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周刊2020年 7月 9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 赵飞鹏
Tel：010-64098332 7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达
通讯员 杨 玺

入伍 15 年，武警云南某部机动四大队

四级警士长李正飞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查

缉一线，和毒贩较量、周旋。

他先后转战云南省 7 个重点州市，像

一名侦探一样抽丝剥茧，在形形色色的车

辆、物品甚至人体中找到被毒贩藏匿的毒

品，破译跨国贩毒的“密码”。

一组数字见证了他的成绩：查获各类

案件 12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80 余

人，缴获毒品 287.8 千克，收缴枪支 24 支，

子弹两万余发……

李正飞皮肤黝黑，身上有多处伤疤，每

到雨季就会隐隐作痛。在查缉现场，他被恼

羞成怒的毒贩用头盔砸过、用车撞过、用匕

首刺伤过。因为断了毒贩财路，甚至有人在

境外叫嚣高价悬赏“买他的人头”。

虽然危险，但他从未动摇。“这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他说，“宁愿牺牲自己，也不

能让毒品流到国内毒害群众。”

练就查缉毒品的“火眼金睛”

在云南边境查缉一线，李正飞是一个响

亮的名字。他是唯一一名被国家禁毒委表彰

为“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的武警战士。

在他看来，查缉毒品是一项与毒贩“斗

智斗勇”的工作，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

的经验。毒贩阴险狡诈，“会利用一切手段

藏毒。”15 年来，他曾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

的物品内找到毒品，小到一颗纽扣、一粒

药，大到一根木雕、一箱货物，被同事们称

为“火眼金睛”。

和他并肩查缉毒品 11 年的战友郑兆

瑞记得，有一年除夕值夜班时，李正飞遇到

一名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男子，他绕着摩

托车转了一圈，摸了摸前后两条轮胎，随即

判断后轮内藏有毒品。

郑兆瑞非常惊讶，向他询问原因。“后轮

的温度比前轮高，应该是藏的东西和轮胎摩

擦造成的。”李正飞回答。经过检查，他们从摩

托车后轮胎内查获了两千克海洛因。

“查缉毒品需要有很深的功底，这不是

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郑兆瑞说，查缉毒品

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苦差事”，不能

一蹴而就，即使是李正飞这样的“大牛”也

有青涩的过往。

2004 年，18 岁的李正飞参军入伍，分

配到毗邻“金三角”毒源重地，被国务院、中

央军委授予“缉毒先锋站”荣誉称号的木康

边境检查站。这里地处中缅边境滇西保山

至德宏的咽喉要道 320 国道，高峰时期每

天有上万辆车接受检查。

面对滚滚车流，刚刚从农村走进军营

的李正飞顿感陌生，接连几次上车检查都

不得要领，甚至见到待查验证件的女游客

都会脸红。为了尽快胜任禁毒岗位，他准备

了一个笔记本，向老兵和干部请教查缉经

验，记录毒贩惯用的藏毒手段、可疑人员的

言行举止、车辆的活动轨迹、每种车体的结

构……

2005 年是李正飞查缉事业的转折之

年。一次上大巴车检查过程中，他发现一名

女乘客双手微颤、面部表情僵硬、不敢和他

对视，回答问题吞吞吐吐。于是，他仔细检

查女乘客的行李箱，最终发现了 1 千克左

右的海洛因。

这是他第一次查获毒品。李正飞记得

自己当时“特别激动”，一种使命感油然而

生。上小学时，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到边境打

工不幸沾上毒品，家破人亡，这让他从小对

毒品深恶痛绝。如今站在查缉一线，他下定

决心要竭尽全力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

以李正飞名字命名的查
缉法被编入教材广泛使用

在四大队教导员朱勋万眼中，李正飞

平时话不多，不爱高谈阔论，但工作起来绝对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狠角色”。

“我们这种工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每天都要钻车底、爬货厢，正飞不怕脏不

怕累，特别能吃苦。”李正飞曾经的战友、中缅

边境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章凤分站执勤一

队队长查应鹏说。

查缉工作要搬动、检查大量的货物，执勤

结束时李正飞往往累得精疲力竭。但他一有

空就喜欢研究各种货物和车辆，从中寻找毒

品的蛛丝马迹。

李正飞记得，自己上岗几年后，随着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物流快递逐渐走入人们的生

