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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加争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沙特阿拉伯与加拿大
之间的外交争端 7 日继续升级，多个阿拉伯国家
表态支持沙特。据西方媒体报道，加拿大正寻求
盟友帮助化解争端。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双方应
协商解决问题，美国无法越俎代庖。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争端背后是两国关系长
期不佳。由于沙特是加拿大重要的出口市场，争
端若不能得到尽快解决，加拿大可能会面临较大
的商业损失。
新闻事实
加拿大外交部 3 日在社交网站“推特”发文，
对沙特此前逮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忧虑”
“敦
促沙特当局立即释放”这些人。
沙特外交部 6 日凌晨突然宣布，加方“公然干
涉沙特内部事务”，因而沙特决定召回驻加拿大大
使，并要求加拿大驻沙特大使 24 小时内离境。沙
特同时宣布暂停与加拿大之间全部新的贸易和投
资，转走 1.5 万名在加的沙特公费留学生，撤走在
加就医的沙特人，沙特航空宣布停飞加拿大航线。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同日表示，加拿大不
会放弃对沙特外交立场。
7 日，双方争端继续升级。埃及、巴林、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巴勒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纷纷表态支持沙特。
据英国媒体报道，加拿大计划寻求英国等盟
友的帮助以化解争端。英国政府 7 日敦促两国克
制，避免争端升级。加拿大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
在同日表示，加拿大和沙特应协商解决问题，美国
无法越俎代庖。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领导的
自由党政府 2015 年就任以来，沙特和加拿大之间
的关系发展一直不太顺畅，加方对双边关系不冷
不热的态度让沙特感到失望。
沙特是加拿大重要的出口市场，是加在海湾
地区的第二大市场，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 40 亿美
元，其中沙特从加拿大的进口额大约为 11 亿美
元。此次外交争端可能对加拿大造成较大经济损
失。有报道说，沙特已停止进口原产加拿大的小
麦和大麦。
此外，加拿大和沙特之间还有一份价值 13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合同。美国军工企业通用动力
公司的加拿大子公司于 2014 年获得沙特 600 辆装
甲车的订单，而签订这一合同的是加拿大当时执
政的保守党政府。分析人士指出，自由党政府上
任后，这一合同受到了许多批评，这让沙特感到失
望。
第一评论
位于北美的加拿大和位于中东的沙特，地理
上相距遥远，此次突然关系恶化多少有些出乎外
界意料。而在这场外交争端中，两国各持立场似
乎也不在一个
“频道”
。
从表面看，双方争端的导火索是一段小小的
“推文”，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方关
系突然急转直下，背后的原因远不止这一段“推
文”。双方要想解决争端，可能需要探究的也是这
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仅仅继续围绕这段“推文”及
其相关事件做文章。
背景链接
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上周说，沙特政
府逮捕两名女性权益“维权人士”；5 月以来，十多
名沙特“维权人士”相继被逮捕。有报道说，其中
一名“维权人士”的弟弟正在沙特监狱服刑，后者
的妻子住在加拿大，近期获得加拿大国籍。
沙特外交部说，加方提及的被捕人员触犯沙
特法律，这些人接受调查和审理期间，合法权利受
到保障。
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推动下，
沙特女性近来获得更多权利，如驾驶汽车、进体育
场观看比赛。

8 月 8 日，由陆军
承办的“国际军事比
赛—2018”新疆库尔
勒赛区 3 个项目 10 场
比赛圆满收官，来自
中国、
俄罗斯、
埃及等
10 国军队的 17 支参
赛队展开了激烈比
拼。中国陆军取得
“ 苏 沃 洛 夫 突 击 ”项
目、
“ 晴空”项目、
“安
全路线”项目 3 个团
体第一；
“苏沃洛夫突
击”项目单车赛、
“晴
空”项目技能赛和综
合赛，
“ 安全路线”项
目工兵班组、架桥车
组和清障车组单项赛
6 个单项赛第一。图
为
“安全路线”
工兵分
队项目接力赛中，中
国参赛选手进行重型
机械化桥架设。
新华社记者 张永
进摄

