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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背后的“反恐战”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赛事如火
如荼。这届为期一个月的比赛涉及俄罗斯境
内 11 座城市、12 座球场，有大量来自世界各
国的球迷前往现场观看比赛，全球瞩目。事
实上，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反恐形势严峻，世界
杯举办之前更是频频传出有恐怖组织打算发
起袭击的消息。对此，俄罗斯投入了巨大精
力加强世界杯比赛安保，正“不惜代价”确保
球迷与俄罗斯民众的安全。

“不惜代价
不惜代价”
”的俄式安保
俄罗斯世界杯开赛首日，由于未通过现
场的人脸识别系统，58 岁“球王”马拉多纳在
进入卢日尼基体育场时遭到保安拦截，这恰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次俄罗斯世界杯的安保
严格程度。遇重大赛事，各国都会提高安保级
别，俄罗斯也不例外。早在世界杯比赛开始
前，主管安全的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
科夫和内务部长克罗克尔泽夫都曾明确表
态，俄罗斯绝不会让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得
手。
2017 年 10 月，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布
了 5 张 与 世 界 杯 有 关 的 恐 怖 袭 击“ 威 胁 海
报”。海报中既有身处在废墟之中的球星即
将被蒙面的“伊斯兰国”成员“处决”的场景，
也有破坏俄罗斯世界杯主球场莫斯科卢日尼
基体育场的“豪言”。为此，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示，反恐是世界杯期间的第一安全要务，俄
罗斯将“不惜代价”确保球迷和俄罗斯民众的
安全。
经历过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的人一定对
“俄式安保”记忆犹新。相比于被许多媒体
用“过度”两个字形容的史上最严格奥运安
保工作而言，此次俄罗斯世界杯的安保工作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17 年底，普京专门
下达在世界杯期间强化赛场安保的总统
令，成立直接向总统汇报的独立安保总
部，来自俄联邦安全局、内务部、国防
部、紧急状态部、通信与大众传媒部、卫
生部和交通部等“各路精英”合力确保世
界杯比赛安全顺利进行。比赛期间，俄罗
斯国民近卫军下属的安保公司为本届世界
杯提供约 2.15 万名安保人员，另有 10 余家
安保公司也为整个赛事选派了约 1.7 万名监
控及调度人员。

曾大显神威，入侵的 13 架无人机有 7 架被击
落，剩余 6 架被俄军无线电技术部队成功控
制。世界杯比赛期间，俄罗斯针对 11 个主办
城市划定了禁飞区，启动了相应的空中管制
计划。
此外，世界杯期间，球场外利用人脸识别
技术进一步实现了体育场馆安防监控系统的
智能化。为缩短球迷入场时核验证件的时
间，俄罗斯世界杯球场采用了大数据入场系
统，可在短时间内储存和处理数百万名使用
者的个人信息，并在相距较远的 12 座球场间
进行数据交换。

的管控，恐怖分子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俄
罗斯境内，海上渗透成为主要途径。为此，
俄军加强了世界杯期间海上反恐部署，建立
起多道海上反渗透防御网。其中，伊尔-38
“山楂花”远程反潜巡逻机主要负责执行海
上广域搜索任务。同时，俄军还出动了“纳
努契卡”级大型导弹艇和“格拉切克”级反渗
透巡逻艇用于海上安保。
“纳努契卡”级大型
导弹艇拥有 6 枚反舰导弹，可对海上可疑船
只进行打击。
世界杯期间，黑海舰队出动大批舰艇部
队，开赴西部港口城市索契附近海域，展开
相关安保防护工作。除参照索契冬奥会安
保措施部署海上远中近三层防御圈外，俄罗
斯还专门布置了战斗蛙人部队。这些拥有
丰富战斗经验的“水下战士”，主要在世界杯
期间担负沿海地域水下防护任务，能有效消
除来自海底的安全威胁。
同时，接管了各赛场外围安保职责的俄
军，更是拿出了手里的各类“大杀器”。圣彼
得堡天顶足球场的外围，俄西部军区陆军就
安保人员地铁巡逻。 部署了足足一个连的“铠甲-S1”弹炮综合防
空系统。黑海名港索契的菲施特体育场附
近
，南 部 军 区 环 绕 城 市 外 围 部 署 了
军队建海上反渗透防御网
S-300PM2 和
“山毛榉-M2”防空系统。
加强世界杯安保，俄罗斯军队也来“强力
为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与挑战，俄
助阵”。前段时间，俄罗斯媒体曝光了一张索
军出动了苏-27 战斗机、米-28N 武装直升机
契菲施特体育场周边的安保布防图。图中显
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在防范恐怖分子
示，俄罗斯已经为世界杯打造了海陆空电全
常 用 的 无 人 机 袭 击 领 域 ，俄 军 准 备 了
方位的立体防护网，俄军部署的各类待命装
R-330Zh 电子战系统和 R-394U 电子战系
备多达 16 种。世界杯期间，这些“大杀器”全
统，
“光谱-KU”
“鹰”以及“套索”等电子战装
天候执行安保任务，更向世人展示了俄军强
置也一同上阵。陆上反恐装备中，俄军还部
大作战能力以及与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坚定决
署了装有“劲弩”遥控武器站的“虎”式装甲
心。
车，其配备的遥控武器站更是城市反恐处突
近年来，俄罗斯逐步收紧对出入境口岸
利器。
据《北京日报》

