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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和军火中间商说，为了对抗莫斯科
的军队，乌克兰在全球防务市场上寻找武器，但
它正面临来自俄罗斯越来越大的竞争，因为俄罗
斯经常寻求购买同样的武器，或者试图切断基辅
的供应。

俄乌武器装备消耗很快

随着乌克兰东部炮火不断的战事开始变得
对俄罗斯有利，基辅正试图从第三方国家购买防
空系统、装甲车和弹药。在双方争抢武器的同
时，乌克兰警告说，它在顿巴斯地区面临失败的
风险，除非西方更快、更多地提供武器。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西
方的武器系统，但运往乌克兰的军火也有许多是
苏联遗留下来的，或者是俄罗斯制造的装备，这
些军事装备在乌克兰军中使用最广泛。但西方
军火中间商说，俄罗斯在这些武器系统上的出价
往往高于乌克兰，并且正在加紧补充自身不断减
少的武器储备。

一名目前供职于私人企业、从事俄罗斯军火
生意几十年的前美国军官说：“如果这些军火退
出市场，那么乌克兰就买不到。”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上个月在华盛顿的
一场吹风会上说，英国和美国一直在调查拥有俄
制武器和设备库存的23 个国家，希望采购并向
乌克兰军方转让这些武器和设备。

华莱士说：“顺便提一下，在一些国家，有时
我们会碰到俄罗斯人，他们也在寻找补给，因为
他们的武器装备消耗得很快。”

两国争夺购买俄制武器

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乌克兰议员说，上个
月，代表乌克兰的捷克和波兰中间商已经与一家
保加利亚供应商达成了购买俄制装甲车和炮弹
的协议，突然有一伙亚美尼亚买家提出支付50%
的溢价并最终赢下了这份合同。

这名议员说：“我们非常清楚这些武器不会
去亚美尼亚，而很可能会去俄罗斯。他们知道我
们想要什么。他们也知道东西在哪里。”

中间商说，莫斯科用未来不再供应俄制武器
系统的零件和服务来威胁那些国家，而这些零件
和服务是很多国家的国防所依赖的。

另一名参与武器交易的乌克兰议员说：“有
时你真的不确定发生了什么。除了‘蓄意破坏’，
你很难用别的词来定义你看到的情况。”

乌克兰以及努力帮助基辅的美英政府有时
来不及达成协议，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协议泡汤。

上述第二名议员说：“这反映出俄罗斯情报机
构的高效和乌克兰及其盟友情报机构的低效。”

阻止中间商为乌提供武器

俄罗斯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
口国。除了直接交易，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地区注
册的中间商公司还经常购买和转卖俄罗斯的设
备以及之前的苏联武器。

俄罗斯现在似乎正试图阻止这些中间商为
基辅的战争行动提供武器。

上述供职于私人企业的前美国军官说：“我
们碰到的情况是，‘如果你继续（为乌克兰）购买
这些东西，我们就再也不跟你做生意了’。‘我们
会制裁你的。’”

西方武器中间商说，此前他们出售俄制武器
时，莫斯科一般不会抗议。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年里，为五角大
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军火中间商
购买了苏联和俄罗斯设计的军事装备，用于支持
伊拉克和阿富汗。虽然俄罗斯法律通常禁止直
接参与这些销售活动，但莫斯科经常鼓励这些交
易，以此来宣传其产品。

多年来，乌克兰自己也向军火中间商和其他
国家出售俄罗斯和苏联的武器装备。

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
岛，使两国突然陷入军事对立，莫斯科对出售俄
制武器——至少是向乌克兰出售——的态度突
然发生了变化。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华盛顿6月16日电（记者颜亮）部
分美国媒体与政客长期勾连造假，积极传播
虚假信息。美国知名报纸《今日美国报》16日
承认，该报一名记者存在严重的新闻造假行
为。

造假记者名为加布丽埃拉·米兰达，是该
报的重点新闻记者。该报收到外部举报后对
其报道进行了核查，发现存在伪造当事者身
份、编造受访者引语、受访者不存在等造假行
为。该报已对23篇报道进行了撤稿处理，内

容涉及乌克兰危机、东京奥运会、堕胎权等广
泛领域。造假记者近期已从报社辞职。

《今日美国报》2004年也曾发生新闻造假
丑闻。当时，曾入围普利策奖的该报记者凯
利因造假公开道歉并辞职。凯利是该报的国
际新闻记者，曾报道海湾战争等重大国际新
闻。

2003年，《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布莱尔被
查出在大量独家新闻中捏造新闻事实。这一
事件导致该报高层引咎辞职。

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座教堂内6月16日晚发
生枪击，致使3人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17日
说，被拘捕的嫌疑人是一名七旬老翁，作案动机
待查。

据美联社报道，枪击发生在亚拉巴马州伯明
翰市郊区一个富人区。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嫌
疑人名为罗伯特·芬德利·史密斯，现年 70 岁。
他是一名枪支经销商，住处距离事发教堂不到5
公里。

目击者和知情牧师说，教堂 16 日晚举行每
人自带一道菜的聚餐活动，参加人数不多，多为
老人。史密斯走进教堂后，独自坐一桌，没有吃
东西。一名84岁老翁邀请他共坐一桌，被他拒
绝。那名老翁的妻子提出给史密斯装一盘食物，
也被他回绝。

史密斯而后掏出手枪，朝人们开枪，3 人中
弹，那名84岁老翁当场死亡，另外两名老妪送医
院后不治身亡。

目击者说，史密斯开枪后不久就被制服，否
则可能酿成更大悲剧。一名年过七旬的男子抓
过一把折叠椅子，把史密斯打倒在地，而后夺过
他的枪，用自己的枪将他制服，一直等到警察赶
来。

