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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最大規模軍演開鑼
東方-2018演習層級提高 顯雙方政治互信軍事合作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軍隊參加的
「東方-2018」戰略演習，當地時間 11 日在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
區楚戈爾訓練場正式拉開帷幕。在未來幾天時間裡，中俄兩軍官
兵將密切協作共同上演一場規模空前的戰略級聯合戰役演習。

作為俄軍四大戰略演習之一的「東
方」系列演習，在俄軍演習體系

中佔有重要地位。「東方-2018」戰略
演習是自 1981 年原蘇聯「西方-81」演
習以來俄羅斯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
參演人員超過 30 萬，參演裝備車輛
3.6 萬台、各種飛機 1,000 餘架、艦船
近 80 艘，堪稱「史無前例」。此次演
習涵蓋地域廣闊，演練將同時在 5 個
合成訓練場、4 個空防軍靶場以及日
本海、白令海和鄂霍茨克海海域舉
行。

演練課題新增聯合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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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軍艦開展聯合反潛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洲
時間 9 月 10 日，「卡卡杜-2018」多國海
軍聯合演習進入海上階段第五天，代表
中國海軍參演的黃山艦在達爾文外海與
澳洲「紐卡斯爾」號導彈護衛艦共同組
織實施了編隊聯合反潛演練。
此項科目中，由澳方艦載直升機投放
聲靶模擬藍方潛艇。13 時許，黃山艦與
「紐卡斯爾」艦抵達指定海域，立即按
計劃組成反潛隊形展開搜索。「此次演
練難點主要是在陌生海域、使用陌生訓
練器材，並指揮引導外軍艦機。」作戰
室內紅藍閃爍、數據奔流，參與作戰指
揮的黃山艦副艦長喬磊表示，這些對黃
山艦的指揮協同、戰術運用、聲納聽音
判情等都有較大的挑戰。
演練期間，黃山艦與「紐卡斯爾」艦輪
流擔任科目執行官，指揮雙方艦機開展編
隊反潛。兩艦按照編隊反潛方案和戰術要
求密切協同，嚴密監視水下態勢，及時實
施對潛搜索與攻擊。中澳兩國艦載直升機
根據指令，按照艦機協同要求迅速前出，
對可疑目標海域實施快速搜索。

建快速指揮體系增官兵互信
黃山艦聽音員室內，四級軍士長、聲納技師吳
勝戴着耳機全神貫注地仔細辨別着每一個音頻信
號，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憑藉過硬專業本領，
黃山艦官兵多次發現水下目標並準確判別為藍方
「潛艇」，及時組織編隊實施艦機模擬攻擊，成
功實現對潛封鎖目標。
據黃山艦任務指揮員丁新民介紹，演練期間，黃
山艦任務指揮所與澳方建立了快速指揮體系，綜合
使用艦載各型聲納、水聲對抗器材和直升機吊放聲
納實施立體反潛，雙方密切協同、合力制敵，進一
步檢驗提升了雙方聯合指揮反潛作戰的能力，切實
增進了兩國參演官兵間的互信和友誼。

根據中俄雙方達成的共識，中國軍
隊於 8 月中下旬至 9 月中旬赴俄參加
「東方-2018」戰略演習。中俄兩軍戰
略指揮機構共同組建導演部，聯合戰
役指揮機構分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
部戰區、俄聯邦武裝力量東部軍區派
出。中方參演兵力約 3,200 人，各型裝
備車輛 1,000 餘台，固定翼飛機和直升
機30架。
這是中國軍隊經過革命性改革重塑
後首次以軍委聯合參謀部為主、抽組
軍委機關相關部門精幹人員編成中方
導演部赴境外組織聯合戰役行動演
練，也是中國軍隊歷史上派兵出境參
演規模最大的一次，演練課題由以往
的聯合反恐拓展為組織聯合防禦和反
攻的傳統安全課題。與歷次「和平使
命」演習相比，這次戰略演習層級更

高、規模更大、要素更全、聯合性更
強，標誌着中俄雙方政治戰略互信和
軍事合作水平達到了歷史新高。

華參演兵北部戰區為主
這次行動共分為跨境戰略投送、指
揮機構演練、實兵行動演練和沙場檢
閱 4 個環節。中國參演官兵主要由北部
戰區所屬陸軍和空軍部隊組成。從 8 月
16 日第一個列車梯隊起運到 8 月 29 日
最後一個空中批次落地，在短短 14 天
時間裡，中國軍隊共完成 28 個列車梯
隊、3個空中批次的跨境輸送任務。
根據聯合戰役演練計劃，9月11日至
13 日，中俄雙方受訓指揮機構將完成
聯合作戰籌劃、組織作戰協同、指揮
部隊行動等演習任務，實兵行動演練
主要圍繞抗敵進攻、強渡水障、火力
突擊、進攻準備、轉入進攻等展開，
重在檢驗部隊在生疏環境下的實戰能
力。9 月 13 日，實兵實彈演練結束後進
行沙場閱兵。
演習中方導演部指揮員表示，這次
演習旨在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及兩軍務實合作，進一步增強兩
軍共同應對各種安全威脅的能力，有
利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演習不針
對第三方，與地區局勢無關。中國參
演官兵將以一流的標準、一流的素
質、一流的作風展示維護地區和平與
穩定的決心和能力，展示新時代人民
軍隊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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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將派出超過30萬人參與是次演習。

