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面貌” 改革以来俄军的建设与发展

杨育才

【内容提要】 　 “新面貌” 军事改革及之后的整改措施ꎬ 成就了俄罗斯联邦

武装力量的现状ꎬ 一支规模适度和编制结构合理的常备军已整体建成ꎬ 不断更新

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武装力量的新质发展ꎬ 完善的军事教育训练体制则推动武装力

量战力的迅速提升ꎮ 收复克里米亚过程中的军事行动ꎬ 参与乌克兰东部武装冲

突ꎬ 在叙利亚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ꎬ 这些军事实践显示出改革后俄军的强大战斗

力ꎮ 对 “新面貌” 改革ꎬ 必须考虑俄罗斯武装力量建设和军事实践的整体情况ꎬ
从军事体制发展的成果、 付出的代价和所受的制约等多个方面加以科学评估ꎬ 以

期借鉴经验ꎬ 吸取教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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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为欧亚强国和我国的北方强邻ꎬ 主要强在军事ꎬ 得益于不同时期的

军事改革ꎮ 始自 ２００８ 年的 “新面貌” 改革是俄罗斯联邦独立建军至今持续军事

改革的新阶段ꎬ 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 (或称俄军) 发展的 ２５ 年历程中地位突

出ꎬ 影响深远ꎮ 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状况直接取决于 “新面貌” 改革及其之后的

整改措施ꎮ “新面貌” 改革以来的近九年ꎬ 俄军建设历经曲折ꎬ 实践同时也证明

了军事改革的显著成效ꎮ 俄罗斯国防部 １９９７ 年制定的 «２００５ 年前俄罗斯联邦武

装力量建设构想» 明确军事改革的总目的是: “建立一支人数不多、 精神心理素

质强、 编成结构合理、 装备先进、 机动灵活、 战备水平高、 有充分遏制能力的现

代化职业军队ꎮ”① 当前ꎬ 这一目的已经实现ꎬ 俄罗斯武装力量以新的面貌展现

１

①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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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面前ꎬ 成为与俄罗斯国际地位相称、 能够捍卫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强大

军队ꎮ

一　 “新面貌” 改革以来的俄军

以 “新面貌” 改革措施为基础的改革是一个持续至今的过程ꎬ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批准的实施方案ꎬ 改革分为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是体制改革阶段 (２００８ 年

至 ２０１１ 年)ꎬ 其主要内容涉及优化编成、 优化指挥体制和教育培训体制ꎮ 第二阶

段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阶段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主要内容是提高军人薪酬、 保

障住房和进行职业化培训ꎬ 提升军人作战技能和军事训练水平ꎮ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坚持的更新装备阶段ꎬ 军队在新的体制下加快装备建设发展占有重要地

位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绍伊古担任国防部长后ꎬ 对前期的改革措施进行调整ꎬ 纠偏性

的整改措施开始占有重要地位ꎮ 整个改革进程确立了今天俄罗斯武装力量的

现状ꎮ

(一) 一支规模适度和编制结构合理的常备军整体建成

普京时期ꎬ 军事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根据信息化时代保障国家军事安全

需要ꎬ 建立一支规模适度、 编制结构和编成合理、 面向当代局部战争需求的精干

常备型军队ꎮ “新面貌” 改革的成果反映武装力量建设已完成由面向大规模战争

所需的动员型军队向新时期面向当代局部战争所需的常备型职业化军队的转型ꎮ
早在 “新面貌” 改革阶段ꎬ 俄军就在大量裁减军官的基础上ꎬ 将此前武装力量

近 １１３ 万军人的编制数量减少至 １００ 万ꎮ 按照职业化常备军建设的要求ꎬ 武装力

量裁减大量的架子部队和不满编部队ꎬ 保留和组建大量齐装满员部队ꎬ 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以往常备军比例低的状况ꎬ 大量减少军官ꎬ 增加士兵ꎬ 军队的官兵比例

得到优化ꎮ 部队更多地采用合同制ꎬ ２０１６ 年合同兵数量达到 ３８ ４ 万ꎬ 军队满编

率为 ９３％ ꎬ 士兵的训练和专业化得到加强ꎬ 战备水平明显提高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开始生效的总统令ꎬ 俄武装力量员额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起ꎬ 军人为 １０１ ３ 万

人ꎬ 另有文职人员约 ８９ 万ꎬ 实有军队 ８３ １ 万①ꎮ
军队行政和作战指挥职能分离的国防领导体制ꎮ 国防领导体制是保障武装力

量建设与运用的顶层设计ꎬ 经过持续的改革ꎬ 俄军已经基本实现了军事行政和作

２

① «俄罗斯武装力量 ２０１６ 成就总结及 ２０１７ 计划展望»ꎬ 载 «现代军事»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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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指挥职能的分离ꎬ 建立起武装力量总司令 (总统)、 国防部、 总参谋部、 军区

关系明晰的指挥体制ꎮ 新的体制要求军种退出指挥链ꎬ 专职负责本军种建设与管

理ꎬ 其指挥权限分别并入总参中央指挥所和军区的联合战略司令部ꎬ 中央指挥所

负责指挥职能作战和协调各个军区的行动ꎬ 各军区全权负责本战区战略方向的军

事指挥ꎮ 当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按照战略方向划分为 ４ 大军区ꎬ 即西部军区、 东部

军区、 南部军区和中部军区ꎮ 另有北极地区司令部ꎮ 各军区对应相应的战略方

向ꎬ 在军区司令部基础上组建联合战略司令部ꎬ 统一指挥军区和战略方向上的军

兵种部队ꎬ 军区司令对地区内的安全负个人责任①ꎮ 军区不仅对战区范围内的陆

海空军常规力量ꎬ 也对其他强力部门部队实施统一指挥ꎮ 功能性指挥或跨军区的

协调由总参谋部负责ꎬ 如对战略核力量的运用和新型领域的作战指挥ꎬ 由总参谋

部统一实施ꎮ 军种司令部退出指挥链ꎬ 专司军种部队的建设与管理ꎬ 加强了军队

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的专业化水平ꎮ 新的军区架构和指挥体制使武装力量具有更

迅捷和更强的反应能力②ꎮ
凸显体制优化的军兵种结构和武装力量编成ꎮ 俄罗斯建立起陆军、 海军、 空

天军三个军种和战略导弹兵和空降兵两个独立兵种的军兵种结构ꎮ 与改革前相

比ꎬ 太空兵与战区反导力量合并为空天防御兵ꎬ 并最终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与空军合

