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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博弈：形式上谈谈与实际上竞赛
地球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7月26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
公告，
对外介绍两款新型武器的研
制进度。其中，
“ 锆石”高超音速导
弹已在护卫舰上试射成功，射程、
准确性和速度都令人满意；
俄海军
正在测试首艘可搭载“波塞冬”无
人潜航器的核潜艇，
正在培训操作
无人潜航器的军人。
这意味着“锆石”高超音速导
弹的测试工作已近尾声，同时“波
塞冬”
无人潜航器正式列装的日子
也不远了。
“锆石”曾出现在普京去年的
国情咨文演说中，
这款导弹飞行速
度可达9马赫，射程超1000公里，将
主要由护卫舰和攻击型核潜艇搭
载发射，
既可以打击包括航母在内
的水面舰艇，也可以攻击地面目
标。
“波塞冬”
直径近2米，
长约24米，
作战距离达1万公里，
下潜深度1000

米，
巡航速度30节，
最大航速110节，
可搭载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
可
对海军基地、重要港口、沿海城市
和航母战斗群等目标实施打击。
这两款装备只是近年来俄军
新型武器研发的一个缩影，
“匕首”
高超音速导弹、
“海燕”
核动力巡航
导弹、
“萨尔马特”
陆基洲际弹道导
弹等，
都是俄罗斯在应对大国竞争
时手握的利器。
俄方高调发布新武器研制进
度之际，
正值俄美领导人通话和两
7月23
国军控谈判密集开展之时。
日，普京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了
战略稳定、军控等问题。双方确认
迫切需要就包括
《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在内的相关问题举行磋商，
强调需要共同努力维护地区稳定
与全球核不扩散机制。
早在一个月前的6月22日，美
国政府军控问题特别代表比林斯
利与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首次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等问
题的谈判。
此次俄美领导人通话次
日，美国国务院又发布消息，美俄

太空安全问题谈判、
核军备问题谈
判7月底在维也纳先后举行，其中
双方太空安全问题谈判时2013年以
来首次举行。
然而，
俄美就这些问题的谈判
6月那次
和磋商进展并不顺利。
《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谈判谈了将近
10个小时，
俄方愿意无条件延长条
约，
美国更倾向于达成一份纳入限
制新型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新协
议。俄方表示，
“ 萨尔马特”洲际弹
道导弹和“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均
受条约约束，
美方依然无动于衷。
鉴于此，
《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2021年2月到期作废或是大概率
约》
事件。真若如此，美俄军控体系将
彻底崩塌，此前另两大支柱《反导
条约》
《 中导条约》已经作废。实际
上，
俄方已多次表明，
为
《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
失效作好了准备。
7月27日，美俄代表在维也纳
就太空安全问题谈了13个小时，
美
方希望制定一个基于自愿的太空
行为准则，
以及相应的太空信息交
流渠道；
俄方则希望制定一套限制
太空武器的条约，
禁止参与国在太

空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
美方指责俄罗斯7月中旬进行
过一次天基反卫星武器的非破坏
性测试，
称此举有意将太空转变成
新战场。但反过来，美国政府近年
来也通过成立太空军等方式，
赋予
本该和平利用的太空越来越浓厚
的战场意味。
尽管3月以来俄美元首进行了
近年来较为罕见的密集电话沟通，
甚至特朗普5月底还曾提议邀请俄
罗斯重返七国集团
（G7）
峰会，
但形
式上的互动并不能掩盖俄美关系
实质上愈加严重的对抗形势。
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新版
《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已将俄美关系
定了调——
— 战略竞争对手。而且，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和
单边主义，
与俄罗斯主张的世界多
极化和多边主义相互冲突。
而在具
体事务层面，
美国对俄制裁持续多
年且名目繁多，
双方还在能源领域
存在竞争关系，双方在东欧、中东
和亚太地区的直接对抗更加频繁。
从叙利亚周边地区经黑海、
乌
克兰和白俄罗斯，
到波罗的海一线

的俄美军事对峙前线，
近来出现继
续向北延伸的迹象，
即北欧至北极
巴伦支海一线也正在成为前沿。
美
俄直接交界的白令海周边地区，
以
及西北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等地，
也成为美俄海空力量相互秀肌肉
和抵近活动的热点区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
又准备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
该条
约参与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
行非武装方式空中侦察，
是冷战后
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
有助于提升
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
俄罗斯一方面呼吁美国与俄
方继其他签约的北约成员国一道，
就维护该条约进行平等对话，
另一
方面还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角
度出发，
表示准备与美国讨论限制
新型武器的问题。
俄罗斯展示出足够的对话诚
意的同时，也在积极研发各类新
型武器。俄方“两手抓”策略恰恰
是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的写
照，也是确保俄方在与美国进行
大国竞争时能占得一定先机的实
用之举。