活，狡猾的贩毒分子也开始利用物流手段运送

毒品。在边境一线，如何遏制物流寄递夹带走私

毒品成为一项新的执法课题。

爱琢磨的李正飞开始研究起物流贩毒的

整个流程。作为查缉人员，他首先要了解边境

地区进口货物种类、出发地和目的地、运费等

信息，从中筛选出可疑目标重点查验，此外，

他还要对毒贩如何在货物中藏匿毒品进行综

合研判。

2007 年 6 月 16 日，李正飞和战友对一辆

货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长长的货单上有 60 个

废旧电瓶，电瓶的收货地点也不正常。他立刻

警惕起来，随即对货车进行重点检查。

面对询问，尽管货车司机对答如流，但李

正飞发现此人眼神不时躲闪，“似乎在隐藏什

么。”他打开货厢，找到压在货物最下面的电

瓶仔细检查起来。

当拎起电瓶时，他忽然想起 6月 5日也有

一辆货车运送过电瓶，但两批电瓶的重量有

明显的不同。他拆开其中一个电瓶，一块块黄

色包装纸包裹起来的“金砖”冒了出来，打开

一看，全是白色粉末。

“有了！”李正飞兴奋地招呼同事检查，果

然，这一批“金砖”就是海洛因。他们当场将货

车司机等 4 名犯罪嫌疑人制服，总共缴获海

洛因 28 千克，这也创下了他个人一案查获毒

品数量的纪录。

从那以后，李正飞更加注重研究查缉流

程、货物包装、收发货地址、手机号码真伪等

细节问题，逐渐摸索出毒贩用物流方式走私

毒品的规律。“后来我只要看一眼面单跟货物，

就能大概判断出是否藏匿毒品。”他笑着说。

李正飞的深厚“功力”也让战友们啧啧称

奇。2009 年，这套方法被支队、总队命名为

“李正飞物流寄递查缉法”，并编入查缉教材，

在部队内外查缉一线推广应用。

联合国禁毒代表团成员为
他竖起大拇指

除了勤奋吃苦、善于总结，心细如发也被

李正飞视为查缉人员不可或缺的素质。“在查缉

现场，我们要察言观色、望闻问切，不放过任何一

点蛛丝马迹。”他经常这样告诫带教的新兵。

2009 年，李正飞检查乘客证件时发现，

一名 40 岁左右的男子行李中有 5 捆粗麻绳。

经过询问，该男子自称是一名电工，绳子是用

来拴电线杆的。“按说电工用的麻绳应该很

旧，但是这些麻绳是崭新的，根本就没用过。”

李正飞决定仔细检查这 5 捆可疑的麻绳。他

打开麻绳凑近鼻子，隐约闻到了一股酸腐味，

扒开绳子上的麻线，一截透明的塑料薄膜立即

露了出来。经过检查，这是一根用塑料薄膜制成

的细绳，里面填满了海洛因，一共两千克。

用水果藏匿毒品也是贩毒分子的惯用伎

俩。李正飞先后从木瓜、菠萝、柚子、桔子等水

果中数次查获毒品。“毒贩一般是把水果内部

掏空，藏进各类毒品，再用胶水或者牙签还原

果皮。”据李正飞介绍，几年来，他总共从水果

中查获海洛因、冰毒等 10余千克。

他还查缉过多起人体带毒的案件，通过

仔细观察嘴唇状态、是否有味道等特征锁定

重点人员。“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

能让毒贩有可乘之机，否则受毒害的就是群

众。”他说。

李正飞还对各型车辆的构造了如指掌，

对容易藏毒的部位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2014
年10月，联合国派出的尼泊尔禁毒代表团十几