并ꎬ 成为统一的空天军ꎮ 空天军系由空军、 空天防御兵和太空军三部分组成ꎬ 新

质作战力量在空天军的结构内得到明显提升ꎮ 各军种的规模结构也进一步合理

化ꎬ 主要是陆军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ꎮ 当前各军种的兵力现状大致是ꎬ 陆军 ２７
万ꎬ 海军 １４ ８ 万ꎬ 空天军 ４３ 万ꎬ 战略导弹兵 １２ 万ꎬ 空降兵 ４ ５ 万ꎮ 与 “新面

貌” 军事改革前的陆军 ３２ 万相比ꎬ 员额减少 ５ 万③ꎮ 各军种和独立兵种的主要兵

力编成包括空天军的防空集团军、 海军的舰队、 陆军的集团军 (军)ꎬ 以及空降

兵师 (旅)ꎬ 按照战略方向组成联合军队集团 (军区)ꎮ
高效便捷的三级指挥体制与模块化军队编成ꎮ “新面貌” 改革带来的重大变

化之一是指挥层次的减少ꎮ 以陆军为例ꎬ 指挥体制由原来的 “军区—集团军—
师—团” ４ 级体制改为 “军区 (联合战略司令部) —集团军 (战役司令部)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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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３ 级体制ꎮ 陆军现编制常备旅 １１４ 个ꎬ 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前组建 １２５ 个常备旅ꎮ
合成旅区分重、 中、 轻型ꎬ 可临时配以模块型的作战和专业保障分队ꎬ 形成编组

灵活、 能力多样、 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性的部队ꎮ 新的编成有利于军队

根据作战任务需要采取模块式组合和任务式联合ꎮ 绍伊古时期的整改过程又恢复

了部分师的建制ꎬ ２０１６ 年陆军组建 １２ 个新兵团ꎬ 其中包括一个新型坦克师和 ４
个摩步师ꎮ 其他如海军和空天军也恢复或增加了部分师级单位的编制①ꎮ 总体

看ꎬ 军旅制的结构已经成型ꎬ 未来也会是陆军部队的主流ꎮ

(二) 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标志武装力量的新质发展

改革促进发展ꎬ 军队的装备发展与改革塑造的新体制相适应ꎬ 共同促成军队

的新面貌ꎮ 根据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２０ 年国家武器纲要»ꎬ 新装备所占比例ꎬ ２０１５ 年前

要达到 ３０％ ꎬ ２０２０ 年前达到 ７０％ ꎮ ２０１５ 年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ꎬ 而且是在国际

金融危机和俄罗斯经济整体下滑的条件下完成的ꎮ 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事推动

俄罗斯加快军事建设步伐ꎬ 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提速ꎮ
战略核力量的武库更新引人瞩目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常备部队中现代化武器

和军事技术装备的比例达到 ５８ ３％ ꎬ 完好率达到 ９４％ ꎮ 战略核力量新增 ４１ 枚洲

际弹道导弹ꎬ 现代化核武器的比例达到 ６０％ ꎮ 装备固定式和移动式 “亚尔斯”
导弹系统的 ４ 个团已进入作战值班ꎬ 海军的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 号核潜艇

开始在相关海域值勤ꎮ 同时ꎬ 战略核力量还补充了两架经过现代化改造升级的

图 － １６０和图 － ９５ＭＳ 战略轰炸机ꎬ 确保了 “三位一体” 核力量的战略威慑力②ꎮ
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大量列装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陆军共接收 ９３０ 个 (套) 新式或

经过改造升级的武器和技术装备ꎬ 现代化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比例达到 ４２％ ꎮ 空

天军装备 １３９ 架各种类型的现代化飞机以及 ４ 个团的 Ｓ － ４００ 防空导弹系统ꎬ 防

空部队接装了 ２５ 套 “铠甲 － Ｓ１”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和 ７４ 部各型雷达ꎬ 空天军新

型技术装备所占比例达到 ６６％ ꎮ 全军编制中大量增加新的无人机分队ꎬ 全年各

军兵种共接收包括 ２６０ 架无人机在内的 １０５ 套无人机作战系统ꎮ 截至年底ꎬ 全军

已装备超过 ６００ 套无人机作战系统ꎬ 共有超过 ２ ０００ 架无人机投入使用ꎮ 海军新

装备 ２４ 艘水面舰艇和船舶ꎬ 以及两艘多功能潜艇ꎬ 新型技术装备的比例提升到

４

①

②

有关绍伊古时期对 “新面貌” 改革措施的调整ꎬ 可参见 «俄联邦军事基本情况» 一书第八章第二
节ꎮ 李抒音主编: «俄联邦军事基本情况»ꎬ 军事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９９ ~ ３０１ 页ꎮ

«俄罗斯武装力量 ２０１６ 成就总结及 ２０１７ 计划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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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ꎮ 通信和指挥系统的设备更新成效显著ꎬ 全年俄军共接装 ２２ ０００ 台现代化无

线电设备和类似的装备ꎬ 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６％ ꎬ 新型无线电设备的比例已经提高到

４９％ ꎮ ２０１７ 年俄军的全面军事现代化项目还在高速进行ꎬ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让

百万俄军在常规远程武器、 通讯及无人机技术等曾经落后的领域进一步缩小与西

方的技术差距ꎮ
导弹来袭预警系统整体更新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武装力量装备发展最主要的成

果之一是不断更新的导弹打击预警系统ꎮ 部署在阿尔泰边疆区、 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边疆区和奥伦堡州的 ３ 部 “沃罗涅日” 导弹预警雷达站通过国家实验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开始战斗值勤ꎮ 此前部署在列宁格勒州、 加里宁格勒州、 克拉斯诺达尔

