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国 际责任编辑 /宋 坤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据美媒报道，俄罗斯近期试射一枚
代号“努多尔河”的反卫星导弹。这是继
今年2月俄两颗卫星对美间谍卫星实施

“抵近观察”后，俄在反卫星能力建设上
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引发美军高层高
度关注。作为全球首个拥有成建制太空
作战力量的国家，美极力渲染俄反卫星
威胁，无疑是在为强化自身太空军力建
设铺路。此举在激化大国太空军备竞赛
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渲染俄反卫星威胁

作为一支“全球部署、全球攻防”的
现代化作战力量，美军高度依赖卫星提
供加密通信、导航定位和情报支援服
务，这也使得美军对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反卫星能力保持高度警惕。在俄试射
反卫星导弹后，美太空司令部发表声明
称，将致力于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不受太空敌对行为的侵害。美太空军
司令约翰?雷蒙德表示，美国及其盟友
的太空系统正面临“真实、严重且日益
增大”的威胁。他还讥讽俄太空军备控
制提案是企图单方面限制美太空能力
的“虚伪”之举。

事实上，俄在反卫星方面的举措“长
期且持续”，美对此心知肚明。早在上世
纪60年代初，苏联切洛梅伊设计局就开
始研发“卫星歼击机系统”，并于1972年
正式装备苏联国土防空军。此次试射的

“努多尔河”反卫星导弹，也是该型导弹
自2014年以来的第10次试射，且俄方在
系列发射活动中从未将真实卫星作为试

验靶标。与此相比，美方“过度渲染”显
然另有所图。

欲盖弥彰，隐藏反卫星能力

美国对反卫星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由
来已久，并于1959年成功实施全球首次
反卫星试验，正式开启反卫星作战的“潘
多拉魔盒”。自此以后，美逐渐形成陆、
海、空“三位一体”反卫星能力，整体作战
实力雄厚。

陆基方面，美凭借新版欧洲“分阶段

适应性反导计划”，赋予陆基“宙斯盾”系
统反卫星作战的巨大潜力。海基方面，
美海军在 2008年实施代号“燃霜”的反
卫星试验，成功试射一枚“标准-3”型拦
截弹，使海基反导平台向反卫星作战平
台转换成为可能。空基方面，美空军在
上世纪80年代利用F-15战机成功发射
AMS-135型反卫星导弹。此外，X-37B
空天飞机能凭借超长在轨运行时间和机
动变轨能力，扮演卫星“追踪者”与“捕获
者”的角色。

伴随技术进步，美更是在攻防两端

“双向并举、同步发力”。在防御端，美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预计将在 2021年
发射太空机器人，承担在轨卫星维修工
作，抵御敌方航天器发起的反卫星行
动。此外，美计划通过太空星座组网能
力，加速推进卫星“小型化、隐身化与分
散化”进程，使敌方难以对目标进行有
效识别与攻击。在进攻端，美军以“太
空清洁作战能力”建设为牵引，设想通
过航天器携带的机械臂对敌方卫星实
施拆解与破坏。

多重考量值得关注

美方之所以刻意渲染俄反卫星威
胁，主要是为自身太空军力建设寻找恰
如其分的理由和依据，具体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方面，为太空军建设寻求资金支
持。在2021财年国防预算中，太空军获
得约154亿美元的建设资金。对于一支
新近组建且亟需从作战支援力量向作战
力量过渡的军种来说，持续获得高额资
金投入相当重要。

另一方面，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为
美俄长期竞赛做准备。通过渲染威胁，
美将自身塑造成“受害者”与“被侵犯者”
的角色，意图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舆论
环境，同时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在未来太
空竞赛中占据主动。

美渲染俄太空威胁的做法，不仅会
激化两国本已紧张对立的地缘政治分
歧，还将加速大国太空军事化进程，并与
国际社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主旨精神
背道而驰。

美“借俄发挥”为强化太空军力建设找理由
■季 澄

国内激战正酣

据外媒报道，3月以来，利比亚民族
团结政府部队与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
军”多次爆发冲突。3月底，民族团结政
府部队动用无人机袭击“国民军”1个指
挥部，炸死 10名高级将领。4月 3日，民
族团结政府部队空袭苏尔特城以西、巴
尼?瓦利德以南地区，造成“国民军”多人
丧生。4月8日，民族团结政府空军部队
在的黎波里南部袭击“国民军”，摧毁 2
辆阿联酋装甲车。

4月 13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称，利比亚“国民军”发言人表示，民族团
结政府部队当日不顾疫情蔓延，突然出
动大批武装人员对“国民军”控制的军事
据点进行攻击，并得到土耳其军方的武
器支援。由于袭击突然，“国民军”遭到
重创。法新社报道称，民族团结政府部
队当日夺取了分别位于的黎波里以西
60公里和70公里的苏尔曼和塞卜拉泰，
以及欧杰拉特、赖格达林和阿勒贾迈勒
等小城。

