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眼聚焦

据媒体报道，受疫情影响，美国军方
和好莱坞合作出品的征兵宣传影片《壮
志凌云2》，将推迟至今年7月上映。美国
军方希望该片能够揽来一点儿“人气”，
像 35年前的《壮志凌云》一样，扭转适龄
青年参军意愿不断下滑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四处穷兵黩武、军队丑
闻频出、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原因，一些美
西方国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兵员荒”。
为解决“征兵难”问题，吸引更多青年报
名参军，相关国家在谋求改善官兵待遇
的同时，也想了不少招数。

黩武加剧厌战情绪

2017年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有入
伍意愿的年轻人比例创下新低。2020年
1月14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了一篇题
为《谁来参军打仗？》的文章，指出“美国
人的参军热情已在近20年无休止的战争
中消失殆尽”。

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美
国在全球穷兵黩武带来的人员伤亡不断
增加。美军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工
具，青年参军入伍就可能被派到海外执
行任务，这自然会令一些人打起退堂
鼓。更关键的是，这些海外行动正受到
越来越多的质疑。

以持续近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为
例。这场战争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旷
日持久的战争，美国为此耗资近 1万亿
美元，超过 2000名美军士兵、近 4000名
美国承包商在战争中身亡，却既未能铲
除极端武装，也没能给阿富汗带来和
平。而美军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到处乱窜，一会儿
在欧洲举行演习向俄罗斯示威，一会儿
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闯进南海，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势头。

此外，美军经常被曝出非法杀戮战
俘和平民、虐兵、性侵、集体吸毒等丑闻，
严重影响了军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2020年 6月 11日，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
法院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实施经济制裁
和入境限制，理由只是这些工作人员坚
持调查美国军队和情报官员在阿富汗和
其他地方可能犯下的战争罪。

出现类似问题的还有美国的一些
盟友。澳大利亚军方 2020年 11月公布
的调查报告证实了澳军在阿富汗存在非
法杀戮战俘和平民等涉嫌战争罪的行
为。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显示，英国在
阿富汗的特种部队也曾犯下类似罪行。
此类丑闻的曝光，让美西方许多青年对
相关海外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心存质疑，
厌战情绪不断攀升。

以军事影视剧塑造“形象”

为解决征兵难题，美国军方近年来

不断加大对影视剧制作的投入，不仅提
供专业指导和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还
加大审查力度，要求包装宣传美军的
“正面形象”。

有数据显示，美国国防部掌控着
300余家电台和电视台，每年拍摄放映
大量军事题材影视剧。尤其需要指出
的是，美国好莱坞一直与美军方合作，
其拍摄的相关影片，不仅鼓吹美国军
事力量的强大，更通过塑造所谓的“捍
卫自由”“拯救世界”等形象，潜移默化
地输出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其
维护全球霸权服务。影片《黑鹰坠落》
中，美军披着“和平”外衣悍然出兵索
马里的不义之战，被美化为解救他国
于水深火热的正义之战，美军摇身一
变成了“和平天使”，而索马里人民却
成了残暴的“野蛮人”。这样的手法，
在美国大片中比比皆是，虽然能够一
时骗得了本国民众，却骗不了国际社
会。

靠征兵广告打动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征兵海
报以“美国军队需要你”的口号动员民
众参战，印刷量在战时达 500 余万份。
近年来，美穷兵黩武，致使其军队形象
广受批评质疑。美陆军制作了征兵宣
传广告“你眼中的勇士是什么样”，通过
展现美陆军的一系列非战争军事行动，
缓解美国青年的厌战情绪。

2016年，德国联邦国防军以陆战队
学员日常生活为主题制作真人秀节目
《新兵们》，吸引了 4400万人次观看，当
年申请入伍人数增加 20％。2019年，英
军在征兵宣传中喊出“你的军队需要
你”的口号，增强年轻人的参与感，当年
在 线 申 请 入 伍 人 数 较 2018 年 增 加
46%。法军也投入资金雇佣专业人才制
作征兵海报、杂志、视频短片等。

用电竞游戏吸引人才

电竞游戏对适龄青年有着强大的
吸引力。一些国家的军队就通过电竞
游戏拉近与适龄青年的距离，并希望从
中招募到具有计算机、无人机操作等特
长且团队合作意识强的人才，以满足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的要求。

2009年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几乎
每年都将征兵广告打到世界三大游戏
展之一的科隆游戏展上，现场展示军事
装备、介绍军队发展。法国空军开发了
多款电竞游戏，并对通关的年轻人给予
免费乘坐一次空军运输机、直升机或战
斗机的奖励。美陆军设计开发了模拟
作战场景的免费射击游戏《美国陆军》，
并通过组建军队官方电竞战队进行游
戏直播、赞助老牌战队参加电竞比赛等
方式，把征兵宣传渗透其中，也受到年
轻游戏玩家追捧。

