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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议会7月20日发表声明说，议会
当天举行闭门会议，与会议员一致同意授
权埃及军队在境外执行战斗任务，以“在
西边战略方向打击武装分子和外国恐怖
分子，捍卫埃及国家安全”。7月14日，控
制利比亚东部的利比亚国民议会以“土耳
其占领行为对我国和邻国特别是埃及构
成直接威胁”为由，邀请埃及派兵干预。

此前，埃及陆海空三军从 7月 9日
开始在邻近利比亚边境地区举行“决
断-2020”军事演习，剑指利比亚战场。
随着利比亚局势的急剧变化，域外国家
从幕后走向台前，利比亚正面临着成为
“第二个叙利亚”的前景。

从绝境到逆转

——土耳其助“民团

武装”全面反击

2019年 4月，受到俄罗斯、法国、埃
及、阿联酋及沙特等国支持的利比亚“国
民军”，发起旨在全面夺取利比亚控制权
的“尊严洪水”攻势，一度占领了 80%的
国土，将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挤压至首
都的黎波里一隅。后者紧急向土耳其求
援，并于2019年 11月同土签署了两份合
作备忘录，换取后者大规模介入利比亚
内战——不仅直接派遣作战单位和军事
顾问，而且从叙利亚战场征召大批“叙利
亚自由军”到利比亚作战。

土耳其的介入让本已山穷水尽的
利民族团结政府峰回路转。今年 5月
初，民族团结政府所辖的“民团武装”开
始对“国民军”实施全面反击。6 月 3
日，“民团武装”收复的黎波里国际机
场，还肃清了首都市郊的“国民军”。此
后“民团武装”连续收复此前被占领的
多个重要城镇，将战线推进了 300余公
里，使战场形势基本恢复到“尊严洪水”
攻势之前的状态。

战斗中，土耳其出动 E-737预警机
密切监视“国民军”及阿联酋等国战机
的起降情况，并派出大量 TB-2型察打
一体无人机对“国民军”阵地和后勤补
给线实施轮番轰炸，而游弋在利沿海的
“佩里”级导弹护卫舰及部署在利军事
基地的地面防空导弹则为“民团武装”
提供强有力的防空支持。

实现大逆转的“民团武装”并不打算
就此停下进攻脚步，而是积极筹谋更大

规模的军事进攻。6月 5日，土总统府发
布消息称，苏尔特省和朱夫拉省将是“民
团武装”的下一个进攻目标。6月 11日，
土耳其海空军在地中海举行声势浩大的
军演，展示了自身的海空联合作战能力。

从幕后到台前

——埃及做好大规

模介入准备

土耳其的强力介入引发背后支持
“国民军”的国家严重不满。俄罗斯于 5
月底紧急向利比亚增派近10架米格-29
和苏-24战机，法国和阿联酋也相继对
土耳其发出警告。在埃及总统塞西提出
的利内战双方停火方案遭到土耳其拒绝
后，埃大量陆军装甲部队便开始在邻近
利比亚的边境地区集结，大批战机也集
结在靠近埃利边境的3个空军基地。

6月 20日，塞西在视察埃及西部军
区时指出，由于利比亚战局持续恶化，
埃及军队已做好应利比亚人民要求而
进行军事介入的准备。同时，塞西给
“民团武装”划出了一条“红线”，即内战
双方目前对峙的苏尔特-朱夫拉地区，
并警告称，若“民团武装”对该地区发起
攻击，埃及将进行军事干预。

7月 8日，土耳其宣布将在地中海
举行新一轮大规模海上军演。次日，埃

及陆海空三军在事先毫无预告的情况
下，率先在边境附近举行了持续数天的
“决断-2020”军事演习，强势回应土耳
其的军演计划。演习中，埃及军队有针
对性地对军事介入利比亚进行了预
演。埃及空军和陆军演练了空地协同
作战，模拟打击雇佣兵据点以及遂行大
纵深作战等，海军则进行了两栖登陆作
战演练。此外，埃军还进行了防空反导
实弹打靶。

从内战到混战

——利比亚或成“第

二个叙利亚”

