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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应对地区复杂局势

俄媒报道称，上半年黑海舰队舰艇
海外部署和航行时间较 2019年同期增
长 33%，舰队航空兵训练强度提升近
20%，紧急升空和战斗巡航次数增加
15%左右。高频次战备出航，使俄军能
够对地区复杂局势进行快速反应。其
中，苏-30、苏-27战斗机曾多次近距离
拦截美军 P-8A侦察机，最近距离据称
不足8米。

黑海舰队主要担负黑海、地中海等
方向安全警戒任务，近年来在应对叙利
亚紧张局势、增强对中东地区影响力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半年，因应西方
在地中海至黑海一线的兵力部署，黑海
舰队组织3艘新型护卫舰（“马卡罗夫海

军上将”号、“埃森海军上将”号和“格里
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在地中海举行反
潜侦搜、编队防空和战术机动等针对性
演练，并组织编队举行扫雷和穿越雷区
训练，提升“反封锁”能力。5月底，黑海
舰队联合叙利亚海军在塔尔图斯港举行
战术演习，重点演练港口防御等课目。
另外，“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近期将赴
地中海水域执勤。

乌克兰危机后，克里米亚以公投方
式“归并”俄罗斯，成为黑海舰队辖区防
御领土。近年来，该方向经常遭遇对手
海上挑衅和空中飞行器袭扰。作为回
应，黑海舰队在该方向多次举行针对性
演练。比如，北约近期宣布在临近俄边
境地区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后，黑海舰
队随即组织约 20艘舰艇和 30余架战机
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新罗西斯克举行防
空演习，战斗班组对目标实施探测分类
和连续摧毁打击。“顿河畔罗斯托夫”号
等潜艇演练搜索和发现假想敌目标等
课目。

中东方向，黑海舰队成为俄海军策
应国家地缘战略的重要力量。上半
年，俄罗斯与伊朗、沙特等地区国家互
动频繁，黑海舰队适时展示应对地区
复杂局势的能力。比如，在冬训期考
核演习中，“亚速”号等 3艘大型登陆舰
演练向天然海岸投送突击部队和火炮
射击等课目；“舞会”“棱堡”岸防导弹
系统战勤班组在高加索沿岸进行导弹
攻击演练。

开展针对性训练

1月，俄总统普京主持召开“21世纪
俄罗斯海军”科学实践会议。普京强调，
打造具有长期远景的独特海军，是未来
海军舰队发展方向。对于黑海舰队的职
能定位，奥西波夫表示，将在发展一定规
模战略力量基础上，根据地中海和黑海
方向海战场环境，在“舰艇集群”“小舰分
布式部署”等战术指导下，针对性加强常
规军力建设，逐步形成近海有效控制、大
洋保证安全的体系作战能力。

当天，黑海舰队和空天军部分兵力
配合，举行联合演习。演习以“未来海
战场争夺”为背景，“格里戈罗维奇海军
上将”号护卫舰、“伊万诺维茨”号导弹
艇、“科尔皮诺”号潜艇和米格-31战斗
机参演。普京现场观摩演习，他表示，
黑海舰队展示了对地区局势的控制和
反应能力及运用现代战争理念维护自
身利益的能力。

2月，奥西波夫在塞瓦斯托波尔主
持召开舰队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阶段
性总结舰艇远洋部署、战斗训练、法制建
设和军队纪律情况，明确2020年舰队主
要任务是“提高战斗训练强度和质量，高
标准完成地中海战斗值勤任务，按进度
完成新型装备试验入役工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地区扩散
的特殊形势，黑海舰队新闻发言人表示，
将遵照安全原则，继续执行既定战斗训

练任务。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冬季训练
总结中称，黑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黑海
舰队在上半年战备执勤中出色完成目标
任务，保障了俄罗斯中东方向利益安全。

