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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观察

欧美军援正在给乌克
兰制造麻烦 欧美各国对乌
克兰的军事援助，被称为近
30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境武
器转移行动。不断延长的
军援清单中包括装甲战车、
火炮、反坦克武器等，武器的
质量和种类都在升级。但随
着战事持续，“大杂烩”般的
乌克兰军火库饱受后勤因素
困扰，很多送到乌克兰的武
器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甚
至沦为一次性消耗品。比
如，援助给乌克兰的西式火
炮种类繁多，虽然名义上都
采用了北约标准，但各型火
炮的配套设备差异很大，训
练和后勤要求也不尽相同，
给乌克兰军队带来额外负
担。（摘编自《青年参考》）

美批准向德出售F-35
战机 美国国务院日前已批
准向德国出售价值超过 80
亿美元的F-35战机和装备
武器。到 2030 年，这些战
机将接管现在由德国空军
老化的PA-200“旋风”战机
机 队 所 承 担 的 核 武 器 任
务。德国方面称，这是两国
合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里 程
碑。美国方面称此举将巩
固欧洲的稳定局势。（摘编
自《参考消息》）

美与印尼启动大规模
军演 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已于 8 月 1 日启动为期两
周的联合军事演习。华盛
顿方面声称，这个代号“加
鲁达盾牌”的年度军事演
习旨在推进区域合作。尽
管此次军演的规模远大于
往年，但美方强调军演“不
针对任何国家”。外媒报
道称，今年的“加鲁达盾
牌”军事演习将在靠近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苏门答
腊岛和廖内群岛举行。除
了至少4000名美国和印尼
军人，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将
参与演习，日本也将首次参
加。（摘编自央视）

战俘拘留所遭袭，俄
乌各执一词 俄国防部发
言人科纳申科夫7月30日
通报称，一处位于顿涅茨克
地区关押有乌军战俘的拘
留所 29 日遭乌军袭击，造
成 50 名乌军被俘人员死
亡、73 名乌军被俘人员受
重伤。乌军使用了美制“海
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动
袭击。俄方称，遇袭拘留所
关押有被俘“亚速营”人员，
乌军发动此次袭击的目的
是不让被俘“亚速营”人员
供述罪行。乌克兰方面对
俄方指控予以否认，称是俄
军有针对性地发动了炮
击。为此，双方均提出要求
联合国进行调查。当地时
间8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
发言人迪雅里克表示，联合
国正在评估前往实地调查
的可能性。（摘编自中新社）

土耳其武器出口额创
新高 据外媒报道，最新数
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土
耳其防务和航空航天工业
出口总额约为 19.8 亿美
元，比 2021 年同期增长
47.9%，并有望在年底前首
次突破40亿美元。在当前
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土耳
其武器出口总额不断攀
升，引发外界关注。近些
年，土耳其在世界军贸舞
台上表现活跃，积极推动
武器出口。除了以低价争
抢订单外，土耳其还以技
术转让吸引买家。（摘编自

《中国国防报》）

7月的最后一天，由于科索
沃当局发布的一纸禁令，科索沃
局势骤然紧张，一些地方枪声
大作，空袭警报声响了数小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
科索沃宣布从塞尔维亚共和国

“独立”14年后，大约5万名居
住在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仍使
用塞尔维亚签发的车牌和证
件。据外媒报道，科索沃当局
计划从8月1日起实施一项新
规，要求当地塞族人将汽车牌
照换成科索沃当局颁发的车

牌，引发塞族人强烈不满。因
为早在南联盟时期，科索沃是塞
尔维亚的自治省，但阿尔巴尼亚
人口占多数。当年，因为民族问
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随后导
致科索沃战争。之后，北约强行
介入，70多天的狂轰滥炸之下，
塞尔维亚被迫战败屈服。2008
年，在西方的支持下，科索沃单
方面宣布独立，但塞尔维亚、俄
罗斯等国一直拒绝承认。

面对紧张局势，塞尔维亚
总统武契奇发声指责科索沃的

阿尔巴尼亚族政府计划镇压当
地塞族人，并表示塞尔维亚不会
袖手旁观。俄罗斯也指责称，
科索沃当局是在故意升级局
势，这是北约针对塞尔维亚行动
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北约驻
科索沃维和部队公开声称，“准备
在稳定受到威胁时进行干预”。