自卡扎菲倒台以来，利比亚内战已持
续近10年时间，但近年来域外国家直接插
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根据塞西划出的
“红线”，“民团武装”是否进攻苏尔特，成
为埃及会否出兵利比亚的关键因素。

当下，“民团武装”正兵强马壮，很
可能乘胜追击，扩大控制范围，尤其是
石油生产和运输要地苏尔特省。本月
初，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军方高层
现身土耳其驻利比亚军事基地，再度
表明了对“民团武装”的支持。未来
“民团武装”进攻苏尔特省，或许只是
时间问题。

从埃及角度看，其与土耳其在“穆

斯林兄弟会”和地中海划界等问题上早
有龃龉。无论是打压被自己视为恐怖
组织却同土耳其关系密切的“穆兄会”，
还是与土耳其争夺资源和地区影响力，
埃及都有出兵利比亚的理由。更重要
的是，埃及一旦出兵，必然可以获得来
自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军
事及经济援助，这对于近年来深陷困境
的塞西政府而言无疑非常重要。

从埃土两军装备而言，埃军和土
军相比并不落下风。近年来，埃及先
后从法国购买了“阵风”战斗机和“西
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海空军实力得到
显著增强，其陆军的M1A1坦克数量已
超过千辆，并装备了 AH-64D“长弓阿
帕奇”和卡-52“短吻鳄”武装直升机等
先进武器。如果考虑到埃及军队在家
门口作战，而土耳其不仅多线作战而
且是劳师远征，那么埃及军队的优势
将更加明显。

因此，一旦埃及进行军事干预，利
比亚战局或将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届
时，土军与埃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将大大增加。随着越来越多外部
势力介入，利比亚沦为“第二个叙利亚”
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上图：5月18日，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宣布从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

手中夺回瓦提耶空军基地。图为在瓦

提耶空军基地拍摄的“国民军”战机。

新华社发

军事干预表态强硬前所未见，“决断-2020”军事演习持续数天—

埃及出兵利比亚箭已上弦
■王 毅 李瑞景 王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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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空间，指介于传统航空空间与
航天空间（太空）之间、距地面 20-100
千米高度的空间，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新
领域、国家安全的新疆域、大国战略竞
争的新制高点。人们对临近空间的探
索和利用，既有可能促进经济与社会发
展，造福于人类社会，也有可能催生临
近空间军事化、武器化、竞争化，使之成
为未来战争的新战场，影响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

该书在对维护太空安全进行战
略思考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略临
近空间开展战略谋划研究。作者系
统分析了临近空间的特点、重大战
略价值、国际博弈态势等，对经略临
近空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剖
析研判。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如何
更好地经略临近空间、拓展和维护
临近空间国家利益，提出了较为系
统的建议。

（赵仰鹏、郭 舜辑）

《经略临近空间》

据韩国媒体报道，7月 7 日，位于
韩国京畿道的驻韩美军平泽基地新增
3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美籍士
兵，包括 2 男 1 女，年龄都在 20 岁左
右。这一消息，让人们看到了“平泽”
这一地名与美军的关联性。

平泽基地，位于首尔以南约 70
千米处，总面积约 1468 万平方米，共
建有 513 栋建筑（韩方 226 栋、美方
287 栋），耗资 12 万亿韩元（约合 720
亿元人民币），可容纳约 43000 人 。
除军用飞机跑道、装甲部队训练场、
轻武器射击场、游击训练场、车库等
军事设施外，该基地还建有公寓、综
合医院、大型军人服务社等生活保
障设施，是美国目前为止规模最大、
军事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军事基地。
平泽基地距离平泽港、平泽站、乌山
基地等地约 20 千米，京釜线铁路支
线也经过该基地，便于美军运送兵
力和军事物资。

2017 年 7 月，作为美国陆军部队
中唯一永久前沿部署的野战部队，美
第 8集团军司令部从首尔市中心龙山
基地南迁，正式入驻平泽基地。次年
6 月，驻韩美军司令部也结束了在龙
山基地长达 73年的驻扎，迁移至平泽
基地。