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的该型雷达站也已先后投入战斗值勤ꎮ 俄罗斯首次在所有

战略方向上建成导弹袭击预警系统的密集雷达网ꎬ 可监控 ６ ０００ 公里内的导弹发

射活动ꎬ 同时跟踪 ５００ 个目标ꎬ 并自动发现、 跳频和确定弹道导弹、 航天器和空

气动力目标等移动目标的参数①ꎮ 未来ꎬ 雷达站系统将与导弹预警系统的太空梯

队共同构成新一代导弹预警系统ꎬ 对来自北极、 欧洲、 黑海、 地中海、 中东、 中

亚及东亚地区的导弹活动情况实施严密监视ꎬ 并对来自上述地区的导弹袭击实施

提前预警ꎬ 由此形成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导弹攻击的威慑ꎮ

(三) 完善的军事教育训练体制推动武装力量战力的迅速提升

完善的军事教育与训练体制是现代军队建设和维持战斗力标准的基础ꎬ 其中

军事教育体制主要包括领导管理与院校体系ꎬ 负责为武装力量培养合格的军事人

才ꎬ 给日益现代化的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指挥和技术人才ꎮ
改革后俄军已形成按照军兵种构架、 层级清晰、 职能完备的军事教育体系ꎮ

国家高等军事教育分为中级、 中高级和高级三级②ꎬ 其中中级军事院校称学校和

专科学院ꎬ 针对兵种需要提供中级军事教育ꎬ 培训中尉ꎬ 一般学制为 ５ 年ꎮ 中高

级称学院ꎬ 如武装力量合成学院、 军事外交学院、 各军种学院等ꎬ 由军官通过考

试或推荐录取ꎬ 针对军种需要提供高级军事教育ꎬ 学制 ２ 至 ３ 年ꎮ 高级军事学院

仅有总参军事学院ꎬ 培养已经过军种学院完成班学习的战役级以上指挥员ꎮ 当

前ꎬ 俄罗斯武装力量共有隶属国防部、 各军兵种的各类高级院校 ２６ 所ꎬ 加上 ９

５

①
②

«俄罗斯武装力量 ２０１６ 成就总结及 ２０１７ 计划展望»ꎮ
在俄罗斯ꎬ 初级军事教育对应的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中级普通教育ꎬ 包括 ８ 所苏沃洛夫学校、 ７

年武备中学和 １ 所女子寄宿中学ꎬ 学生毕业后参加考试进入属于国家高等教育的中级军事院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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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校ꎬ 共计 ３５ 所①ꎮ
军事教育体系中教育与训练相结合的趋势明显ꎮ “新面貌” 军事改革所规定

的改革方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前俄罗斯军事教育体制的特点ꎮ 一是优化院校网

络ꎬ 裁减院校和组建跨军种院校ꎮ 二是合并军事教育与军事科研ꎬ 使院校拥有科

研分队ꎬ 形成军事教育与军事科学研究一体的教育和科研基地ꎮ 三是加强院校的

训练职能ꎬ 通过组织和保持任职培训提升军事教育的质量ꎬ 同时不放松学历教

育ꎮ “新面貌” 改革计划将此前俄军所有的 ６５ 所高等军事院校改编为 １０ 所核心

院校———训练科学中心②ꎮ 由于对原有军事教育体制冲击过大ꎬ 缺少配套保障条

件ꎬ 计划未能全部落实ꎮ 绍伊古时期更是不断回调ꎬ 一些原来被合并甚至裁减的

院校得到恢复和重建ꎬ 形成现有的院校格局ꎮ 与改革前相比ꎬ 新体制体现出明确

的集中办学、 教育科研一体、 训练导向等特点ꎮ
建立和不断完善紧贴实战的军事训练体制ꎮ “新面貌” 改革使俄军建立起

“总参谋部—联合战略司令部 (军区) —战役司令部 (舰队、 集团军、 空防司令

部)” 三级战役训练体制ꎬ 在总参谋部武装力量战役训练局的统一领导下实施全

军的战役训练ꎮ 绍伊古时期进一步强化军事训练体制ꎬ 建立紧贴实战的新型军事

训练体系ꎮ 根据西部方向与北约关系趋于紧张的现实ꎬ 开始重视军事改革成果的

实践检验ꎬ 加紧通过军事训练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突击战备检查制度ꎮ 其主要做法

包括下达检查命令、 组建派出督导组、 全程检查部队战略情况、 汇报、 总结、 落

实整改等具体步骤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俄军将突击战备检查作为重要组训方式ꎬ 每

年组织 ５ 至 ６ 次战略级、 数百次战役和战术级突击战备检查ꎮ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次突击

检查范围包括武装力量的所有军区和军兵种ꎬ 甚至强力机关和某些非军事机构也

参加了演习ꎮ 在 “高加索 － ２０１６” 战略演习中ꎬ 由四个军组成的军团从常驻地跋

涉至 ２ ５００ 公里以外的演习靶场ꎬ 顺利完成各项任务ꎮ 全年俄军共举行各种不同

层次演习 ３ ６３０ 场ꎬ 其中 １ ２５０ 场是跨军种演习ꎬ 部队和指挥机关在贴近于实战

的环境中和不同条件下得到锻炼ꎬ 大幅提升了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和作战能

力ꎮ 组织突击战备检查之余ꎬ 俄军坚持实践练兵ꎬ 在执行军事任务过程中锤炼部

队ꎮ ２０１６ 年远程航空兵飞机共执行过 １７ 架次的飞机任务ꎬ 巡逻范围涵盖北海

６

①

②

Во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цель － на развитиеꎬ０５ ０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ｖｖｏ ｍｉｌｐｏｒｔａｌ ｒｕ / ｖｏｅｎｎｏｅ － ｏｂｒａｚｏｖａｎｉｅ －
ｔｓｅｌ － ｎａ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ｅ /

Подробный план военных реформ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годов в Россииꎬ ２７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ｖｎｍａｚｕｒｅｎｋｏ ｂｌｏｇｓｐｏｔ ｒｕ /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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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挪威海、 黑海和日本海等海域ꎬ 战略轰炸机还飞越太平洋西部以及大

