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军在跨部协作机制中如何发挥作

用，对空军而言是一项特别的挑战，

对联合特遣部队和作战指挥官而言，则提供

了创新解决许多问题的机会。在当今那些习

惯于本军种环境或多军种联合军事环境的军

官中，有些人一听到“跨部协作机制”这个词，

眼前浮现的场景就是 ：在繁琐的指挥控制

（C2）结构下和含混的关系中与沉默寡言的文

职人员共事。事实上，联合作战准则 JP 3-08

《联合行动中的跨组织协调》警告说 ：“军事

政策、流程和程序与非军事组织非常不同。

这些差异可能对跨组织协调带来重大挑战。

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往往有不同的、有时是

相互冲突的目标、政策、程序和决策方式，

所有这些使得统一行动的努力中充满挑战。”1 

军事部门与民事部门合作共事原本不是新鲜

事，但随着美国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国

际化和多面化，我们可以预期跨部协作机制

的运作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因此，空军必须

能够在这样的行动中有效地运用空中力量。

本文探讨如何使美国空军在跨部协作环境中

发挥最大效用，并建议成立“空中部队联合

行动协调小组”（空军

协调小组）作为解决

问题的可能途径。

多米尼加共和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

“领空行动”

在美国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内，如何打击

跨国组织犯罪和非法走私，就代表着这样一

个跨部协作问题。司令部认为非法走私是“对

西半球安全和稳定的重大威胁。” 2 空中力量

如何能有效地融入这一行动进程，尤其是如

何在跨部协作环境中推动实现打击非传统对

手的艰巨目标 ?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参考多米尼加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领空行

动”，该项行动可以展现空军协调小组在跨部

特遣部队中的作用。

美国南方司令部责任区的“打击跨国组

织犯罪”使命是美国应对非传统威胁（毒品

走私、军火贩运、金融威胁、人口偷渡等）

的一个例子。3 美国许多部门如海关及边境

保卫局、缉毒局和海岸警备队等，都深谙这

一使命。 然而传统上，空军在其核心职能或

使命范围中不包括打击跨国组织犯罪使命。 

“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是南方司令部内负

责打击跨国组织犯罪使命的组织，它“执行

跨部门和国际侦察监视行动，协助阻截非法

走私和打击与毒品相关的恐怖威胁，以维护

美国和伙伴国家的安全。”4 南部联合跨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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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部队控制着 4,200 万平方英里的联合行动

区域，且主要集中在西半球过境区，特遣部

队包括一个由起支援作用的空军所派遣的协

调小组。在继续探讨之前，本文首先介绍空

军协调小组的起源和其原始存在理由。

空军协调小组的演变

在 2003 年“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

空军设立了协调小组，在领导层决定发起地

面行动清除伊拉克政权之后，协调小组的概

念满足了密切协调和支持地面部队的需要。5 

在此一年之前，即在 2002 年 3 月，“巨蟒行

动”因空中和地面部队未能有效协调行动而

失利，空军的作战策划专家们一直被这次失

败行动的幽灵所困扰。通过推介协调小组概

念，空军希望纠正这类空—地协同策划问题。

从那时起，联合作战准则 JP 3-30《联合空中

行动的指挥与控制》将空军协调小组定义为

调解者，作用是整合“联合空中力量，具体

为交换最新情报、行动数据和支援需求，协

调 [ 联合部队空中统一司令官 ] 提出的 [ 空

域协调措施 ]、火力支援协调措施、[ 人员救援 ] 

