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军事
2018.09.13 星期四 主编：彭臻玉（电话：18673167043）版式：李嘉冕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
寺五典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国
防部长希塔拉曼举行年度部
长级会晤。据印度新闻信息
局发布的声明，印日一致同意
加强两国的战略、防务和安全
联系，并就联手强化在印太地
区的军事影响力达成一致。

为“海外用武”铺路

根据权威信息披露，印度
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已就
今后一段时间军方高层的互
动予以确认，从双方合作交流
的层次和内容来看，印日安全
与防务合作正在由主要聚焦
于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等
内容，向陆海空跨国跨域联演
联训、武器装备出口与国防技
术研发、军事人才培养与交流
等深层次和宽领域迅速拓展。

特别是在安倍政府谋求
在宪法中修改有关自卫队运
用条款的背景下，日本与印度
加快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
协定》以及推动陆上自卫队参
加在印度举行的联合反恐演
习，不仅为日本修订“中期防
卫计划”、修改宪法鼓吹造势
和提前铺路，更是为下一步日
本自卫队“海外用武”打开了
方便之门。

“热恋期”始于安倍上台

实际上，印度与日本双边
关系的升温，始于上世纪90年
代 印 度 提 出“ 东 向 ”政 策 。
2006年安倍首次上台后，将印
日关系推向了“热恋期”。正
是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积极
推动美日澳印的四国对话机
制，并于 2007 年首次参加了

“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12
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提出了

“民主安全菱形”，试图构建贯
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联合阵
线”，愈加看重印度的战略地
位和作用。2017 年 4 月日本
众议院通过了《日印核能协
定》批准案，更是解除了阻碍
两国合作的绊脚石。

2017年9月5日，日本防
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和印度国
防部长贾伊特利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两国未来将加强在反
潜战训练方面的合作。今年，
日本制造的 P-1 反潜巡逻机
就参加了“马拉巴尔-2018”联
合军演。

美国是背后重要推手

印日强化安全与防务合
作固然有各取所需的一面，但

有分析指出，美国的全球战略
调整，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特朗
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更是进
一步推动了印日的安全与防
务合作。

在美日印、美日澳、美印
澳合作取得进展的前提下，将
印度拉入“美日澳印安全合作
机制”，已成为落实美“印太战
略”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美国

“印太战略”框架下，印日正借
助美国战略布局强化自身在
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考虑
到近年来日本军事力量“海外
用武”的冲动，特别是在美国

“印太战略”逐渐“实心化”的
背景下，印日安全与防务合作
的升级势必会给印太地区的
安全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
性。（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印日防务合作升级，美国当推手

本报讯 9月9日，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举行
盛大阅兵式和群众花车游行，
热烈庆祝建国70周年。

在外媒眼中，朝鲜国庆阅
兵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洲际
弹道导弹没有“现身”，连中程
导弹也不见踪影。美联社报道
称，虽然朝鲜展示了一组足以
威胁韩国的自行火炮，但是，亮
相的导弹类型相对单一，只有
短程地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
和反舰巡航导弹。这与今年2
月庆祝建军 70 周年阅兵已有
很大不同。当时，朝鲜亮出了
据称可打到美国本土的“火

箭-15”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其
他中程导弹和用于远程打击的
导弹发射装置。

而从朝鲜中央电视台播
放的画面看，掌握弹道导弹的

“撒手锏部队”战略军此次也几
乎缺席，在朝军序列里它在过

去 6 年的阅兵式里都是主角，
这一低调安排无疑与半岛局势
缓和有关。但分析指出，只要
相关和平与合作机制没有建
立，朝鲜就不会放弃“自我武
装”，这也是此次阅兵要表达的
另一层含义。比如，隶属王牌

“近卫汉城柳京洙 105 师”的
“先军号-915”坦克就展现了
朝军“时刻准备亮剑”的特色。

“天马号-216”坦克紧随其后，
它也是朝鲜王牌部队的标配，
炮塔上绘有巨大的“吴中翕 7
团”标志。卫戍平壤的“吴中翕
7 团”堪称“军中之军”。（摘编
自《参考消息》）

这次朝鲜国庆阅兵有点低调

本 报 讯 近 日 ，俄 罗 斯
22350 型护卫舰首舰“戈尔什
科夫海军元帅”号通过国家测
试，正式进入俄海军序列，同时
也标志着这艘该国最先进的
主战舰艇经历 12 年建造后总
算画上圆满句号。

22350型舰是俄罗斯在苏
联解体后建造的最大吨位水
面战舰，排水量4550吨，最大
航速可达 29.5 节。作为俄海
军首款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的
水面舰艇，22350 型护卫舰不

仅搭载了四组 32 单元 3S978
舰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还安
装了两组3S14U1八联装反舰
导弹垂直发射器。此外，舰艏
有一门130毫米A-192M舰炮
及一座3M89“弯刀-SU”弹炮
综合防空系统。舰艉有一座机
库，可搭载一架卡-27反潜直
升机。对中型战舰而言，如此
配置无疑是俄海军“火力至上”
思维的直观体现。

不过，有分析指出，22350
型舰拖延12年的结果是，当初

设计时较先进的装备现在看
来只能算勉强够用。俄海军
将各类武器集成到4000多吨
的军舰上，由此导致舰内空间
狭窄、自持力低、升级潜力小，
同时，高耸的桅杆和上层建筑
必然造成重心升高，进而影响
航海性能。对于这一短板，俄
海军或许已心知肚明，据悉，北
方造船厂已提出放大到 8000
吨 的 22350M 型 护 卫 舰 方
案，希望获得通过。（摘编自《新
民晚报》）

