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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究竟是什么，属于哪个国家？
一个巨大的疑问连日来从瑞典向波罗
的海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舆论场扩散。

先是瑞典军方宣布在距离首都斯
德哥尔摩只有50公里的波罗的海海域
发现“外国水下活动”，瑞典军方出动
军舰、直升机展开大规模搜索。接着
瑞典媒体透露，瑞方截获俄罗斯方面
的紧急通讯信号，可能是一艘潜入瑞
典海域的俄罗斯潜艇陷入困境。俄军
方19日坚决否认后，瑞典公布了疑似

“外国船只”的照片，并于20日扩大搜
索范围。

透过这场“猫鼠游戏”，舆论场感
受到的是似曾相识的寒意：上世纪80
年代，一艘被怀疑携带核弹头的苏联
潜艇在瑞典海域搁浅，引发一场重大
外交危机。新的事件会是冷战大戏的
重演吗？虽然结果尚不确定，但许多
西方媒体断言，在乌克兰危机导致俄
与西方关系紧张后，双方的军事冒险
行动已上升到冷战时的级别。

神秘物体引发种种猜测

瑞典军方早在17日就收到线报，
声称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出现一个

“人造物体”。瑞典军方随后出动了
200名士兵、多艘隐身舰艇、扫雷艇和
多架直升机在斯德哥尔摩以东约50公
里的岛屿周边展开搜寻。

《瑞典日报》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称，瑞典军方在俄罗斯海军用于紧
急救援的无线频道上截获了通讯信
号，而信号发出地点正是距斯德哥尔
摩50公里的海域。随后瑞方又截获一
个加密无线通信，通信双方分别位于
斯德哥尔摩群岛附近和波罗的海对岸
的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
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

周日晚，瑞军还在科索岛上搜索
一名身穿黑衣背着背包的神秘男子，
当地人称看到此人涉水上岸。路透社
称，该消息引发俄罗斯特种部队登陆
斯德哥尔摩群岛的猜测。

相比之下，瑞典军方的描述要谨
慎许多，他们并没有明确搜索的可疑
物体就是潜艇，也没有说明它是否来
自俄罗斯。据瑞典“the local”网站报
道，在19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海
军少将葛林斯塔德表示，可能是某个
国家在瑞典首都外列岛周围进行了

“水下活动”，某国似乎对瑞典首都东
部海域很感兴趣。

神秘船只莫名消失

葛林斯塔德出示了一张拍摄于19
日上午的可疑目标的照片，照片据称
由“一名线人”拍摄，这是自17日以来
第3次有人看到这一神秘船只。

“他（线人）看到海面上有东西，但
在他拍完照后，它就消失了，”他说。
由于拍摄距离很远，画面非常模糊，照

片中央有一个物体部分浮出水面，周
围泛起波浪。

葛林斯塔德表示，根据目前所掌握
的信息，不能得出与媒体同样的结论，
即“水下活动”来自一艘受损潜艇，“我
们并未点名俄罗斯，而是说这是外国的
水下活动，可能是潜艇、微型潜艇，也可
能是乘坐水下推进器的潜水员。”

搜寻规模堪比冷战时期

“把潜艇藏在距离外国首都不远
的水域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
考虑到有直升机、舰艇和士兵紧密搜
寻，这就更难了。不过在这场让人清
晰回想起冷战时代猫捉老鼠的混乱游
戏中，瑞典海军确实怀疑俄方真藏了
一艘潜艇。”英国《卫报》19日这样评论
这场搅动波罗的海搜索行动。

搜索工作从17日晚开始。瑞典军
方当天表示，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
发现“可疑水下活动”，于是派出巡逻
船、扫雷舰和直升机进行搜寻。英国
《每日电讯报》称，瑞典这次搜寻行动
规模是冷战以来最大的，数百名瑞典
水兵、飞行员和潜水员参加了大规模
搜寻，寻找一艘俄罗斯可疑潜艇，这仿
佛是重演冷战时代大戏。

斯德哥尔摩外海有大约3万个小
岛，搜索在桑达姆、哈罗和伦马洛等多
处进行。20日，瑞典海军将搜索范围从
距斯德哥尔摩东南50公里附近海域扩

展
到 70
公里海
域。瑞典
军方在3万个
岛屿范围内加强
了对民航机的限制，命
令民用船只在10月20日下
午与军方舰艇保持10公里的距离。
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20日报道，为
进一步搜索，瑞典已关闭相关区域领空
和领海。