名官员到查缉现场参观，正好赶上李正飞搜查

一辆可疑轿车，检查到仪表盘时，他利用查缉

工具搜出两大包冰毒，总共 1.6千克。

“Very good！”看到李正飞查获毒品的场

景，代表团成员瞬间围成一团，朝他竖起大拇

指，并主动邀请他合影，这成了他查缉生涯中

难忘的一刻。

拒绝金钱美色诱惑，不惧人
身安全威胁

2018 年，随着军队改革调整，李正飞成

为武警云南某部四级警士长。对他来说，“改

变的是哨位，不变的初心。”

经过多年努力，他在查缉事业上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被上级表彰为“优秀共

产党员”“禁毒工作先进个人”“优秀缉毒标

兵”等多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但在毒贩眼中，这名屡屡查获他们“摇钱

树”的军人就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

很多毒贩尝试贿赂、色诱他。有一次，一

名女嫌疑人看他想要搜查货物，连忙把他拉

到一边，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叠钱往他口袋里

塞，言语轻佻。“你这是干什么！”李正飞立即

严词制止对方，迅速将其和货物查扣。

“点点头，钱不愁，挥挥手，一栋楼。”这句

流传在战友中间的玩笑话道出了查缉一线人

员面临的诱惑与风险。在禁毒斗争中，李正飞共

拒贿40余次100余万元，经受住了重重考验。

见贿赂、色诱都不成功，贩毒分子便露出

了狰狞的面目。2010 年，李正飞带领人员检

查一辆摩托车时，司机见事情即将败露，趁其

不备将头盔砸向李正飞头部。虽然鲜血直流，

但李正飞忍着疼痛追出 50 米，将企图逃跑的

嫌疑人制服。最终，他从摩托车保险杆中查获

冰毒 1.2千克，成功查破全国首例摩托车保险

杆藏毒案。

2011 年 9 月，李正飞正在执勤时，一辆轿

车向查缉点疾速驶来，企图冲闯关卡。由于车

速太快躲闪不急，他被撞飞 3 米多远，昏倒在

地，手脚多处被撞伤、擦伤，左手小拇指当场

折断。

事故发生后，李正飞被立即送往医院，身

上、头部多处留下后遗症，左手小拇指严重变

形，至今无法伸直。那一次，他和战友查获

海洛因 2.4千克，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

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李正飞身上留下了

十几处伤疤。尽管如此，但他从未想过退

缩。“比起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他默

默念出了牺牲战友的姓名：甘祖荣、徐胜

前、白建刚、姚元军、陈锡华、杨军刚……

虽然只有 3 岁，但李正飞的儿子已经懂

得了牺牲的含义。“爸爸，你千万注意安

全，千万不能牺牲，不然我和妈妈还有奶奶

怎么办？”在电话中，他经常以一个大人的

口吻，用妈妈教的话嘱咐爸爸。

每当这时，李正飞总觉得鼻子酸酸的。

干满 16 年后，他即将告别心爱的军营，退

伍回到家乡。他希望陪在妻儿身边，却又舍

不得这份事业。

“我希望回去后继续从事和查缉相关的

工作。”在李正飞眼里，这是一个崇高的职

业，“不管有多大风险，都值得坚持。”

生 死 缉 毒

□ 文 明文并摄

“01、01，前方发现小股敌人偷袭，请求增援。”骑兵连长

朋瓜对讲机里传出尖刀班班长刘永俊的“求援”信息。

“一组负责警戒和殿后，其余人跟我来！”朋瓜拔出战

刀，带领骑兵分队向尖刀班方向驰骋而去。

近日，陆军第 76 集团军某骑兵连一场骑兵综合演练在

海拔 4200 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展开。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

