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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骤减性能老化

报告称，自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
英军装甲部队战车数量不断减少且逐渐
老化。以坦克为例，1990年，英国坦克
的库存量约为 1200辆，如今只剩下 227
辆，且这些坦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迫切
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据介绍，英军发展装甲部队主要是

为应对冷战时期来自苏联的挑战。冷战
结束后，随着苏联装甲部队对英国的威
胁解除，英军装甲部队失去了原有的地
位和作用。直到 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
兰爆发冲突后，英国开始重新审视装甲
部队的能力及其在未来战场上发挥的作
用。报告指出，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装
甲部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说明长期以
来，俄罗斯不仅保证了装甲部队的数量，
更逐步实现了现代化，为英国发展本国

装甲部队敲响警钟。

现代化之路曲折

英国此前已认识到装甲部队所面临
的困境，然而要快速提升装甲战车能力
依旧面临不小难度。英国媒体称，尽管
英军将对“挑战者”2主战坦克进行升级，
但其坦克总体数量可能被削减。在现有
227辆坦克中，只有 150辆有机会“延
寿”，其余77辆将退役。数量的减少，意
味着英军装甲部队将进一步萎缩。

此外，英国对国防力量发展的不同
侧重，也是导致装甲战车难以实现现代
化的原因之一。对于英国来说，现阶段
国防投资重点主要在网络战和信息战领
域，装甲战车的升级计划不得不为这些
项目让路。而且，英国对于装甲战车的
发展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境地，这样的
不确定性阻碍了英国议会对装备的投资
决定。

报告称，官僚主义的拖延、军事上的
犹豫不决和财务管理不善等多种因素交
织在一起，导致英国的军事能力持续受到
侵蚀。英军装甲部队的衰落，更是标志着
英军地面作战能力的严重退化，冷战时期
让英国引以为傲的装甲战车，已成为当前
英国发展现代化军备的一个负担。

报告进一步强调，英军现役装甲战
车大多已使用30年或更长时间，机械可
靠性差，且缺乏足够的防空能力。如果
不尽快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解决存在的问
题，未来英军装甲部队将无用武之地。

英军装甲部队战力退化
■陈冠宇

故伎重施

据美海军研究协会网站3月10日报
道，美国防部将再次考虑在向国会提交
的 2022财年预算中削减航空母舰数
量。报道称，两位军方知情人士透露，
为满足拜登政府执政第一年 7040亿至
708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底线，美国防部
长办公室正考虑“如何通过减少航母数
量来节省开支”。美国媒体称，尽管目
前五角大楼尚未承认 7040亿至 7080亿
美元的国防预算底线，但美国防部长办
公室认为必须在该额度内设计预算。
此前，特朗普政府计划的2022财年国防
预算为7220亿美元。

据悉，美军此次是重拾2019年的方

案，再次拿航母“开刀”以节省预算。当
时，美国军方曾提议取消“杜鲁门”号航
母的中期大修计划，不再为其添加核燃
料棒，逐步令其退役以节省运营经费。
美海军评估认为，从 2020年到 2023年，
此举可以让“杜鲁门”号航母节省 15亿
美元的加油和大修成本。如今，让“杜
鲁门”号航母提前退役的提议又回到讨
论中，这意味着该航母可能会在仅使用
25年后就退役，而不是按计划完成中期
大修后继续服役至2048年。

多重考量

分析人士指出，综合多方面情况
看，美军“泄露”将通过退役航母节省预
算的消息，意在以退为进，以达到向美
政府施压、变相要求追加预算的目的。

一是争取国会支持。美国会诸多
议员与所在选区的造船企业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削减一艘航母将对造船企
业及工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为确保

“票仓”稳固，一些议员势必会形成反对
势力，阻止拜登政府提前退役“杜鲁门”
号航母。2019年，特朗普政府提前退役

“杜鲁门”号航母的计划就曾在国会的
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此次不仅很有

可能重蹈覆辙，还可能引发国会报复性
增加海军预算的情况。

二是占据舆论主动。美军此次“泄
露”的消息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响。美国
媒体算“经济账”称，继续投入34亿美元
即可让“杜鲁门”号航母再运行25年，这
与建造一艘福特级航母相比便宜了不
少。目前看来，有关是否退役“杜鲁门”
号航母的争论，可能会让美军从国会争
取到额外资金，而不是削减成本。

