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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讀

《世界軍事》雜誌總編輯陳虎22日介
紹，對於正在進行的 「海上聯合-2012」
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可以從以下 6 個
方面進行觀察和解讀：

觀察演習的級別
一場聯合軍事演習級別的高低是由雙

方總導演、聯合戰役指揮部指揮員和聯合
指揮機構的人員構成決定的。陳虎說：
「也許某次演習只是一次圖上推演，沒有

實兵實彈，但如果指揮員的級別高，那就
是一次高級別的軍事演習。」

觀察演習的企圖立案
企圖立案是指根據訓練課目、目的和

訓練問題而設想的敵對雙方作戰企圖的方

案。「從中可以了解演習的作戰企圖和作戰
背景，讀懂參演雙方的用意。」陳虎說。

觀察演習的兵力構成
陳虎介紹，這不僅要考察參演兵力和

裝備數量，還要考察參演的軍種和兵種構
成。 「例如 『和平使命─ 2005』中俄聯合
軍演，不僅有海軍參加，還有陸軍、空軍
和空降兵、海軍陸戰隊以及保障部（分）
隊參加，比這次 『海上聯合-2012』規模
更大。」

觀察演習的主要科目
參演部隊通過演習科目，展示作戰能

力和決心。分析演習科目，就可以知道演
習針對的威脅對象，以及參演國的共同關

注和需求。

觀察演習的具體行動
陳虎說，性能優良的裝備需要良好的

技術保障水準，更需要參演官兵優良的軍
事素質和作戰素養。 「在這次演習中，可
以重點觀察一下中俄官兵的作戰能力和實
戰水準，這是一國海軍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

觀察與其他演習的異同
目前，世界各國每年舉行的軍事演習

有上千次之多，陳虎說，要用比較的方法
看演習，通過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可以發
現更多的奧妙和內涵。

（新華社青島二十二日電）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代號
為 「海上聯合-2012」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22
日在中國青島附近黃海海域開始舉行，聯演開始儀
式在北海艦隊作戰指揮模擬訓練中心舉行。8時12
分，俄羅斯海軍副參謀長、俄方總導演蘇哈諾夫海
軍少將宣布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正式開始；中國
海軍副司令員、中方總導演丁一平海軍中將下達了
演練任務。此次聯演是2011年8月解放軍總長陳炳
德上將訪俄時與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長馬卡
羅夫大將共同商定的，是兩軍軍事合作框架內的正
常安排。演習課題是 「海上聯合防禦和保交作戰」
，按照作戰籌劃、實兵演習、海上閱兵和交流研討
4個階段組織。

中方參演官兵四千多名
中方參演兵力包括驅逐艦、護衛艦、導彈艇、

綜合補給艦、醫院船等水面艦艇16艘、潛艇2艘，
分別來自北海艦隊、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包括被
中央軍委命名為 「海上先鋒艦」的 「哈爾濱」艦在
內的3型5艘新型導彈驅逐艦，曾執行過亞丁灣、
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的 「舟山」艦、 「徐州」艦在
內的 2 型 5 艘新型導彈護衛艦，2 艘新型常規潛艇
，4艘新一代導彈快艇以及綜合補給艦、 「和平方
舟」號醫院船等 18 艘艦艇。中國海軍航空兵派出
13架新型飛機和5架艦載直升機參演。

雙方最先進主戰艦艇參演
俄方派出的7艘艦艇均來自俄羅斯太平洋艦隊

，其中水面艦艇4艘，包括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旗艦
── 「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 「沙波什尼科夫海
軍元帥」號大型反潛艦， 「維諾格拉多夫海軍上將
」號大型反潛艦和 「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大型反
潛艦等。補給艦3艘，包括2艘拖船和1艘油船。

據知，參加中俄聯合軍演的中方官兵共計
4000 多名，其中包括來自海軍特種作戰部隊的特
戰隊員，他們將在此次聯演中與俄國海軍特戰隊員
一起，進行相關課目的演練。

中國海軍副司令員、此次軍演的中方總導演丁

一平海軍中將 22 日在設於中國海軍北海艦隊司令
部的聯合導演部說，這次演習不針對第三方。演習
旨在落實中俄兩國、兩軍領導人達成的共識，發展
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深化兩軍特別是兩國
海軍之間的務實合作。

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孟
祥青說，此次參演的中方 「哈爾濱」號導彈驅逐艦
和俄方 「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等艦艇都是代表雙
方海軍裝備先進水準的主戰艦艇。這次演習的主題
是 「海上聯合防禦和保衛海上交通線作戰」，它決
定了演習的性質是防禦性的。

近年來，中俄兩軍的交往越來越頻繁，雙方在
應對新威脅和新挑戰方面務實性合作不斷加強。軍
方人士認為，任何一支軍隊的發展，都需要吸納先
進的軍事理念，與外軍取長補短。聯合軍演是提高
軍隊聯合作戰，應對新威脅、新挑戰的一種有效手
段。

各種電子設備都打開使用
中國軍事專家、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副所長張

軍社海軍大校透露，此次聯演，雙方軍艦上的探測
雷達、導航雷達、武器控制和制導雷達、光電、通
信等各種電子設備都要打開和使用，裝備的戰術及
技術特點也將表現出來。 「這既說明中俄兩國海軍
之間具有較高的戰略互信，也無疑將進一步加強互
信和實質性合作。」