声响起，高原深处扬起阵阵尘土，锃亮的战刀在阳光的照射

下发出一道道寒光。

“全体卧倒！”前方“敌人”刚被击退，又发现“敌机”来

袭。刚才还在草原上奔袭的骑兵们迅速卧倒，低伏在大草

原上。列兵刘永高心里十分紧张，他害怕眼前的“无言战

友”不配合，使他在这场演练中出丑，于是他一边轻轻安

抚卧在地上的军马，一边握着手里的自动步枪，双眼注视

着前方。

对于像刘永高这样当骑兵不到3个月的新战士来说，这

样的演练“难度有点大”。今年新兵下连正是新冠疫情肆虐

时，对连队骑术训练有一定影响。野外驻训以来，骑术基础训

练才练了一个多月就赶上这次突如其来的骑兵综合演练。

驻训以来，训练时间紧，任务重，尤其是颠马训练让很

多列兵吃了不少苦头。颠马训练是骑兵训练的第一关，可以

锻炼骑兵在马背上的稳定性，以保证在冲击过程中不会轻易

跌落，但是这个课目训练异常辛苦，一上午下来大部分人胯部

会被磨破，训练结束，内裤与磨破的肉常常会粘在一起。

“当骑兵，没有捷径可走，必须长期训练，直到练成铜裆

铁腿。”训练时，上士教练员马国正对新战士们说。

“骑兵在现代战争中还有用吗？”列兵张哲超在训练时

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有类似想法的战士不只一个。

列兵们的反应引起了连队主官的关注，除了开展好正

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连长朋瓜决定，组织一场骑兵综合演

练，让新战士真真切切感受一下现代骑兵的战斗力。

有骨干考虑到近期天气预报都是下雨，可否将时间调

至晴天。“战争是不分晴天雨天的，训练就要从实战出发。”

连长朋瓜说。

朋瓜 2014 年军校毕业后来到骑兵连当排长，也是从颠

马训练开始一步一步成长为骑兵连连长，凭着自己的勤学

苦练，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

行程达 30 公里的综合演练途中，各种突发情况不断。

“敌特逃至 4460 高地，车辆无法到达，现命你部迅速追击！”

连长通过单兵电台向骑兵分队下达命令。

雪域高原地形复杂，很多地方车辆根本无法到达，这时

候骑兵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突击分队向着目标前进，天空突然下起了冰雹，但

恶劣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突击分队前进的步伐，官兵们提前 15分钟到达 4460高

地，成功将“敌特”抓获。

机动途中，看到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老百姓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新兵张哲

超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两次从马背上跌落，但随即又跳上马背继续前行。连长

朋瓜心里很高兴：“虽然这批列兵的训练才开始，但是骑兵一往无前的骨头已经

开始在他们心里生长。”

演练的最后一个课目是骑兵冲锋。考虑到列兵们的骑乘基础，连长和指导员

商量决定，这个课目新战士们在一旁观摩。

朋瓜带领其他官兵让马匹卧倒，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四周安静得只能听

见军马的呼吸声，雄鹰在天空中盘旋。30分钟后，“敌人”出现。

“大家注意，上马！”

骑兵们拍打马脖子给军马起立的信号，然后身轻如燕跳上马背。连长朋瓜拔

出战刀指向“敌人”方向，发出一声“骑兵连，进攻”的口令，率领官兵杀向“敌人”。

新战士们远远看去，只见马蹄生风，鬃毛飞扬，可就在一眨眼的功夫，只见战

马奔腾，不见骑兵踪影。原来，骑兵在冲锋过程中，为了躲避敌人火力杀伤，平时

练就了“镫里藏身”的本领，将身体隐藏于马匹一侧快速前行，接近敌人后顺势上

马，出枪射击或拔刀劈刺，歼敌于瞬间。

演练结束，新战士们热烈鼓起掌来。曾认为“骑兵无用”的几名新战士羞愧地

低下头。

“骑兵是一个古老而优秀的兵种，我军最多时曾拥有 10多个骑兵师，他们为

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过重大贡献。”连长朋瓜在演练讲评时介绍说，“在信息化高度

发达的今天，随着北斗等一系列装备的列装，在某些领域，骑兵仍然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夕阳下，骑兵连的官兵跨过高山、越过河流，古老而又现代的骑兵又开始了

