战斗机中队，还配属了任务
支援大队、维修大队、医疗大队、救援
中队、战场协调分队等保障力量，以及
防空部队、空战仿真中心、情报部队等
力量。

乌山空军基地始建于朝鲜战争期

间。1952 年 11月，美空军开始在平泽
修建战斗机起降跑道，同年 12月完工
并投入使用。随后，从朝鲜战争结束
到冷战后期，乌山空军基地的翻修建
造工作持续了几十年，也因此经历了
多个发展时期，无一例外都是根据美
军战略转变而进行的相应调整。其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从 1988 年开始，
美太平洋空军总部拨款对基地内的供
水、污水排放及电力系统进行了长达 6
年之久的更新换代，并附带多项中长
期改造计划，包括基地内住宅、社区支
援设施及战机维修设备的修缮及增
设，推动该基地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近年来，乌山空军基地在美国布
局朝鲜半岛甚至东北亚方面扮演了重
要角色。2016年 9月，朝鲜进行核试验
后，美军派出B-1B轰炸机从关岛基地
起飞，飞至乌山空军基地着陆。2017
年 12 月，美军 A-10 攻击机和 F-16 战
机组成的机队，在该基地进行了“大象
漫步”。“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以及引
发的韩民众抗议浪潮，更是使该基地
一度成为“风暴眼”。

乌山空军基地——

美空军东北亚前哨
■马旭山 陶 然

希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一个依
偎着美丽爱琴海的古老国度。它地处
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临
海，是连接欧亚非的战略要地，经历过
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笔者赴希腊参加培训期间，在所见
所闻和与希腊军人的交流中了解到，他
们注重将人物雕塑、英模肖像、纪念碑
(馆)、臂章、纪念章等融入训练、工作、生
活中，增强国民和军人的爱国主义和传
统荣誉教育。

行走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和基尔基
斯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马路边、街道
口、公园里，不时可见本国民族英雄的
塑像。军队中更加重视对英雄和历史
的尊崇，部队、军队院校的史馆中一般
都设有战斗英雄的雕像，有的部队还以
参加的历次战斗为主线设展。有的院
校营区摆放着很多各个时期退役的武
器装备，既反映了武器发展更新的历
程，也营造了很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实战
氛围。
“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历史是

不能忘却的，用生命与鲜血传承的战斗
精神，是凝聚军人和国民意志的文化支
撑。”在与希腊军人的交流中，他们向笔
者传递出这样的理念与认识。

为了纪念在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战
争中英勇牺牲的无名英雄，希腊 1928年
在雅典建了无名战士纪念碑。纪念碑

上是一位头戴盔甲、手执盾牌、卧于疆
场的无名战士的浮雕。浮雕两边镌刻
着这样两句话：“全世界杰出战士之墓”
“安放无名战士的灵床”。浮雕左下方
刻有 11个地名，右下方刻有 12个地名。
这些地名都是历史上希腊军队同外国
军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纪念碑前是
希腊举行阅兵式的地方，许多重大活动
也在这里举行。

无名战士纪念碑现已成为希腊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碑左右两侧，
有身着传统服饰的卫队士兵守卫。每
天从 9点开始，每到整点都会举行换岗
仪式。这样的仪式，虽然经年累月重复
无数次，但希军士兵仍然一丝不苟，现
场非常庄严肃穆。他们别致的服装和
换岗流程，成为一道迷人的风景，吸引
来自各方的游人聚集观看。希腊军队

也年复一年组织官兵前来参观瞻仰，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

与笔者一起参加培训的希腊军人奥
尼达斯介绍，他所在部队把在战争中为
国捐躯的烈士和在训练中牺牲的军人照
片挂在展览馆里，通过这种形式来激发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进而警醒、激
励和引导官兵不忘历史、忠于国家。

希军认为，历史是无言的老师，一
尊雕塑、一幅标语、一张图画、一件文
物，都是道德观念、价值准则和职业精
神的体现。他们注重通过回顾国家、军
队发展史，对官兵进行思想和精神塑
造。来自希腊北部边境炮兵部队的女
军官玛丽雅说，她所在部队设有军史展
览，展示国家军队的发展史、屈辱史，以
激励官兵爱国家、爱军队。

笔者在位于基尔基斯城区中心的
当地军人俱乐部里看到，在一楼大厅显
著位置挂着数十位优秀将领和英雄人
物挂像，还写有他们的事迹，来来往往
的人们看到后都肃然起敬。

左图：希军退役坦克。

李祥辉摄

注重通过回顾国家、军队发展史，对官兵进行精神塑造——

希腊在无名战士纪念碑前举行阅兵
■李祥辉

据伊朗媒体 1月 8日报道，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当日凌晨向驻有美军的至少
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
美国国防部随后证实该消息，并称“导弹
很明显由伊朗发射”。伊朗外长扎里夫
随后表示，针对美国此前对伊朗公民和
高官的袭击，伊朗已采取并结束了相对
应的自卫措施。

