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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演是防御还是恐吓

根据俄罗斯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和白俄
罗斯两国参加此次“西部—2017”联合军演的军人总数
为1.27万人。此外，军演还计划动用约70架飞机和直升
机，最多680件装备。

军演消息很快引起北约国家以及乌克兰的紧张情绪。
对此，白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别
洛科涅夫在日前的发布会上表示，这次联合军演带有防御
性质，不会对欧洲整体或邻国构成任何威胁。为消除相关
邻国对于此次联合军演的紧张情绪，白方在确定本国境内
的演习地点时刻意选用了远离边境的训练场。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中将也表示，
这次演习并非一些国家口中的侵略行为，而是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的例行演习，完全对外开放。

不过，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敏感神经并未因此放
松。虽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之前曾称，这次演习
并未对北约盟国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也曾在7月表示这
是一次“普通军演”，然而随着军演临近，西方舆论对于
俄白军演实际规模以及背后意图的猜测和怀疑甚嚣尘上。

法新社7日报道，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称，这次俄白
联合军演实际规模为 10 万士兵。这一论断得到德国国
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支持。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和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都认为，俄白联合军演
意在炫耀实力，“为了恐吓”。

美国同样没有掉以轻心。《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国
防部知情人士消息称，为监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开展的
这场联合军演，美国军方于8月和9月向波罗的海派遣军
舰，并在波罗的海领空进行巡逻，以此扩大在这一地区
的存在。

对此，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日前称，
俄方已经尽可能广泛地就演习事宜通知北约。而一些北
约成员国试图在演习前最大限度地激化局势，对俄提出
毫无根据的指责。

俄白欲共同抵御西方

这并不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第一次举行联合军演。
1999年，两国曾经签署成立俄白联盟国家条约，致力于
在保留各自国家主权的同时组成联邦政府。10年后，两
国首次在白俄罗斯境内举办联合军演。此后，两国每两

年轮流举办这类规模的联合军演。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民族、文化等方面非常相

近，近年来都面对来自西方的打压，与美国等西方国家
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杨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两国进行军事合作，
是抵御来自西方压力的一种手段，以此显示两国的团结
合作、军事威慑能力以及抵抗西方的意志和决心。“双
方过去已有军事合作，不过像最近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
演还是不常有的。”

而这与近来俄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显
然密不可分。

制裁不断，嘴仗不停，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目前被
认为已跌到“历史最低的危险水平”。本月初，俄罗斯
位于美国的三处外交设施被迫关闭并遭美方搜查，让俄
美关系进一步趋冷。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华盛顿一些圈子里，敌视俄
罗斯已成为一条不可改变的方针，美俄关系也不是美国
总统特朗普优先考虑的目标，因此美俄“破冰”前景悲
观，到2018年也不会改善。

白俄罗斯同样处在与西方交恶的困境之中。别洛科
涅夫日前也曾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不断加
大军事部署，并频繁接近白边境地区，正是在此复杂背
景下，白俄举行“西部—2017”联合军演。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大的利益上是一致的。目前
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关系尖锐，而白俄罗斯和西方一直
关系紧张，这就促使白俄罗斯进一步靠向俄罗斯，俄罗
斯也希望与自己的朋友加强关系。双方通过此次联合军
演，意在提高军事合作的水平，以此警告西方，不要对
两国进一步打压。”杨勉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俄白加深军事合作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两国走近并
非突然之举，而有脉络可循。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前也曾表示：“演习是展
示我们在保障俄白兄弟民族安全方面秉持始终不渝的精
神。”不论俄白两国在其他领域存在怎样分歧，白俄罗
斯都不会因此缩减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俄西关系仍恶而不僵

据悉，应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方面的邀请，北约计划
向两国分别派出 2 名和 1 名专家观察此次俄白联合演
习。而在斯托尔滕贝格看来，这样的人数太少，不符合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透明标准。

“在这样大规模军演的背景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
关系不可能缓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肯定会进一
步加强。北约会采取一些措施加强防范、表达不满，不过
不会让局势恶化到双方敌对的严重态势，毕竟北约也明
白事情发展到当前情形的根源何在。”杨勉认为，目前俄
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在一种恶而不僵的关系之中，

“双方不会停止所有来往，但是关系的本质是恶化的”。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早前也曾引述市场研究公司埃士

