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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在北极、东欧、黑海以及
波罗的海等临俄地区同步展
开大规模军事演训，相关动向
引发俄强烈谴责。随后，俄向
外界披露南部军区、西部军区
和北方舰队的训练、战备情
况，以此展示强硬立场。

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司
令诺萨托夫表示，针对西方在
波罗的海等地区“以俄为假想
敌的军事活动”，俄波罗的海
舰队等任务部队对西方行为
进行严密监视。黑海舰队则
依据国防部要求，向外界披露

近1年来美英等国舰船或准军
事力量违规进入黑海水域的
视频资料。俄方向外界披露
北约军事行动计划，意在表明
西方动作尽在掌握。

根据俄方披露的情况，年
内北约将在俄西南和西部战
略方向举行 20 余次有一定规
模和影响的演习。作为回应，
俄军以“西方-2021”战略战役
演习等大型演训活动为牵引，
频繁开展演训。俄西部军区
日前宣布，已有多支部队部署
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边境地
区，未来将继续在西南地区展

开防空反导等对抗性训练。
俄还将重点在该地区进行大
规模战备突击检查，检验部队
应急机动能力。

在提高战备水平的同时，
俄对西部和西南方向军力投
入不断。以波罗的海舰队为
例，两艘新型导弹舰和两艘新
式巡逻艇即将入役，舰队航空
兵将增加多架苏-30SM 歼击
机。俄还于近日宣布，将在北
极新西伯利亚和法兰士约瑟
夫地群岛组建两支苏-34航空
兵大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军事
力量。（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俄披露战备成果向西方示强

伊朗海军“哈尔格”号支
援舰日前发生起火事故，目前
已经沉没。伊朗国家媒体称，
伊朗正在调查火灾原因，并称
这是对该国重要基础设施和
军事资产的最新打击。

“哈尔格”号支援舰沉没
位置附近的港口城市贾斯克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贾
斯克对伊朗而言具有战略意
义，伊朗政府计划将这座城市
建成伊朗第二大石油出口码
头。据悉，“哈尔格”号是伊朗

海军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为其
他船只提供海上补给的船只
之一，还可以运输重型货物并
作为直升机起降平台。在“莫
克兰”号后勤舰服役前，“哈尔
克”号一直是伊朗海军最大军
舰。“哈尔格”号的沉没是伊朗
遭遇的最新一次海上灾难。
去年，伊朗海军在阿曼湾训练
期间，一艘驱逐舰意外发射了
一枚导弹，误击了贾斯克港附
近的另一艘伊朗军舰，造成19
名船员死亡、15人受伤。

目前，“哈尔格”号火灾事
故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最
近几个月以来，伊朗和以色列
的货船和军舰相继遭袭，两国
互相指责系对方所为。今年4
月，一艘以色列公司所属的商
船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遭
到导弹袭击。当时，以色列安
全部门指责伊朗方面发动了此
次袭击。有分析人士认为，这
些爆炸事件是中东海域持续数
年的“影子战争”的一部分。（摘
编自央视、《今晚报》）

伊朗军舰沉没，原因蹊跷

■防务观察

日“水陆机动团”初步
成型 据日媒报道，日本陆
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计
划新设第3支作战部队，或
将部署长崎竹松基地。自
2013 年安倍内阁以“离岛
登陆和夺岛作战”为由组建
以来，“水陆机动团”目前已
初步成型。作为陆上总队
的旅级直属部队，该部队规
模预计约 3000 人，将分别
担负水陆机动作战、两栖突
击作战、空中突击作战任
务。（摘编自《青年参考》）

印度公布第二份武器
禁运清单 为促进国内防务
生产和出口，印度日前公布
了第二份武器禁运清单。
根据该清单，从 2021 年 12
月到 2025 年 12 月，印度将
逐 步 禁 止 进 口 108 种 武
器。不过，清单上的武器装
备大多数是子系统、外围设
备和附件等。印度在去年8
月公布了第一份武器禁运
清 单 ，禁 止 在 2020 年 至
2025 年期间进口 101 种武
器。印度国防部表示，这些
清单不仅“承认本土国防工
业的潜力”，而且还将通过
吸引新投资引入技术和制
造业来“推动”国内武器研
发。（摘编自《西宁晚报》）