于是，平泽基地便自然而然地成
为驻韩美军的“作战枢纽”。目前，该
基地已部署了“阿帕奇”直升机、RQ-
7“影子”无人侦察机、“艾布拉姆斯”
主战坦克及“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等

精锐装备，还配备有各种卡车和支援
车辆。除此之外，美还计划在平泽基
地建设联合司令部作战中心，其 C4I
系统将与位于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位于日本横田基地的驻日美军司令
部实现连通。

2019年 9月，韩美联合司令部和韩
国国防部透露，韩美联合司令部将于
2021 年从龙山基地迁往平泽美军基
地。韩国防部表示，如果韩美联合司
令部迁移到平泽，就会和驻韩美军作
为一个整体工作，作战效率会得到提
高。但有韩媒分析，韩美制订这一计
划，主要是为了在文在寅政府任期最
后一年的 2022年，从美军手中接过战

时作战指挥权，以实现韩国政府寻求
的“国防自主”与“战略自主”。

有外媒报道称，作战指挥权移交
后，未来韩美联军司令将由韩国军队
大将级军官担任，并在该基地的作战
中心指挥韩美军队。但有专家分析认
为，韩军能否通过 2020年的运用能力
检验与 2021 年的完全执行任务能力
检验，具备行使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核
心军事能力，还未可知。即便韩方接
过战时指挥权，只要其在政治、军事方
面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美主韩从”
的韩美联军结构就将继续存在。

下图：平泽基地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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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泽基地—

