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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 21日电（记者
李奥）俄罗斯总统普京 21 日表示，俄
首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今
年年底进入战斗值班。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俄军
校毕业生时说，俄方已成功完成“萨尔
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相关试验工作，首
枚导弹将于今年年底进入战斗值班。
同时，S-500防空导弹系统已开始列装
俄军。

普京说，俄罗斯将继续发展巩固
武装力量，以应对潜在军事威胁与风
险。当前优先任务之一是为俄军装备
最新武器系统，俄军今后几十年的作
战能力取决于此。

俄称其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
弹“萨尔马特”重量超过 200 吨，可采
用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

弹头，能突破敌方反导
系 统 。 它 将 取
代苏联时期研
制 的“ 撒 旦 ”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 普 京
2018 年 发 表 国
情 咨 文 时 曾 介 绍
说，“萨尔马特”洲际
弹道导弹的一招“杀
手锏”是飞越极地攻
击另一个半球的敌
方 目 标 ，其 他 国 家
现有和研制中的反
导 系 统 无 法 对 付 这
种 攻 击 模 式 ，它“ 可
以 打 到 地 球 上 任 何 一 个 角
落”。

“公开的敌对行为”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21日表

示，立陶宛应当明白，禁止货物过境转
运至加里宁格勒州的行为被定性为

“敌对行为”，意味着现在已经没有商
量余地。她说：“我希望立陶宛代表在
评估形势时能保留一些专业精神……
他们应该清楚后果……这是公开的敌
对行为。”

据俄塔社 21 日报道，俄罗斯联邦
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称，俄罗斯
政府会尽快回应立陶宛对加里宁格勒
州的货物过境封锁，立陶宛居民将切
切实实感受到这些措施的后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21日在
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支持北约盟友，
我们支持立陶宛。具体来说，我们坚
定遵守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对
一个缔约国发动攻击，即被视为对全
体缔约国的攻击。”

立陶宛方面极力辩解。埃德雷尔
和立陶宛外交部都表示，禁止通过立
陶宛向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转运货物
不是立陶宛的决定，是根据欧盟对俄
相关制裁作出的。

此外，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坚称
“没有封锁加里宁格勒”，称加里宁格
勒和俄其他地区之间的陆路运输没有
被阻止，“所有不受制裁的货物都可以
自由流通”。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 20 日也为立陶宛的决定辩解称，
虽然他“一直担心俄罗斯的报复”，但
立陶宛“无罪”，“立陶宛没有做其他事
情，只是在执行欧盟委员会的指导方
针”。

“对立陶宛5种可能的打击”
立陶宛和欧盟方面的解释，完全

不能平息俄罗斯上上下下的愤怒。据
俄新社 21 日报道，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议员莫罗佐夫称，俄罗斯应禁止
进口所有立陶宛商品并暂停与其所有
现有协议。

俄《观点报》21 日发表题为《莫斯
科有几种解决方案来打破加里宁格勒
封锁》的报道称，已经有人呼吁通过军
事手段突破经立陶宛通往加里宁格勒
的陆地走廊。

俄《共青团真理报》20日发表题为
《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加里宁格勒的封
锁：对立陶宛 5 种可能的打击》的文章
称，一是俄罗斯可撤销对立陶宛独立
的承认。二是俄退出与欧盟关于立陶
宛的协议。由于这一协议，立陶宛得
以加入欧盟和北约。三是俄罗斯要求
归还克莱佩达。这个城市 1945年被苏
联红军占领，后归还立陶宛苏维埃共

和国。四是俄可强行使用“苏瓦乌基
走廊”。这条长约 100公里的立陶宛和
波兰之间的边境通道，可以将白俄罗
斯的领土与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
连接起来，“俄罗斯如果走到这一步，
即意味着与北约的战争”。五是将立
陶宛与俄能源系统脱钩。目前，波罗
的海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电力。

乌东多地激战继续
美国雅虎新闻网 20 日报道，立陶

宛停止俄罗斯货运列车过境后，俄罗
斯在加里宁格勒州举行军事演习。俄
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军人正在加里宁
格勒州为导弹和炮兵部队进行训练演
习。大约 1000名俄罗斯士兵以及来自
导弹和炮兵部队的 100 多件军事和特
种装备参加演习。