苏尔曼和塞卜拉泰均为利比亚重
要的沿海城市，且与突尼斯边境城市
拉斯杰迪尔接壤，民族团结政府夺取
两城后能获得更多、更广的对外联系
通道，比如土耳其在对其进行空运和
海运援助时，能更自由地选择安全航
线，不受“国民军”海上部队的袭扰。
荷兰克林亨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
员贾拉勒?阿尔沙维指出，哈夫塔尔所
领导的“国民军”经此一役“失去了利
比亚整片西部滨海地区”。法新社评
论称，失去苏尔曼和塞卜拉泰是“国民
军”继 2019年丢掉西部后方基地盖尔
扬后的又一挫败。

各方持续博弈

对于利比亚当前的乱局，相关各方
积极展开博弈。

国际组织呼吁停战。联合国近期多
次发声，对利比亚国内战局表示担忧，同
时谴责相关交战行为。阿拉伯媒体报道
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正
在物色新的联合国驻利比亚问题特使，

推动利比亚和平进程。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

阿布?盖特近日对利比亚持续的冲突表
示遗憾，再次呼吁利比亚全境停止战
斗，呼吁结束在首都的黎波里周围的军
事行动。盖特还强调，阿拉伯联盟拒绝
和谴责对利比亚问题一切形式的外国
军事干预。

3月 31日，欧盟在地中海东部海域
启动代号“伊里妮”的海上行动，以阻止
武器运抵利比亚交战方。欧洲理事会
主席夏尔?米歇尔在“推特”上表示，启
动“伊里妮”海上行动是为推动化解利
比亚冲突，支持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武器
禁运令。欧洲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行动重点是在利比亚海岸外的公海
检查那些疑似搭载武器进出利比亚的
船只。

域外国家公开较劲。支持民族团结
政府的土耳其与支持“国民军”的阿联酋
等国继续加大对利比亚局势的干预力
度。阿拉伯媒体 4月 11日报道称，土耳
其无视抗击疫情的形势和空运禁令，继
续将叙利亚雇佣军转移至利比亚，与民
族团结政府部队一起对付利比亚“国民
军”。利比亚议员阿里?赛义德对此谴责
称，只要有雇佣军与利比亚“国民军”作
战，利比亚问题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解决

的可能。
与此同时，阿拉伯媒体也报道称，作

为哈夫塔尔最大的盟友，阿联酋正在向
以色列寻求防空系统领域的帮助，以应
对土耳其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的无人
机。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长穆罕默德?
西亚拉表示，欧盟对利比亚实施的武器
禁运行动主要针对民族团结政府，而忽
略了“国民军”。民族团结政府“愤怒火
山行动”作战室表示，导航系统多次监测
到军用货运飞机从阿联酋空军基地飞向
利比亚，运输的主要是援助“国民军”的
物资。

国内危机引发关注。除关注战局
外，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国内严重的经济
和人道主义危机也表示高度关注。联合
国指出，由于长期冲突，利比亚背负了数
以千亿计的国内外债务。

联合国利比亚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
雅各布?赫卢表示，居住在的黎波里及周
边城镇的200万居民近日被切断供水长
达一周。赫卢强调，各方决不应该将水
资源用作施加压力的战争武器，故意切
断供水的行为应受严厉谴责。

和平前景渺茫

从当前情况看，民族团结政府近期

之所以能攻占战略要地，主要是因为其
背后支持者土耳其突然改变支持策略，
更加强调直接支援和突然袭击。正如
外界所评论的那样，土耳其支持的民族
团结政府部队近几周“在多条战线上表
现出更强的攻击性，且经常获胜”“高精
准对地炮火打击、土耳其无人机加强配
合，这些是阿联酋支持的‘国民军’所不
具备的”。

未来，利比亚国内战局恐将持续，短
期内和平无望。

一 方 面 ，交 战 双 方 或 持 续 缠 斗 。
虽然民族团结政府近期在战场上表现
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但利比亚战
局依旧十分胶着。民族团结政府与

“国民军”在的黎波里的拉锯战仍将持
续，域外大国对交战双方支持力度的
变化可能极大左右战局走向，利比亚
在短期内出现和平稳定局面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国内危机或不断加剧。
自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陷入混
乱之中。在美国、土耳其等北约国家
以及部分中东国家的干预下，利比亚
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国内动荡和外界
干预已给利比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人
道主义危机，利比亚国内局势或将进
一步恶化。

利比亚战局生变和平渐远
■杨忠洁

据外媒报道，近日，英国情报机关
军情五处在全国重新核查涉恐人员
后，发现数量突破 4.3万人，接近先前
披露人数的两倍。

涉恐人数翻倍

据《泰晤士报》报道，在 2017年英
国发生伦敦桥和曼彻斯特体育场恐怖
袭击事件后，军情五处立即加强反恐
措施，排查出约2.3万名涉恐人员并对
他们实施监控，其中包括约 3000名正
在调查中的“重点观察人员”和约2万
名曾被调查的“结束观察人员”。据
称，制造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恐怖袭
击的萨尔曼?阿贝迪就是“结束观察人
员”之一，那次恐怖袭击共造成 22人
死亡、59人受伤。