信的研究报告称，2014 年到 2016 年，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军费的增速是全球最快
的。该公司分析师柯克查罗夫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军费
增长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对抗相关。“我们不认为俄
罗斯会允许国家之间爆发常规战争，包括与北约国家。
但是对抗可能持续多年。”

过去一段时间，面对西方对其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
斯采取“向东看”战略，着力于和中国、韩国、日本、东盟加
强合作往来。如今，俄罗斯似乎也开始更加重视白俄罗
斯这个在地理位置上介于自己和西方之间的“老朋友”。

“两国进入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层面，说明双方关系
非常紧密。目前，俄白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这与俄罗
斯‘向东看’并不矛盾。”杨勉指出，在西方压力之
下，俄罗斯必然会加强同朋友、盟友之间的关系。当
前，俄罗斯在“向东看”以及加强同独联体内国家的关
系之外，白俄罗斯是其在西边对着北约和欧盟的唯一盟
友。而对于白俄罗斯来说，凭借一己之力抵御西方并不
容易，也需借助俄罗斯的力量。

两厢需要，未来俄白合作加深、关系走近或将是一
段时间内的常态。

联合军演即将开启

俄白携手令西方不安
本报记者 严 瑜

未来几天，俄罗斯与西方对峙的紧张
气氛将再添一抹火药味。9 月 14 日至 20
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举行“西部—
2017”联合军演，地点将从俄罗斯的科拉
半岛一直延续到白俄罗斯。

面对这场即将拉开帷幕的联合军演，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关注密切，尤其是一些
北约东部成员国以及乌克兰，它们对于此
次演习的疑虑早已持续数月。

环 球 热 点

近来，随着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氢弹试验，
搁置已久的“萨德”问题也随之卷土重来。目前，韩国文在寅
政府已经完成了“萨德”反导系统的全部部署。与此同时，韩
国总统文在寅就“萨德”部署表态称，这是目前韩国政府能采
取的最佳措施。

加速部署 民众抗议
据韩联社报道，按照美韩相关部署，剩余4辆“萨德”发射

车等有关设备已于 9 月 7 日临时部署于星州的驻韩美军萨德基
地。这4辆发射车可与此前进场的2辆“萨德”发射车等核心组
件组建完整的“萨德”系统。

随后，韩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只是“临时”部署。但这一
做法已无法让韩国民众再淡定地“坐视不管”。9 月 7 日凌晨，
数百名星州居民进行抗议示威，与警察对峙时发生激烈的肢体
冲突，造成数十名民众受伤。

据美国 《华盛顿邮报》 报道，文在寅竞选时期曾表示，美
方在未经民主程序、环境评估的情况下部署“萨德”系统，是
仓促且不恰当的。当时，文在寅的这一表态赢得了韩国选民的
支持。

文在寅 5月 9日上台后，一度叫停了“萨德”部署。然而，
好景不长，7月28日晚，朝鲜试射“火星-14”弹道导弹后，文
在寅指示部署剩余4辆“萨德”发射车。

火急火燎 用意何在
有分析指出，今年就任韩国总统的文在寅曾提倡寻

求与朝鲜接触的政策，目前他面临采取强硬路线的压力
越来越大。朝鲜最新核试之后，他曾要求联合国考虑采
取新的严厉制裁措施。

据韩国放送公社报道，韩国防部强调，部署“萨德”是
基于目前日趋紧张的半岛形势，为了巩固韩国及驻韩美军
的防御能力而作出的具体措施之一。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李群英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朝鲜近日展开的第六次核试验是整件事情的
直接导火索，但韩国部署“萨德”的实质是韩国外交的延
续。“上一任政府接受了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的计划，虽然
朴槿惠下台了，但一个国家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
延续性，尤其是在美韩问题上，可以说韩国的历任总统在

上台后都延续了前任总统的做法。”李群英说。
分析还认为，部署“萨德”其实是美国在亚太下的一盘“大

棋”。李群英说：“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部署很多像‘萨德’一样的
一系列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是美国一贯的外
交政策。”

半岛危机 再起波澜
“如果部署以这么快的速度继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俄方自

然会把自己的军事反应提上日程，以便建立再平衡。”俄外交部
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9月4日说。

