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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特朗普发出“冲击波”

按照美国彭博新闻社相
关报道的说法，如果施行这项
计划，美国可能要求德国、韩
国和日本等美军驻在国负担
现有支出的5至6倍经费。尽
管特朗普的一些顾问不支持
这项计划，但特朗普对计划显
现兴趣并已向国务院和国防
部发出“冲击波”。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白
宫已责成国防部提供美军在
其他国家驻军所需费用和驻
在国分摊费用比例等数据，用
于与这些国家后续谈判和磋
商，向对方施加压力。

对于特朗普意欲推行的

明码标价行为，德国新闻电视
台10日称，如果美国真的算清
每一分钱，盟友很可能会翻
脸，北约也很可能走向分裂。

拉盟友垫背谋求霸主地位

实际上，自从鼓吹“美国
再次伟大”的特朗普执政后，
美国与一些盟国的关系就大
不如前，一大矛盾就是美国直
白地批评盟友“光占便宜不出
力”，尤其是共同防务支出里
面总想让美国当“冤大头”。

比如，在2018年7月份的
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上，美国代
表团扬言，若北约成员国不增
加军费比例，可能影响美国对

盟国的安全承诺。据悉，北约
对成员国的军费开支有硬性
规定，它们的国防费用必须达
到 GDP 的 2%以上。但据最
新数据，一众北约国家中，除
了美国，达标的寥寥无几。

日本时事社报道称，美国
一直谋求维持世界第一的强
大军队以及在全球的军事战
略布局，但随着美国经济实力
下滑，加上俄罗斯等国在军事
上的强劲追赶势头，抵消了美
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如今只
好通过驻军费用问题施压，把
盟友拉进来。

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过，在瑞典国际和平研
究所研究员绍祖尔看来，除特
朗普之外的历届美国总统基
本未对欧洲施压，“因为让欧
洲依附美国，远比欧洲自主更

符合美国利益”。他认为，“欧
洲国家因军费少而造成军力
落后，有利于美国控制。一旦
欧洲真的增加军费，军事上做
到独立自主和不需要美国保
护，那么欧美关系就会发生质
变，美国可能迎来新的竞争对
手，而不是合作伙伴”。

而负责美国欧亚事务的
前助理国务卿努兰认为，特朗
普打出军费牌，可能是希望盟
友接收到白宫的不满信号，在
经贸等问题上做出让步。

如果这一推断没错，那么
日本在这方面或许堪称“善解
人意”。安倍晋三首相 2017
年带着1500亿美元投资和70
万个就业岗位与特朗普见面
后，后者一度未再要求对方增
加军费，也没批评日本搭“安
全便车”。（摘编自《北京日报》

《新民晚报》《参考消息》）

美国欲收“保护费”，恐伤盟友感情
美国政府多名官员8日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

推进一项计划，他不仅希望美军驻在国负担美军所需全
部费用，同时要求这些国家额外支付相当于费用总额
50%的“奖金”。这令美国的盟友们不免忧心忡忡。

本报讯 印度与俄罗斯日
前签署协议，印度将花费30亿
美元从俄方租用一艘“鲨鱼”
级攻击核潜艇，命名为“查克
拉-3”号。该潜艇预计 2025
年交付印度，租期10年。

这并不是印度第一次租
用核潜艇。印度早在1988年

就向苏联租用了“查理”级670
型核潜艇并命名为“查克拉”
号。3 年租期内，印度不但培
养出了首批核潜艇官兵，工程
人员还对该艇除动力舱外进
行了全面的研究，有力推动了
印度国产核潜艇研制工作。
印度还在苏联帮助下在维沙
卡帕特南海军基地建造了支
持核潜艇作战的配套设施。