西洋东北部和北极地区ꎮ 海军部队共执行 ２１ 次巡逻任务ꎬ 范围涉及北极、 北大

西洋和加勒比海等海域ꎮ 海军还定期组织亚丁湾护航ꎬ 连续四年维护俄罗斯在地

中海利益①ꎮ
强化官兵基本军事技能是完善军队训练体制的一部分ꎮ 与院校教育相比ꎬ 军

队训练体制距部队更近ꎬ 更讲究学以致用ꎮ 强化官兵基本军事技能的目的ꎬ 一是

延长新兵训练时间ꎬ ２００８ 年实行一年期义务兵役制后新兵训练时间为 ３ 个月ꎬ 实

施突击战备检查后ꎬ 根据掌握武器装备操作技能的需要ꎬ 新兵训练时间改为 ４ 个

月ꎮ 二是改进训练方式ꎮ 开始在全军范围内组织单兵体能比赛、 专业技能竞赛

等ꎬ 以赛促练ꎮ 三是灵活组织突击战备检查活动ꎬ 以达到全面提高战略水平和快

反能力的目的ꎮ ２０１３ 年后ꎬ 各军区的战略演习开始体现对新的指挥体制的检验ꎮ

二　 军事改革成就的实战检验

提升实战能力是指导军事建设与改革的方向标ꎬ 适应和打赢当代战争是检验

军事建设与改革成果的最高实践标准ꎮ 在 “新面貌” 改革之后ꎬ 俄军先后在乌

克兰危机过程中完成收复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ꎬ 以特种方式参与到东部乌克兰的

武装冲突ꎬ 在叙利亚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ꎬ 几次行动都显示出改革后俄军焕发出

的强大战斗力ꎬ 与两场车臣战争及俄格战争时期的俄军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一) 收复克里米亚行动是对俄军联合行动能力的检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下旬ꎬ 乌克兰危机形势急转直下ꎬ 突然发生在基辅的政权更迭将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利益置于极度危险之中ꎮ 俄罗斯必须防止政权更迭对俄罗斯地

方利益的侵夺ꎬ 矛盾的焦点转移到俄罗斯族和俄语人口的集中地、 俄罗斯黑海舰

队的驻地所在、 对俄罗斯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克里米亚半岛ꎮ 采取军事介

入不可避免ꎮ 能在何种程度上保住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利益ꎬ 军事行动将起到一

锤定音的作用ꎮ
俄军迅速高效的反应能力短时间内引起轰动效应ꎮ 几乎在基辅发生权力更迭

的同时ꎬ 俄罗斯武装力量即从营救失势总统亚努科维奇开始迅速展开行动ꎬ 整个

行动过程表现出极强的联合、 综合行动能力和极高的行动效率ꎮ 装备精良的俄军

７

① «俄罗斯武装力量 ２０１６ 成就总结及 ２０１７ 计划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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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兵在海军兵力的配合下ꎬ 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ꎬ 在强大电子支援下ꎬ 一夜之

间控制了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全部要害基础设施ꎮ 收复克里米亚的过程显示俄罗

斯军队已经完全能够适应这种新时期军事行动需要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在克里

米亚回归一周年之际ꎬ 俄罗斯电视台推出记录片 «克里米亚回家之路»ꎬ 从为俄

罗斯行动做政治辩白的角度回顾了军事占领克里米亚的全过程ꎮ
俄军广泛深入的信息战能力在夺回克里米亚过程中得到充分表现ꎬ 使此次行

动 “成为俄军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行动之一”ꎮ 在当地俄罗斯人或亲俄派的配合

下ꎬ 俄军不仅快速占领了关键基础设施ꎬ 而且短时间内完成对超过两万乌克兰军

队的驻地封锁和解除武装ꎬ 后者在俄军的遏制、 震慑和信息战手段之下ꎬ 未能采

取任何有效抵抗ꎮ 当基辅下令开火时ꎬ 卧底乌克兰国防部的俄罗斯情报人员起草

与开火指令相矛盾的命令ꎬ 干扰了乌克兰军队的指挥ꎮ 这一过程超出了所有以往

军事行动的经验ꎬ 也超越了既有的军事学说和战略理论ꎮ
克里米亚行动过程中ꎬ 俄军表现出很高的综合协调和联合指挥能力ꎬ 这是对

俄军改革后整个指挥体制的检验ꎮ 整个行动有武装力量海军、 空军、 陆军和空降

兵的共同参与ꎬ 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跨军种级的联合行动ꎬ 而行动的准备过程实现

了完全的战略突然性ꎮ 北约情报部门没有发挥出任何预警作用ꎮ 俄军于行动准备

期间ꎬ 在北极开展空降兵大规模训练ꎬ 同时大量军用列车空车开往乌拉尔ꎬ 以此

掩盖在西部地区的兵力部署ꎬ 实现了对北约情报机关的迷惑ꎮ 前北约盟军最高司

令、 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认为ꎬ 巧妙组合的合成战手法、 积极的

信息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是克里米亚行动成功的保证①ꎮ

(二) 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是对俄军应对传统型地区冲突能力的检验

现代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条件下ꎬ 战场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战争的多样性ꎮ
各国面临的不是程式化、 标准化的现代战争ꎬ 而是只在此时此地存在的、 高度个

性化的特色战争ꎮ 乌克兰东部冲突对于俄军而言ꎬ 表现出外交与战略结合特点ꎬ
要求遏制条件下的隐蔽的有限行动ꎬ 复杂社会动荡条件下的战场环境适应ꎬ 以及

混合战争的方式、 方法、 手段ꎮ 出于国际政治角逐的需要ꎬ 俄罗斯驳斥西方关于

俄罗斯干预乌东冲突的指责ꎬ 拒不承认自己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方②ꎮ 以隐蔽方

８

①
②

« “瞒天过海” 巧取克里米亚»ꎬ 参考消息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ꎮ
Песков: не стоит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ть влияние Путина на ополченцев Донбассаꎬ РосБизнесКонсалтин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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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介入周边冲突是俄罗斯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尝试ꎮ
干预冲突证明俄军支撑和配合国家外交的能力突出ꎮ 俄罗斯军队以隐蔽方式

