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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太平洋舰
队战舰支队将于$月%&日至'月()日
在萨哈林岛及千岛群岛举行军事纪
念活动!纪念二战苏军登岛战役及牺
牲水兵!俄舰还将抵达国后"择捉两
个日俄争议岛屿#

按照此次名为 $海上军事纪念长
征%的巡航计划!俄海军将派出大型登陆
舰$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号和拖船
$卡拉尔%号前往国后岛&择捉岛#上述两
岛均为二战期间苏军攻占岛屿!日本不
承认它们是俄属领地#

俄国防部称!上述两艘战舰将在
当地举行仪式!悼念二战中牺牲的苏

军*+,'&*+-.及/+('潜艇的水兵!还
将悼念二战中被日军击沉的美国著
名潜艇$0!122坚头鲣%上的水兵!

这些舰艇都曾是二战期间美苏对抗
日本海军的劲旅#

今年)月!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视察俄罗斯与日本间存在争议的南千
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岛!

引发日本强烈抗议# 登岛事件余波未
平!俄太平洋舰队(,日又表示!该舰队
的舰艇编队近期将前往南千岛群岛巡
航!这无异于再给日本当头一棒# 国防
部长谢尔久科夫甚至表示!将在国后
岛和择捉岛上部署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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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作为战
略机动部队的韩国海军陆战队计划于
今年'月初在韩日存在主权争议的岛
屿3韩称独岛!日称竹岛4实施登陆军
演+据该报称!这是一次以假想独岛被
敌军侵占为前提的演习+

(,日! 韩国政府高层相关人士表
示!$海军陆战队也将参加今年'月初
的陆海空军和海洋警察捍卫独岛的联
合机动演习+ %$海军陆战队将派出一
个(55多人的搜索中队!利用直升机实
施独岛登陆演习+ %

之前! 韩海军陆战队曾独自进行
过登陆独岛的演习! 也曾派舰艇前往

过独岛附近! 但这次公开参加一年两
次的定期捍卫独岛联合机动演习!还
是非常罕见的+

韩国军队高层相关人士表示!$海
军陆战队此次演习是为了能够迅速从
浦项移动到独岛! 搜索队计划在独岛
停留(5多分钟+ %该人士补充称!$根据
情况的不同! 登陆任务可能扩大为独
岛地形侦察作战+ %

$月(5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与
日本存在主权争议的独岛! 以宣示韩
国对该岛拥有主权+ (.日!由一名韩国
歌手领衔的,5人组成的游泳队通过接
力游泳!在$月(&日登上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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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联邦检察院(&日
发表声明说!,名德国人因涉嫌向伊朗
出售核部件于当天被捕+

这,人中一人为德国公民!另.人
持德国"伊朗双重国籍+ 大约'5名海
关人员参与了当天的逮捕行动!搜查
了嫌疑人在汉堡"奥尔登堡和魏玛的
住所!以及位于东部城市哈雷的一间
公寓和办公室+

按德国联邦检察院的说法! 这,

人涉嫌于%5(5年至%5((年间!以土耳
其和阿塞拜疆的一些公司为中间人!

向伊朗提供可用于建造重水反应堆
的阀门部件!违反了德国对伊朗的出
口禁令和武器控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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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名男子游过牙买加湾登上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岸边! 还湿漉
漉地进入机场范围!直达停机坪!让机
场的(亿美元保安系统形同虚设!更让
安全专家大吃一惊+

有关当局说!.(岁的卡西罗周五
晚在机场岸外的牙买加湾骑乘摩托
艇!摩托艇因燃油耗尽而死火+卡西罗
朝机场游去!上岸后还爬过%6,米高的
篱笆+当局说!这道篱笆安装了最尖端
的边界入侵侦测系统+ 管理肯尼迪机
场的纽约新泽西州港务局过后增派警
员在机场周围巡逻! 并表示将调查这
起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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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空军(&日说!他们进行的一次超
高音速飞行器试飞宣告失败!飞行
器7!&(!坠入太平洋+

