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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匕首”首次用于实战
美国劝土耳其向乌提供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2022年3月21日 星期一 A07国际

再次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
夫表示，俄军当地时间18日使
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摧
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伊万
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的一个大
型地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 ,并
利用“棱堡”岸防导弹系统摧毁
了数个位于敖德萨州的乌无线
电工程情报中心。俄方专家称，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
中使用高超音速武器”。

科纳申科夫说，俄军20日
再次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和“口径”巡航导弹摧毁了乌克
兰武装部队在尼古拉耶夫州的
一个大型军事燃料基地，还对
位于乌克兰日托米尔州的乌特
种作战部队训练中心实施了导
弹打击，那里还驻扎着外国雇
佣兵。

自2018年成功进行测试后，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已在俄军
演习中多次亮相。据介绍，“匕
首”可在长达1000公里的距离
击中所有目标。此外，该型导弹
的弹道全程可以调整，这使得
拦截难上加难。而“匕首”本身
的搭载平台为米格-31重型高
速截击机，通过多次空中加油
的方式，将会使“匕首”拥有极
大的可达范围以及极高的机动
速度，具备可以毁伤航空母舰、
驱逐舰和巡洋舰的实力。

俄军此次袭击地点位于乌
西部伊万诺 -弗兰科夫斯克
州。该州与北约成员国罗马尼
亚约有50公里长的边界。苏黎
世安全研究中心的库内托娃
认为，“这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
信号，因为普京对西方将武器
转移到乌克兰感到恼火。”还有
分析称，尽管“匕首”服役较早，
但其准确度和破坏力却遭到
部分西方专家质疑。俄罗斯此
举，或许也有自证能力的威慑
意义。

另据乌克兰谈判代表、乌
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18
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的表
态，由于乌俄“相互排斥”的立
场，双方谈判可能拖延数周。他
表示，乌方在某些方面绝不妥
协，“我们不能放弃任何领土”。

美离间俄土关系“没戏”

路透社19日援引多名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非正式
地向土耳其提出，希望土方向
乌克兰提供俄制S-400型防空
导弹系统。不过，分析人士认
为，土耳其不会同意。

这些消息人士披露，美国
官员过去一个月多次向土耳其
官员提出这一想法，尚未提出
具体或正式要求。美国副国务
卿舍曼本月初访问土耳其时同
样提及这件事，她还与土方官
员讨论了如何给予乌克兰更多
支持及如何改善美土关系。

舍曼当时接受土耳其新
闻电视台采访时说：“众所周
知，S-400是（美土之间）由来
已久的问题，或许现在是时候
找到新途径解决这一问题。”舍
曼没有说明何为“新途径”，美
方也未就舍曼说法回应媒体记
者提问。就乌克兰局势，美国政
府希望拥有苏联时期军事装备
的欧洲盟友向乌克兰移交相应
武器，包括防空导弹系统。

美国和土耳其均为北约成
员。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
订合同，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
统，遭到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
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
交货后，美国禁止土耳其参与
制造和购买美方主导研制的F-
35战机，并制裁土耳其国防工
业部门高级官员。

土方官员未就路透社的报
道内容作回应。土耳其消息人
士和分析人士均认为，土方不
会考虑这样做，一方面因为在
乌部署并使用S-400防空导弹
系统存在技术障碍，另一方面
担心引发俄方强烈反应。

土耳其与俄罗斯在能源、
防务和旅游领域联系密切，同
时向乌克兰出售军用无人机
并与乌方达成合作生产无人

机协议。俄乌冲突爆发后，土
耳其表态愿意劝和促谈，它对
乌克兰表示支持，但反对制裁
俄罗斯。本月10日，俄罗斯外交
部长拉夫罗夫与乌克兰外长库
列巴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
亚郊外会晤。这是2月24日俄罗
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以来，俄乌双方举行的最高级
别会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日报
道，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林
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说，需
要与俄方保持对话，并“理解莫
斯科的安全关切”。“如果所有
人都烧毁与俄罗斯之间的桥
梁，那么谁来同他们谈？”卡林
说，土方愿意为普京与泽连斯
基会谈提供便利。

西媒臆测俄航天服颜色

针对西方媒体称俄航天员
以服装颜色显示对乌克兰支持
的说法，俄罗斯航天部门19日
予以驳斥。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在社
交媒体说，进驻国际空间站的
俄方三名航天员所穿服装配色
选择源于三人母校莫斯科鲍曼
理工大学的校徽颜色。“有时，
黄色就只是黄色。”

俄罗斯航天员阿尔捷米耶
夫、马特维耶夫和科尔萨科夫
18日飞抵国际空间站。他们所
穿服装底色是黄色，带有少许
蓝色条纹，胸前和手臂上缀着
俄罗斯国旗。美国、英国等一些
西方媒体把俄罗斯航天员服装

配色与黄蓝色的乌克兰国旗联
系起来。

身为指令长的阿尔捷米耶
夫19日也在社交媒体就服装配
色做出澄清。他说，服装需要提
前量身定做，他们在升空前六
个月就开始挑选颜色。由于三
人都毕业于鲍曼理工大学，因
而选定目前配色。

“无须在我们的制服上寻
找隐藏的图案或标志，”阿尔捷
米耶夫说，“只是颜色而已，与
乌克兰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
们身处太空，我们也与我们的
总统和人民在一起。”