俄罗斯奶奶寻 56 年前中国笔友

赛场外高科技护航
针对本届世界杯比赛，俄罗斯《观点报》
称，恐怖分子往往以爆炸、枪击和绑架等传
统暴力方式刷“存在感”，当然也不排除他们
采用信息攻击手段破坏实况转播画面、利用
电子阻塞设备干扰手机通讯、传播虚假恐袭
短信和袭击视频以及故意放飞无人机闯入
禁飞区等可能方式。针对愈发智能化、隐蔽
化、娱乐化的恐怖袭击方式，俄罗斯方面为
安全费尽了脑筋。
日前，网络上流传出一段俄罗斯联邦安
全局驻加里宁格勒地区“西方”特战分队进
行世界杯比赛赛前反恐演习的画面。只见
特战队员乘坐一辆面包车迅速靠近目标车
辆，拉开车门直接向目标车辆扫射，之后一
名特战队员使用爆破破窗器将目标车辆的
车窗打破，另一名队员则直接向车内投掷手
雷。行云流水的整个过程，成为俄罗斯震慑
恐怖分子的“心理武器”。今年 4 月 18 日，俄
罗斯警方宣布在罗斯托夫摧毁了一个疑似
“伊斯兰国”成员的恐怖小组。这个恐怖袭
击小组正策划在世界杯比赛场馆针对球迷
发动恐怖袭击，俄联邦安全局还发现了炸弹
制造指南和鼓吹恐怖主义的电子设备材料。
对此，俄罗斯进一步强化了安保举措。
根据普京下达的总统令，凡是俄外地居民登
记入住 11 个比赛城市所在酒店，必须提前至
少 3 天向当地警方报备。世界杯比赛期间，
进入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的客车必须装
备安保总部规定的“格洛纳斯”卫星定位系
统，将本车位置、行驶方向和速度自动发送
给当地警方。从 5 月 25 日起，俄罗斯全境就
已经开始禁售武器弹药和各种冷兵器，以休
闲娱乐为目的的轻兵器射击靶场也暂时停
业，枪支一律入库锁闭。俄罗斯还加强了对
有毒、易爆、放射性和生物感染物品的销售
和运输活动。
针对此前曾有恐怖组织叫嚣使用无人
机发起攻击，俄罗斯在世界杯比赛举办场地
周围部署了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在今年 1
月的叙利亚战场上，俄罗斯的反无人机系统

柳霞奶奶展示笔友 56 年前寄来的书信
几封泛黄的书信，跨越半个世纪的牵
挂。56 年前，机缘巧合，前苏联少女柳霞和
湖南湘潭的同龄人段春秀成为笔友。在那
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
两人用俄文交流，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信
件后来中断了。
时隔 56 年，今年世界杯期间，家住俄
罗斯萨兰斯克的柳霞奶奶，看到对门住着
中国记者，就试着委托他们帮忙寻找失去
联系的中国笔友。柳霞的心愿很简单：想
知道笔友是否健在，
过得好不好。
7 月 7 日，寻人的故事在国内传开。次
日，寻人的故事就有了结果，经多方确认，
柳霞要找的段春秀仍住在湘潭。眼下，已经
71 岁的段奶奶身体和精神状态欠佳，对书
信交往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但她认出了自
己年轻时的照片。家人代她和柳霞交换了
邮箱。从青葱到古稀，信笺到电邮，跨越半
个世纪后，
两位老人的友情故事得以续写。

寻人
时隔 56 年俄罗斯奶奶发寻人消息
一段跨越56年的寻人故事，
将故事外的
读者，
带回到那个纸短情长的年代。56年前，
前苏联少女柳霞和中国湖南湘潭的同龄人段
春秀（音），
成为跨国笔友。两人用俄文通信，
内容不长，
大多交流着各自的学校生活。