三是布局建设发展。根据美国防
部此前公布的计划，美军计划在 2045
年建造一支拥有 500艘舰艇的“超级舰
队”，在 2035年建造 355艘有人驾驶水
面舰艇。美军此次“泄露”的航母退役
计划，与上述规划并不冲突。一方面，
如果美军未来决心退役航母，将把更
多经费用于轻型航母或小型海军作战
平台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如果美海
军借此机会争取到更多国防预算，势
必将推动 2045年规划和“355艘军舰计
划”的落实。

影响不小

报道称，拜登政府预计将于近期公
布2022财年国防预算，总基调是适度削

减总额，并将预算重点投向美军优先发
展领域。此次传出削减航母数量的消
息，是美海军试图以“受害者”形象，掩
盖近年来事故频发、丑闻不断的事实，
推进作战力量建设的一种手段。未来，
美军的预算之争或将愈演愈烈，潜在影
响不容低估。

一方面，军种利益之争或将加剧。
在过“紧日子”的基调下，美军各军种势
必围绕预算“蛋糕”进行更加激烈的争
夺。无论是陆军的改革转型计划、海军
的“扩军计划”，还是空军的战备建设，
以及“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
项目，都需要巨额投入。其他军种或将
步入海军后尘，通过多种方式向拜登和
国会施压，以争取更多经费。

另一方面，地区安全形势面临隐
忧。据外媒报道，为有效威慑潜在作战
对手，美军印太司令部日前向国会申请
了自2022财年起6年内总计270亿美元
的预算。此类预算申请是拜登政府上
台以来强化重点方向军力投入的一个

“缩影”。驻欧洲、中东等地的美军也计
划增加经费投入、强化兵力部署，进一
步威慑潜在对手。未来，美军或将借预
算“杠杆”，撬动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
相关地区安全形势面临考验。

美军放言退役航母为争预算？
■杨 淳

近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
卢公开表示，土耳其与埃及正在开展
自 2013年以来的首次外交接触。此
前也有土耳其官员发表声明，表示希
望翻开与埃及关系的新篇章。尽管埃
及方面非官方地对土埃接触予以否
认，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两个区域大国
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新
阶段。

土埃关系历经近8年的“封冻期”，
此次显现出解冻迹象并非偶然。土埃
关系受挫主要源于两国宗教政治的根
本立场差异和东地中海划界、油气勘
探问题之争，两国关系的改善也主要
围绕这两大问题。

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
称“穆兄会”）问题是土埃关系恶化的

“导火索”。2012年 6月，具有“穆兄
会”背景的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土埃
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不过，穆尔西的
上台引发埃及军方不满。2013年7月，
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位，土
埃关系因此急剧恶化。2017年，埃及
等国以卡塔尔支持“穆兄会”为由对卡
断交并进行封锁。土耳其作为卡塔尔
的支持者，再度与埃及关系恶化。当
前，土耳其认识到埃及塞西政府日益
稳固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2021年1
月沙特和埃及等国与卡塔尔恢复全面
外交关系，极大缓和了土埃之间的对
立情绪。

另一方面，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之
争给土埃关系恶化“火上浇油”。海湾
地区作为中东主要石油产区，一直是
各方争夺资源的焦点。埃及、塞浦路
斯、希腊、意大利、以色列、约旦和巴勒
斯坦等国在东地中海油气利益中立场
接近，于2020年9月成立东地中海天然
气论坛。土耳其则与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签署“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
以寻求在地中海东部获得更大面积的
专属经济区，此举遭到埃及、希腊和塞
浦路斯的强烈反对。可见，土埃在东
地中海的关系与土希关系及其衍生的
塞浦路斯问题相交织。然而，据土耳
其媒体报道，当前土耳其关注到埃及
标有专属经济区的地区与己方主张接
近，这反映出土方在此问题上正积极
寻求与埃及的共识之处。