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
艰难“起飞”法国、德国、
西班牙 3 国日前发表联合
声明称，他们已就“未来空
中作战系统”项目中下一
代武器系统的阶段性研
发、知识产权和出资等问
题达成协议。作为项目的
核心目标，下一代战斗机
的演示机将于 2027 年首
飞，在 2040年后接替法国
的“阵风”战斗机、德国和西
班牙的“台风”战斗机。目
前，这份协议看似达成合
作愿景，但在多国合作的
防务项目中，分工份额很
难做到完全公平——参与
国家都希望能获得更多涉
及核心技术、环境污染等
负面代价小的项目，从而
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强
化本国航空产业的技术基
础。比如，在飞行控制器
设计上，法国希望占据主
导地位，该国作出让步的
可能性很低。（摘编自《解放
军报》）

美军加紧构筑“关岛
矛与盾”当前，美军积极
在号称“太平洋枢纽”的关
岛构建新式作战体系，一
方面营建“反导之盾”，掩护
美国本土及其盟国；另一
方面，却在打造“锋利之
矛”，强化关岛及其周边海
空基地，力图迅速将兵力
投射到“第一岛链”，围堵

“竞争对手”。 在关岛，
安德森空军基地向来是
美军命根子，那里常态化
部 署 4—6 架 B-52H（或
B-1B）轰炸机，是美国向
别国耀武扬威的“利器”。
但时过境迁，随着各国远
程打击兵器发展，美军感
到“不安”，不断加强基地
的“抗毁性”。 在美国眼
里，威胁关岛最甚的莫过
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弹
道导弹，为此美军已在安
德森基地周围密布末段高
空防御系统（THAAD）、爱
国者 PAC-3 等反导武器，
但 美 国 导 弹 防 御 局
（MDA）觉得还不够，今年
开始兴建陆基宙斯盾系
统，预计5年后交付。（摘编
自《新民晚报》）

美海外核武基地信息意外泄露

App泄露军事机密

报道称，此次泄露机密的
App 是一款类似便利贴的辅
导记忆软件，问题出在这个
App 会访问用户的位置。此
次泄露的信息包括基地有多
少个“拱顶建筑”，也就是储存
核武器的掩体。此外，这些信
息还比较具体，透露了基地的
哪些掩体是“热的”（储存着可
使用的核武器）、哪些是“冷

的”（未存储核武器）。对此，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日
前回应称，美国空军正在调
查这一事件。他同时表示，
所有美国核武器都是安全
的，美国国防部的政策是“既
不确认也不否认在任何特定
地点存在或不存在核武器”。

美在欧亚部署上百枚核弹

美国在海外部署核武器
的情况再次引发关注。俄媒日

前援引德国汉堡大学和平与安
全政策研究所的公开信息报
道称，美国在欧洲和土耳其的
军事基地共存有上百枚核
弹。这些部署核弹的基地包
括意大利阿维亚诺空军基地
和盖迪空军基地、土耳其因吉
尔利克空军基地、荷兰沃尔克
尔空军基地、比利时小布罗赫
尔基地和德国比歇尔基地。据
统计，这6处基地共储存了100
枚B61-3和B61-4战术核弹。

在北约推行“核武共享”政策

公开资料显示，冷战时
期，美国曾在世界27个国家和
地区部署了上万件核武器。
随着欧洲安全局势的缓解，加
上反对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大
背景，美国在海外部署的核武

器大幅减少。在北约内部，美
国推行“核武共享”的政策。
在和平时期，储存在无核国家
的核武器由美国空军人员看
守。一旦发生战争，这些武器
将被安装在参战国的战机上。

关于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
器的问题，有美国学者指出，近
年来，美国已大幅减少在欧洲
的核弹部署数量，但这并不意
味着美国在收缩力量。近年
来，美国一直想通过更新部署
新的战术核弹，来增强核武器
使用的灵活性和打击能力。

美媒日前报道称，在欧洲负责保护核武器的一些美
国空军人员在使用一款学习App时，无意中泄露了大量
关于美国核武器的敏感信息。据报道，泄露的信息包括美
国核武器在欧洲的可能部署位置、秘密代号和密码等。

其实，近年来，美国在欧亚多国部署核弹头的机密
多次被外媒披露，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摘编自《参考消息》《泉州晚报》、澎湃新闻）

美军B61战术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