新的冲锋。

□ 铁 流

日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票通

过了总额 7405 亿美元的“2021 财年国防授

权法案”。值得注意的是，2021 财年国防授

权法案中以单列条款提出将设立“太平洋

威慑倡议”基金，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

足够的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以应对所谓

的“中国军事威胁”。结合最近美军在西太

平洋的一系列动作，我们应当对“太平洋威

慑倡议”予以高度关注。

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投入

根 据 2021 财 年 国 防 授 权 法 案 授 权 ，

“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将在 2021 年财年

获得 1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同时为 2022财

年设定了 55 亿美元的预算上限，计划投资

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驻太平洋地区美军的导弹防御

能力。包括提高针对可能攻击美军基地、作战

地域和其它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能力。

二是增强印太地区美军的前沿部署态

势。通过增加远征机场和港口的数量，加强

前置部署的燃料、弹药、设备和物资，提高域

内分布式后勤保障能力，调整印太地区美军

大规模聚集于少数大型基地的部署方式，大

力推进兵力分散部署和设施前置部署。

三是加强印太同盟和伙伴关系，提升

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能力，重点构建

“基于云技术、合成系统和安防技术，能够

高效遂行指挥、控制和通信行动”的“任务

伙伴环境”，增强支持信息行动的能力。

不难看出，“太平洋威慑倡议”的核心

思想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出的

“海上压制战略”完全一致。“海上压制战

略”针对西太平洋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

战略和能力，提出了以“内外结合防御”为

核心的作战概念，要求沿第一岛链部署精

确打击、防空反导、电子战力量，利用前沿

部署构建战略防御纵深，削弱西太平洋地

区大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在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以专列

条款的形式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

也与美国针对俄罗斯从 2014 年开始实施

的“欧洲威慑倡议”如出一辙。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和乌克兰东部

事件后，美国提出了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

慑倡议”，以增强美国在东欧的军事存在。

自实施以来，“欧洲威慑倡议”已获得 220
亿 美 元 的 国 防 拨 款 。其 中 ，2015 财 年 至

2020财年分别获得了 9.85亿美元、7.893亿

美元、34 亿美元、48 亿美元、65 亿美元、63
亿美元。这些措施和资金为美国及其欧洲

盟友在俄罗斯西部边界加强常规威慑提供

了重要支撑。可以说，“太平洋威慑倡议”几

乎就是对照“欧洲威慑倡议”量身而制的。

“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

2019 年 5 月 31 日 ，美 国 国 防 部 发 布

《印太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做好在印太

地区遂行高端战争的准备、加强伙伴关系

和促进网络化的地区设施建设。这份报告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美军在印太地

区备战大国战争和平时战略竞争的顶层设

计。如果从“印太战略”的视角考察“太平洋

威慑倡议”的提出，就不难发现“太平洋威

慑倡议”的主要内容与指向，与《印太战略》

报告在精神要义和具体举措上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

自 2017 年 12 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正式把俄罗斯、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

竞争对手以来，美国近年来的国防授权法

案几乎都有涉及中俄的内容，以所谓“中俄

军事威胁”为借口，不断加强美军在印太地

区的部署和投入。但同时，美国军政学界也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虽然美军近年来一

直宣称要将军力部署重心转移至亚太地

区，但落实到实际中总有“空喊口号”之嫌。

基于这种认识，美 2020 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的第 1253 条提出，美国印太司令部应