连日来，美伊关系持续紧张，已然陷
入报复漩涡。2019年 12月 27日，一名美
国承包商在伊拉克基尔库克军事基地附
近遭火箭弹袭击丧生。美国认定肇事者
为伊朗支持的“人民动员组织”分支“真
主旅”。12月 29日，美军对“真主旅”目标
进行轰炸。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 月 1
日，美驻伊拉克大使馆受到亲伊朗的伊
拉克民众冲击，警卫亭被点燃，接待区被
烧毁。美军派出海军陆战队赶赴现场维
稳，并紧急宣布向伊拉克增兵 750人。1
月 3日凌晨，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实施“定点清
除”，伊拉克安全部队则将巴格达的“绿
区”(伊政府与外国使馆所在地)完全封
锁。1月 5日，伊拉克国民议会通过关于
结束外国军队驻扎的决议。

美军“向火药桶里扔进更

多炸药”

苏莱曼尼何许人也？除了是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其在伊
朗国内、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都拥
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苏莱曼尼被
美军“定点清除”后，已有多个武装团体
宣誓为其复仇。1月 4日，有迫击炮弹落
入美驻伊拉克大使馆。1月 5日，多枚火
箭弹袭击了美军驻伊拉克的巴拉德空军
基地。6日，据称由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发

射的防空导弹击落了美军一架军用无人
机。可以说，美军炸死苏莱曼尼犹如“捅
了马蜂窝”，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
指责这一做法无异于“向火药桶里扔进
更多炸药”。

明知是“马蜂窝”，为何美国还执意
要捅？其一，苏莱曼尼在伊朗乃至整个
中东极具影响力，美早已视其为“眼中
钉”。曾出任伊拉克多国部队最高指挥
官的彼得雷乌斯甚至声称，即使苏莱曼
尼之死的重要性不被夸大，它比杀死本·
拉登和巴格达迪意义也更重大。其二，
美驻伊拉克大使馆被围并陷入危险，越
过了美国认为的“底线”。驻伊大使馆被
冲击，很难不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起“德
黑兰使馆人质危机”和“班加西使馆事
件”。前者成为导致时任总统卡特连任
失败的重要原因，后者则被视为时任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政治污点，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 2016 年总统大选的走
向。2020 年又是选举年，特朗普自然不
想重蹈覆辙。

危险的“美国优先”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的战略是“收
缩”，在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上更为谨慎，
强调要顾及国际法制约以及国际社会反
应。“班加西使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事件发生后，美军驻西班牙罗塔
基地的海军舰队应急分队在短时间内就
做好了进行远程投送及作战的准备。然
而，白宫在出兵问题，尤其是美军应当以

什么身份进入利比亚的问题上分歧严
重，有人认为美军应着“便装”，并只携带
“自购武器”去执行任务。后来的调查报
告显示，美军分队先后 4次被命令脱下军
服。在争论中，战机贻误，美军分队居然
在飞机上待命达3个小时。

相比之下，特朗普此次对使馆遇袭
的反应以及随后下令炸死苏莱曼尼，则
要一意孤行得多。首先，罔顾国际法，在
他国领土动武。美军无人机在伊拉克领
土进行“定点清除”，以及此前 F-15战机
轰炸“真主旅”，都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
主权。也难怪伊拉克国民议会随后对美
军下达“逐客令”。其次，不经审判，杀死
他国将领。美军此前确有过击杀他国重
要军事将领的先例，如二战中曾截杀山
本五十六，但当时美日属于交战国，而今
天美伊两国都未宣战，美军给出的理由
是，“苏莱曼尼正在制定计划，攻击美国
驻伊拉克和该(中东)地区的外交官和军
人。苏莱曼尼和他的‘圣城旅’是造成数
百名美国人和联军士兵死亡、数千人受
伤的罪魁祸首”。这明显是个未经审判
的罪状。毫无疑问，击杀合法政府武装
力量的将领是个危险的先例，今后更难
以保证只是个例。

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军
被打上了更深的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烙
印，即秉持所谓“美国优先”原则，对其认
定的“威胁”随意进行清除。

其实，追根溯源，令中东出现种种乱
象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优先”在作祟。
美方为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单方

面毁弃国际社会与伊朗协商达成的伊核
协议，试图对其实施政治、经济、军事等
全方位制裁和围堵。

美伊恐陷报复漩涡

对于苏莱曼尼之死，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宣布哀悼 3天，并发誓要进行
“最严厉报复”，外长扎里夫谴责美军此
举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前伊斯兰革
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则表示“不惧怕任
何战争”，要“狠狠报复美国”。发射导弹
袭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便是伊朗的报
复举措。

美国方面也十分强硬，国防部长埃
斯珀称，一旦美国掌握了足够证据，会对
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美方警
告，如果伊朗人袭击美国人或美国资产，
其锁定的52处伊朗目标将遭受打击。