介入乌东冲突ꎬ 通过平衡乌克兰政府军的影响来配合莫斯科的外交斗争ꎬ 显示俄

罗斯武装力量是得力的战略工具ꎬ 能够根据需要支持和配合国家政治和外交战

略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ꎬ 基辅当局派出军事力量镇压ꎬ 东部地区的

“亲俄” 地方民间武装奋起抵抗ꎮ 为了确保在东部的影响ꎬ 俄罗斯对东部民间武

装予以支持ꎬ 军事支持采取的是以 “志愿人员” 个体自主参与的形式ꎮ 根据乌

克兰官方和西方国家媒体报道ꎬ 实际有大量的俄罗斯人以志愿者身份加入ꎬ 并得

到源源不断的装备和后勤技术保障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 乌克兰总参谋部在 “脸
书” 上发表文章ꎬ 称俄罗斯在东部边境地区部署了三个摩托化步兵师ꎮ 直接应对

乌东冲突的是西部军区ꎬ 据悉该军区的第 ２０ 集团军有大量军人参战ꎬ 不排除有

成建制的部队和分队以乌东地方武装的名义参战ꎬ 由此致使莫斯科能够根据需要

提升乌东民间武装的规模和作战能力ꎬ 直到能够应对政府军发起的较大规模的征

讨行动ꎮ
保持乌东地方武装的战场优势是对俄军 “近邻” 干预能力的检验ꎮ 莫斯科

针对乌东冲突采取的管理行为始终以保持东部地方武装的战场优势为基础ꎬ 以隐

蔽方式参与冲突过程对俄罗斯武装力量实施境外干预行动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的两次明斯克停火协议均未得到严格执行ꎬ 但协议本

身都是在乌东地方武装取得交战胜利和建立明显优势的基础上达成ꎬ 俄方以军事

手段控制冲突的能力可见一斑ꎮ
保持乌东地方武装战场优势主要依赖建立比对手更强的军队集团ꎬ 能够采取

超越对手的更有效的作战方法ꎮ 实践证明ꎬ 隐蔽存在的俄罗斯军队善于发挥集团

和部署的优势ꎬ 能够在较大规模的交战中协同制敌ꎮ 冲突最为激烈时ꎬ 乌克兰政

府军及乌东民间武装双方各涉及数个旅或团一级的战役交战ꎬ 大量使用炮兵ꎬ 动

辄造成千人以上的伤亡ꎮ 乌东地方武装能够机动部署ꎬ 对政府军的数个旅的兵力

形成战略包围ꎬ 进而集中使用拥有数百门各种火炮和火箭炮组成的炮兵群ꎬ 并在

作战过程中广泛使用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敌情侦察并使用电子战分队干扰对方的指

挥和通讯①ꎮ 如此强悍的作战能力和官兵个体的战斗、 战术素养显示出乌东民间

武装建设的正规化和专业化ꎮ

９

① 一尊: «乌东冲突之作战检讨»ꎬ 载 «世界军事»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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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乌东冲突是对俄军应对非传统型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的能力检验ꎮ 从配

合外交的角度看ꎬ 主要检验的是以隐蔽形式介入地区冲突的能力ꎮ 从军队行动自

身看ꎬ 主要检验的是混合战争条件下战区一级的作战指挥与实战能力ꎮ 相较于占

领克里米亚那种兵不血刃的部队机动和威慑ꎬ 乌东战场有更多传统战争要素的充

分体现ꎬ 如比较典型的火力配置、 战场设置、 战场衔接、 部队配合等ꎬ 面对非传

统安全环境和应对传统型地面战的不俗战场表现ꎬ 反映了军事改革后的俄军特别

是其陆军兵团和部队的强悍战斗能力ꎮ

(三) 叙利亚作战行动是对俄军境外反恐和地区军事干预能力的检验

全球化条件下ꎬ 国家利益要求大国有能力对所在地区和其他地区施加影响ꎬ
并保持足够的战略回旋余地ꎮ 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俄罗斯为摆脱乌克兰危机及

西方制裁而主动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ꎬ 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队首次在原苏联

国家以外的地区进行作战行动①ꎮ 有力的战场行动突出了俄罗斯武装力量灵活选

择、 主动出击、 可实施远程突击作战的能力ꎬ 也是俄军综合作战能力的体现ꎮ 战

争过程证明ꎬ 经过改革ꎬ 俄罗斯已经建成了一支适应远距离机动和非对称作战的

军队ꎮ 战争本身兼具反恐战争与传统战争的特点ꎬ 作战过程展现出以空天军为进

攻主力的联合作战特点ꎬ 通过战争手段达成多重军事和政治目标ꎮ
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ꎬ 公开的目的是 “稳定该国的合法政权”②ꎬ 实际

的战略目的是通过军事介入维持和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存在ꎮ 战争准备

与实施过程中ꎬ 俄罗斯不仅维持了在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ꎬ 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建

立了包括赫梅米姆在内的新的空军基地ꎮ 随着战事向着对叙利亚政府军有利的态

势转变ꎬ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明显加强了ꎮ 这一态势改善了俄罗斯武装

力量跨地区机动的条件ꎬ 有利于在整个大中东地区的行动ꎬ 也意味着俄罗斯武装

力量地区威慑与实战能力的提升ꎮ
以空天军为主突力量的军队联合使用对于俄军适应和提高境外作战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ꎮ 在持续近两年的军事行动中ꎬ 空天军的在叙航空兵群和远程航空兵出

动密集ꎬ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ꎮ 海军作战兵团在特定阶段与空天军联合行动ꎮ 参战

兵力主要包括黑海舰队、 海军陆战队和里海区舰队ꎮ 特战力量、 工程部队、 军事

警察和俄军驻叙军事专家小组均是在叙军事行动的重要参与和保障力量ꎮ 由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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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和总参谋长坐镇位于莫斯科的国防指挥中心ꎬ 有时普京总统亲自坐镇ꎬ 统一