与此同时，印度实际上也
在着手实施自研核潜艇的“先
进技术艇”（ATV）计划，但直到

2009 年，研发长达 31 年的
ATV首艇“歼敌者”号才正式下
水。2018 年 11 月，印度宣布

“歼敌者”号完成首次巡航。不
过，在外界看来，鉴于印度租借
核潜艇的“黑历史”，能不能把
核潜艇用好还要打个问号。

2012年，印度从俄罗斯租
用一艘“鲨鱼”级核潜艇，命名
为“查克拉－2”号，租约10年，
但该艇出海不到一个月，就爆
出声呐系统被离奇撞毁的丑
闻。（摘编自《兰州晨报》）

租了多年核潜艇，印度收获几何

本报讯 在许多人心目
中，俄罗斯向来以武器出口大
户示人，可《国防》杂志新透露
的信息称，武装到牙齿的“北
极熊”，对国外军事技术的依
赖之深其实超乎外人想象。

目前，俄罗斯最依赖的外
国军火供应商当属法国泰利斯
公司，它的热成像仪和保密通
信器材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俄
罗斯出口的 T-90S 坦克全都
使用法制“凯瑟琳”热成像仪、
GPS导航和无线通信系统，以
满足客户挑剔的要求。事实

上，俄罗斯迄今仍无法生产可
代替“凯瑟琳”的同类产品。

俄制枪械向来以耐用著
称，但俄罗斯照样需要进口枪
械 来 摆 脱 精 度 差 的 问 题 。
2016年以来，俄罗斯从南非特
鲁维罗公司进口了8.6和12.7
毫米狙击步枪，除科研用途
外，还直接装备第22特战旅，
投入叙利亚战场。

连一贯傲视群雄的俄装
甲车辆工业也注入“外国血
统”。2010-2016 年，俄罗斯
从意大利依维柯公司进口了

1775 辆 LMVM65“猞猁”轮式
多功能装甲车，同时在沃罗涅
日第172中央汽车修理厂建立
生产线。但经过多年努力，“猞
猁”在俄罗斯的国产化率仅有
50%，发动机和变速器等关键
组件完全依赖依维柯提供。

此外，俄海军目前负责
航 母 等 大 型 舰 只 整 修 的
PD-90浮船坞则是约40年前
从瑞典进口的，俄军工企业不
仅无法让这个“宝贝”保持在
正常工况，也没有建造出替代
品。（摘编自《青年参考》）

俄罗斯对别国军火也心动

“ 上 屋 抽
梯”在军事上指

故意露出破绽，诱敌深入，再
切断其增援，令其陷入绝境。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
西斯远征希腊。而希腊联军
实力薄弱，双方力量对比悬
殊。希腊海军指挥官提米斯
托克里斯将己方舰队全部集
中在狭窄的沙拉米斯海峡内，
海峡的两个入口也不设防。
为迷惑对手，引敌上钩，他还
设计使薛西斯得到假情报，称

希腊人害怕波斯大军，很多人
只想着趁夜逃跑。薛西斯轻
信了情报，命令舰队加速驶向
沙拉米斯海峡。海峡入口处
狭长的小岛，将波斯舰队分成
两路，舰队出现混乱。再加上
波斯战舰都装有长木桨，使得
航道更为拥挤。这时海上风
浪骤起，波斯舰队乱作一团。
隐蔽的希腊战舰趁机杀出，紧
贴敌舰一侧驶过，将其一边船
桨全部打断。8 个多小时后，
希腊舰队以损失40余艘战舰

的代价击沉敌舰200余艘。
1966年7月，美军发现越

军272团积极活动，严重威胁
己方运输线，于是精心策划了
代号“埃尔帕素”的欺骗行动，
使出“上屋抽梯”之计。美军
故意泄露运输车队的行动时
间、路线，而后在沿途选定了
越军可能设伏的 5 个地点，部
署了兵力，设下反伏击圈套。
最终，越军歼敌心切，贸然出
动落入陷阱，损失惨重。（摘编
自《中国国防报》）