史密斯 17 日被以谋杀罪名指控，不清楚他
的作案动机。

近期，美国发生多起造成严重伤亡的枪击事
件。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截至本月
17 日，美国今年已有超过两万人因枪支暴力丧
生，包括773名未成年人，已发生268起造成至少
4人死伤的群体性枪击事件。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官方媒体17日播放两名在乌克兰
参战时“失踪”的美国退役军人画面，称两人被
顿巴斯当地武装拘押。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即时通信软件“电
报”上的频道当天播放了一段对越南裔美国人
安迪·黄的采访。美国媒体先前报道，安迪·黄
与另一名美国人亚历山大·德吕克上周在乌克
兰东北部哈尔科夫一带失踪，两人曾分别在美
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服役。

黄在视频中说，两人在一场战斗中撤退到
树林里，躲藏几个小时后向俄军投降。不过，
按照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说法，两人与大部队
走散后，穿过树林来到一座村庄，碰到巡逻的
俄军后投降。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一名记者在“电报”上
传一段德吕克的视频。视频中，德吕克疑似坐
在一个办公室里，背后有电脑显示器和电话座
机。他朝着摄像头向母亲说话，说自己“还活
着，希望尽早回家”。

德吕克的亲人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德
吕克在视频中做了暗号和手势，证明视频中的
确是他本人。他在役时曾被派驻伊拉克，当时
向母亲介绍过这些暗号和手势。

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其他几段视
频中，两人还用蹩脚的俄语说“我反对战争”。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两人目前都在顿巴
斯当地武装手中。不过，美国政府和俄罗斯政
府均未证实上述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 17 日告诉法新
社，美方已看到相关报道的照片和视频，“正密
切关注形势”。

美国国务院 16 日表示，美方注意到关于
三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失踪的报道，尚未向俄
方问询此事。

据报道，另外一名失踪人员也是在乌克兰
参战的美国退役军人。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17日早些时候说，
他已经获悉相关情况。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前
往乌克兰。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虽然公开表示不会
派兵进入乌克兰境内与俄军作战，但向乌方
提供大量军事支持，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培
训。

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 17
日说，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共有来自64
个国家和地区的6956名外国雇佣兵和专家前
往乌克兰，其中1956人被打死，1779人离开乌
克兰。统计对象包括直接为乌军作战的外国
雇佣兵，协助乌克兰培训士兵、操作和修理西
方援乌武器的外国专家。 新华社特稿

“美国或将在下周公布新太平洋岛国
倡议”，据法新社等媒体6月17日报道，美
国计划于下周提出一项旨在解决太平洋岛
国问题的新倡议，以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岛
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另据英国《卫报》报
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17日访问所罗门
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并同所总理会晤，此举
同样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担心中国而对所罗
门群岛和太平洋地区采取的“外交攻势”。

太平洋具有巨大战略意义太平洋具有巨大战略意义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
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16 日在华盛
顿一家智库的论坛上致辞时称，美国正在

“全面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以回应
它们对同美国的关系、非法捕鱼、气候变
化、地区安全等方面的担忧。他还称，太平
洋是一个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地区，“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到核时代，我们对这
个地区一直负有历史和道德责任”。

“下周我们将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
合作，为太平洋岛国开展一系列开放、内容
详尽的项目。”坎贝尔称，新倡议旨在“确保
太平洋环境保持开放、健康、富有成效和不
受胁迫”。他同时透露，太平洋岛国论坛的
18 个成员国、美国以及包括澳大利亚、英
国、法国、日本、新西兰在内的国家将参与
这项新倡议。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陈弘1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坎贝尔
提及的倡议并非孤立事件，从布林肯今年

年初访问太平洋岛国，到不久前美国派官
员专程前往试图阻止中所安全协议的签
署，再到拜登特使尹汝尚就《自由联合协
定》与马绍尔群岛举行会谈，可以看出，美
国正在投入比以往巨大得多的资源与精力
动员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以制约中国
与地区国家的合作。

在坎贝尔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上任不
足一个月的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开启了
她就职后第三次出访太平洋国家的行程。
17日，她到访所罗门群岛并同该国总理索加
瓦雷会面，这也是自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
安全协议后，澳外长首次到访该国。

美澳正试图拉起小集团美澳正试图拉起小集团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7日报道，黄英
贤在霍尼亚拉的一场发布会上谈及中所安
全协议时称，澳方观点是“太平洋大家庭”
有责任、也有能力自己维护自身地区安全，
她同时强调，澳大利亚会继续和所罗门群
岛站在同一阵线，包括支援对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等。据报道，在此次访问期间，所
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再次强调，并没有
让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

“黄英贤口口声声说‘太平洋大家庭’，
但澳大利亚实际在做的，就是扮演一个可
以主宰别国事务的‘大家长’的角色，这是
一种完全不尊重他国的做法。”陈弘对记者
表示，抬出“太平洋大家庭”的名义并不能
合理化澳方对其他主权国家自主选择的横
加干涉。陈弘分析认为，此次黄英贤访问
所罗门群岛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即向
外界传递出澳大利亚依然寻求深度介入所
罗门群岛社会治理各个层面的信号，以彰
显澳大利亚仍是地区内最有影响力的大
国。此外，黄英贤访问所罗门群岛前还访
问了新西兰，也是在试图把此前对华政策
相对独立的新西兰拉入和中国对抗的“竞
技场”。

“总的来看，美澳正试图在太平洋地区
也拉起一个封闭的、以反华为主要目标的

‘小集团’，用以服务美国的霸权利益，正如
华盛顿此前通过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所做的一
样。”陈弘表示，对于华盛顿的这一战略和
战术，中国应保持警觉。 本报综合消息

俄乌也在争夺全球军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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