造了12年，俄最先进护卫舰终服役

“ 笑 里 藏
刀”之计意指

表面上做的使敌人深信不疑，
从而使其麻痹大意，丧失警惕；
暗地里，则另有图谋。

公元前 494 年，越王勾践
决定先发制人讨伐吴国。在会
稽之战中，越国战败，勾践被
俘。吴王为了羞辱勾践，派他
看墓喂马，越王则笑脸相迎，忠
心顺从。吴王出门时，他在前面
牵马；吴王生病时，他在床前照
顾。吴王看勾践尽心伺候，认为

他非常忠心，最后允许他返回越
国。勾践回国后，励精图治，富
国强兵。公元前475年，越王勾
践抓住吴王犯下战略错误之
机，大举进攻吴国，吴国战败。

1945年，蒋介石决定在伺
机发动内战的同时，玩弄“和平
谈判”的手段，并于当年8月14
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
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
计”。在谈判中，国民党一方面
假惺惺地表示对毛泽东的“欢
迎”和对和谈的“诚意”，另一方

面则暗中调兵遣将，对解放区发
起一系列军事摩擦和突然袭击。

蒋介石在谈判时满面堆
笑，言不及义，事前对谈判无准
备，完全是敷衍应付。而我党
在谈判中坚持和平、民主、团结
的方针，对其阴谋进行了坚决
的斗争。最终，在我方代表的
努力下，经过 43 天谈判，终于
签订“双十协定”。而就在半年
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内战，
彻底暴露了他“笑里藏刀”的真
面目。（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笑里藏刀

■防务短评

美俄地中海较劲，焦点
还在乌克兰 据《南方日报》
报道，俄罗斯海军与空天军
9 月 1 日至 8 日在地中海东
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这是
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出现
军事存在以来规模最大的
兵力聚集。而美国则派出
了两艘潜艇和两艘导弹驱
逐舰，以便有效监视俄军动
向或随时出手实施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考虑进
一步扩大在希腊的军事存
在。不过，军事专家韩旭东
认为，当前美国与俄罗斯在
欧洲争夺的焦点还在乌克
兰。美国以拉乌克兰进入
北约作为与俄罗斯较量的
主要目标，把在欧洲的较
量、中东的布局以及亚太地
区的活动等，都服务于这一
中心，期望乌克兰最终平稳
进入北约，实现北约的东
扩，同时意在试探俄罗斯在
美国拉格鲁吉亚进入北约
问题上的可能反应。

卡塔尔将购买战机强
化军力 据《参考消息》报
道，海湾阿拉伯小国卡塔尔
与其几个邻国的断交危机
已长达一年，一名高级军官
近日表示，卡塔尔将扩建包
括乌代德在内的 2 座空军
基地。美军在乌代德基地
拥有其在中东地区的最大
军事设施。官方的卡塔尔
通讯社援引卡塔尔空军少
将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马
勒基的话说，这一扩建计划
将有助于容纳空军引进的
新型战机和配套系统，包括
法国“阵风”战斗机、美国
F-15战斗机和欧洲“台风”
战斗机。有分析指出，尽管
卡塔尔政府与邻国的关系
恶化，但卡塔尔军队参加了
今年 4 月在沙特举行的联
合军演，这一明显迹象表明
对立双方间做出了一定的
妥协。

AK 家族再添高颜值
步枪 制造了AK系列步枪
的俄罗斯著名枪支制造商
卡拉什尼科夫公司，最近
推出一款名为 AK-308 的
全新步枪，该枪随即在俄
罗斯“陆军2018”论坛上亮
相 ，其 出 脱 于 AK-12 和
AK-103 步枪的外观造型
惊艳众人，但该枪究竟是
俄罗斯军队自用还是外贸
仍旧成谜。卡拉什尼科夫
公司透露，这款枪为可折
叠枪托。国防科技大学副
教授高博表示，可折叠枪
托已经比较普遍，目前大
部分有托步枪，如AK-12、
我军81-1式和03式步枪
均已设计为可折叠枪托。
（摘编自《科技日报》）

伊朗将可生产新一代
离心机 伊朗原子能组织
主席萨利希9日说，伊朗新
一代铀浓缩离心机生产设
施已经完工。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通讯社当天援引萨
利希的话报道，伊朗最高
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
先前下令一处用于生产

“新式离心机”的“非常先
进 ”的 设 施 完 成 运 行 准
备。现在，“这处设施已经
设置完备，一切就绪”。按
照萨利希的说法，作为应
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一
项举措，伊朗宣布计划建
造船舶用核反应堆。这一
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但需
要 10 年至 15 年完成”，且
遵循伊核协议。在他看
来，另一项应对举措可能
是暂停执行协议中部分限
制条款，“比如对浓缩铀数
量和丰度的限制”。（摘编
自《广州日报》）

法国武器对美国零件
说“不”法国国防部长弗
洛朗丝·帕利近日表示，法
国武器系统必须把对美国
零件的依赖度降至最低，
以防备美国牵制法国武器
出口。按照美国法律，只
要欧洲国家的武器中含有
美国零件，哪怕零件再小，
美国都有权阻止欧洲国家
出口武器。路透社报道，
法国此前决定向埃及出口

“斯卡普”巡航导弹，今年
早些时候遭美国阻止。美
方理由是，这一导弹虽由
法国制造，但含有一个美
国配件，美方因而对法方
出口事宜有“发言权”。
目前，欧洲多国正在研发

“未来作战空中系统”，即
下一代战机。帕利提醒
道，必须将“未来作战空中
系统”对美国零件的依赖
度降至最低。（摘编自《北
京晚报》）

阅兵场上的朝鲜特战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