和 [ 近距离空中支援 ] 等要求。空军协调小

组必须具备策划、行动、[ 情监侦 ]、太空、

空域管理、空中机动、以及行政和通信保障

等方面的专业人员。”6 这部作战准则文件能

详细解说空军协调小组作用，理当赞扬 ；但

其所给定义仍倾向于传统的 C2 结构，而没

有考虑更宽泛、复杂和独特的跨部行动使命

的特点。空军协调小组这个概念不仅意味着

空军能有效参与到传统的特遣部队结构中，

而且有可能对跨部协作机制产生着眼于效果

的影响。

空军监察局 2010 年巡察报告体现了一

些真知灼见，其中列举了美国中央司令部责

任区内空军协调小组的运作经验。这份报告

揭示出协调小组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

美国中央司令部	[ 责任区 ]	目前的指挥

结构造成了某些接口缝隙，表明需要纳

入空中力量，并进一步重视空军协调小

组的作用……[ 此外 ]，协调小组也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善运作……协调小组

的负责人不断得到更多的决策权限……

同时也被鼓励尽量满足受援指挥官的要

求，即使这样做意味着牺牲空中力量的

效率。7

空军可以将这些经验教训进一步应用于

跨部协作机制，理由如下。

在国土防御危机或人道援助 / 救灾行动

中，跨部协作机制将在 C2 结构方面经历“缝

隙”问题。如果说中央司令部使用空中力量

动能（传统）打击能力已积累了十多年的经验，

尚无法避免 C2 结构中的“缝隙”而需要空

军协调小组参与，那么可以想象，当跨部特

遣部队处理突发危机时所面对的“缝隙”将

有多深。受命支援跨部任务或行动的空军部

队，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驻在同一地点。以南

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的空军协调小组为例，

协调小组负责人驻在弗罗里达州，而提供支

援的空军组成部队是“空军南方司令部”，远

在数千公里之外和跨越几个时区的亚利桑那

州。受援指挥官或跨部行动机构必须能与空

军协调小组保持联系，随时并连贯保持纳入

空中力量的作用。中央司令部前联盟部队空

中统一指挥官迈克·豪斯杰将军指出，指挥

控制“需要同时顾及多个联合作战区域，不

可能允许 [ 联盟作战空中统一指挥官 ] 与每

一个地面指挥官比肩作战。有此缺憾，联合

作战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少受到阻碍。”8 

在跨部联合行动的环境下，这个问题可能不

会涉及多个地理位置，但可能会涉及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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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例如，当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执行

一项打击跨国组织犯罪行动时，如果纳入一

个特派的空军协调小组，就能保障空军有效

地满足受援特遣部队司令官的要求。并非所

有的特遣部队都需要空军协调小组或协调官，

但空军必须确定是否有此需要。派驻空军协

调小组到联合特遣部队或跨部行动总部的做

法是否可提高空中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 ?

最近一项研究使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

名声大振，成为跨部协作的典范。此研究指出：

“来自各伙伴机构的联络官获得其本部授权，

可代表其机构做出行动决定。”9 在多米尼加

共和国空中缉毒的例子中，空军协调小组领

会了指挥官的指令、意图、优先排序和可接

受的风险，将空中力量有效纳入了跨部行动

之中。换言之，因为空军协调小组可以做决定，

并且对受援指挥官的需求有深入了解，因此

能够有效使用空中力量。此外，派驻空军协

调小组的做法符合跨部协作模式和文化的需

要，因为无论空军如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

但协调小组不可以此来压倒一切。无论是跨

部各机构还是受援特遣部队指挥官，都不愿

意听到空军的僵硬回复或有关如何正确使用

空中力量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获得切实的

能力来满足需要并解决问题。空军协调小组

负责人接受训练并且具有做出各种决定的丰

富经验，此点至关重要。该负责人也应该熟

悉上述联合作战准则 JP3-30 最新版本所概述

的空军协调小组的广泛潜在作用。正如空军

监察局指出 ：“空军协调小组涉及作战频谱中

从重大作战到人道救援的各种行动，”因而可

能成为将空军纳入跨部协作机制的一种理想

运作结构。10

在多米尼加缉毒中运用空中力量

飞行员都理解空中主权的概念，并在实

际运作中充分加以运用，以下案例即是我空

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成功使用空中力量的一

个范例。所有跨部行动的成功故事，都是基

于各不同组织的通力协作。在本例中，跨部

联合团队包括美国国务院、多米尼加空军使

团、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多米尼加联络官

和几十名行动军官、空军后备役教练飞行员、

缉毒署特工，以及美国南方司令部领导成员。
11 多米尼加共和国能成功堵住空中非法走私

通道，首先当然归功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努力，

但我空军在这场行动中的表现显示，空军协

调小组在跨部特遣部队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

重要作用。多米尼加共和国通过这项努力得

以根除空中走私，并且保护其空中主权，成

为跨部协作过程中成功应用空中力量的最好

实例。

从 2003 年开始，从空中向多米尼加走

私毒品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到 2007 年达到 

119 起的高峰（图 1）。从南美洲起飞的飞机

只需几个小时就抵达多米尼加，空投可卡因

包裹，然后再返回起点。这类毒品中有近 

20% 是通过空运穿越西半球转运区域，有一

段时间，空中偷渡的毒品中有近一半是以多

米尼加共和国为目的地（图 2）。毒贩过去热

衷于传统的海运，现在则热衷于空运，因为

它快捷且容易控制，而海运速度相对较慢，

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且路线迂回，有可能

超出他们的“监控”范围。多米尼加共和国

地理位置优越（靠近美国和欧洲市场），政治

稳定且生活成本低，既获游客青睐，也被精

明商务的犯罪组织看中。这些因素有助于解

释为什么在多米尼加决心实施“领空行动”

之前，非法空中活动在这个国家越演越烈。

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军在 201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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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29“超级巨嘴鸟”首次成功拦截一个可

疑的空中目标（由 E-3 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

飞机引导），毫无疑问成为“领空行动”的分

水岭事件。此次事件之后，再没有其他飞机

试图从南美进入多米尼加的领空（图 3）。空

中走私活动的剧烈起伏和嘎然而止令人惊叹。

“领空行动”于 2009 年从三个层次并

进。是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军从巴西购买

了 8 架 A-29 “超级巨嘴鸟”，以阻止可卡因

空中走私到该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探

索采购了夜航直升机，而多米尼加自己购买

了以色列制造的雷达，并开始建造一个新的

空中指挥控制设施。2009 年后期，美国南方

司令部指示空军南方司令部“为多米尼加空

军 A-29 飞行员制定一个空中培训计划……

在多米尼加领空实施空中主权。”12 从任何角

度来看，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没

有确切资金或预算的情况下，为一个毒品大

量涌入的国家创建一支战术空中力量并建立

空中主权。但跨部特遣部队内的空军协调小

组表现出色，证明这样的结构能保证空军满

足特遣部队的需要。

多米尼加空军是一支坚持飞 P-51“野马”