对征兵标准进行调整

美西方国家还结合本国人口情况，
及时调整征兵对象和标准。

美国防部于 2015 年向女性开放了
所有战斗岗位，2019年美军服役女兵的
数量已经大约占武装力量的 20%。美
海军推出“全家桶套餐”征兵计划，鼓动
新兵亲人一同参军；美陆军则放宽了征
兵标准，致使其入伍新兵中超过 1/3的
人曾有不良行为或吸毒史。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舰上增加了女
兵岗位，航空自卫队开始招募女飞行
员。2019年，日本报名参加自卫队的人
数再创历史新低，自卫队不得已将征兵
年龄从 18 岁到 26 岁调整为 18 岁到 32
岁，这就意味着同年入伍的人，年龄最
大差距为 14年，人们可在自卫队中看到
“大叔新兵”。

还有一些国家则把目光投向了其
他国家的公民。英军向英联邦公民扩
大募兵，即便未踏上英国本土也能加
入；德国联邦国防军也正考虑将欧盟公
民纳入征兵对象。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

研究院）

上图：一些国家的征兵海报拼图。

图片合成：梁 晨

解决“征兵难”，各国花样迭出
■刘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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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日美举行第7次年度太空

合作工作小组会议，就计划于2023年开

始联结彼此的太空态势感知系统进行进

一步协商。此前，两国于去年12月签署

谅解备忘录，就在2023年和2024年发射

的日本“准天顶”卫星导航系统第6颗和

第7颗卫星上搭载美太空军的空域感知

光学传感器达成一致。这也意味着，日美

太空军事合作正从战略合作加速迈向资

产“合体”的新模式。

2009年 11月召开的日美首脑会谈

上，日美双方首次正式表达了展开太空军

事合作的意向。此后，双方通过召开日美

太空协商会议、确立太空合作伙伴关系、

定期举行太空合作对话等一系列行动，在

政策制定层面建立了协商机制。2015年

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拓展了两国

防务合作的地区、领域以及事态范畴。双

方的太空军事合作也随之从政策对话深

入到具体的合作机制。在年度太空合作

工作小组机制下，日美两国在太空相关政

策协商、加强太空情报共享、培养太空作

战人才以及举行联合演习等问题上保持

着密切沟通。

在这一背景下，2019年4月的日美外

长和防长“2+2”会议就日本“准天顶”系

统的卫星搭载美传感器一事达成了一致

意见。同年 12月，美国成立了太空军。

时隔不到6个月，日本自卫队也提前宣布

组建太空作战队，并于2020年10月正式

派遣联络官进驻美太空司令部在范登堡

空军基地设置的多国太空合作办公室，加

强与美太空军事合作。

日美就太空资产“合体”达成一致，

意味着双方的太空军事合作朝着提高互

操作性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也折射出

日美军事合作正加速从陆海空等传统作

战领域向包含太空在内的新作战域延

伸。目前，日美最新共同作战计划已涵

盖太空等新作战域。对太空资产进行整

合和分散部署，并以此实现“合体”发展、

优势共享，正成为日美太空军事合作的

新模式。

双方的这种合作，不仅可节省发射成

本、增加部署规模，还能模糊太空资产的

国别属性，有利于减少被攻击的可能。美

军认为，大规模、无中心节点的分散部署

模式，可增强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的稳定性

和弹性，提高对敌太空进攻的威慑和防御

能力。

在技术上，日美“合体”发展太空态

势感知能力，表明双方的情报融合也在

不断加速。美太空军的空域感知光学传

感器，可对地面上各种目标实时探测、

跟踪。将其搭载在“准天顶”系统卫星

上，可以强化其对东亚地区军事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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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韩国在国际军售市
场上可谓风头正劲。3月 17日，韩国协
助印尼建造的首艘国产潜艇“阿鲁格
诺”号交付印尼海军。此前的 2 月 26
日，韩国为菲律宾海军建造的“里扎尔”
级轻型护卫舰二号舰服役。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3 月 15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韩国武器出口额较 2011
年至 2015年增长了 210%，成为全球第
9大武器出口国。

其实，在国际军售领域，韩国算是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韩国国防采办
项目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 2006
年起，韩国军工产业出口业绩开始直线
飙升。2009 年至 2013 年间，韩国武器
出口的平均市场份额为 1%，2016年至
2020 年间，这一数字达到了 2.7%。这
期间，韩国武器出口对象国增加了约 2
倍，从事武器出口的企业增加了 3 倍
多。

从一个军工产业名不见经传的国
家到全球主要武器供应国之一，韩国仅
用了不到 20年。快速成名的背后，教
练机、火炮、舰艇三大类型的产品功不
可没。

韩国航空工业公司制造的 T-50
“金鹰”高级教练机吸收了F-16战斗机
的多项技术，装备有先进的电子设备，
也具有较高的机动性，不仅可用于培养
三代机飞行员，还衍生出了 F/A-50轻
型战斗机这种可以“一机两用”的版
本。该型教练机在国际军贸市场中具

有较强竞争力，已出口至菲律宾、泰国、
伊拉克等国，就连美国也差点购买。该
公司生产的 KT-1初级教练机销路也
不错，收到了印尼、土耳其、秘鲁等国共
50余架订单。

韩国三星造船与重工业公司设计
研制的K-9自行火炮是韩国武器出口
的绝对主力。该型火炮是亚洲第一
款、全球第二款 52 倍口径 155 毫米自
行火炮，斩获了印度、土耳其、波兰等