俄荷均发声撇清干系

对于外界传言，俄罗斯予以坚决
否认。俄国国防部发言人19日表示，
俄罗斯海军潜艇按计划在世界各海域
执行任务，“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和突发
事件”。俄罗斯《新报》援引俄北方舰
队司令部一名高官的话说，目前北方
舰队所有潜艇都在自己的泊地，俄罗
斯核潜艇不可能在波罗的海水浅的地
方进行训练，而进入瑞典这一海域的
只能是小一点的潜艇。波罗的海舰队
有3艘常规潜艇，一艘位于维修厂，另
一艘在加里宁格勒，而第三艘则在北
方舰队基地，它们都不可能出现在瑞
典海域。

瑞典电视台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
报道称，俄罗斯互联网上一些人把瑞
典的指责当做笑话，有人戏言：“因为
最近俄罗斯人吃不到西方的奶酪，派
潜艇到瑞典采购去了。”

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称，俄国防
部一名消息人士20日表示，瑞典搜寻
的潜艇可能属于荷兰海军，为消除波
罗的海紧张局势和节省瑞典纳税人的
钱，建议瑞典要求荷兰海军指挥部做
出解释。上周一艘荷兰潜艇曾在斯德
哥尔摩附近参加活动。

法新社20日晚些时候称，荷兰国
防部否认与瑞典海域的神秘潜艇有
任何联系，一名女发言人说，参加演
习的荷兰“海豚”号潜艇周四已经离
开瑞典，整个周末都停留在爱沙尼亚
塔林港。

（张涛）

分析师推测
俄潜艇意外搁浅

对于俄罗斯的否认，西方媒体并
不愿相信。英国《每日电讯报》19日
称，有人认为是一艘小型潜艇遇到麻
烦，而一艘大型“母舰”被派去救援。

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俄罗斯油
轮“康科德”号连日来一直在瑞典海
域游弋，这艘原本应该驶往丹麦的油
轮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艘装备水下搜索设备的科考
船被观察到从圣彼得堡驶向瑞典，科
考船于周日晚间关闭了船上的应答
器。

英国简氏防务分析师布鲁斯·琼
斯说：“或许是俄方一艘小潜艇搁浅
了，俄方潜艇本来可能想潜伏在瑞典
高科技船下面伺机窃取技术机密。”
另一名分析师表示，他认为潜艇上的
士兵可能已经游泳登上某个小岛并
藏在林子里等待救援。如果潜艇被
放弃，或许已经装载了炸弹，24小时
后就会定时引爆。

一名瑞典媒体人20日对记者说，
俄方否认海军潜艇发生突发事件，但
俄方说法只包括海军，并没有包括情
报机构等特别活动部门。

俄罗斯《观点报》20日称，瑞典国
防安全问题专家布劳恩认为，瑞典正

在搜寻的可能是俄罗斯的绝密“海
卫-NN”微型潜艇。他并没有支持这
一说法的任何证据，只是表示关于这
种潜艇的资料很少。2008年12月有
消息称，俄成功试验了“海卫-NN”。

多国认为
俄罗斯嫌疑最大

共有9个国家拥有通向波罗的海
的出海口，除瑞典外，还有德国、丹麦、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俄罗斯、芬兰
和爱沙尼亚。但只有德国、波兰、俄罗
斯和瑞典有自己的潜艇部队。

瑞典“the local”网站援引前瑞
典驻俄武官奥尔德曼的话说，俄罗斯
嫌疑最大，“唯一有动机的是不希望我
们继续与北约合作的国家”。德国《明

镜》周刊20日称，瑞典军方大规模搜
索“外来入侵者”，除了俄罗斯外，周边
国家似乎没必要这么做。

眼下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对俄罗斯
的意图越来越感到担心，波罗的海地区
只有瑞典和芬兰不是北约成员国。英
国《卫报》称，在乌克兰危机造成西方与
俄关系紧张背景下，许多北欧和波罗的
海国家都针对俄方提高了警惕。

今年9月，两架俄罗斯苏-24战
机据说在波罗的海上空侵入瑞典领
空，促使瑞典空军紧急起飞应对。上
周，芬兰抱怨俄海军派直升机和潜艇
两次骚扰芬兰在国际水域的环境科
考船。

《纽约时报》19日称，如果此事被
证实是俄罗斯所为，将凸显俄与西方
在乌克兰问题上形成的军事紧张关系

已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波罗的海的
军事边缘主义已接近冷战程度。北约
在这一地区增派兵力，俄罗斯也加大
了边境地区的演习力度。