在 2020年 3月中旬之前向国会提交一份亚

太地区美军的发展需求报告，详细说明作

战部队如何执行《国防战略》。据此，美军印

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今年 3 月向

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重新获得优势》的机

密版报告，建议未来 6 年在印太地区实施

“太平洋威慑倡议”，包括投入 16 亿美元建

立关岛防御圈，在第一岛链部署远程反舰

和防空导弹系统，在第二岛链部署一体化

防空反导系统等举措。

这份超过 200 亿美元的“愿望清单”，

要求国会 2021 财年向亚太地区增加 16 亿

美元的经费投入，2022 至 2026 财年共计投

入 184.64亿美元，以提升联合部队杀伤力，

改进兵力结构及部署态势，强化与盟友及

伙伴的合作，加大演习、试验、创新力度以

及加强后勤和安全保障。

戴维森版本的“太平洋威慑倡议”的定

位非常明确，就是要面对中国重获地区军

事优势，加快印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布

局中的重心地位前移。戴维森宣称，这份

“愿望清单”能够有效慑止潜在对手针对美

国的任何先发制人军事行动。他甚至将其

与“欧洲威慑倡议”进行比较，认为该“愿望

清单”能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潜在对手

实施有效威慑。

戴维森的这份“愿望清单”着眼美军在

亚太地区的长远布局，所罗列的重点项目

也都是亚太地区美军的“关键需求”，得到

了美海军及海军陆战队部分高级将领的支

持，加之采取了梯次递增方式寻求拨款，也

得到了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

当·史密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

等多位国会议员的支持，因而在参议院得

以高票通过，最终孵化为“太平洋威慑倡

议”基金。

按照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下一步美

国会参众两院将就“太平洋威慑倡议”进行

内部协调，确定最终金额和项目，最后由总

统特朗普签署生效。

助推美军加速转型

美参议院批准“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

折射出当前美军各军种正在加快转型，切实

为推进亚太地区的调整部署做好力量准备。

美国陆军率先提出了“多域战”概念，着

眼于跨越领域界限，打造具有灵活性、弹性

和敏捷性的深度融合力量，使美军能够在

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全领域展开新

型联合行动。美陆军“多域战”概念相关实践

已持续数年，被推广至其他几乎所有军种，

极有可能成为美军未来的主要作战样式。美

国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今年年初就曾宣称

要向亚太地区部署所谓“多域特遣部队”。

与此同时，美海空军的力量结构和部

署方式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海军以分

布式模式部署数量更多的无人化、小型化

水面舰队，意图抵消先进反舰导弹对航母

等大型目标的打击优势。美海军陆战队将

大幅裁减人员和重型武器，购置隐蔽灵活、

机动性强、自动化程度高的轻型装备，以期

在未来作战中，依托分散于各岛礁的小型

“前进基地”快速开展行动，使对手难以确

定主要防御方向。美空军正在亚太地区实

践“动态武力运用”模式，先是 5 架 B-52H
战略轰炸机全部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撤

出，随后又数次派遣 B-1B 战略轰炸机赴

亚太地区执行跨洲际大范围机动任务。

由于“太平洋威慑倡议”包含了加强联

合部队杀伤力、优化军力结构、强化盟友与

伙伴军事关系等内容，如果得以贯彻落实，

将可能领先欧洲和中央司令部成为首个主

要战略方向上在战区级别实现美军作战思

想和能力转型的尝试，这将进一步提升亚

太地区美军的战略预警、防空反导、精确打

击、机动作战等能力。

在美国财政状况不佳、新冠肺炎疫情

雪上加霜的情况下，要落实“太平洋威慑倡

议”这项长期计划，“钱关”未必好过。同时，

这一过程也面临着政党政治、军种政治、人

才培养、装备体系建设等诸多挑战，其未来

前景仍然面临不少不确定性。

美军作为运作复杂的庞大体系，复杂

的利益纠葛、根深蒂固的军种文化以及官

僚体系的传统惯性，往往成为阻碍变革的

根本因素。“太平洋威慑倡议”在本质上涉

及对国防管理机制的新调整、军费资源的

再分配以及建军思路的重新规划，势必因

触动既有利益格局而面临内部羁绊。

从外部看，美国军事转型同时瞄准中

俄，而两国相对军力优势各异，这将明显

加大美国的运筹难度。面对战争形态潜在

变迁，军事转型的方向和路径选择、技术

研发的优先性、资源投入方向等重大问

题，导致决策失误的风险明显增大，这也

给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的实效增添了更

大的不确定性。

“太平洋威慑倡议”在威慑谁

骑
兵
突
击

7 月 8 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内涝灾情有所缓解，高考重新开启。武警安徽总队黄山支队派出官兵在考场周边重点路段帮助考生顺利通行。当天 7

点左右，官兵们接到群众求助，歙县二中考点有一名脚踝骨折的考生，已提前到达学校门口，却无法独自前往位于教学楼三楼的考场。支队迅速派出 3 名

官兵，校门口到考场 1300 米的距离，他们采取人力背运的方式仅用 6 分钟就将考生安全护送至考场。 康智星 蔡啸天 周 磊文并摄

综合演练中，骑兵突击分队发起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