美军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
■郭 舜 赵仰鹏

7月12日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边境局势急剧恶化，两国在亚美

尼亚塔武什和阿塞拜疆塔乌兹接壤地

区爆发了武装冲突。虽然在15日两

国边境曾短暂进入停火状态，但是16

日早上战火重燃。据亚美尼亚国防部

当天称，阿塞拜疆军队凌晨4时20分

开始使用D-30榴弹炮炮击两个村

镇，率先违反从7月15日午夜生效的

停火机制。阿塞拜疆国防部则在同日

指责亚美尼亚军队破坏停火规定，一

昼夜来使用大口径机枪、狙击枪和迫

击炮向前沿阵地射击89次。

虽然此次双方冲突地点距两国长

期存在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

卡）地区有数百公里之远，但分析人士

都将此次冲突视为纳卡争端的延续。

纳卡地区原属亚美尼亚，亚美尼

亚人占其总人口约80%。1923年苏联

将该地区划归阿塞拜疆，建立纳卡自

治州，而当地亚美尼亚人则将该地区

视为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境内的“飞

地”。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取消了纳

卡自治州的自治地位。随后，该地区

的亚美尼亚族人举行全民公投，宣布

脱离阿塞拜疆，成立纳卡共和国。20

世纪90年代初期，亚阿两国在该地区

发生流血冲突，结果是阿塞拜疆丧失

了纳卡及其附近7个地区的控制权。

在各方调解下，亚阿双方于1994年达

成停火协定。

然而，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

两国关于纳卡地区的“结”很难轻易解

开，双方始终龃龉不断。2014年和2016

年，两国曾在该地区爆发严重冲突。

从当事方来说，亚美尼亚因实际控

制着纳卡地区，所以希望通过谈判的方

式解决问题，但不愿意做出过多的妥协

和让步；而近年来阿塞拜疆凭借丰富的

油气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在国力

上相比亚美尼亚占有优势，更倾向于武

力解决问题。阿总统阿利耶夫15日表

示，阿塞拜疆人民已经厌倦了围绕纳卡

地区展开毫无意义的谈判，威胁要武力

夺回对纳卡地区的控制权。

对于亚阿之间的冲突，外部并不

乏劝和促谈的力量。俄罗斯与两国长

期交好，一直处于居中调停的地位。

作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

国，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盟友，但俄罗

斯在能源、军事等方面与阿塞拜疆也

存在着广泛的合作，不愿见到两国关

系失控危及自身利益，并给其他国家

介入该地区事务以借口。1992年，在

俄罗斯的提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成立了由12国组成的纳卡冲突调

解小组。此次冲突爆发后，俄外长拉

夫罗夫迅速与两国外长进行电话沟

通，呼吁双方立即停火。除俄罗斯之

外，美欧也敦促双方实现停火，恢复谈

判，采取措施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一片促和声中，土耳其支持阿塞

拜疆的态度则显得激进了许多。土阿

两国都是突厥语国家，宗教上都信奉

伊斯兰教，自然比较容易走近。相比

之下，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则因100多

年前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存在历

史恩怨。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纳卡

冲突问题上支持阿塞拜疆，并一度关

闭了与亚美尼亚的边界。此次边境冲

突发生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很

快表态称，土将全力支持阿塞拜疆，要

求亚美尼亚“立刻清醒过来”。有分析

认为，土耳其此举也有借机与俄罗斯

争夺地缘影响力的考量。毕竟，虽然

近年来土俄两国表面上关系不错，但

双方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叙利

亚、利比亚问题上，两国支持的势力都

是彼此对立的。

考虑到阿国力本就居于上风，土

耳其的支持有可能削弱阿塞拜疆方面

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此次冲突

的走向，或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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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计

划在明年将网络部队人员增加三成，使

其总数达到300人，并加强对专业知识

人才的培养，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网络攻

击。据悉，日本还计划到2024年使网

络部队人数再增加2/3以上。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网

络空间视作国家间战略博弈的新高地，

网络空间军事化趋势日益明显。各主

要国家纷纷加快发展网络作战力量，并

大力推动网络武器研发和网络作战理

论研究。

美国一直注重“网军”建设。2014

年10月，美出台首部《网络空间作战》

联合条令，填补了网络空间作战没有顶

层联合条令的空白。2015年4月发布

的《网络空间战略》，公然表示要把网络

空间作战作为今后军事冲突的战术选

项之一。2017年，美军网络司令部升

格为第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可直接

指挥各军种下属的军事网络作战力

量。目前，该司令部下辖133支网络任

务部队。近年来，美军通过“网络卫士”

“网络夺旗”“网络风暴”等演习，不断强

化网络部队的实战能力。

受“混合战争”思想影响，俄罗斯一

直将网络作战视为信息战的一部分，其

网络作战部队也被纳入信息战部队之

中。在研发先进网络攻击武器的基础

上，俄罗斯更加重视网络防御能力的发

展。今年6月，俄罗斯进行了全国范围

内的“断网”演习，切断了俄境内网络与

国际互联网的联系，对有“俄罗斯主权

互联网”之称的俄国家级内网RuNet进

行了检验测试。

英 法 等 国 也 在 加 快“ 网 军 ”建

设。不久前，英国第一支专门网络部

队正式成立，任务重点是保护国防网

络安全和军事通信安全。官方称此

举是对日益增长的网络空间威胁做

出的反应之一，英防务大臣本·华莱

士表示，“网络攻击的致命性与在真

实战场上面临的致命性一样，我们必

须做好准备”。该部队由英国国防部

和政府通信总部共同负责，人员主要

从武装部队、情报部门、学术界和私

营部门招募。

法国在2017年1月成立网络司令

部，负责全部网络作战事宜。法军将网

络作战行动分为网络防御作战和网络

进攻作战两种，并把前者作为网络作战

的主要内容，后者作为必不可少的手

段。根据法国《2019-2025军事规划法

案》，法国将在 2025年之前增加 1500

名网络作战人员，使“网军”规模达到

4000人。

在亚洲，除日本外，印度也十分注

重发展网络作战力量。印度各军种很

早就开始组建自己的网络作战部队。

2019年，印度成立国防网络局，专门

负责印军网络作战部队建设。印军方

称，未来该机构下属的网络部队将遍

布全国，并计划培养5000名网络战士

兵。未来，印度国防网络局很可能发

展成为网络司令部，承担网络作战“指

挥中枢”的功能。

各国争相发展“网军”，给网络空间

带来了更为浓烈的“火药味”。有专家

认为，网络空间里虽然没有硝烟、没有

鲜血，但极端情况下网络空间战造成的

破坏或不亚于核弹，其后果可能是整个

世界都难以承受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网络空间视作国家间战略

博弈的新高地，不断加快发展网络作战力量—

“网军”建设掀热潮
■赵艳斌 曹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