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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军事建设思路

虽然美国一直热衷于提出军事新概
念、新名目，但在不到 4年时间里，陆续
提出如此多军事概念确属罕见。有分析
指出，美军之所以频繁提出军事概念，主
要是因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出现了重
大调整。

特朗普任内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国防战略》等报告，一改“9?11”事
件后美国历届政府将恐怖主义视为国家
安全主要威胁的认识，公开指出“大国地
缘政治竞争回归”“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将美国
与俄罗斯等国的长期战略竞争视为其繁
荣和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国家安全和
军事战略的重新界定，必然导致军事建
设思路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表现在军
事领域，就是美军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
都以“实力对等大国”为假想敌。

另外，美军不断提出新概念与特朗
普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为彰显“与众
不同的伟大”，上任伊始，特朗普在尚未
完全熟悉总统相关业务情况下，便急不
可待地打破美国内政外交各领域的既有
秩序，试图建立“特式”新秩序。有评论
指出，美军新概念频出，是“特式”新秩序
的具体体现。

花样繁多的新概念

美军认为，能在“多域”或“全域”与
美国展开较量的只有“实力对等的大
国”。为此，美军提出“全域战”概念，该
概念是对“跨域协同”思想和“多域战”等
作战概念的继承和发展。“多域战”属于
战役级概念，“全域战”则上升到联合概

念层面，属于战略级概念。总体而言，两
者都是从“军种联合”向“跨域协同”再向

“多域融合”，最终实现“全域融合”进程
的一部分。

美军称，为防止高性能作战系统因
关键节点被攻击而丧失作战能力，美军
在“系统之系统”概念基础上提出“马赛
克战”。两者都基于将系统分解为各类
子系统，再进行分布式集成，无需全新材
料或装备来实现。两者区别在于，“马赛
克战”作战体系采用数量更多、体积更
小、成本更低的作战单元，并纳入更多无
人系统和人工智能元素，可根据战场情
况和作战需求，迅速自我聚合和分解，大
幅缩短实战中装备体系或作战体系的构
建周期。

“动态武力运用”概念由机动防御/
进攻思想和“全球快速打击”概念发展而
来。美军声称，提出并运用此概念能够
使美军部分前沿部署的战略武器系统免
遭远程武器攻击。

从作战需求角度而言，这些新概念
兼顾了美军不同时期的作战需求。“多域
战”“全域战”“马赛克战”和“动态武力运
用”针对短期和中期战争。“多域战”“全

域战”聚焦如何应对对手“反介入/区域
拒止”挑战。一直以来，“反介入/区域拒
止”能力被美军视为能够抵消其军事优
势的重大威胁之一。“算法战”和“战争
云”针对的则是未来的战争，即信息化战
争的高级阶段——智能化战争。

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些新概念均以
现有或未来技术为基础。相比技术相对
超前的“全球快速打击”概念，“动态武力
运用”更贴合美空军现有装备水平。“马
赛克战”所着眼的颠覆性通信、网络和软
件集成技术，本身既是信息技术发展的
最新成果，同时又将促进信息产业的发
展。美军宣称，在该概念下，美军可自主
组合现有装备，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算
法”本身就是当前主流人工智能三大要
素（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之一。

发展动态值得警惕

纵观冷战后美军新概念的发展与
实施情况不难发现，花样繁多的新概念
大多难逃半路夭折的命运。美军新概
念在提出伊始往往会起到一定牵引作
用，但大多会因军兵种内斗或军内领导

层更迭逐渐淡出视野，直至最终消亡。
而后又会提出新概念、新思想，如此循
环往复。

美军新概念之所以难逃半路夭折的
命运，不仅受主观因素影响，还由军事发
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军事领域更新换代
速度本就快于其他领域，美军频繁推出
新概念，旨在确保绝对优势地位。需要
指出的是，由于美军开发的很多技术具
有很强的军民通用性，有些消失了的军
事概念，会像遗传基因一样，影响美军其
他领域建设及此后新概念的开发。

目前，有些新概念已开始在美军建
设中得到实践。比如，美陆军已组建
1500人左右的多域特遣队，美国防部也
力求在 2020年 12月之前形成联合全域
作战概念。“动态武力运用”也已运用于
空军作战部署中。今年 4月，美军停止
在关岛执行“持续轰炸机进驻任务”，将
计划轮换部署于关岛的战略轰炸机队
调回本土，就是“动态武力运用”概念的
直接运用。另外，第一个“战争云”项目
已被赋予微软公司。特朗普任内提出
的这些军事概念未来如何发展，值得高
度关注。