空军方面的一份声明说!在(,

日进行的试飞中!7!&(!飞行器及
其助推火箭在(6&万米高空顺利从
搭载它们上天的一架8!&%型轰炸
机上脱离! 助推火箭也顺利点火+

但在飞行(-秒后!飞行器上一个平

衡尾翼出现问题!在与助推火箭分
离后!飞行器很快失去控制!坠入
太平洋!未能回收+

空军研究实验所7!&(!项目
经理查理,布林克说! 正是因为飞
行器平衡系统出现问题!它在点火
之前就失去了控制+

这次试飞是7!&(!的第三次
试飞!此前两次试飞也只有一次取
得有限的成功+

除了7!&(!!美军还在研发其
他超高音速飞行器!比如陆军设立
的高级超高音速武器项目!就是为
了开发全球即时打击能力所需的
技术+

超高音速飞行指的是时速超
过&倍音速的飞行!7!&(!原计划
在这次试飞中以-倍音速的时速飞
行.55秒! 即以每小时-'55公里的
速度飞行&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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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日俄罗斯$质子%火箭的发射
失败引发俄航天企业的重要人事
变动+研制火箭上$微风%轨道加速
器的赫鲁尼切夫国家航天科研生
产中心总经理弗拉基米尔,涅斯捷
罗夫(&日向政府提交了辞呈+

-日发射的俄$质子%火箭未
能将两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根
据初步判断! 事故原因是在星箭
分离后继续帮助卫星入轨的 $微
风%轨道加速器提前关闭+ 这是俄
自%5(5年(%月以来的第)次火箭
发射失败+ 事故火箭中的不少航
天产品来自赫鲁尼切夫中心+

涅斯捷罗夫曾在去年承诺要
改变产品频频出故障的状况!但

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梅德韦
杰夫在(,日的会议上严厉批评了
本国航天业的现状+ 他说!一年半

内)次火箭发射失败令俄航天业
$名利双失%!这种情况已经$不能
再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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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约驻阿富汗联军
(-日说!一架北约直升机当天在阿富
汗南部坠毁! 造成包括.名美军士兵
在内的((人死亡+

北约领导的驻阿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发表声明说-$一架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直升机今天在阿富汗南部坠
毁!造成机上,名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士兵".名美军士兵".名阿富汗安全
部队士兵和(名阿富汗当地翻译当
场死亡+ %声明没有透露,名国际安
全援助部队士兵的国籍+

这是今年以来阿富汗境内发生
的第'起北约直升机坠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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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基斯坦空军发
言人(-日说! 该国西北部一个空军
基地当天凌晨遭武装分子袭击!双
方发生激烈交火! 两名巴安全部队
人员和-名武装分子在交火中死亡+

发言人说!-名携带重型武器的
武装分子身穿军服! 当天凌晨两点
左右向巴空军位于西北部阿塔克地
区的卡姆拉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巴安全部队人员随后同武装分子展
开激烈交火+ 在.个多小时的交火
中!-名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 其中
一名武装分子被发现身穿爆炸背
心+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
此次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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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月&日!$质子!*%

火箭的燃料加注过量! 导致所发
射的.颗$格洛纳斯!*%全球导航
系统卫星进入错误轨道+

%5((年%月(日!$轰鸣% 火箭搭
载的$地球9:%%大地测量卫星坠落+

%5((年$月($日!$质子!*%

火箭搭载的$快车!!*,%通信卫
星在发射后失踪+

%5((年$月%,日!$联盟!;%火

箭第三级的动力设备发生故障导
致搭载的$进步*!(%*%货运飞船
在升空后爆炸+

%5((年((月'日!载有中国$萤
火一号%卫星的$福布斯!土壤%火
星探测器在升空后变轨失败+

%5((年(%月%.日! 俄军方发
射的$联盟!%6(8%火箭第三级出
现故障!导致所搭载的$子午线%

通信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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