装备补充有序展开

在年初俄海军工作部署会议上，海
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表示，将为黑海舰
队补充 16艘舰艇，包括 3艘配备“口径”
巡航导弹的22800型小型导弹舰、6艘新
型巡逻舰和数艘22350新型护卫舰。他
表示，这些舰艇将成为“未来黑海舰队重
要遏制力量”。

另据俄媒报道，2020年起俄将在克
里米亚刻赤市海湾造船厂建造两艘全
新设计的通用两栖攻击舰，分别被命名
为“塞瓦斯托波尔”号和“符拉迪沃斯托
克”号。此外，上半年，两艘新型海洋拖
船已列装舰队保障中队。黑海舰队新
闻处表示，目前，该舰队列装的现代化
舰艇和保障船只均在“最短期限内完成
教学示范任务，并开始遂行作战训练和
远航任务”。

奥西波夫表示，上述舰艇服役后，将
大幅提升黑海舰队作战能力。未来，黑
海舰队水面主战舰艇和攻击型潜艇将统
一配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水面、水下常
规作战力量和岸防部队将配备“口径”

“棱堡”等远程高精度巡航导弹。俄方表
示，黑海舰队将高度关注相关方面安全
局势，依令展开地区维权行动。

俄持续推进黑海舰队军力建设俄持续推进黑海舰队军力建设
■■刘磊娜刘磊娜

今年的七国集团（G7）峰会可谓
“一波五折”。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原定于今年 3月于美国举行的 G7
峰会一推再推，先计划从 3月推迟到 5
月或6月举行，后又延后至9月甚至更
晚。不过，作为本届峰会轮值主席国
的美国，却没为这场迟来的峰会少费
心思。

5月底，眼看峰会近期举办无望，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放大招，向媒体抛
出“G7框架已落后于时代，他将邀请
韩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4国参加
G7峰会”一大议题。虽然部分获邀国
家对加入“大国集团”受宠若惊，但特
朗普的提议事先似乎并未在 G7内部
形成共识，引发内部争议。部分G7成
员国表示，美国作为年度轮值主席国，
有权发出宾客邀请，但没有权限改变
成员国构成。

近日，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向来唯
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明确提出异议，
反对与其关系不睦的韩国加入这一
集团。据日本共同社日前爆料，多名
日本外交消息人士证实，日方已向美
国政府传达反对韩国加入的想法。
日本政府认为，韩国文在寅政府将缓
和韩朝关系视为优先事项，与 G7国
家理念不同，因此提出应继续维持现
有 G7体制。由于 G7扩员需得到全部
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达成，因此如果
日本坚持反对，韩国要加入 G7基本
没有希望。

虽然日本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
但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日本拒绝韩国
加入 G7完全出于一己之私。有韩媒
称，由于两国在历史认知、二战劳工索
赔案、出口限制措施等问题上的纠葛，
日本将韩国视为与其世界观不同的

“潜在竞争对手”，因而不乐见韩国国
际地位上升。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反
对韩国参与 G7扩容，也可通过“嫌韩
政治”蛊惑日本民心，挽回因防疫失
败、连日爆发丑闻而暴跌的支持率。
日本共同社认为，日本政府这一做法
还有守住亚洲唯一 G7成员国地位这
一外交优势的考虑。

G7扩员遇到的不仅仅是日本拒
绝韩国这一插曲。事实上，特朗普提
出让俄罗斯重回 G7遭到来自其他 G7
成员国更大的阻力。原为 G8成员国
的俄罗斯，2014年因克里米亚事件被

“开除”。在此次特朗普提出俄罗斯回

归之后，英国方面首先表态，准备使用
否决权阻止俄罗斯加入，除非俄罗斯
停止其“侵略性和破坏稳定的活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指出，俄罗斯“仍
然不尊重和无视国际规则”，因此，应
被排除在G7之外，日后也将如此。这
样看来，俄罗斯回归这一集团似乎比
韩国更加不可能。

