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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杂志近日发布数据指
出，2019年，至少有3名空军人员的死亡
与体能测试有关。美空军官员指出，过
度训练和不科学的测试方法，不仅会给
受测人员带来损伤，严重时还可能导致
死亡。为减少不必要伤亡，美空军正在
尝试新体能测试方式。

“为成绩不惜健康”

资料显示，美空军体能测试包括 3
项主要内容，即腰围测量、1.5英里（约合
2400米）跑、1分钟俯卧撑和仰卧起坐，
用于评估受测人员脂肪含量、心肺功能
和肌肉力量。成绩优秀者可申请1年内
免测，良好者需每半年参加一次测试，及
格者需受到有关部门督促。

美空军后勤人员洪泰介绍称，空军
人员如果经常体能测试不达标，会影响
其职业生涯，甚至被“劝退”。为取得好
成绩，他们在测试中会不惜一切。比
如，为使腰围测量数据更理想，一些受
测人员会在测试前吃利尿药或节食。

“这种做法可能会帮他们在腰围测量中
取得好成绩，但在其他项目中易产生缺
水现象，损害身体健康，严重时甚至造
成死亡。”

洪泰还指出，为急于求成而过度训
练，会对脏器造成损伤，南卡罗来纳州
肖空军基地受测人员死亡就是典型案
例——过度训练导致血液内红细胞数
量减少，进而引发身体健康问题。

尝试“无风险测试”

美空军后勤司令部司令阿诺德?邦
奇指出：“空军人员的体能状况关系到
空军执行任务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进行
体能测试，我们的目的不是让纸面上的
成绩更理想，而是让所属人员更重视体
能训练。”鉴于 2019年体能测试出现人
员死亡，美空军正考虑对测试项目和方
式进行调整。比如将腰围测量与其他
两个项目分开实施。洪泰说：“间隔至
少 7天以上，目的是让那些‘嗑药者’和

‘节食者’恢复体力，避免在后续测试中
受伤。”

美空军体能政策制定主管拉里?安
德森介绍称，空军将在正式测试前添加

“模拟测试”。非一线人员往往被办公室
工作和琐碎事务缠身，几乎没有训练时
间。他们通常会为此焦虑，进而影响日
常工作。新测试方法实施后，他们可在
正式测试前申请参加模拟测试，若达标

可记为正式成绩，若不达标则可申请下
一次测试（共可参加3次）。

安德森指出，“模拟测试”又称“无风
险测试”，既可缓解受测人员的焦虑情
绪，又可帮助他们提高整体成绩。对此，
《空军》杂志指出，“模拟测试”的真正目
的是让更多空军人员在体能测试达标后
具备全球部署资格。近年来，美空军面
临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让更多人在体
能测试中达标，被视为解决方法之一。

呼吁针对性体能标准

安德森指出，美空军人员组成复
杂，某些岗位对体能有特殊要求，因此，
相关部门在设法解决普通体能测试中
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在研究制定针对特
殊岗位的体能测试项目和标准，帮助美
空军保持核心战力。

比如，战时伴随地面部队行动的空
军联络官或战术空中控制小组成员，他
们的 1.5英里跑必须在更短时间内完
成，达标成绩比普通空军人员要严格
得多。“另外，他们不必参加俯卧撑和仰
卧起坐项目测试，应代之以实心球抛掷、
杠铃提举、仰卧侧卷腹等项目，对其专业
体能状况进行测试。”

美空军启用新体能测试方法
■郭 浩

自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伊朗、土耳
其等地区大国，“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库尔德武装、叙反对派等组织展开持
续博弈，导致叙利亚沦为多方较量的
角斗场。如今，叙利亚危机已进入第
10个年头，各方利益盘根错节，叙前景
仍迷雾重重。

综合来看，过去 9年，叙利亚政府
军在俄罗斯、伊朗等国支持下逐渐收
复失地，掌握战争主动权，叙反对派武
装和极端组织日渐衰弱。美国在中东
推行战略收缩政策，俄罗斯在叙利亚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增强。土耳其
为遏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断增加
在叙军事存在，造成土俄龃龉不断。
日内瓦会议、阿斯塔纳会议等虽有益
于缓和叙利亚局势，但效果有限，各利
益攸关方的矛盾仍未消除。

首先，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三重矛
盾仍将持续。

土耳其和俄罗斯。自叙危机爆发
以来，土耳其便成为博弈的重要一方，
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在对抗与缓和
之间摇摆。3月5日，土俄就伊德利卜
问题达成协议，为伊德利卜迎来片刻
安宁，表明俄土两国都保持着军事克
制。然而，由于两国对叙利亚政府的
立场截然不同，双方对立状态仍将延
续。从当前局势看，俄罗斯优势相对
明显，且不想与土耳其决裂，土耳其虽
在对抗中表现出强硬态度，但自身实
力难以承载大国野心，两国如何保持
利益平衡，仍有待观察。