协调指挥调度ꎬ 检验了新的指挥体制ꎮ 俄军把各战区最有潜力的高级将领派到叙

利亚一线任职ꎬ 连续四任担任驻叙集团的指挥官都是担任过陆军集团军司令和军

区参谋长的 “６０ 后” 将领ꎮ
对于俄军而言ꎬ 取得与友军协同和联合作战的经验很有价值ꎮ 俄方与叙利

亚、 伊朗和伊拉克通过位于巴格达的 “国际协调中心” 协同对 “伊斯兰国” 的

军事行动ꎮ 在叙利亚战场ꎬ 俄军往往在实施空中侦察或核准叙军提供的情报之后

展开突击行动①ꎮ 不仅使用空天军直接完成打击 “恐怖主义武装” 的目标ꎬ 而且

广泛配合叙利亚政府军还有伊朗派驻军队的行动ꎬ 与盟军之间的配合不仅限于军

事基地的共同使用、 防空、 情报和勤务保障ꎬ 还包括直接的战场配合ꎬ 特别是俄

罗斯空天军部队以空中突击配合盟军的地面进攻ꎬ 这是政府军逆转战场形势的关

键因素ꎮ
叙利亚行动的武器实验和练兵意义突出ꎮ 据绍伊古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国家

杜马的报告ꎬ 俄罗斯把叙利亚作为检验新型武器和技术装备的实验场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俄军共在叙利亚战场试验新型和改进型武器技术装备 １６２ 种ꎬ 其中包括

米 － ２８Ｈ和卡 － ５２ 武装直升机ꎬ 以及苏 － ３０ＳＭ 和苏 － ３４ 新型战斗机ꎮ 通过实战

检验也暴露出一些新型技术装备的问题ꎬ 为改进相关装备的不足ꎬ 国防部决定暂

停 １０ 种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订购ꎮ 从练兵的角度看ꎬ 维持在叙利亚的行动要求大

量的后勤保障ꎬ 而这是对空天军远程投送能力的极大考验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２３ 天里ꎬ 俄罗斯南部战区空军运用 １０ 架安 － １２４ “鲁斯兰”
大型军事运输机ꎬ 起降 ２８０ 架次ꎬ 向叙利亚空运了 １ ３８ 万吨作战物资ꎮ 作战过

程的练兵意义更突出ꎬ 自空天军开始在叙利亚发动突袭以来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俄罗

斯飞行员执行战斗任务 １ ７６０ 次ꎬ 击毙武装分子 ３ １００ 多名ꎬ 全军将近 ９０％的飞

行员获得了空战经验②ꎮ

三　 对俄罗斯军事改革的评价与思考

俄国历史上ꎬ 对军事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改革连绵不断ꎬ “新面貌” 改革作为

１１

①

②

Анкара: Семь стран выразили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авиаударами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ꎬ ２
октября ２０１５

«俄罗斯武装力量 ２０１６ 成就总结及 ２０１７ 计划展望»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当代俄国军事改革的新阶段ꎬ 连同其后续的调整措施ꎬ 既有历史的继承ꎬ 也有面

对新实践、 新难题所必有的创新ꎮ 对这一轮改革的评价ꎬ 必须考虑今日俄罗斯武

装力量建设和军事实践的整体情况ꎬ 从军事体制改革的成果、 付出的代价和所受

的制约等多个方面加以科学评估ꎬ 以期借鉴经验ꎬ 吸取教训ꎮ
(一) “新面貌” 改革整体得大于失ꎬ 成效明显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特别是建军初期被迫进行 “雪崩式” 裁军时期相比ꎬ 今日

俄军面貌一新ꎬ 战斗力水平有较大提升ꎬ 一支数量精干、 结构合理、 指挥灵活和

保障高效的职业化军队初步建立起来ꎮ 整体面貌变化是 “新面貌” 改革直接带

来的ꎬ 改革之初提出的 “常备军建设、 武器装备更新、 人才培养、 部队训练和军

人社会保障” 五大任务大致完成ꎬ 或有不同程度的推进ꎮ 具体的改革成果显著表

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裁军和结构调整ꎮ 军队数量减少到 １００ 万ꎬ 建立起相对合理的军兵种体

制ꎬ 形成了军官比重较低ꎬ 兵员中职业军士占比较高的 “金字塔” 结构的职业

化军队ꎮ “新面貌” 之前的改革也涉及大量裁军ꎬ 但更多带来的是数量变化ꎬ 管

理指挥机关庞大、 保障系统复杂、 部队官多兵少的情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ꎮ 而

“新面貌” 改革彻底性和不可逆性非常明显ꎮ
二是领导和指挥体制调整ꎮ 通过 “新面貌” 改革ꎬ 军政军令系统分工得以

明确ꎬ 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部以下ꎬ 形成了总参谋部、 按照战略方向设置的联

合战略司令部 (军区) 和集团军级战役指挥部这三级作战指挥ꎮ 新的领导指挥

体制体现了指挥与管理分开的专业化要求ꎬ 也减少了指挥层级ꎬ 更大程度上能够

适应信息网络时代缩短指挥链和指挥系统扁平化的要求ꎮ
三是军队编成的变化ꎮ 改革后的俄军ꎬ 尤其是陆军ꎬ 开始总体采用军旅制的

部队编成ꎬ 由此促进了兵团和部队按照专业功能的模块化建设ꎬ 有利于根据战役

行动需要进行联合编组ꎬ 实施联合作战ꎮ 新时代的战争是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局部

战争ꎬ 与传统战争相比ꎬ 具有针对危机反应时效性强、 灵活反应程度要求高的特

点ꎮ 模块化的编成有利于部队的机动性和战场动员及行动的效率更高ꎮ
四是勤务保障体制的革新ꎮ 根据地域原则进行联合勤务保障的新型后勤体制建

立起来ꎬ 对部队作战和勤务保障的效率更高ꎮ 按照地域原则建立的新型保障体系通

过提供标准化、 规模化的近便保障ꎬ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作战和训练保障的效率ꎮ
五是装备和训练水平提升ꎮ 改革过程是对军事专业的重组ꎬ 优胜劣汰ꎬ 提升了

对技术装备的要求ꎬ 推动了武装力量装备发展和更新ꎮ 新的训练体制下ꎬ 训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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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频繁ꎬ 战备值班和执行作战勤务的力量在增加ꎬ 针对国际危机的军队出动量增

