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换装步枪，强化两栖作战

日本陆上自卫队18日公布将配发部队的新型制式步枪和手
枪，均为30多年来首次换装。新步枪命名为“20式”，相比现役步
枪，新枪长度更短、射程更远，配备光学瞄准镜和皮卡汀尼导轨。新
枪强化防水和防腐蚀性能，以用于两栖作战。（摘编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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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前不久，在海南岛深处，
中国海军陆战某旅“蛟龙突击队”开
展了实战化训练。

在这个旅，特战连长何龙是个
“传奇”。2015 年，何龙被选派去委
内瑞拉留学，进入委军猎人学校。在
这所知名特战学校里，学员每天面对
饥饿、寒冷和伤病折磨，背负40公斤
装备，实施实弹对抗。毕业时，何龙
获得猎人勋章和唯一的外籍优秀学
员勋章。长期以来，陆战旅坚持打造
三栖精兵，其常态化训练可概括为

“海上蛟龙”水下运行器操作（蛙人输
送）、“陆上猛虎”岸滩铁人八项（在沙

滩上连贯进行三公里长跑、沙滩障
碍、操划舟、武装泅渡等挑战极限的
训练）、“空中雄鹰”岛屿定点伞降等
实战化训练。该旅组织的“尖兵”集
训，被外界誉为“猎人集训”，全旅上等
兵以上的士兵必须参加，合格后才有机
会留队晋升初级士官。士兵要经历基
础科目、班排战术和心理素质等方面集
训，才具备特种兵初级士官留转资
质。瓦斯熏、泥潭泡、丛林钻，每天睡
眠不足3小时……这样的日子，合格
者要坚持3个月。这是凤凰涅槃的过
程，是从普通特种兵到“三栖尖兵”的转
变过程。（摘编自《新民晚报》）

我海军陆战队“猎人集训”凤凰涅槃

英国造价30亿英镑新
航母漏水 近日，各大社交
媒体上疯传一段名为“‘威
尔士亲王’号漏水”的视
频。据多家英媒消息，这
段视频内容已被英军官方
确认属实。漏水的“威尔
士亲王”号航母是英国海
军 2019 年 12 月服役的航
空母舰，为英军“伊丽莎白
女王”级航空母舰的 2 号
舰。这艘造价30亿英镑的
新服役航母，于 15日发生
漏水事故。事故发生在舰
上的水兵宿舍区，英国海
军发言人称是“内部系统
的小问题”。（摘编自央视）

韩国持续推动军工创
新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
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决定
在庆尚南道昌原市及周边
区域，打造首个区域级军
工创新中心。韩国政府计
划在未来 5 年投入 450 亿
韩元（约2.6亿元人民币），
在昌原市庆南地区打造

“军工创新集群”。随后，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
发布《2020年至2034年核
心技术计划》，为今后15年
核心军事技术发展指明方
向。韩国想方设法推动军
工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
是为减少对美防务依赖。
（摘编自中国军网）

俄“青霉素”数秒确定
火炮位置 据俄媒报道，俄
国防部计划明年为炮兵部
队装备“青霉素”电子侦察
系统。新型侦察系统配备
声音传感器、热像仪和摄
像机，能在数秒内确定来
袭炮弹的发射位置和开火
火炮类型，并将位置坐标
传输到电子地图上，协助己
方迅速开火予以摧毁。报
道称，“青霉素”电子侦察系
统只需数分钟即可做好战
斗准备。单个目标开火后，
其坐标将在 5 秒钟内被确
定。整套系统可捕捉前线
25 千米范围内所有射击
源。侦察雷达系统的最大
问题是易受电子干扰，相比
之下，“青霉素”电子侦察系
统不需要雷达，隐蔽性更
强。（摘编自《解放军报》）

■防务短评

美对委“包围计划”浮
出水面 当地时间 5 月 14
日，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
斯在电视讲话中证实，委政
府军在该国与哥伦比亚交
界处又逮捕了 39 名企图入
境的叛军，这些人可能与日
前的“雇佣兵入侵委内瑞
拉”事件有关。洛佩斯表
示，雇佣兵入侵事件是外国
政府精心策划和资助的军
事行动，目的是通过暴力推
翻委政府。目前共有 91 名
相关人员被捕。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6日在视频记者
会上公布称，被俘的 2 名美
国雇佣兵已经认罪，承认他
们受雇于委内瑞拉反对派。

美国方面作出回应，否
认与雇佣兵事件有任何联
系。即使雇佣兵事件可以
撇清关系，有些事实则是无
法洗白的“实锤”：美国在新
冠疫情期间继续加大对委
施压力度，连同巴西、哥伦
比亚在委边境以“反毒”名
义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并
在演习过程中不断收紧对
委“包围圈”，企图向委内瑞
拉施以军事压力。对于雇佣
兵入侵委内瑞拉事件，有评
论人士认为目前派出的雇佣
兵部队只是由美国指导、哥
伦比亚执行的前期“试水”，
目的在于试探委防卫力量如
何，政府与军方的亲密度又
处于何种状态，以此为未来
可能实施的军事干涉提供参
考。（摘编自《文汇报》）