多国瞄准第六代战斗机研发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记者 赵
嫣 刘阳 张远）按照目前国际上比较
流行的战斗机划代标准，第五代战斗
机被视为当下最先进的战斗机，但一
些颇具军事实力的国家已经着手研发
第六代战斗机。预计再过二三十年，
一些国家战斗机将迎来新一轮更新换
代。
俄罗斯：
双管齐下
俄罗斯两年前开始研发六代机。
根据计划，俄六代机分为无人和载人
两种版本，
将在 2030 年前入列。
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俄计划在
现有五代机苏-57 和最新“猎人”重型
隐身无人机的基础上研制六代机。俄
媒 6 月底发布照片公开“猎人-B”隐身
无人机原型机的图像，据称目前已进
入地面测试阶段，将于 2019 年试飞。
另据俄媒报道，俄六代机的部分机载
设备已开始在苏-57 上搭载测试。
六代机将搭载远程高超音速导
弹，这将使六代机理论上可以在地球
上任意地点对敌人发起攻击。据俄联
合飞机制造集团消息，六代机将具有
数倍于音速的速度、高灵活性和多功
能特征，
其外壳将由复合材料制成。
目前，俄正为六代机开发一种新
型射电光子雷达。俄无线电电子技术
集团第一副总裁顾问弗拉基米尔·米
赫耶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射
电光子雷达的试验样机已经制成。它
的视距比现有雷达远得多，屏幕上显
示的不是指示目标的亮点，而近乎是
图像。飞行员可在屏幕上看到几十公
里内敌机的轮廓以及外挂武器。
据俄媒此前报道，俄六代无人版
战斗机飞行高度将达到五六万米以
上，这一高度的飞行器是目前任何防
空系统都无法拦截的，但由于目前俄
无人机技术尚不能满足要求，俄研制
六代无人版战斗机可能会遭遇瓶颈。

美国：
讳莫如深
与俄罗斯不同，美国针对六代机
研发进展的态度是“缄默”。美国国防
部长马蒂斯上任后加强对六代机研发
的保密工作，使得外界对相关进展知
之甚少。但据目前公开信息，美国空
军和海军分别在开发适合自身的六代
机。
美国空军 2016 年曾发布一份名
为《制空 2030》的报告，其中要求在本
世纪 30 年代研发出一款新型战机，名
为“空中穿透反击”，并特别提到新型
战机应配备分别用于空战、网络战、电
子战的顶尖设备。然而除了一些模糊
表态，美国军方对新型战机其他特征
透露极为有限。
尽管军方三缄其口，但国防预算
显示军方正加速研发工作。空军在
2019 财年的国防预算中为六代机研
发 申 请 了 5.04 亿 美 元 经 费 ，预 计 在
2020 财年和 2022 财年分别申请 14 亿
美元和 31 亿美元。
美国海军研发新一代战机项目名
为 F/A-XX。海军 2012 年曾将新型战
机服役日期定在2030年，
但由于研发经
费限制，
这一设想目前来看过于乐观。
美国国防部海军发言人劳伦·查特
马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海军
研发新一代战机时将平衡战机的性能、
生存能力以及价格，
并不寻求一款战机
具备同时应对所有挑战的能力。他同
时指出，
研发较为重视的领域包括机型
设计、引擎、推进系统、武器系统、电子
战系统、
任务指挥系统等。
欧洲：
奋发图强
不少媒体将 2018 年称为欧洲军
事航空工业“觉醒”的一年。今年英国
法恩伯勒航展和德国柏林航展上，两
款六代机设计项目分别亮相。英国宣
布将研发“暴风”战机，法德两国将研
制一款搭载“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新

战机。
目前，欧洲主要国家现役五代机
基本使用“美系”，一些国家仍装备四
代或四代半战机。这两项新研发计划
标志着欧洲将“跳过”五代机阶段，通
过自主研发六代机摆脱对美国装备的
依赖。
法德战机项目眼下处于筹划阶
段，按照两国防长今年 6 月签署的协
议，两国军方将先提交这款战机的各
自需求。而后，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
司、泰雷兹集团与欧洲导弹集团等军
工企业将参与。
按照概念图，新战机是配备双引
擎、采用双垂直尾翼的双座战机。而
达索公司公布的视频将其渲染为无尾
三角翼气动布局。这一新型战机尚未
命名，计划在 2030 年至 2040 年间服
役，替代两国现役的“阵风”与“台风”
型战机。
英国没有参与德法研制新战机项
目。囿于“脱欧”因素，英国希望打造
相对独立的军工装备。今年 7 月，英
国国防部公布新战机研发细节。新战
机承袭欧洲战机惯以天气命名的特
点，取名“暴风”，计划在 2025 年完成
初步设计，2035 年入役，逐步替代皇
家空军的
“台风”
型战机。
按照法恩伯勒航展上的介绍，
“暴
风”
战机既可有人驾驶也可无人驾驶，
将
具备
“合作接敌能力”
，
即在战场上可以
共享探测数据与信息实现联合攻击与防
御。
“暴风”
还可操纵无人机群，
扰乱敌人
防空部署同时增强战机生存能力。
在搭载武器方面，
“ 暴风”可能将
不配备传统机炮，而配备超音速空空、
空地导弹，导弹速度可能达到 5 马赫
或更高，还将装备高能微波、电磁脉冲
等束能武器。英国国防部已向“暴风”
项目拨款 26 亿美元，由英国航空航天
系统公司牵头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