俄称事件或是
瑞典阴谋

“此次潜艇事件是一个阴谋，一直
保持中立的瑞典开始出现强大的亲北
约力量，并积极加强与北约的关系。”俄
罗斯《生意人报》20日的报道为事件提
供了另一种分析思路。文章援引俄外
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的话说：“这一事件说明，我们确实正在
重返冷战。俄罗斯与北约正式相互将
对方视为敌人。而社会舆论也开始推
波助澜，从而让社会产生恐惧感。”

俄罗斯《独立报》20日称，不排除
瑞典军方此次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财政
部拨出更多资金，为军队提供新型武
器和技术装备。

瑞典首相勒文20日表示，瑞典今
后将在波罗的海开展更多演习，“俄罗
斯和北约都增加了演习，没有理由夸
大担心，但很明显我们明白波罗的海
正在发生什么”。英国《金融时报》20
日称，整个地区正在密切关注瑞典军
方的搜寻工作，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
奇斯称，这或许会成为改变整个波罗
的海地区格局的一件大事。 （小青）

“这场搜寻让人想起冷战时代，也进
一步加剧了波罗的海的紧张局势。”英国

《金融时报》10月20日称。
媒体频繁拿来对比的上世纪80年代

的“冷战时代大戏”发生在1981年11月。
俄罗斯《独立报》20日回顾称，一天

清晨，一名早起的瑞典渔民发现代号为
S-363的苏联柴电潜艇被卡在离瑞典卡
尔斯克伦海军基地不远的一处礁石浅滩
上。在随后几天，苏联和瑞典政府以及
整个西方世界围绕这艘可能携带核弹头
潜艇的入侵和救援发生很大争议，几乎
酿成一场重大对峙。瑞典派出部队将潜
艇团团围住，苏联舰队和救援船只集结
在瑞典领海外。

据当时艇上的一名苏联老兵事后回
忆，当时苏联高层已下达了“如果瑞典方
面抢夺潜艇就将其引爆”的命令，而瑞典
方面确实做了类似的尝试，这差一点引
起核弹头的爆炸。

经过十余天对峙和紧急磋商，最终
苏联方面允许潜艇艇长登岸接受瑞典方
面询问，并出资数百万美元，由瑞典派拖
船将搁浅潜艇拖回大海。

围绕这一事件，当时有诸多谜团未
解：首先，通往浅滩的航道非常窄，只有12
米，周围暗礁密布，瑞典方面事后称，航道
里布满了水雷。这艘“半失明”的苏联潜
艇，居然安然通过了这样一条航道。其
次，瑞典的雷达不知为何居然没有发现潜
艇靠近，尽管当时潜艇正用柴油发动机供
能，噪音巨大。

多年来，瑞典和苏联以及俄罗斯政
府一直在争论这件事情的真相，双方多
次成立调查组，希望将事实昭告天下。
但无论调查结果是什么，双方都固守自
己原先对事件的判断。瑞典方面认为，
苏联潜艇当时意在对瑞典进行攻击、破
坏或情报搜集活动，而俄罗斯方面表示，
那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海上事故，因为导
航失误而进入瑞典领海。 （综合）

33年前的
“冷战时代大戏”

国际

观察

瑞典大规模搜索“神秘外国船”
俄称事件或是瑞典的阴谋

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地区为何对俄提高警惕

延伸阅读

暗战？

微型潜艇常被
用于侦察、特攻等
用途，由于体型小
巧灵活，具有极低
的可探测性和极高
的游击优势。

较为著名的是
二战时德军的“海
豹”艇(见左图)。艇
长 11.87 米，艇宽
1.68 米 。乘员 2
人，排水量15吨。

新华社东京10月21日电（记者冯武勇 刘秀
玲）日本防卫省21日宣布，日美将在11月8日至19
日举行代号为“利剑”的大型联合军演。

根据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相当于总参谋部）
消息，此次联合军演旨在演练岛屿争夺等相关课
目。日本自卫队将投入约3.07万人、25艘舰船和
260架飞机参演，美军则将派出第7舰队、太平洋
空军、驻冲绳的第3海军陆战队等约1万兵力参
加演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次联合演习区域包括
日本西南地区的奄美大岛、九州东部海域等。为
避免影响同期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今年的演
习区域将避开冲绳县。此外，日本自卫队还将在
奄美群岛附近的无人岛单独实施夺岛演习。