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从
“幼发拉底河盾牌”到“橄榄枝”再到
“和平之泉”行动，土耳其越境作战均
直指库尔德武装。土耳其虽在叙利亚
问题上有所妥协，但并未动摇打击库
尔德武装的决心，不会任由库尔德武
装发展壮大。

土耳其和西方国家。难民问题一
直是土耳其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
在伊德利卜冲突中，土耳其试图通过放
松边境管控向欧洲施压，但收效甚微。
尽管难民问题是欧洲国家重要关切，但
他们不愿陷入叙战场。因此，如何就叙
局势与欧洲国家进行协商，是土耳其
需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其次，美俄之争相对弱化。对特朗
普政府而言，过度介入叙利亚问题不符
合其国家利益。尽管美国于2017年和
2018年先后对叙发动军事打击，但规
模有限，并未影响叙战场形势。2018
年底特朗普宣布从叙撤军后，叙问题主

导权逐渐转向俄罗斯，美国似退居“二
线”，但仍保有一定影响力。

再次，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
装仍相持不下。叙政府军和反对派武
装的实力对比已十分明显，前者强势
进攻，后者节节溃败。反政府武装在
外援有限的情况下，生存空间将随战
事推进逐渐缩小，未来可能采取小规
模分散性打击方式。

最后，戈兰高地问题、以色列和伊
朗、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
盾，使以色列难以在叙利亚问题上置
身事外。对以色列而言，戈兰高地主
权归属问题始终是其重要关切。以色
列试图继续占据戈兰高地，在自身实
力不济的情况下，不排除会借助美国
等域外国家的力量。

如今，叙利亚危机仍在持续，政治
解决叙利亚问题依然是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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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美苏军备竞赛

A135系统是在苏联时期的 A35系
统基础上发展而来。当时，美苏战略博
弈引发军备竞赛，为应对美国战略导弹
威胁，苏联加紧研制 A35导弹防御系统
并于1978年交付部队。当时，美国弹道
导弹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对苏联构成新威
胁，据称有超过 60枚 100万吨当量的弹
头“瞄准莫斯科”，远超 A35系统的拦截
能力。在此背景下，苏联决定在 A35基
础上研制代号为 A135的新一代反弹道
导弹系统。

借助工业基础和基础性学科方面的
研究优势，苏联对 A135系统的远程预
警、区域运用、分区拦截、核毁伤能力和
整体作战效能进行了有效论证。1989
年，A135系统在 7处核心地域展开部
署。该系统的核心部件包括 51T6和
53T6拦截弹、“顿河”预警雷达和代号为
5K80P的加固指挥所。其中，51T6和
53T6拦截弹分别担负大气层外和大气
层内“双保险拦截”，并使用核弹头，通过
核爆对来袭弹道导弹进行毁伤拦截。

列为改革调整重点

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资金保障，
A135系统尤其是其预警系统变得“支离
破碎”。直至 1995年底，位于莫斯科附
近的 A135系统才投入战斗值班，担负

起首都防空反导任务。2001年，美国单
方面退出运行近30年的《限制反弹道导
弹系统条约》，同时加紧研发洲际弹道
导弹多弹头打击技术和各型导弹防御
系统。当时，俄总统普京要求加强核力
量建设，希望继续通过核平衡维持大国
地位，其中明确要求加快 A135系统的
升级改造，但由于资金匮乏、人才流失，
以及军兵种在防空拦截作战中理念和
行动很难统一，A135系统长期处于运转
不畅的状态。

“新面貌”改革期间，俄军决定加强
这一应对日益严峻空天威胁的“金色盾
牌”建设工作。2012年至 2015年，俄军
加快战略预警雷达网络构建和升级，合
并空军和空天防御部队，赋予其反导防
御专项职能，A135系统配属空天军第 1
防空反导集团军。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表
示，“要在 A135和 S-400等先进系统基
础上，打造铜墙铁壁式的防空反导系

统”。在此期间，53T6拦截弹完成常规
弹头换装。

近年来，A135系统多次参与“西部”
等战略战役演习和全军核打击演习，演
练预警和情报传递、模拟毁伤和效果评
估等内容。针对演习中暴露出的各种问
题，俄军采取多项措施，比如对 53T6拦
截弹进行技术升级、通过机动式 S-400
等系统实施补盲作战、加紧51T6拦截弹
的延寿设计等。同时，投入专项资金，打
造 A135系 统 的 2.0版 本 —— 代 号 为
A235的战略反弹道导弹拦截系统。