上屋抽梯

■防务短评

美军加强寒区作战训
练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逐步
加强在寒区的作战训练，以
适应未来可能面对的新作
战环境。《中国青年报》载文
分析，实际上，包括美国海
军陆战队在内，近年来美军
整体都在不断强化寒区作
战能力。这表明，美军的作
战准备正在发生明显的转
变，即要为在这种环境下可
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做好准备。从 2016 年开
始，美国逐步面临俄罗斯在
欧洲地区与之展开的愈加
强硬的对抗，与此同时，朝
鲜半岛局势也长期保持紧
张。因此，美军认为在欧
洲、朝鲜半岛乃至北极地区
的寒区作战需求日益上
升。而从战略层面讲，美军
对寒区作战的高度重视最
主要意图则在于北极，美国
认为，北极地区已不再是天
然的缓冲区，既是前往美国
的战略通道，也是美国部署
兵力的关键区域。

自杀式无人机引领新
战法 据《科技日报》报道，
日前，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
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隐形
自爆型无人机 KYB，代号

“神风”，据称可打击任何地
形条件下的地面目标，而且
普通防空系统很难对其进
行拦截。军事研究员赵飞
指出，与常规的作战飞机和
导弹相较，俄罗斯这种自爆
型无人机飞行高度低、飞行
速度慢、目标小。对付这种

“低—慢—小”的低成本目
标，常规防空导弹自然“有
劲无处使”。他认为，近年
来逐渐成熟的电磁干扰、黑
客入侵等软杀伤手段和激
光、微波等新型硬杀伤技术
是防御“神风”等“低—慢—
小”飞行器的有效手段。

央视曝光轰-6K抛洒
干扰弹 近日，空军“神威
大队”所在师利用“战神”
轰-6K大机群出动演练的
画面曝光。画面中不仅有
轰-6K机群编队飞行的画
面，还罕见曝光了这种大
型飞机抛洒干扰弹的画
面。干扰弹一般用来诱骗
敌方红外制导武器脱离真
目标，是目前军用飞机广
泛使用的自卫武器。战斗
机在近距离格斗中使用热
焰干扰弹，可以有效破坏
敌 机 的 近 程 导 弹 射 击 。
轰-6这样的大型飞机投掷
热焰干扰弹，通常用于低
空飞行时规避地面导弹打
击。（摘编自央视）

土耳其就军购强硬回
应美方 土耳其总统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近日
就美国反对土耳其从俄罗
斯购买军事装备展示强硬
态度，说不会背弃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采购协
议 ，后 续 还 可 能 引 进
S-500系统。国际媒体解
读，这番言论意在回应美
国就 S-400 军购所示不
满。此前，美国多次“敲
打”土耳其，称如果坚持引
进 S-400 系统，美方不仅
将停止向土耳其出售“爱
国者”防空导弹系统，F-35
型战斗机的交付同样会受
影响。（摘编自《北京晚报》）

日防相称“出云”号可
为美战机加油维修 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
相岩屋毅日前声称，美军
战机可在“出云”号驱逐舰
上加油及维修。在被在野
党议员问到“美军战机是
否有可能参与空袭时”，岩
屋毅也称“不排除”这一可
能。对此，有在野党议员
批评称，这将使“出云”号
成为违反日本“和平宪法”
的“攻击型航母”。去年12
月 18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
过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明确将改造“出云”级直升
机驱逐舰，使其航母化、可
搭载战斗机等。（摘编自

《参考消息》）

北约在拉脱维亚设立
北方司令部 北约多国部
队北方司令部 8 日在拉脱
维亚首都里加郊区的阿达
日军事基地举行揭牌仪
式。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和丹麦三国国防部长出席
揭牌仪式。拉脱维亚国防
部长帕布里克斯发表讲话
说，这是北约首次在波罗
的海地区设立司令部，将
有助于强化波罗的海三国
乃至北约所有成员国的集
体安全。北约多国部队北
方司令部将由上述三国军
官组成，主要任务包括防
御计划、军事训练以及联
合军事项目的计划和协
调。（摘编自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