日美联合军演分为实战演习和指挥室演习两
种，此次演习是日美第12次实战联合军演。

日美下月
举行联合军演

新华社巴黎10月20日电（记者郑斌）法国
国防部网站20日发布公报说，法军19日再次对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目标发动空袭，
摧毁该组织2辆小型载重汽车。

公报说，空袭行动发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
北200公里的提克里特地区，在对伊拉克地面部队
的支援行动中，法军2架“阵风”战斗机摧毁“伊斯兰
国”2辆小型载重汽车。此外，法军2架“阵风”战斗
机19日当天还进行了8小时武装侦察。

6月初以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反政府
武装占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领土。近几周，
在美法等国的空中支援下，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库
尔德武装在多地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并收复
一些村镇。

对“伊斯兰国”目标

法军再次发动空袭

1981年搁浅在瑞典海滩的前苏联潜艇。

10 月 19
日，瑞典皇家
海军导弹舰在
斯德哥尔摩群
岛海域搜寻可
疑船只。

（来源：
中新网）

➡被拍摄到的
神秘船只照片。

菲律宾部分左翼议员和社会团体人士要求菲
政府废除先前与美国签订的《来访部队协议》，除非
美方交出变性人命案嫌疑人。但这一诉求20日遭
到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驳回。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废除《来访部队协议》
呢？……一个人的过失难道反映整个国家吗？
我不这么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收集所有证
据证明嫌疑人有罪，以伸张正义。”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
伯顿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前美军基地外一家酒吧
内结识26岁的变性人杰弗里·劳德，两人10月
11日晚登记入住菲北部城市奥隆阿波一家酒
店。劳德随后被发现在客房卫生间内溺水窒息，
警方怀疑彭伯顿是凶手，动机可能是他因发现对
方是变性人而发怒。

彭伯顿事发前在当地参加为期两周的菲美
联合军事演习。军演10日结束，美方参演部队定
于上周回国。彭伯顿眼下在美军停泊在苏比克
湾的“佩莱利乌”号两栖登陆舰上由上级看管。

阿基诺三世说，菲国防部和外交部正同美国
驻马尼拉大使馆协调有关看管彭伯顿的事宜。
他说，美国大使馆确认，基于《来访部队协议》，彭
伯顿或其他嫌疑人能够在任何司法阶段同时接
受菲美两国的调查。

根据菲美1998年签订的《来访部队协议》，
这起案件应由菲方受理。只是，按照协议内容，
菲律宾有权起诉美国士兵，而美国可以“从罪行
发生直至司法程序结束”看管嫌疑人。

奥隆阿波市检方已经传唤彭伯顿和4名作为
证人的美国士兵21日出庭，参与这一命案的初步
调查。美国大使馆19日说，菲律宾检方已经同4
名证人会面，彭伯顿将参考律师的建议决定是否
出庭。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律师可代替他参加初
步庭审。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上周说，美
国军方深感事件的严重性，将与菲方密切合作，
展开调查。美国当局命令“佩莱利乌”号继续停
泊在苏比克湾，直至案件完结。

菲美今年4月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有
效期10年。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变性人命案
危及菲美军事协议

新华社基辅10月21日电（记者张志强）乌
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言人雷先科21日
说，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化学制品厂日前发生的大
爆炸是民间武装试图制造爆炸物时引起的。

雷先科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顿涅茨克化
学制品厂的仓库中存有大量易燃易爆品，民间武
装占领该厂后试图在那里制造爆炸物。根据目前
掌握的信息和爆炸专家的判断，爆炸很可能是民
间武装未遵守工艺流程要求造成的。

据顿涅茨克市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说，事故
发生在当地时间20日12时10分，剧烈的爆炸将
附近几个街区许多房屋的玻璃震碎，有的房屋甚
至窗框都被震掉。

乌克兰民间武装此前声称，爆炸是由乌克兰
军方发射的导弹击中顿涅茨克化学制品厂引起
的。目前乌克兰政府和民间武装均未透露爆炸造
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民间
武装今年4月上旬占领地方政府大楼，宣布建立“人
民共和国”，并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乌克兰政府
随后对民间武装开展“反恐行动”，双方冲突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9月5日，乌克兰政府、民间武装、俄
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在白俄罗斯
首都明斯克举行谈判，最终签署停火协议。

乌顿涅茨克
化学制品厂大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