当然，俄罗斯方面对此也保持清
醒头脑。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评
价称，美方提出的G7扩员想法原则上
说“正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如果
没有中国参与，无法保证普遍的代表
性。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表示，莫
斯科对这一话题感兴趣，但他同时指
出G7的作用一直在削弱，已不再是之
前的那个集团，这反映出世界多极化
的客观进程。对俄罗斯而言，更具优
先地位的是其他模式，包括 G20和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在莫斯科看来，G20
是更民主、内容更丰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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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海军官方网站发布消息
称，自 1664年成立以来，皇家海军陆战
队一直没有完全独立于其他军兵种的
服装。曾在福克兰群岛担任第3突击旅
指挥官的朱利安?汤普森说，过去，皇家
海军陆战队从陆军那里购买装备，因为
那样比较便宜，未来他们将拥有属于自
己的装备。目前，皇家海军陆战队正着
手实施一项现代化项目，更换军服是重
要组成部分。

英国国防大臣詹姆斯?黑佩表示：
“皇家海军陆战队需要一套独具特色
的军服，确保他们能够适应最恶劣的
作战环境，同时具备应对各种威胁的
能力。”报道称，新军服将包括战斗服、
野战服、通用军装夹克以及腰带、新式
臂章等配饰，具备重量轻、耐撕扯、速

干等特点。数据显示，新军服重量较
之前减少 17%，同等条件下变干速度提
高 60%。新军服使用的面料目前尚处
于保密阶段，不过，与传统军服的棉-
尼龙混合面料相比，新军服透气性至
少提升 4倍，有助于士兵长时间穿着时
保持体力。

细节缅怀传统

配饰回归传统是皇家海军陆战队
新军服的一大特点。英国“军事消息”
网站称，新服装将配发新式臂章，该臂
章为红色字体搭配海军蓝底色，意在向
传统致敬。因为这一款式仿效了二战
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下令组建的第一
支突击队所佩戴的臂章。当时，突击队
员就是佩戴类似款式臂章，渡海向欧洲
德占区发起突击。

皇家海军陆战队新军服还将首次

在袖口处添加白底红十字旗标识（即简
化版英国皇家海军旗）。分析称，此举
表明英国军方将陆战队与海军看作一
个整体，同时又对二者身份进行区分。

适应未来作战

“军事消息”网站称，皇家海军陆战
队更换新军服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其

“未来突击队计划”的一部分。皇家海
军陆战队司令马特?霍尔姆斯称，皇家
海军陆战队占特种部队员额的 40%，是
作战行动的“矛尖”力量。“未来突击队
计划”将通过装备升级等措施使这支队
伍拥有更灵活、更具杀伤力的作战能
力，其中，更换新军服是基础，同时也是
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负责此次服装设计和采购工作的
本?雷诺德表示：“我们不能忽视军服对
作战行动的影响，此次新军服是精挑细

选的结果，可供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在极
端作战环境下穿着使用。”

根据“未来突击队计划”，皇家海军
陆战队还试用了更轻的防弹衣和 C8突
击步枪，并对配备网络摄像头的新式头
盔进行测试，以提升士兵的防护和突击
能力。

面临缺钱困境

报道称，皇家海军陆战队新军服
将从美国克莱精密公司采购。克莱精
密公司所产战斗套服、战术背心等军
用装具已成为多国特种部队首选。据
悉，皇家海军陆战队新军服在样式上
没有太大变化，但所用迷彩不再沿用
全地形迷彩，而是换用克莱精密公司
独创的“复合迷彩”。外媒称，“复合迷
彩”采用“环境光反射”等多项技术，能
使穿着者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与环
境颜色、物体形状达到最佳融合状态，
因此，很多人称其为“隐身迷彩”或“变
色迷彩”。

据透露，皇家海军陆战队将从今年
秋季开始逐步更换新军服。媒体认为，
皇家海军陆战队换装不能一蹴而就，主
要原因是缺钱。英国国家审计署此前
表示，如果管理不当，未来 10年英军装
备采购与保障经费将产生高达130亿英
镑的资金缺口。