加ꎬ 一些新任务部队组建起来ꎬ 并不断在联合作战行动中发挥重要和关键作用ꎮ
(二) 改革不同阶段具有连续性ꎬ 不能前后割裂

“新面貌” 改革是在前期改革进程特别是体制性改革步骤缓慢或推进不利条

件下采取的激进式的改革ꎬ 标志着俄罗斯军事改革的新阶段ꎮ 但即使如此ꎬ 也需

要认识改革的连续性ꎮ 只有充分理解前期改革措施ꎬ 才能明白 “新面貌” 改革

措施的条件ꎮ
在叶利钦执政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军事改革具有裁中改、 重在裁、 重点改的

特点ꎮ 格拉乔夫时期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的 “雪崩式” 裁军带有苏联帝国解体和国

家安全体制转型的必然性ꎬ 裁军过程及其社会背景构成其后谢尔盖耶夫时期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１) 改革方案出台的历史条件ꎬ 而格拉乔夫的改革内容也自始至终地

体现在后来不同阶段的改革中ꎮ 谢尔盖耶夫改革方案明确了军队裁减和编制体制

调整的大致目标ꎬ 伊万诺夫任国防部长时期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实际推进该方案ꎬ 后

期根据新的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ꎬ 加快军队装备建设、 训练工作和推进职业化建

设ꎮ 谢尔久科夫时期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提出的 “新面貌” 改革适应俄格冲突实践

提出的新一轮改革需求ꎬ 也大体符合此前确定的改革方向ꎮ
普京执政时代ꎬ 军事改革由重点推进调整到全面改革ꎮ “新面貌” 以前的改

革主要成就在于理顺上层领导关系ꎬ 改革过程具有改中裁、 重在改、 慎重裁的特

点ꎮ 领导和指挥体制建设体现了在前期改革基础上不断试错的特点ꎮ 早在 １９９２
年格拉乔夫就曾提出过用地区司令部 “取代” 军区的设想ꎮ １９９７ 年的谢尔盖耶

夫决定 “依托” 军区建立地区性联合指挥机构ꎬ ２００５ 年伊万诺夫时期提出过以

“叠加方式” 增设地区司令部ꎬ ２００７ 年谢尔久科夫即是针对这种构想进行了实验

性尝试ꎮ “新面貌” 改革的实质是又回到了谢尔盖耶夫对军区进行改造以建立地

区司令部的构想ꎬ 而且与总部职能调整相结合ꎬ 使体制调整落到了实处ꎮ
“新面貌” 改革是军事改革全面推进、 基本实现转型、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

制、 实现结构性变化的时期ꎮ 而自普京第三任期开始ꎬ 军事改革具有了完善调整

的特点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谢尔久科夫因涉嫌腐败被革职ꎬ 绍伊古接任国防部长ꎬ
在继续落实改革计划的同时也开始具有明显纠偏意图的整改ꎮ 主要整改措施包括

恢复准尉一级的初级军官编制ꎬ 恢复部分军事院校ꎬ 恢复部分师一级的部队编制

等ꎮ 在军事训练方面ꎬ 恢复和创新传统做法ꎬ 连续进行军区一级的大规模战备突

击检查ꎬ 并强调在战备突击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ꎬ 及时解决ꎬ 力促战斗力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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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ꎮ 绍伊古时期的改革思想和措施体现了改革进程的纵深推进ꎮ 绍伊古领导的国

防部提出 “大国防” 理念ꎬ 牵头制定联邦国防计划ꎬ 领导组建国防部应急指挥

部和国家防务指挥中心ꎬ 强化其他强力部门参与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演习ꎬ 给俄军

乃至整体国防领域带来了新的显著变化①ꎮ
纵观俄罗斯军事改革ꎬ 阶段性改革措施的不成功自有不成功的原因ꎬ 但这个

过程恰恰是后续改革或整改措施可能成功的条件ꎮ 谢尔久科夫 “新面貌” 改革

的激进措施所以成行ꎬ 因为此前的改革已经作过各种技术上错误的尝试ꎬ 也在试

错和克服阻力的过程中积累了教训、 启发了思路ꎮ

(三) 整体改革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ꎬ 客观原因不能苛求

从谢尔久科夫时期军官裁减到重新召回ꎬ 到绍伊古时期的各种纠偏性的调

整ꎬ 显示俄罗斯军事改革如前期的不断试错一样ꎬ 注定是一个曲折、 反复和螺旋

渐进的过程ꎮ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阶段性地导致出现战斗力下滑和影响军队使命发

挥的问题ꎮ 武装力量改革始终在军内外不断发出的疑问声中前行ꎬ 从前期国防资

源流失和战斗力曾经阶段性下降的情况看ꎬ 代价巨大ꎮ 军队准备水平和战斗力下

降既有改革措施本身的失误ꎬ 更有时代和社会背景ꎬ 客观原因ꎬ 不能苛求ꎮ
其一ꎬ 军事改革的历史和社会局限性ꎮ 军事改革酝酿和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

期ꎬ 一定的社会基础提出和推动了军事改革进程ꎬ 但与此同时ꎬ 改革也需要依据

一定的社会条件ꎬ 包括改革主体和对象对改革前景的合理预期ꎬ 以及国家经济能

力和社会体系能够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支撑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世界范围内袭来一场

军事变革的大潮ꎬ 但各国迎接变革大潮的条件迥异ꎮ 在俄罗斯ꎬ 国家正处于经济

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ꎬ 经济衰退ꎬ 社会持续危机动荡ꎬ 军事改革所要求的经

济和政治环境并不理想ꎮ 国家经济能力有限ꎬ 军队欠账太多ꎬ 武装力量承担的改

革任务过重ꎬ 改革一开始就被戴上沉重的物质枷锁ꎬ 注定难以顺利完成ꎮ 格拉乔

夫时期的空降兵司令波德科尔津曾说ꎬ “在军官工资都发不出去的情况下谈改革

为时过早ꎬ 军事改革需要付出巨大的财力、 物力ꎬ 需要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ꎮ”②

“新面貌” 改革措施也是在世界性金融风暴发生的条件下展开的ꎬ 伴随着新一轮

国家经济下行开始ꎮ
其二ꎬ 适应当代军事安全需求的复杂性ꎮ 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变化急剧ꎬ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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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经常与现实脱节ꎬ 表现为理论跟不上现实的发展ꎮ 改革的实质是实现军队