蒙塔尔巴诺和俄罗斯国家
航天公司都确认，空间站上一
名美国航天员仍将按计划于
30日与两名俄罗斯航天员乘
坐俄方飞船返回地球，不会如
一些美国媒体猜测的那样被留
在空间站。

欧洲航天局17日宣布，将
无限期暂停与俄罗斯国家航天
集团合作的ExoMars火星车任
务。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
罗戈津对此表示遗憾，他认为
虽然将损失几年时间，但俄罗
斯将有能力打造自己的着陆舱
和运载火箭，从而独立完成对
火星的研究考察。

罗戈津19日称，美国正在
考虑将俄罗斯排除出GPS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新制裁措
施的一部分。罗戈津说，这不会
对俄罗斯产生太大影响，因为
该 国 有 自 己 的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格洛纳斯系统。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等

本报讯 正值
美国动员盟友抵制
俄罗斯能源之时，印
度不顾美国不满开
始加大进口俄罗斯
石油。据悉，俄罗斯
为印度开出了20%
的折扣。同时，印度
总理莫迪无视岸田
施压，依旧拒绝公开
谴责俄罗斯。

美国白宫新闻
秘书普萨基15日曾警
告称，印度如果购买
俄罗斯石油，就是站
在了历史错误的一
边。然而英媒发现，
印度3月对俄罗斯的
石油进口量正在激
增。此前，俄罗斯发
起特别军事行动引
发欧美严厉制裁，但
印度却不愿“站队”，
曾在联合国决议中
三度投出弃权票。

据英国《金融时
报》18日报道，3月以
来，俄罗斯每天向印
度出口36万桶石油，
几乎是2021年平均
水平的四倍。美联社
18日报道，一名印度
官员表示，印度将抓
住油价打折的机会进
口更多俄罗斯石油。
该官员称，印度近期
从俄罗斯购买了300
万桶石油。

印度绝大部分
石油源于进口，预计
今年印度石油需求
将上涨8%。印度分
析师苏巴拉曼表示:

“由于运输成本高
昂，印度公司此前从
俄罗斯采购的石油不多。但这种情况
现在似乎正在改变。”

当地时间19日，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访问印度，并在当晚与印度总理莫
迪举行会谈。行前岸田向媒体透露，关
于乌克兰局势，将敦促莫迪与日美欧
等统一步调。日本《产经新闻》称，岸田
文雄此行旨在避免印度过于倾向俄罗
斯，导致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内部出
现不协调。岸田这次访问印度的任务
之一，是说服莫迪对俄采取更强硬立
场。

3月19日晚，双方进行了约2小时
的会谈，据日本时事通信社透露，其中
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乌克兰局势。会
晤后，岸田文雄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与莫迪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申
已告知莫迪，“俄罗斯的‘入侵’是动摇
国际秩序基础的严重局势，必须坚决
应对”。但与岸田不同，莫迪没有提及
乌克兰，而是强调了双方的合作。

会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对
乌克兰“持续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
表示严重关切”，双方呼吁“立即停止
暴力”，以及“解决争端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但联合声明中
并未直接提及俄罗斯。

（宗禾）

本报讯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
悦20日宣布，他上任后将把总统
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迁至首尔市龙
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他表示，做出
搬迁决定并不容易，是为了“国家
的明天”和更好服务民众并兑现
竞选承诺。

尹锡悦当天举行总统职务交
接委员会挂牌成立后的首次记者
会，发布《青瓦台总统办公室搬迁
方案》。他将在5月10日的总统就
职仪式结束后前往新办公室工
作，且同一天开始，青瓦台全面对
公众开放。至于总统官邸，尹锡悦
希望从青瓦台搬出后使用位于汉
南洞的公馆。

尹锡悦在竞选早期承诺，一
旦当选总统，将不会在青瓦台办
公，打算迁往首尔市中心光化门
的政府大楼。按他的说法，青瓦台
是韩国“帝王权力”的象征。

总统办公室搬迁计划引发争
议，批评者认为这并不能帮助总
统加强与民众交流，反而造成资
源浪费。现任总统文在寅2017年
当选后，也曾表示要搬至光化门
办公，把青瓦台变成“民众休息空
间”，但这一想法很快因安全和后
勤保障考虑而打消。

尹锡悦解释称，放弃搬迁至
光化门的原因是安保会给附近民
众造成不便，且不可避免仍将使

用青瓦台内部部分设施，难以兑
现全面开放青瓦台的承诺。而国
防部大楼已经配备必要安保，能
把给公众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

据企划财政部估测，搬迁费
用将达到496亿韩元（约合2 . 6亿
元人民币），包括国防部办公楼改
造费用252亿韩元（1 . 3亿元人民
币）。

据新华社

韩国总统办公室将搬到国防部大楼
青瓦台将从5月10日尹锡悦就职后向公众开放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地时间19日表示，俄军18日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摧毁了乌克兰的一个大型地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美国已非正式地向土耳其提出，希望土方向乌克
兰提供俄制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不会同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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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3月20日在韩国首尔拍摄的国防部大楼外景。 新华/美联

3名俄罗斯航天员(黄衣服)3月18日抵达国际空间站。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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