年过古稀的柳霞回忆，自己给段春秀
写过三封信，收到过段春秀的两封回信。
有限的信件中，段春秀告诉柳霞，她是中国
湖南湘潭市湘潭第二市立中学 16（或者 76）
班的学生。此外，柳霞还收到了段春秀随
信寄来的西湖苏堤春晓的明信片和产自厦
门的玫瑰香水纸，
以及段春秀本人的小像。
在落款日期为 1962 年的一封回信中，
柳霞得知，段春秀已经收到了她的信，一同
收到的还有她寄去的先锋队徽和学校照
片。
“ 我 15 岁，学习很好，生活幸福。”回信
中，段春秀这样告诉柳霞。段春秀还提出
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下次回信中收到柳
霞的照片。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联系中
断了。在没有网络的年代，书信的中断，意
味着未曾谋面的两人从此陌路。
时隔 56 年，当年的少女如今已是古稀
老人。现在，柳霞搬到了俄罗斯的萨兰斯克
市。这个人口 30 余万的小城，承办了今年
世界杯的 4 场比赛。机缘巧合，得知公寓对
面租住着来自中国的记者，柳霞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敲开了门，
吐露了自己的请求。
柳霞说，年轻时搬过几次家，许多东西
都丢了，唯独段春秀的两封回信和小礼物，
一直保存至今。她希望通过网络，帮忙在
中国找找她的笔友。愿望很简单：想知道
笔友是否健在，
过得好不好。

进展
短短两天寻人故事得到回应
寻人的消息连日来在网上热传。泛黄
的信件，从 56 年前“穿越”而来的礼物，无
不触动了屏幕前的网友。
“ 没有离奇的情
节，也没有生离死别，有的是经过漫长岁月
也没有磨灭的惦念，虽然不贵重却十分有
心的礼物”，
“身在异国两地，几乎无法交流
的两个人，这份单纯的友谊才最珍贵。”在
社交媒体上，
不少网友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接受委托的媒体记者张河运说，6 月
底，他们在萨兰斯克的报道团队，结束了报
道任务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一天，住
在他们租住的公寓对门、一位名叫柳霞的
俄罗斯老奶奶说，
“ 有东西要让我们看一
下”。老奶奶拿出的正是 56 年前与中国笔
友段春秀往来的书信，并请求他们帮她寻

人。
“ 她也觉得找到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
想要试一试。”
回到国内，张河运和同事们找人翻译
了书信，尽可能准确地推敲出中国笔友所
在的学校、班级和她的姓名。7 月 7 日，故
事连同泛黄的书信、照片，经过“俄罗斯文
学”、
“ 俄语编辑部”等几个公众号的转发，
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开。
很快，一位自称是段春秀老同学的用
户留言说，照片中的那个少女的模样，很像
自己的同学段春秀。巧合的是，他们当年就
是湘潭市二中初 76 班级的同学。老同学还
透露，段春秀老人现在已经退休，但身体状
况不是很好。7 月 8 日，张河运从老人的儿
子那里确认，柳霞要寻找的笔友正是现如
今已经 71 岁、家住湘潭的段春秀老人。
短短两天，凭着一个名字、一张照片，
间断了 56 年的联系恢复在即。张河运有
些不敢相信，
“大概是现在信息越来越发达
了。以及有那么多陌生人，出于善意，认真
对待着这段寻人故事。”

细节
从信笺到电邮跨国友谊得以延续
联系上段春秀老人后，张河运和同事
又辗转几次，才联系上俄罗斯的柳霞奶奶，
并告诉她这个消息。
“ 柳霞奶奶身体不好，
正在住院，但知道这个消息很开心。她留
下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叮嘱我们转交给段
春秀的家人。”之后，段春秀的儿子，也将自
己的邮箱留给了柳霞奶奶。
56 年前的信笺，56 年后的电邮，通信的
方式变了，没有变的是这段友情的分量。
段春秀的儿子透露，老人患病多年，目
前的生活条件一般，身体和精神状况不太
好。家人介绍，对这段笔友交往的经历，老
人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她认出了自己年轻
时候的照片。
现在，老人的家人和柳霞奶奶交换了
双方的电子邮箱。家人觉得，现在网络发
达，通过网络视频或者邮件，可以让双方进
行沟通。不过，段奶奶的俄语现在几乎完
全遗忘，柳霞奶奶使用的是老式手机，对新
型的聊天设备或许也不熟悉。之后，可能
要借用一些翻译软件，通过邮件才能与对
方取得联系。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