转型ꎬ 改革过程与新军事变革过程重合ꎬ 决定了对改革的标准要求很高ꎬ 需要同

步完成革除积弊和创新发展的任务ꎬ 实践难度大ꎮ 以新型军事力量的组建为例ꎬ
２０１１ 年底组建的空天防御部队就是几经调整的结果ꎬ ２０１５ 年成为空天军下属的

一个兵种ꎬ 至今难说定型ꎮ 对苏军遗产继承和改造的过程与大规模的裁减和重组

相联系ꎬ 需要触动的利益群体很多ꎬ 阻力巨大ꎮ 改革恰逢国家内部外部军事压力

较大的时期ꎬ 军队需要 “带伤” 接受检验ꎬ 容易暴露问题和为人诟病ꎮ
其三ꎬ 欠缺军事改革的国家配套环境ꎮ 军事改革是国家系统工程ꎬ 不仅涉及

武装力量ꎬ 而且涉及所有强力部门和国家安全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ꎬ 必须与各领

域的改革发展进步联系起来ꎮ 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军人的正当利益、 加强配套措

施设计和预备善后极为关键ꎮ “新面貌” 改革之初ꎬ 谢尔久科夫曾承诺在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前给大多数军官提供住宅ꎬ 以保证他们在退役时能够安居乐业ꎬ 实际上没

有办到ꎬ 后来国家陷入经济困境ꎬ 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ꎮ 由于缺少成熟

的文职制度ꎬ 得不到合理的社会就业培训ꎬ 退役军官的择业前景也成问题ꎮ 被裁

减军官没有好的出路ꎬ 损害了军队和军役的威望ꎬ 也使改革措施难以落实ꎮ

(四) 改革举措出台急切ꎬ 主观原因不容忽视

从决策的角度看ꎬ “新面貌” 改革存在决策匆忙和政策措施出台急切的问

题ꎮ 军事改革是国家行为ꎬ 武装力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ꎬ 必须坚持整体布局、 前

后衔接、 横向联系的原则ꎮ 而谢尔久科夫主导的改革ꎬ 恰恰是在经济环境即将发

生不利变化情况下快速出台ꎬ 致使落实的效果不佳ꎬ 漏洞百出ꎮ
造成改革措施激进的机制是改革派对保守传统的逆反ꎮ 恰恰是军队内部ꎬ 特

别是高层某些人对旧体制的恋恋不舍ꎬ 导致了 “新面貌” 改革阶段的反弹ꎮ 武

装力量高层舍不得拆除大战动员型体制ꎬ 在认识到建立新体制的必然性之后ꎬ 依

然选择两头兼顾ꎮ 改革裹足不前ꎬ 武装力量装备落后、 行动迟缓、 侦察通信手段

落后、 指挥不畅的种种弊端得不到革除ꎬ 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时遂行任务的能

力①ꎮ 在俄格冲突期间ꎬ 有大量装甲车辆抛锚在行军途中ꎬ 通信手段落后以至于

出现集团军指挥员借记者手机指挥部队的画面ꎬ 一再被传为笑谈ꎮ 现实终于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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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军在俄格冲突中的教训是促成 “新面貌” 军事改革的直接背景ꎬ 关于俄格战争中俄军的教训ꎬ
可参见 〔俄〕 茨冈诺克: «高加索战争: 俄罗斯视角———２００８ 年俄格冲突评析»ꎬ 刘新雄译ꎬ 军事谊文出
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５３ ~ １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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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括普京在内的军政高层ꎬ 致使后者在战后不久即启动了新的、 激进程度前所

未有的 “新面貌” 改革ꎮ
改革方案出台急切ꎬ 致使具体措施论证和准备不足ꎮ 军政系统行政命令性

强ꎬ 落实改革措施过于急促的情况历史上常有ꎬ 叶利钦时期 “雪崩式” 裁军过

程就是情急之下盲动的典型ꎮ 实践证明ꎬ 出台和执行任何改革方案ꎬ 包括向外军

借鉴 “职业化军队” 建设经验ꎬ 都要经过评估、 推演、 先期实验和逐步推广的

过程ꎮ “新面貌” 改革期间ꎬ 军官队伍过度裁减一度导致基层部队指挥岗位缺

人ꎬ 大量的准尉和海军准尉退役ꎬ 降低了军队中的职业化水平ꎮ 后来认识到问

题ꎬ 不得已又把一批已经退出现役的军官召回ꎬ 也是走了一段 “回头路”ꎮ 谢尔

久科夫急切推行勤务保障社会化的做法是把大量后勤业务短期内转托一个新成立

的国防服务公司ꎬ 后者的无能极大损害了军队后勤保障ꎮ 而后来查出该国防服务

公司涉及大量腐败行为ꎬ 影响尤为恶劣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突击战备检查过程中发现作

战保障的社会化措施极不合理ꎬ 既而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回调ꎮ
改革领导人的主观失误也有目共睹ꎬ 不容忽视ꎮ 首先部门主义和本位主义是

造成领导人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ꎮ 格拉乔夫时期的改革能够意识到国家和军队转

型的大趋势ꎬ 加强军队机动力量建设也不失为应时之需ꎬ 但塑造机动部队的做法

是在全军大裁减的时期大量扩充此前由他任司令的空降兵部队编制ꎮ 谢尔盖耶夫

任国防部长时期也在军种建设问题上 “偏心”ꎬ 对战略火箭军的偏爱影响了新的

军种结构的搭建ꎮ 其次ꎬ 对军队实际情况了解的片面与无知也必然导致决策失

误ꎮ 普京时期ꎬ 直接领导 “新面貌” 改革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本人系非军人

出身ꎬ 他按照公司式的思路进行军队改革ꎬ 敢于触动根本性矛盾ꎬ 但是对部队管

理与指挥的实际需求不甚了解ꎬ 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少是谢尔久科夫团队的决策

过当所造成ꎮ 避免主观失误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ꎬ 必须高标准严格遴选军政领导

人及其改革团队ꎬ 坚持由军事管理与指挥的行家和实践家统领改革ꎬ 并建立一定

的制度和程序ꎬ 保障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有序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