英国“海军新闻”网站称，尽管英国
国防部拒绝透露整套军服费用，但已有
消息显示，一件衬衫、一件夹克和一条
裤子总价约为 800英镑。目前，皇家海
军陆战队约有6000人，如果按每人1000
英镑的换装费用计算，至少需要几百万
英镑，这还不包括同时更换的单兵武
器、作战辅助器具等。因此，该部队能
否大规模换装，仍是未知数。

英海军陆战队筹备大规模换装
■战 扬

据俄《消息报》报道，从今年开始，
俄空降兵部队将训练从大型登陆舰下
水进行抢滩登陆等技能。这是俄空降
兵部队大规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将这支“会飞的步兵”打造成在全
世界遂行作战任务的机动力量。

俄国防部战斗训练总局局长伊
万?布瓦利采夫表示，从今年起，俄空
降兵部队训练大纲将发生重大变化。
俄军将训练空降兵像海军陆战队那
样，从大型登陆舰乘坐两栖战车入水、
抢滩登陆。目前，驻新罗西斯克第7空
降突击师已开展试点训练。今年3月，
该师按照新训法在克里米亚奥普克训
练场进行试验性演练。

演习中，各参演兵种密切协同，顺
利完成预定任务。第 7空降突击师 1
个加强营携自行火炮和坦克，乘坐大
型登陆舰进行试验性抢滩登陆训练；
伞兵、特种兵和装甲装备乘坐 15架伊
尔-76运输机顺利空降；战术空降兵乘
坐陆航直升机抵达战场提供支援。

俄军事专家维克托?穆拉霍夫斯
基表示，新战术有助于重型装备部队
集群开展海上登陆行动。与空降兵使
用的运输机相比，海军舰船更便于投

送两栖装甲车和火炮，从而使登陆部
队拥有更多重型武器，提高其攻击力，
使空降兵成为能在近岸海域和海滩作
战的快速反应部队。卫国战争时期空
降兵的使用经验表明，他们既要掌握
诸兵种合成战法，也要学会多种着陆
方式。空降兵曾多次参加水上行动，
其部分主力装备可在水中行驶，掌握
抢滩登陆技能并非难事。

穆拉霍夫斯基强调指出，近年来，
空降兵部队在得到陆战车等技术装备
加强后，战斗力逐年提升。未来，该部
队还将装备新式防空系统。空降兵在
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克里米亚等地
的实践表明，该部队越来越成为一种
机动性、常备性力量，可随时拉动调
用。增设抢滩登陆课目，将进一步提
升其机动性和灵活性。

目前，空降兵部队已成为俄军快
速反应部队主力，该部队一个重要改
革方向是组建新式空中机动兵团。在

“中部-2019”战略演习中，俄军首次进
行试验性演练。经过一年多探索实
践，俄空降兵已具备直升机空降突击
作战能力，将为俄军执行复杂军事任
务提供更多选项。

俄空降兵增训抢滩登陆课目
■李子实

近日，俄黑海舰队司令
伊戈尔?奥西波夫向外界披
露该舰队半年来的发展建设
情况，强调在安全环境趋于
复杂背景下，舰队高质量完
成了国防部和南部军区赋予
的各项任务，并在实践中积
极对接总统普京提出的“远
景海军”目标要求，提升在地
中海、黑海等关键水域执勤
处突能力。

俄黑海舰队舰艇在演练中发射干扰弹俄黑海舰队舰艇在演练中发射干扰弹

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皇
家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筹备
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换装。不
久后，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将更
换特色鲜明、性能优良的新式
军服。据悉，此举标志着皇家
海军陆战队“未来突击队计
划”进入实质实施阶段。

俄空降兵进行抢滩登陆训练俄空降兵进行抢滩登陆训练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试穿新军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试穿新军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