值得警惕的是，历史上不乏从战争
边缘最终滑入战争轨道的例子，对峙双
方在螺旋式的冲突中失去理智全面开
打。而这种报复与反报复很可能将伊朗
拖入与美国的冲突循环之中。

从局势发展看，卷入战争并不符合
美伊两国利益。美国方面，民众对发动
一场全面的美伊战争并不支持。伊朗方
面，2019年经济缩水 10%，原油出口骤降
90%，政府财政收入几近减半，在这种情
况下同美国全面开打势必给已然举步维
艰的经济增添巨大压力。因此，美伊应
保持克制，避免局势持续升级。缺乏理
性的行为方式，将使中东局势走向更复
杂的境地。

美伊游走在战争边缘
■李瑞景 陈 晨

在智能化浪潮加速发展的今

天，世界军事竞争更加激烈。随着

美国国防部将价值 110亿美元的

“战争云”项目授予微软公司，世界

新军事革命的步伐，进一步迈向智

能化特征显著的“云”端。

——“战争云”是“云作战”的高

级发展阶段。“云作战”由美军最早

提出，是指通过快速、安全、实时的

网络链接，在飞机、军舰、卫星、导弹

等武器平台与人员之间分享数据，

实现陆地、海上、空中、太空、电子等

各领域的信息共享，发挥各种作战

平台、各项作战要素、各类作战资源

的自主优势和聚能优势，形成融信

息共享、态势感知与平台性能为一

体的云端作战能力。早期，美军在

战术层面进行了探索，建立了多个

“战术云”网络系统。

“战争云”是更大范围更高层

次的“战术云”。这一变化，不仅是

概念的升级，更是认知的深化。“战

争云”想要构建的是“云”体系支撑

下具有智能化特征的新战争样式，

其性能要求远远高于“战术云”。

美国国防部宣称，该项目将存储和

处理包括武器系统、作战、情报以

及核武器在内的大量机密数据，旨

在使所有军事部门在一个由人工

智能推动的云计算系统中，高速共

享信息、智能灵敏反应，使美军能

够运用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大型云

端网络系统，快速完成战争规划、

提升作战能力。

——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体系对

抗进入“云”端。在“战争云”覆盖

下，武器装备、敌情、战场情况等数

据将全部纳入“云”体系中，从最高

决策层到一线官兵将共享“云服

务”，由此形成基于“云”端的体系对

抗优势。一是战略敏捷性增强。“战

争云”能够快速形成基于人工智能

的战略研判、战争计划，大大增强体

系对抗的战略敏捷性。二是战术灵

活性增强。每一个作战单元在“战

争云”体系中将获得更大的数据共

享权，提高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和自

主性。三是体系融合性增强。“战争

云”将取代军队各部门各自为政的

信息系统，彻底改变以“平台”为中

心的运行模式，实现陆海空天电网

核的跨域协同、高度融合与自然聚

散，达到“云”中无缝融合和全维链

接。

“战争云”将建立基于“云”端

网络的“智能化神经网络体系”，能

够为所有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作

战资源提供“云服务”，使其在一个

由人工智能推动的“云计算”系统

中高度共享信息，从而推动体系对

抗进入“云”端。一是“云”中信息

域对抗。在“战争云”体系中，信

息、算法是关键性战略资源，敌对

双方必将在“云”中进行信息对抗、

算法战等，其结果将是智力强者

胜。二是“云”下物理域对抗。“云”

端对抗的同时，对“云”体系支撑下

的物理域目标实施攻击和破坏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云”上认

知域对抗。自有人类战争以来，认

知域对抗从未停止，并愈演愈烈。

在“战争云”体系中，认知域对抗将

更加激烈。

——“战争云”是着眼大国竞争

的战场布局。近年来，美国各层级

的战略报告都明确将重心指向大国

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国防部授予

微软公司“战争云”项目，是其着眼

大国战争作出的布局之一。“战争

云”不是孤立的，其与“星链计划”、

5G战场、无人蜂群、人机混合部队、

中近程打击力量等，共同勾勒出未

来战争的轮廓。

美国“战争云”项目着眼大国竞

争的意味十分浓厚。其首个“战争

云”项目全名是“联合企业防御基础

设施计划”，英文名简称是 JEDI，与

电影《星球大战》中的绝地武士

（JEDI）一样。对其战略意义，美国

防部毫不隐讳，明确指出“战争云”

是全球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能为作战单元提供实时数据、态势

服务，利于提高美军打赢战争的能

力。美国防部将“战争云”合同授予

微软公司，标志着该项目建设正式

开启。“战争云”将与其他项目一起，

进一步打造美国“第三次抵销战略”

的能力基础，加速战争形态演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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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聚焦

在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下，紧张已久的美伊关系
更加充满硝烟味。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展开多轮针锋相
对的行动，游走在战争边缘。

兵史地志

域外见闻

军眼观察

1月6日，

警察在美国纽

约时报广场执

勤。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下

属“圣城旅”指

挥官苏莱曼尼

3日在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遭

美军袭击身亡

后，美国纽约市

宣布在重要场

所加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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