今年 3月，英国内政部一份报告
显示，经重新分析，军情五处判断，超
过4万名“结束观察人员”有重新参与
恐怖活动的风险。

极端主义激增，社会共识割裂

军情五处认为，目前英国的恐怖
主义危险主要有 3类，分别是国际恐
怖主义、与北爱尔兰有关的恐怖主义
和国内极端主义。今年 2月，英国内
政部发布《被禁止的恐怖组织》文件，
公布了包括“东突组织”在内的 71个
国际恐怖主义和 14个北爱尔兰恐怖
主义组织名单。相比之前的名单，国
际恐怖组织减少 4个，新增的涉恐团
体主要为英国内极端主义组织。

英国内政部指出，2018年至 2019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仅登记的极端主
义 犯 罪 就 达 103379起 ，同 比 增 长
10％。英国内政部对 20个城镇的民
众进行调查，75%的受访者认为英国
正面临“国内极端主义”威胁，其影响
超过“国际恐怖主义”。

英国现行政策认为，恐怖主义需
要社会共同解决。今年3月5日，英国
国家反恐安全局更新了此前发布的

“反恐行动”手机软件，鼓励所有英国
人安装该软件，及时学习反恐常识，随
时举报身边可能的涉恐人员。这些举
措，加剧了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社会
割裂。

政府回避问题，结果南辕北辙

英国政府的另一项报告指责英国
对国内极端主义应对“不够充分”“没
有重点”，审查日益严格。报告称，目

前英国的种族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
念越来越明显。

今年 3月 15日，英国外交和联邦
事务办公室发布《法、德、英、美“叙利
亚起义”9周年联合声明》。该声明表
示，随着叙利亚冲突进入第 10年，叙
利亚1100多万人流离失所、50多万人
死亡，声明将这些归咎于叙利亚政府，
而对西方政府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只字
不提。倘若英国政府继续回避问题，
国内极端主义恐怖袭击或将随着疫情
蔓延、经济下行、难民等问题同步爆
发，并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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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战略与评估中心发布
名为《侦察威慑：无人机系统在大国竞
争中的关键作用》报告。报告提出一
种利用持续监视达到对敌慑止目的的

“侦察威慑”作战概念，主要利用现有
的非隐身长航时无人机系统网络，在
西太平洋和东欧的关键区域保持实
时、持续的态势感知，达到威慑其他地
区大国的目的。

报告认为，西太平洋和东欧最可
能演变成危机和冲突热点地区，由于
两洋的阻隔，美国向以上地区输送兵
力需要一定时间，随着该地区其他大
国军事力量不断发展，美国及其盟国
将处于不利地位。基于此，报告提出

“侦察威慑”概念。
“侦察威慑”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

之上：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手知道他
们经常受到监视，那么，他们不太可能
会实施侵略行为。报告认为，为保持对
大范围区域的持续监视，情报、监视和
侦察网络应由多架非隐身长航时无人
机组成。尽管这种无人机生存能力较
弱，但报告认为这恰恰使其能胜任在西
太平洋和东欧地区持续执行以“威慑”
为主要目的的侦察任务。一方面这类

任务都是在真正冲突爆发之前进行，另
一方面其非隐身性可以让对手觉察到
它的存在，从而起到威慑作用。

根据美军的构想，执行“侦察威
慑”任务的无人机可为美军及其盟友
提供充足的预警时间，确保前线部队
能及时做好准备。

报告还指出，目前负责实施“侦察
威慑”概念所需要的无人机已基本达
到预期数量，不必重新采购，只需改变
现有无人机的用途即可。鉴于美国的
盟友是“侦察威慑”概念的首要受益
者，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欧洲的盟友需
各自承担一半费用。

此外，报告详细论述了在不同地
区使用“侦察威慑”的方法。如在东
欧，报告认为最适合美军建立侦察网
络的地区有 3个，分别是波兰和波罗
的海国家附近的陆地和海洋地区、乌
克兰和黑海地区以及叙利亚附近的
地中海东部地区。这 3个持续存在
的无人机侦察网络一旦建立，将覆盖
围绕俄罗斯西部陆地边界约 3万平
方海里的区域，形成一个监视圈，侦
察俄方非常规活动、准军事活动和其
他活动。

美智库提出“侦察威慑”
■兰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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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卫星武器示意图反卫星武器示意图

近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而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的利比亚雪上加霜，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部队与哈夫塔尔
领导的“国民军”持续激战，并
夺取两座战略要地。虽然外
界一直积极促和，但利比亚和
平前景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