美军频提军事新概念
■李 赟

近年来，印度不断签订战机采购大
单，试图通过采购新型战机提升空军综
合作战能力。然而颇为尴尬的是，有印
度媒体近期指出，印度空军虽已购买相
当数量的先进战机，如今却面临飞行员
短缺问题。毕竟飞机可对外采购，飞行
员却难以“进口”。

加大采购力度

近来，印度加快外国和国产战机采
购步伐。今年 5月，印度空军公布未来
战机发展规划，计划采购多达 450架各
型战机。7月，印度国防部批准总价约
52亿美元的多项武器采购计划，包括采
购 21架米格-29战机、12架苏-30战
机，并对现有59架米格-29战机进行升
级。近期，印度购自法国的首批 5架

“阵风”战机已交付印度空军。

飞行员流失严重

据报道，过去 10年，印度空军共退
役 798名飞行员，其中有 289人取得民
航飞机驾驶资格。印度政府 2018年发
布的一份报告称，印度空军需要 4231
名飞行员，而正在服役的飞行员只有
3855人，距离印度空军的目标还少 376
人。报道称，2016年和 2017年印度空
军经历了飞行员退役高峰，分别有 100
名和 114名飞行员在退休前辞职，而
2015年仅有37人。

印度空军飞行员之所以缺口大，与
很多飞行员希望提前退役转去民航工
作有关。有印度前军官表示，在民航工
作，不仅工作轻松，而且酬劳更高。另
外，常年居高不下的坠机率，也让很多
印军飞行员望而却步。报道称，过去40

年，印度一共坠毁1000余架战机，其中，
仅2003年就有高达52架战机坠毁。

欲出台补救措施

印度空军担心，持续的人员损失可
能导致空军战斗力出现问题。印媒援
引印度空军官员的话称，一名飞行员需
驾驶不同机型经过250小时至300小时
训练后，才能进入实际飞行阶段，留住
这部分人对于印军来说非常重要。

据悉，印度空军准备采取措施挽留
更多飞行员。有印媒透露，这些措施可
能包括加快军衔晋升速度、“冷却期”和
调整退休金计划等。不过，上述措施并
未得到印度军方证实。也有媒体称，考
虑到印度的官僚制度和办事效率，飞行
员退役及待遇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恐怕
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印空军陷飞行员短缺窘境
■张 宁

事故接二连三

康迪夫跳伞事故发生在 2019年 11
月，当时他正乘坐一架 C-130运输机在
墨西哥湾上空参与跳伞训练。报道称，
当运输机到达伞降区域上空打开跳伞
舱门时，站在舱门右侧准备跳伞的康迪
夫突发意外——他的降落伞副伞在风
力作用下猛然打开，巨大的拉力将康迪
夫拖出机舱。

在该事件发生前不久，美陆军第
25步兵师第 4空降旅战斗队成员在谢
尔比联合部队训练中心进行夜间跳伞
训练时发生意外，数十名士兵因错过
着陆点被抛入山林。该事故造成至少
23人受伤，其中 4人伤势严重。另据美
国《星条旗报》报道，此前，前美军绿色
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尼古拉斯?谢珀
蒂在弗吉尼亚参加跳伞训练时突发事
故身亡。

美军跳伞高事故率一度影响到驻
海外基地军人。据外媒报道，此前，美
国和波兰在一座美军基地举行联合跳
伞演习时突发意外，致使47名美军士兵
受伤，其中23人重伤。

安全监管松懈

报告称，导致跳伞事故的重要原因，
是美军安全监管松懈。以康迪夫事件
为例，其副伞突然被风吹开，很可能是
因为降落伞未得到正确配置。资料显
示，康迪夫使用的是 T-11R型降落伞，
美军为其研制了专用插片，防止该型降
落伞在外力作用下不受控制地打开。
而跳伞前拍摄的机舱内照片显示，康迪
夫的伞包未能得到正确配置，专用插片
没有插紧，导致降落伞被风吹开。这说
明康迪夫所属第 23特种战术中队在这
方面的训练不足。

报告认为，此次事件还反映出指挥
人员在跳伞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不足。
报告援引目击者和舱内照片显示的信
息称，跳伞前舱内安全人员已发现康迪
夫的降落伞插片存在缺陷，但认为问题
不大，只是提醒他自行纠正，并未严格
按规定终止其跳伞程序。后者也未能
给予足够重视，仍然坚持“带病”跳伞。
舱内照片显示，机上数名跳伞者背负的
T-11R型降落伞插片都未正确安装甚
至缺失。