美聯社

演練條件近實戰 範圍之廣無前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這
樣大規模的演習為多年來所罕見。」隨
隊參演的軍事專家、軍事科學院戰爭研
究院研究員李抒音說，俄羅斯國防部長
紹伊古稱這次演習可與原蘇聯時期的
「西部-81」演習相提並論，甚至在地域
範圍上還超過了「西部-81」演習，可謂
「史無前例」。
長期研究俄軍改革轉型的李抒音對俄
軍注重貼近實戰開展訓練印象深刻。她
說，俄軍要求所有演習都必須在「最大
限度接近實戰條件的環境下」進行。
「東方-2018」戰略演習作為高級指揮機
關對各軍兵種戰鬥訓練活動的大檢驗，
就是要檢驗實戰條件下軍隊的野戰素養

和空中及海上作戰技能。
李抒音說，在這次演習的「主戰
場」──東部軍區楚戈爾訓練場，俄
軍每年都要舉行數十場不同規模的演
習，但訓練場上卻沒有一幢固定建築
物。近 30,000 名中俄參演官兵均在野
戰帳篷宿營，所有保障完全按野戰條
件進行。

俄明星軍備大匯演
在演習準備階段，中俄兩軍參演的主
戰裝備就多次組織了密集的實彈射擊。
此外，參加演練的俄軍官兵不少都有戰
爭經歷，他們將把從戰場上獲得的經驗
帶到演習中去。

「種類、數量眾多的武器裝備密集出
動，是這次演習的一個鮮明特點，也是
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李抒音說，現
在的楚戈爾訓練場堪稱俄軍現役「明
星」裝備的一次大「聚會」，平時通過
媒體才能看到的諸多重量級裝備悉數登
場。

演習不針對第三方
自 8 月 20 日中俄兩國國防部宣佈將在
「東方-2018」框架下共同組織聯合戰役
演練開始，中國軍隊參演就引發廣泛關
注，紛紛猜測此舉的背景與意圖。
李抒音說，同以往兩軍在多邊和雙邊
框架下的歷次演練活動一樣，這次演習

依然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而是基於鞏固
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拓展兩軍
合作深度廣度的需要所開創的一種聯合
演習新模式。這種合作形式，較之以往
的聯合反恐演習，可以使兩軍進行更深
層次的融合和交流。
「對於我軍來說，在新一輪國防和軍
隊改革後派遣約 3,200 名軍人、1,000 餘
台裝備車輛、30 架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出境參演，既是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
一次檢驗，也是一次學習借鑒的機
會。」李抒音說，在前期的協同訓練
中，中方參演部隊官兵士氣高昂，以良
好的戰鬥作風、戰鬥素養贏得了俄軍的
讚賞和好評。

解放軍擬明年行新司號制度

■赴俄參演前夕
赴俄參演前夕，
，中方參演部隊在駐訓地舉行誓師動員大會
中方參演部隊在駐訓地舉行誓師動員大會。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日前從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了解到，解
放軍司號制度恢復和完善工作全面展
開，計劃分兩步組織實施：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按現行規定全軍恢復播放作
息號；2019 年 8 月 1 日起，全軍施行新
的司號制度。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戰爭形態的
演進和解放軍現代化建設發展，軍號的指
揮通信功能逐步弱化，應用使用範圍逐步

縮小。過去以指揮通信為主的軍號功能定
位，與時代之變、改革之變、戰爭之變不
相適應，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完善。

利推進正規化建設
據介紹，這次恢復和完善工作着眼發
揮軍號在強化號令意識、傳承紅色基
因、正規部隊秩序、營造備戰打仗氛圍
等方面的獨特作用，擬將原有的名目
類、勤務類、戰鬥類、儀式類四類 109

種號譜，精簡優化為作息類、行動類、
儀式類三類21種號譜，並採用司號員吹
奏和播放電子號音相結合的方式實施。
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領導介紹說，這
次恢復和完善解放軍司號制度的意義在
於：一是有利於強化號令意識；二是有
利於傳承紅色基因；三是有利於推進正
規化建設，塑造軍隊好樣子、軍營新形
象；四是有利於提振軍心士氣，發揮戰
鬥力「倍增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