当前，土耳其与埃及关系呈缓和
之势，离不开中东地区阵营化对抗格
局的逐步打破。

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打破特朗
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全力打造的、以遏
制伊朗为中心的阵营对抗模式。拜登
一方面在继续施压的前提下对伊朗释
放和解信号，一方面着手对以色列和
沙特关系降温，试图利用发布卡舒吉
案调查报告来重新“校准”美沙关系。
总体来看，尽管拜登的中东政策充满
自相矛盾之处，但展开更为平衡的中
东外交已现端倪。

在拜登新中东外交政策影响下，
土耳其和埃及不得不考虑顺势调整外
交思路，这对于两国而言既是挑战亦
是机遇。一方面，阵营化对抗的削弱
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土埃改善关系的
阻力与难度。另一方面，对于“停摆”8
年的土埃关系而言，两国关系改善很
难“毕其功于一役”，只能在双方共同
意愿下循序渐进地寻求推进。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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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
空降兵部队将实现无人机分队全覆
盖。具体来说，每个空降师或空降突
击旅均将配备至少 1个无人机连。俄
专家指出，此举将显著提升空降兵遂
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丰富力量结构

报道称，有关在俄空降部队内组
建无人机分队的工作预计在今年年底
前全部完成。此前，俄空降兵已进行
结构优化，完成陆航旅和新型空降突
击兵团建设，具备低空快速投送能
力。未来，随着无人机技术和装备陆
续投入使用，俄空降兵将进一步提升
克服自然地理环境限制、有效对抗对
手机动化部队的能力。

目前，俄空降兵仅装备少量的“海
雕-10”和“副翼”无人机。其中，“海
雕-10”无人机配备“锁具-3”电子战系
统，最大飞行距离达300千米，通常4架
为1个编组，其中1架担负转发器功能，
可有效延伸编队活动范围。“副翼”无
人机最大飞行距离130千米，续航时间
约120分钟，主要用于军事设施周边警
戒和战场效果评估。

俄空降兵还计划采购“前哨”察打
一体无人机。该机装备模块化地面目
标光电识别系统，使用俄国产导航系

统，能在不使用 GPS导航系统的情况
下完成任务，具备较强的抗电子干扰
能力。

优化战力组合

俄军事专家指出，随着战场环境
日益复杂，俄空降兵既要作为伞降部
队“深入敌后”，也要完成战场机动等
作战任务，无人机等新型力量的“加
盟”将为空降兵执行联合行动、提升跨
域作战能力带来“质的提升”。

俄 媒 体 称 ，俄 空 降 兵 无 人 机 部
队在侦察监视、火力校正等方面将
发挥重要作用。其可秘密渗透敌后
战场，对作战地域进行全天候侦察，
为 空 降 突 击 提 供 最 新 战 场 态 势 情
报。此外，无人机还可推动实现“火
力+情报”指挥控制一体化。在 2020
年年底举行的一次联合军演中，俄
空 降 兵 深 入 目 标 区 域 后 ，运 用“ 海
雕-10”无人机向空天军发送目标指
示和火力校正信息，使其有效提高
打击精度。

报道还称，俄空降兵在对敌方目
标实施重点突袭和打击时，使用无人
机分队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现实意
义。这将有利于实现特种部队与无人
作战技术的有效结合，并为俄军继续
推动力量结构调整提供重要参考。

俄空降兵加速组建无人机分队
■石 文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
方近日透露将提前退役“杜鲁
门”号航母，以满足国防预算
削减的需要。外界评论认为，
此举是美军在国防预算上玩
弄的“小伎俩”，企图通过以退
为进在 2022财年获得更多国
防预算。

英国英国““挑战者挑战者””22主战坦克主战坦克

美国美国““杜鲁门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补给号航母进行补给

俄军士兵在维护无人机俄军士兵在维护无人机

英国下议院国防问题委
员会近日发布一份报告称，英
军的装甲战车不仅数量短缺，
而且作战能力严重退化。如
果不对现有的装甲部队进行
现代化改造，并加大装备投资
力度，英军的装甲战车将逐渐
失去作战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