安全意识不强

报告还发现，与康迪夫同机的跳伞
人员均未按要求携带生命维持装置，致
使宝贵的救援时间被耽误——意外发
生后，同机救援人员需先脱下伞包，穿
上生命维持装置，然后再背上伞包才被
允许跳下飞机对康迪夫进行救援，但此
时“最宝贵的救援时机已被错过”。

报告认为，这些跳伞老手在积累多
年经验后往往产生松懈心理，不再重视
安全纪律，从而犯下致命错误。所以，
安全纪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触碰的
红线，对空降部队来说尤其如此。

任务过于繁重

也有分析认为，美军跳伞事故频发
与任务过于繁重有关。目前，美军在全
球各地拥有数十万驻军，不仅要参与作
战任务，还要参与威慑行动。这样一来，
美军官兵一直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中。
因此，减少海外军事行动，或能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事故发生率。

上图上图：：美军官兵进行跳伞训练美军官兵进行跳伞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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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每日野兽”新闻网站 8月 24
日刊文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以下
简称“伊斯兰国”）虽在中东日渐式微，
却在非洲呈扩张之势。该组织通过其
在西非和中非的分支机构，不断向非
洲其他地区渗透。这些分支机构利用
种族和宗教冲突挑拨矛盾，制造事端，
严重破坏非洲地区和平稳定。

向非洲进军

目前，活跃在非洲的“伊斯兰国”分
支机构主要为“伊斯兰国西非省”和“伊
斯兰国中非省”。这两个分支机构成为

“伊斯兰国”在非洲扩张的主要力量。
“伊斯兰国西非省”主要活跃在尼

日利亚和尼日尔一带。文章称，在过
去5个月，该组织在乍得湖地区发动数
次恐怖袭击，造成100余名尼日利亚和
乍得士兵死亡。此外，7月以来，该组
织还在尼日利亚谋杀数名人道主义工
作者，并涉嫌在尼日尔屠杀法国援助
人员。

“伊斯兰国中非省”主要活跃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北部地区。
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约有 447
人死于该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数量远
超往年。近期，该组织对莫桑比克北部
港口小镇莫辛布瓦展开进攻，声称占领
两处军事基地。文章称，此次袭击的地
点超出“伊斯兰国”传统行动范围，表明
该组织在非洲扩张的进程正不断加快。

渗透手段多样

“伊斯兰国”在非洲扩张得如此迅
速，与他们改变扩张策略有直接联系。
他们放弃以往以暴力手段进行扩张的
方法，转而通过人员渗透，利用矛盾等
方式进行扩张。

首先，利用民众信任开展活动。在
尼日利亚，“伊斯兰国西非省”通过所谓
经济援助等方式赢得当地居民信任，并
从当地招募战斗人员。由于该组织成
员和当地居民混在一起，导致政府军很
难精确锁定恐怖分子并实施打击。

其次，利用种族主义传播仇恨。“伊
斯兰国西非省”在尼日尔进行渗透扩张
时，不断说服尼日尔村民对打击极端组

织的相关国家产生仇恨。在尼日尔邻
国布基纳法索，该组织也通过宣扬种族
仇恨等方式进行渗透。

最后，利用宗教主义进行扩张。“伊
斯兰国中非省”通过经济利诱等方式招
募莫桑比克北部居民，壮大力量。此外，
该策略也广泛运用于埃及。“伊斯兰国”
分支机构通过杀死基督徒等方式破坏
埃及国家团结，并利用当地宗教矛盾发
动宗教战争，试图将势力扩张到埃及。

﹃
伊
斯
兰
国
﹄
向
非
洲
渗
透
扩
张

■
陈
冠
宇

一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
都十分热衷提出所谓军事新概
念。试图让美军“脱胎换骨”的
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可谓有
过之而无不及。上任伊始，特
朗普便签署行政令，指示国防
部长“重建美军”。按照特朗
普的指示，美军各部门相继提
出 花 样 繁 多 的 新 概 念 ，包 括

“多域战”“全域战”“马赛克
战”“算法战”“战争云”和“动
态武力运用”等。

美军举行军事演练美军举行军事演练

近年来，美军在跳伞训练
过程中频发事故，甚至屡次出
现较大规模受伤及精英士兵
死亡事件。对此，美军日前发
布调查报告称，包括美空军第
23特种战术中队指挥官科尔?
康迪夫意外死亡在内的多起
事故，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

活跃在非洲的活跃在非洲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武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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