另一方面，從演習課題 「海上聯合防禦和保交
作戰」來看，專家認為，此次聯演更注重於反海盜
等非傳統安全威脅。這次參加演習的部分俄羅斯軍
艦剛剛結束護航任務。而早在 2009 年，兩國海軍
護航艦艇編隊在亞丁灣也進行了聯合護航訓練。此
次演習期間，兩國海軍將切磋反海盜戰術和技術，
交流護航經驗。

俄方參演兵力
●均來自俄羅斯太平洋艦隊
●水面艦艇4艘，包括俄羅斯

太平洋艦隊旗艦： 「瓦良
格」 號導彈巡洋艦， 「沙
波什尼科夫海軍元帥」 號
大型反潛艦， 「維諾格拉
多夫海軍上將」 號大型反
潛艦和 「特里布茨海軍上
將」 號大型反潛艦等

●補給艦3艘，包括2艘拖船
和1艘油船

中方參演兵力
●分別來自北海艦隊、東海

艦隊和南海艦隊
● 「哈爾濱」 艦在內的 3 型 5

艘新型導彈驅逐艦
● 「舟山」 艦、 「徐州」 艦

在內的 2 型 5 艘新型導彈護
衛艦

●2艘新型常規潛艇
●4艘新一代導彈快艇
●綜合補給艦、 「和平方舟

」 號醫院船等
●中國海軍航空兵派出 13 架

新型飛機和5架艦載直升機

中俄黃海軍演
操練聯合防禦

22日下午，正在實施 「海上聯合─2012」
聯合軍演的中俄雙方共同舉行參觀對方艦艇活動
。新華社記者跟隨中方官兵登上了俄羅斯太平洋
艦隊的旗艦── 「瓦良格」 號導彈巡洋艦。

中方官兵在碼頭上整齊列隊，從碼頭上望去
，第一次參觀外國軍艦的 「和平方舟」 號醫院船
炊事班戰士劉威覺得 「瓦良格」 號很大、很威猛
。 「以前只在圖片上看過，第一次見到實物，確
實很霸氣。」 劉威說。

在碼頭對面停泊的拖船與這艘艦長186.4米
的巡洋艦相比，猶如一葉扁舟。

15時，中方官兵踏上了通往 「瓦良格」 號的
舷梯，以20人為一組，逐次上艦參觀。

穿過宛若 「一線天」 的通道，前甲板上猶如
小山丘一樣的主炮映入眼簾，黑黝黝的主炮炮口
被擦拭得泛着亮光，看得出俄軍官兵很注重對裝
備的保養。「這是130毫米火炮，射程25公里。」
「瓦良格」號的講解員伊戈爾介紹說， 「我們對武
器的愛護程度，就像是母親愛護自己的孩子。」

「瀋陽」 號導彈驅逐艦參謀劉明仔細端詳着
「瓦良格」 號左右兩舷各8支導彈發射架，這些
交叉疊放的筒狀設施猶如兩隻臂膀上繃得緊緊的

肌肉，佔據了甲板上的大量空間。發射架內裝載
的是8座雙聯裝遠程超音速反艦導彈，這也是
「瓦良格」 號被稱作 「航母殺手」 的重要原因之
一。 「看起來就非常有殺傷力。」 劉明說。

另一名講解員亞歷山大介紹，艦上配備了
120枚導彈，有遠程、近程、對空、反艦等各種
類型。當有中方官兵問他，艦上哪種裝備最重要
，是不是導彈？他說： 「當然是我們的導彈，它
的威力可大了。」 接着他又補充說： 「實際上，
艦上所有裝備都重要，因為一個艦艇的威力靠的
是全艦綜合能力。」

一起登上 「瓦良格」 號採訪的中方媒體記者
，在艦上找尋着各自的採訪對象，不懂俄語的記
者把事先想好的問題提前找人翻譯好，如願採訪
到了想了解的素材。

俄軍官兵對前來參觀的中方官兵十分友好，
站在舷梯口執勤的哨兵對每一名登艦的中方官兵
敬禮，而中方官兵也給予禮節性回應。對於中方
官兵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俄方都盡可能詳細解答
，儘管語言不通，但憑着雙方多年來的交流合作
以及海上訓練、作戰經驗，借助手勢，最後總能
互相通曉。 （據新華社青島二十二日消息）

【本報訊】中俄海上聯
合軍事演習22日起在青島
附近的黃海海域展開。兩國
25艘各型艦艇、13架飛機
、9架直升機，以及2個特
戰分隊雲集演習區域，是近
年來中俄海軍聯合軍演中規
模最大的一次。分析人士稱
，這將進一步提高兩軍戰略
協作和戰略互信水平，增強
兩國海軍共同應對地區新威
脅新挑戰的能力。

六角度看軍演

中方官兵參觀俄航母殺手

會合會合
演習區演習區

4 月 15 日，俄太
平洋艦隊瓦良格號導
彈巡洋艦、驅逐艦和
護衛艦等7艘艦船起航
前往中國

1

中國海軍北海艦隊
派出導彈驅逐艦與俄海
軍艦船組成混合編隊

2

兩國海軍艦船一同駛向中國
黃海海域，在青島附近的海面上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3

◀ 4 月 22 日，俄羅斯海
軍副參謀長、俄方總導演
蘇哈諾夫海軍少將（左）
和中國海軍副司令員、中
方總導演丁一平海軍中將
（右）共同為聯合軍演揭
幕 新華社

▼22日，中國海軍官兵登上俄
羅斯軍艦參觀 中新社

▼▼ 2222 日，俄羅斯海軍日，俄羅斯海軍
太平洋艦隊太平洋艦隊 「「瓦良格瓦良格」」
號導彈巡洋艦官兵在中號導彈巡洋艦官兵在中
國軍艦上合影國軍艦上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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