有分析称，尽管双方此前
常有“摩擦”发生，然而这一次
因为有多方介入，或升级为“危
险冲突”。（摘编自《西宁晚报》

《成都商报》）

欧洲又一个火药桶吱吱作响

韩媒近日报道称，美韩将
恢复联合登陆演习——“双龙
演习”，预计这将是本届韩国政
府首次大规模联合户外演
习。频繁对朝发出威胁，恢复
中断许久的军演项目……韩
国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抛弃
对朝缓和政策，巩固韩美军事
同盟，持续推高半岛紧张局势。

自 1953 年朝鲜半岛停战
以来，美韩每年都会举行大规
模联合军演，包括“关键决断”
和“秃鹫”等。而“双龙演习”是
韩美联合军演“关键决断”和

“秃鹫”军演的重要一环。对
此，朝鲜一直表示抗议和不满，
将其视作敌视朝鲜的威胁性
举动。2019年3月起，韩美双
方决定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
和“秃鹫”的联合军演。此次再
度恢复“双龙演习”，指向非常
明显。此外，韩联社 1 日报道
称，韩国政府还计划今年下半
年举行两次以上韩美日导弹预
警演习。据悉，该演习以电脑
模拟或发射导弹模拟朝鲜导弹
威胁但不予拦截的方式进行。

有分析称，文在寅执政时

期，韩美与朝鲜虽时有磕碰，但
半岛局势总体平稳。特别是
2018年“特金会”后，韩美暂停
当年 8 月的联合军演，次年文
在寅政府再次暂停韩美大规
模军演。尹锡悦政府上台后，
加速向美国靠拢，巩固韩美同
盟，改善韩日关系，对朝则采取
强硬敌视政策，使半岛局势波
澜再起。分析人士指出，韩美
提高联合军演频次和实战性，
意在对朝鲜施加更大政治军
事压力，无疑将加剧半岛紧张
局势。（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韩美持续推高半岛紧张局势

美英澳大搞核扩散

在此次审议大会上，针对
引发广泛担忧的美英澳核潜
艇合作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
能机构已注意到部分国家正

在进行海军核项目，将会密切关
注这一情况并在必要时介入。

有分析认为，根据瑞典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控
专家估计，澳大利亚未来8艘核
潜艇共需要1.6到2吨武器级高
浓铀，美英拟向澳转让的武器级
核材料可用来制造多达 60 到
80 枚核武器。澳大利亚是无
核武器国家，公然接受数量如
此巨大的武器级核材料，无异
于“一只脚迈过了核门槛”。

谁会是下一个核武拥有国？

公开资料显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NPT）于1970年生
效，缔约国包括五个核武器国
家在内的191个国家。NPT以
外的核武国家要么从未签署该
条约，要么中途退出了。

近年来，各方越来越有意

超越NPT对现状的维持。除澳
大利亚外，多个国家也是国际社
会担心的对象。比如，日本是
唯一运行着主要铀浓缩设施
和钚再处理设施的非核武国
家，这两种活动均可能生产制
造核弹所需的裂变材料。2019
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
一次公开讲话中强硬表态：“一
些国家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
弹道导弹……但我们不能拥有
它们。对此，我不能接受。”

核战争中不会有赢家

“核战争中不会有赢家，核
战争不应被发动。”在此次审议
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始终遵循文件内容与精
神，完全履行与美方就削减和限
制相关武器的双边协议义务。

对于不断加剧的核扩散
风险，国际社会有何应对方
法？有军事专家指出，国际
原子能机构监督能力的加
强，以及卫星拍摄技术的提升
等，让部分国家追求核武器的
秘密行动变得困难。但是，
公开追求核武器的行动呢？
印度的经历表明，一个真正有
分量的国家能够经受住外界
的反对。因此，有分析认为，
核扩散未来不会停止，而且很
可能会加速。

全球核扩散风险正在加剧
当地时间8月1日，《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
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
着自冷战以来的核危险时
期，核扩散风险正在加剧。

到底是哪些国家不断
在提升核扩散风险？国际
社会能否有效应对？（摘编
自央视、《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民晚报》）

发射井中的美军洲际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