近 10个国家的订单，成为国际军贸市
场上炙手可热的自行火炮产品。此
外，韩国主导研制的 K-2 主战坦克也
引起多方关注，秘鲁、土耳其、波兰等
多个国家已与韩国达成采购或技术合
作协议。

作为一个濒海国家，韩国造船业
一直比较发达，也具有较为深厚的军
用舰艇设计建造功底。据不完全统
计，韩国已向孟加拉国、英国和菲律宾

等国出口了包括护卫舰、常规潜艇、船
坞登陆舰、补给舰、巡逻舰在内的多型
舰艇。

除了“明星产品”的光芒，韩国在武
器出口方面的成绩单也得益于其政策
的成功。一是见缝插针，主要瞄准东南
亚、东北欧、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市场，
尽量避免与美俄等武器出口强国争抢
风头。二是政策灵活，尽量满足武器进
口国的多样化需求且毫不吝惜技术转
让。比如，在K-9自行火炮出口方面，
韩国既接受土耳其、印度提出的生产线
级别的大单，也不排斥芬兰提出的 48
辆整车的小单，甚至波兰提出的只买底
盘的“怪单”也照收不误。三是勇于改
革。为鼓励军火出口，韩国将本土企业
武器出口和在海外组织生产交付的“技
术费用”等行政费用大幅降低 40%至
50%。此外，韩国还积极促成本土中小
型军工企业与国外武器装备承包商联
合，以融入全球供应链。

然而，亮眼的成绩单，掩盖不了
“韩国制造”的尴尬。由于缺乏核心技
术支撑，韩国的出口武器中许多都是
“拼装”或者“集成”产品。K-9自行火
炮的发动机和炮管来自德国，变速系
统和火控系统来自美国，悬挂装置来
自英国，就连车顶的机枪也是美制
M2；T-50 高级教练机的结构和系统
与 F-16战斗机共通性高达 70%-80%；
韩海军主战舰艇的武器和电子系统基
本都是“拿来主义”。这样的结果，就
是故障发生率较高。有资料显示，从
2005 年到 2015 年，K-9 自行火炮发生
炸膛事件超过 20次。

也正因如此，韩国武器出口的后劲
明显不足，并有进入瓶颈期的明显迹
象。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韩国造”
如果没有新的突破，要想赢得用户青
睐，只怕会越来越难。

左上图：韩国为菲律宾海军建造的

“里扎尔”级轻型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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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得力份额攀升，技术乏力后劲不足——

透 视 韩 国 武 器 出 口
■杨王诗剑

布雷斯特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
端、布雷斯特湾的北岸，扼守着英吉利海
峡西南出口。这里港阔水深，曾是法国最
大的军港和重要的贸易港。二战时期，德
国占领布雷斯特后，曾将之作为U型潜艇
基地。1972年，法国在布雷斯特的长岛
建立了核潜艇基地。目前，这里是法国海
军现役4艘“凯旋”级战略核潜艇的母港。

基地按照功能的不同分成三大区
域，分别为生活保障区、军火库区、港口
与干船坞区。这里的两座多功能干船
坞同时具备消磁站、爆炸物处理码头、
核潜艇改装码头和核潜艇改装干船坞
的功能。

在法国海军中，战略海洋部队主要
由两支核潜艇部队组成，一支是战略核

潜艇舰队，一支是攻击型核潜艇舰队。
战略海洋部队的司令部机关就设在长岛
核潜艇基地内。此外，这里还驻有战略
核潜艇舰队、长岛核潜艇基地部队以及
核潜艇部队艇员训练中心等单位。

驻该基地的战略核潜艇舰队的主要
任务是保证所有现役战略核潜艇的作战、
实战演习以及训练的临战条件。目前部
署在这里的“凯旋”级战略核潜艇同时装
备有M45型和M51型潜射弹道导弹。其
中M5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最远可达
到13000千米，是法国海军战略核力量的
重要体现。不难看出，长岛核潜艇基地的
安全直接关系到法国的战略安全。

鉴于此，目前长岛核潜艇基地是法国
最重要的军事保密区之一，法国要求谷歌
公司在地图上将该基地位置打上马赛
克。这也是外人很难窥其真容的原因。

下图：长岛核潜艇基地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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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核潜艇基地——

法国海军战略核力量部署地
■宋 琢 王桂建

监视。日本“准天顶”卫星则可视为

对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补

充、增强和替补。除覆盖日本本土，

其还可提供对印度、泰国、澳大利亚

部分地区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关岛等

地的全天候预警监视服务。有“准天

顶”加持后，GPS在上述地区的信号

将大大增强，定位精度也可以得到进

一步提升。

其实，早在 2018年，日本便开始

通过美国的有偿军事援助建设能够

监视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监视系

统，计划 2022年完成。两国希望通

过太空资产的“合体”，推动双方的

情报共享向情报融合提升，以便未

来开展空间攻防行动。日美在太空

领域的合作，意在谋求太空态势感

知优势，确立对他国的高压态势，背

后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其

对太空安全形势带来的危害，需要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军眼观察

兵史地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