融入多级防御系统

据报道，A135系统能够对莫斯科至
圣彼得堡一带地域的来袭弹道导弹进行
有效拦截，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新一代
A235系统由3层拦截弹组成，除51T6和
53T6拦截弹外，还包括 58R6新型拦截

弹，均采用常规弹头，拦截范围更广。同
时，换装新型计算机指挥控制系统，将大
幅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有俄媒体评价，无论是 A135系统
还是未来的 A235系统，都不是一套防
御系统进行“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俄
军梯次空天防御体系。俄媒援引俄国
防部消息人士的话称，A135系统将与
S-400/S-500防空系统、“努多利”机动
反卫星系统和代号“气球”的远程反导
系统形成梯次拦截能力，其中，A135系
统重点负责“拦截毁伤突破大气层的
来袭弹道导弹”。

随着美俄间多项旨在维持战略稳定
的协议相继失效，以及美近期不断宣扬
和曝光“战术核打击能力”，俄方此时对
A135系统及其升级版本进行大规模报
道，意在向西方表明，以 A135系统为代
表的战略反导“家族”，将成为俄罗斯对
抗美国战略挑衅的安全“盾牌”。

俄高调构建空天防御“金盾”
■孙培基 刘磊娜

据俄新社近日报道，俄罗斯和印
度尼西亚将于今年举行代号为“奥鲁
达-2020”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报道
称，两国军方已就演习事宜达成初步
协议，不过并未透露具体细节。此次
演习将是两国进行的首次联合军事演
习，受到外界普遍关注。

扩展军事合作

俄罗斯与印尼军事合作已达数
十年，但基本限于武器贸易领域，印
尼主要从俄罗斯采购战机、装甲车等
武器系统。分析认为，此次联合军演
将有助于深化两国关系，强化双方军
事合作。

有西方媒体认为，鉴于近年来俄罗
斯与东南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
断拓展，俄罗斯与印尼展开首次联合军
演，并不让人惊讶。目前，俄罗斯已与
菲律宾、越南等多国达成军事合作协
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地区市场已占俄武
器出口总额的近两成，俄罗斯已成为东
南亚地区主要武器供应国。

2017年和 2019年，俄军舰曾两次
到访菲律宾，与菲海军进行联合战术
行动和无线电通信等课目演练。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分析
称，印尼是东南亚地区颇有影响力的
国家，俄罗斯通过联合军演拉近与印
尼军事关系，是其加强与东南亚地区
安全合作的又一重要努力。

背后另有隐情

有分析认为，此次联合军演背后
动因并不简单。事实上，印尼政府近
期 正 为 是 否 继 续 履 约 购 买 俄 罗 斯
苏-35战机迟疑。2018年初，俄罗斯
和印尼签署 11架苏-35战机供应合
同，交易额高达 10亿美元，最近却传
出印尼准备放弃该交易的消息。彭博
社报道称，印尼是迫于美国压力才对

苏-35战机合同产生犹豫。为迫使印
尼放弃采购俄罗斯武器转购美国武
器，特朗普政府曾表示，如果印尼违背
美方要求，将对印尼实施制裁。在这
一背景下，俄罗斯和印尼举行联合军
演，颇有为印尼打气的意味，以坚定其
购买苏-35战机的信心。

对印尼来说，苏-35战机是其目前
发展空中力量的最优选择。上世纪90
年代，印尼曾向俄罗斯购买苏-27和
苏-30等苏霍伊系列战机，印尼购买
苏-35战机，可与此前苏系战机所使用
武器系统相衔接，也无需为重新培训
飞行员花费大量资金。然而，据外媒
消息称，为避免遭受美国制裁，印尼在
购买苏-35战机的同时，将不得不从美
国购买一批 F-16V战机。相比苏-35
战机，这些美制飞机不仅功能配置较
低，而且价格贵一半。

这样看来，俄罗斯此次与印尼举
行联合军演，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美俄
博弈的一种延伸。

印尼谋划与俄首次联演有深意
■周 宁

AA135135战略反弹道导弹系统战略反弹道导弹系统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今
年正值 A135战略反弹道导
弹系统（以下称 A135系统）
投入战斗值班 25周年。作
为全球唯一一个战略反弹
道导弹防御系统，A135系
统源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
抗，不仅见证了俄罗斯军备
发展历程，而且是其构建现
代 化 空 天 防 御 体 系 的 基
础。目前，A135系统的 2.0
版本——A235系统正在加
紧研制，被媒体称为俄罗斯
空天防御的“金色盾牌”。

印尼海军护卫舰印尼海军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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