一时间，浓重的火药味再次在朝鲜半岛弥漫开来，紧张的
气氛再次笼罩在半岛上空。

有分析认为，在韩国部署“萨德”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体
系的“节点”工程，俄罗斯一直视其为美国在东北亚展开的战
略“围堵”行动。早在2016年，俄罗斯军方就强硬表态，一旦

“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俄将直接使用战术导弹将其摧毁。
另外，朝鲜方面也就韩国部署“萨德”一事做出强硬回

应。据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近日发表“重大警
告”声称，朝鲜将从“萨德”反导系统在半岛部署的位置和时
间被敲定的时刻起，采取物理性措施予以应对。

李群英表示，韩国看似“自保”的这一做法，实则加剧了朝鲜
半岛的不稳定，使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动荡。

部署“萨德”，韩国为何执迷不悟？
于川梓

衣服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
的装备，如今的衣服已经不仅仅
追求样式质感，还追求高科技。

近日，英国设计师瑞安·亚
辛 发 明 了 一 款 可 与 孩 子 一 起

“长大”的童装。这种衣服使用
一种特殊的褶皱面料，可以根
据孩子的身高体型拉长拉宽，
这对于正在快速成长的孩子的
家长们来说，无疑是一件省钱
省力省心的好事。这种面料不
仅防水，而且坚韧，适宜于机
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回收利
用。使用这种面料制作的童装
适合3个月至3岁大的孩子。这
款智能童装不仅能帮助父母省
钱，而且还能降低童装生产成
本、减少环境污染。

不仅童装可以这么智能，成
年 人 的 衬 衫 也 可 以 科 技 感 十
足。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型衬衫，
这款衬衫有一项特别强大的功
能：当你出汗时它会自动通风。
这项功能让人们可以时刻保持
清爽的风度。监测数据显示，穿
着衬衫的志愿者在跑步和骑自
行车 5 分钟后，衬衫内的通风口
开始打开，让汗水蒸发并降低穿
衣者的体温。所以，这款衬衫真的是健身爱好者的福
利，既不用担心出汗的窘迫，还能降低体温，穿着它健
身，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高科技为服装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这里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设计师做不到的。不久前，荷
兰一个设计团队花了 10个月时间，设计出一款可以
随时变透明的智能服装。这款智能服装采用了皮革
和透明的智能箔片，通过 LED发出的光达到遮掩效
果，能根据接收到的电子信号变得透明。衣服会连
接到可以检测心率的传感器，当人的情绪发生变化
的时候，衣服的颜色也会随之而改变。它的内衬结
合智慧线圈，每当用户紧张、心跳加速、情绪高涨
时，线圈接收到心跳和呼吸频率，LED 灯就会关
闭，继而衣服瞬间变透明。穿上这件衣服，你的心
情如何旁人一看便知。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服装涌入人们的视线。
换季不知道买什么？不如选一件智能服装，享受高
科技带来的贴心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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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英国设计师瑞安·亚辛发明的可与孩子
一起“长大”的智能童装。 资料图片

图为日前韩国将“萨德”系统剩余4辆发射车运抵星州高尔夫球场部
署。 资料图片

埃及文物部日前宣布，埃及考古人员在该国南部卢克索发现一座古埃及十八王朝时期为供
奉阿蒙神服务的金匠之墓，该墓已有约3400年历史。图为9月9日，在埃及卢克索，考古人员
在阿蒙神金匠墓内工作。 艾哈迈德·戈马摄 （新华社发）

埃及发现阿蒙神金匠墓埃及发现阿蒙神金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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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名
塞浦路斯警方日前说，包括 30 名妇女和 73

名儿童在内的305名叙利亚难民乘坐两艘船只于
9月9日抵达塞浦路斯。今年以来，已有大约800
名叙利亚难民选择经海路抵达塞浦路斯。塞浦
路斯岛距叙利亚海岸仅100公里左右。由于塞浦
路斯距欧洲大陆遥远且无陆路通道，鲜有难民或
非法移民将该国作为目的地。

870周年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9 月 9 日迎来建城

87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场举
办的欢庆仪式上说，莫斯科是当今世界上
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

莫斯科是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中
心，始建于 12世纪中期，史册上相关的最早
记载见于1147年。 （均据新华社电）

图为俄罗斯士兵参加训练。 来源：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