本报讯 5月8日，日本陆
上自卫队首批两架 V-22“鱼
鹰”倾转旋翼运输机经船运抵
达驻日美军岩国基地，计划在
该基地进行整备、训练后移交
木更津驻屯地，这里是日本首
批V-22“鱼鹰”倾转旋翼运输
机的临时驻地。

近年来，日本加大西南诸
岛防卫力度，迫切需要能够运
送坦克等重型装备的大型运
输机。V-22“鱼鹰”可以将海
军陆战队从两栖战舰上快速
投送至岛屿或滩涂阵地。它
可以贴近海面飞行，隐蔽性更
强，还能使用机载激光炮、火
箭弹和反坦克导弹攻击登陆

艇、两栖车辆和登陆人员。日
本是除美国外第一个装备该
型飞机的国家。外界推测，该
机未来将配属“出云”号直升

机航母，成为航母搭载的“夺
岛重器”，提升日本自卫队的
两栖垂直登陆作战能力。据日
媒报道，日本还将为“出云”号
直升机航母配备 F-35B 隐身
战斗机。届时，日本自卫队将
完全摆脱日本《和平宪法》对其
不能发展进攻性武器的限制，
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不容小
觑。（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本报讯 近日，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全球军
事支出趋势》年度报告：2019年
全球军费支出为1.917万亿美
元，较 2018 年增长 3.6%，比
2010年高7.2%，是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增幅。

2019 年全球军费支出前
10位的国家为：美国、中国、印
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法
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
美国军费同比增加 5.3%，达
7320亿美元，占到全球军费总
额的 38%，相当于后 10 个国
家的军费支出总和。2019年印
度军费支出为711亿美元，较上
年增长6.8%。日本军费支出为

476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了
2.0%。韩国军费支出达到43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5%。

美国是全球军费支出激
增的主要外部因素。除了大
力推进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
现代化，美军还增加了 1.6 万
名军事人员，造成人力成本上
升。美国施压北约成员国增
加军费支出，以及北约和俄罗
斯关系持续紧张，也是刺激
2019年全球军费支出大幅增
长的重要原因。北约国家中，
德国军费的增长非常显著，相
比上一年增长10%，达到493
亿美元。与此对应的是，2019
年俄罗斯军费增长 4.5%，达

651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首次跃居军费支出世界
第三位。除自身安全需求，军
费支出的变化也反映了印度
国家实力增长之后对武器装
备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在
运用军事力量塑造安全态势
方面呈现出的显著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
退可能会迟滞全球军费支出
的总体存量的增长，但也会成
为大国军费支出投量结构变化
的“催化剂”，迫使其将有限的
军费投放到更为关键的地区和
技术领域，这并不能改变正在
浮现的全球军备竞赛的基本态
势。（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去年全球军费增速创近十年新高

“鱼鹰”落户日本提升夺岛能力

V-22“鱼鹰”

美军模拟与中国交战，无胜算
本报讯 英国《泰晤士报》

网站5月16日报道，五角大楼
进行的一系列“令人大开眼
界”的模拟战争显示，美国将
在与中国的海战中被打败，并
且难以阻止解放军进攻台湾。

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对
《泰晤士报》说，美国进行的模
拟战争显示，美军将被中国彻
底击败。其中一场模拟战争
发生在 2030 年，届时中国海
军将拥有新的攻击潜艇、航母
和驱逐舰。模拟战争分析还
发现，北京积累的中程弹道导
弹使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的

所有美军基地和航母战斗群
都容易遭受大规模袭击。分
析认为，美国 B-2 和 B-52 战
略轰炸机所在的关岛基地现
在完全处于危险之中。

一名美国国防部消息人
士说：“中国拥有远程反舰弹
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
意味着美国航母战斗群如果
与中国交战，必将“遭受重大
损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中国力量研究项目
主任、美国政府东亚问题顾问
葛来仪说：“对2030年前来自
中国的威胁进行的所有模拟

战争都以美国失败告终。”高
超音速武器被美国视为摧毁
中国弹道导弹能力的关键，同
时，美国还计划在亚太地区部
署远程陆基巡航导弹，并在包
围中国沿海的一系列岛屿上
为其海军陆战队部队装备反
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 15
日在太空军军旗授予仪式上
称，美国正在研发一种“超级厉
害的导弹”，“你们可能听说过
俄罗斯的导弹速度是我们现在
的5倍，中国正在研制的导弹
的速度是我们现在的5倍或者
6倍，而我们的这款是17倍”。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
网站报道，随着五角大楼在多
年主要关注反恐地面战后，试
图将重心转向对抗中国和俄
罗斯，美军太平洋阿拉斯加联
合靶场及其总部所处的艾尔
森空军基地变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五角大楼努力研究如何应
对中国的歼 -20、俄罗斯的
苏-57等现代化机型，会有更
多的F-35抵达这里。这里还
计划进行耗资约5亿美元的硬
件升级，包括数十个全天候机
库和现代化的地对空导弹模拟
器。（摘编自《参考消息》）

主看 美军模拟与中国交战无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