加里宁格勒州面积虽小，却是俄
制衡北约的战略要地。美联社称，作
为俄罗斯唯一的波罗的海不冻港，这
里是俄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所在地，有
80 艘战舰。《金融时报》21 日称，莫斯
科还在该地区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不过没说这
些导弹是否携带核弹头。

巧合的是，俄国防部 21 日公布了
“伊斯坎德尔”导弹在乌克兰境内作战
的视频。另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
21 日报道，俄军继续在多地对乌军装
备和人员进行打击。“卢甘斯克人民共
和国”军队正在向利西昌斯克发起进
攻，并在该市周边地区与乌军展开激
烈巷战和炮战。同时，对北顿涅茨克
市“阿佐特”化工厂乌军的围困战也在
持续，已有部分乌军人员投降。

据新华网报道

美西方援乌武器
或“反噬”欧洲安全

近日，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
值 10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和 2.25亿美
元的额外人道主义援助。这是美国一次
性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事援助。
与此同时，北约国家及其盟友承诺提供
新的武器和军事系统。美西方援助乌克
兰的武器数量有增无减、火力不断提升，
但这些武器究竟去向何方？这个问题，
恐怕美西方也给不出一个靠谱答案。

“在冲突迷雾的笼罩下，援乌的武器
就像掉进了一个巨大‘黑洞’。”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刊发题为“送往乌克兰的武
器流向了哪里——美国并不知道”的文
章称，由于无法有效监控，部分援乌武器
很可能掉进“黑洞”，落入不法分子之手，
给地区安全带来巨大隐患。欧洲刑警组
织总干事凯瑟琳·德博勒也曾表示，俄罗
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结束后，那些西方输
送给乌克兰的武器可能落入犯罪团伙手
中，继而流向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在乌
克兰从事调查报道的美国独立记者约
翰·杜根透露，监控这些武器的流通几乎
是不可能的，部分武器已在“暗网”中被
低价售卖，一些人拿着这些武器在黑市
上卖给恐怖组织。

长期以来，美国在“援助”他国时，奉
行本国利益至上，只为本国军工复合体
的“钱包”着想，置他国安全和发展于不
顾，向来是只管送枪，不顾后果。在叙利
亚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提供的武器
就大量流入恐怖组织等武装手中。美国
智库欧亚中心执行副主席厄尔·拉斯穆
森近日表示，美国在伊拉克“损失”的武
器总额达上万亿美元。

如今，规模庞大、杀伤力不断升级的
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涌入乌克兰，却难
以追踪，有的去向不明，甚至有可能流入
恐怖组织之手。这一现象却被美政客

“选择性忽略”，到底是什么原因？剖析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意图，就不难
找到答案。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的“如意算
盘”就是最大限度打击战略对手俄罗斯，
将战争造成的难民潮与能源危机留在欧
洲，增加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附。从俄
乌冲突爆发前不停煽风点火，到冲突发
生后不断升级对俄制裁火上浇油；从通
过百亿美元规模的援乌法案，到撺掇欧
洲盟友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美
国就是企图以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来
巩固其霸权。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洲
国家陷入安全威胁、经济滞胀、能源紧缺
和难民危机等多重现实困境，美国都是
一副隔岸观火的姿势，更何况一直隐秘
在灰色地带的武器扩散问题。

受到巨大冲击的欧洲国家，是时候
看清美国为维护霸权不惜牺牲欧洲的真
实面目了。如果任由大量武器扩散，可

能给整个欧洲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最终“反噬”武器来源国——

尤其是为援乌武器买单
的欧洲国家。

据《人民日报
海外版》报道

俄罗斯向立陶宛发出报复警告
▶定性为“敌对行为” ▶俄媒讨论“打击立陶宛的几种可能方式”

针对立陶宛政府禁止俄罗
斯货物过境转运至加里宁格
勒，俄方21日发出报复警告：
“俄罗斯毫无疑问将回应这种
敌对行为。相关回应措施正以
跨部门的形式制定，近期将实
施。这些措施会对立陶宛民众
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华盛顿邮报》21 日评论
称，加里宁格勒或成为俄与西
方冲突的最新导火索。

普京：“萨尔马特”导弹年底进入战斗值班

66月月2020日日，，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当地货运火车站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当地货运火车站。。资料图资料图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俄特种部
队举行演习。 资料图

““萨尔马特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