福特平托车案：人命不是个数字
一周史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最近几天，沉寂许久的韩国
加湿器“杀人”案再度进入公众视
野：据韩联社7 月27 日报道，最新
调查证实，这起事件造成的死亡
人数已达1 . 4 万甚至更多，是官方
原先公布数字的10 倍。
2011 年，韩国连续发生了多
起孕妇、幼儿感染不明原因肺炎
死亡事件。调查后发现，英国利洁
时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
杀菌剂含一种名为PHMG（聚六
亚甲基胍盐酸盐）的成分，是致人
死亡的罪魁祸首。但是，丑闻发生
后，韩国政府和涉事企业不知搞
了什么勾兑，检方不顾受害者家
属的反对，强行以“难以确认因果
关系”为由终止了起诉。
20世纪有一桩同样
追溯起来，

重大的商业丑闻与韩国加湿器
“杀
人”
案神似，
那就是震惊全美、
给美
国汽车产业带来沉重打击的福特
公司平托车事件，
不过美国人最终
做出的选择与韩国截然相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
系、德系汽车的崛起，民用汽车产
业的“祖师爷”美国福特公司受压
越来越严重。为了突围，福特公司
在1971 年推出了一款“平托车”，
该车一改美系汽车的传统，体形
小 巧 、耗 油 量 低 ，价 格 也 特 别 便
宜，只要2000 美元，一看就是出来
跟日德两国车企叫板的。
但该车推出的第二年就出了
事故，当时，一辆平托车在正常行
驶中突然无故减速，随后发生追
尾并爆炸。女性司机当场死亡，同
车的13 岁男孩在经历大小60 多次
手术之后才勉强保住了性命，但
全身90% 以上烧伤，失去了左手、
左脸和生活自理能力。
男孩的家属当然不干：他才
13 岁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于是

状告福特公司。
福特公司最开始也是那套我
们今天依然熟悉的企业话术，从
自家汽车绝对安全，到公司是美
国产业的希望，这里就不一一赘
述了。但随着深入调查，人们发现
事情不对。
最开始的调查发现，该事故
的原因是平托车设计存在缺陷，
油箱距离离合器太近，导致一次
中型的碰撞就会引发爆炸，而这
一缺陷正是此次事故的直接原
因。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让人感
到毛骨悚然。
在法庭上，控方律师罗列证
据 ，揭 露 了 一 个 惊 人 的 事 实 ：原
来，早在平托车出厂前，福特公司
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
两名工程师就这个隐患单独写了
一份长篇报告，提交给了公司管
理层。该报告明确指出存在的风
险，并给出了改进意见——
— 只需
要再加装一个价值11 美元的改进
装置，就能规避爆炸的风险。

然而，
对于这份人命关天的报
告，
福特公司高层的选择却是算了
一笔账：福特公司计划生产1000多
万辆平托车，
如果在每辆平托车上
都加装防范风险的改进装置，
那么
总成本至少1 亿美元。而如果不加
这个装置，
任由隐患发生，
据该报告
的预测，
可能会有180辆平托车发生
事故。
假设这些车主都因事故而死
亡，
另外180名同伴被烧伤，
依据当
时的普遍判例，
福特公司将可能赔
偿每位死者20万美元、
每位烧伤者7
万美元，公司总共才支出接近5000
万美元，
不到改装费用的一半。
福特公司发现后一种选择显
然赚大了，于是决定不做改进，任
由事故发生。
是的，这就是这道算术题背
后冷血的逻辑：我能赚到钱就行，
你死不死关我什么事？
这一证据的披露，立刻激怒
了公众舆论和该案的陪审团。在
此 之 前 ，美 国 舆 论 本 来 还 在 纠
结——
— 再怎么说，福特公司也是

美国在黄金时代留下来的“民族
品牌”，眼下又在德日车企的夹攻
下艰难转型，要不要放它一马，赔
点钱算了？
但该消息出来之后，美国民
众被彻底激怒了：罚！罚这些没良
心的资本家个倾家荡产！
于是，
法庭最终判决福特公司
一共赔偿受害者1 . 25亿美元，这个
判决也确立了美国司法在处理类
似案件时
“惩罚性赔偿”
的先例。
福特平托车案的影响是深远
的，在此事件之后，福特公司乃至
整个美国的汽车业都创痛甚巨，
一度彻底向德日车企让出了本国
小型家用车的市场。
此案彻底结束时已到20 世纪
80年代初，
正赶上中国市场对外开
放，
美国车企没能像德日车企那样
抢占到中国市场的先机，
也与此案
不无关系。可以说，单从汽车制造
业而论，美国那一把确实亏大了。
但如果将目光放长远，
美国人当时
的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