到最后的空军，拥有值得骄傲的战术传统。

但是由于 2000 年的一次飞机事故，该国空

军从此停飞战术飞机（AT-37），一搁就是 9 

年。13 就在这同一时期，如图 1 所示，非法

进入多米尼加领空事件越来越频繁，原因不

言自明。到 2009 年，多米尼加空军并不缺

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是这些飞行员不再

拥有夜间拦截拒绝合作的小型目标所需要的

战术技巧。虽然联合作战准则 JP 3-30 没有

把扶助伙伴国建立战术空军力量或建设伙伴

国能力作为空军协调小组的任务，这一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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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表明了跨部联合特遣部队内空中力量

的作用和影响。

组织及架构

当时的空中统一指挥官格伦·斯皮尔斯

中将（Glenn Spears）把空军协调小组确定为

解决多米尼加共和国空中主权的机制，这项

决定从空中力量角度来看十分合理，理由如

次。空军协调小组了解空中走私带来的挑战，

也知道如何运用空中力量对南部联合跨部特

遣部队受援指挥官提供支持。多米尼加空军

刚刚向特遣部队派出了首任联络官，与空军

协调小组、以及特遣部队的参谋班子形成共

驻配合。并且，空军协调小组具备适当的人

员配置，包括经验丰富的雷达、C2 和战术飞

机军官，以及 C2 专业士官和文职雷达分析

师，并能够随时从战斗机教练飞行员那里请

求专业支持。显然空军协调小组非常适合执

行“领空行动”。此外，像对“空中主权”和

“A-29 战斗机”等词汇的娴熟使用，用豪斯

杰将军的话说，足可使空军协调小组能够“占

据一席”。14 根据联合作战准则 JP 3-08 ：“在

战役和战术层面与民事机构协调的集中点，

可以在联合特遣部队总部、联合现场办公室、

民事部门军事行动中心……或人道主义行动

中心”；在本案例中，这个集中点就在特遣部

队，也是空军协调小组的所在地。15

如联合作战准则 JP 3-08 所强调 ：“成功

的跨组织协调能保障美国政府构建国际和国

内支持，节约资源，执行统一行动，更有效

地实现共同目标。”16 “领空行动”跨部团队

知道，提交给美国南方司令部的任何行动倡

议都必须简明扼要富有创意，能取得几乎立

竿见影的效果。17 空军协调小组把握利用各

种必要的空中力量资源，以预期效果为指引，

实施“领空行动”计划，同时解决跨部协作

行动中的各种关切。解决方案包括由美国空

军编写出 A-29 战斗机教学大纲，然后在哥

伦比亚组织 8 名多米尼加飞行员学习，这些

学员学习了夜视镜的使用、编队飞行，以及

伴随哥伦比亚空军 C-560 跟踪机等不同飞机

的拦截程序。由于多米尼加空军的 A-29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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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中拦截雷达，该方案决定帮助多米尼加

空军培养一批地面控制拦截专业操作人员，

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空军为此编写了一份

教材并在哥伦比亚为多米尼加派来的 5 名学

员进行培训，他们毕业后成为地面控制员返

回本国服务。另外我空军和对方还多次举行 

C2 专业交流，数次赴雷达现场了解情况，及

对空中作战中心进行综合访问。空中预警机

和 A-29 飞机每季度举行互动操作演练和机

组人员技能认证，这些演练成果显著，由 E-3 

引导进行了 100 多次成功的近距离控制拦截

操练。在空军协调小组的陪同下，多米尼加

空军领导参观了美国战斗机基地，亲自观看

了空中管制和战斗机操作，并随 F-16 飞行，

在地面控制拦截系统指引下执行拦截。在实

际执行“打击跨国组织犯罪”任务中，多米

尼加空军的一名 A-29 机组人员登上空中预

警机一起飞行，亲自观看，并参加通信对话

和协调，确保飞机拦截成功。在多米尼加共

和国举行的 2010 年加勒比国际航空博览会

上，空军协调小组组织飞行演示，美多两国

飞机在空中预警机协调下飞越会场，展现两

国空军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决心。18 由于这项

跨部行动计划中参与机构多，且重点是全面

空中拦截毒品走私，空军协调小组当仁不让

作为领头，策划和执行“领空行动”各项任务。

正如 JP 3-08 所指出 ：“在美国政府内部，军

事和民事机构同时发挥着支援和受援职责。

但这并不是 JP 1《美国武装部队作战准则》

中所描述的支援指挥关系。军事和民事机构

之间的关系不能等同于军事指挥机关。”19 在

本文列举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案例中，这种

界定尤其正确，因为跨部行动中的任何一个

部门都不是在为对方工作 ；然而，空军协调

小组在促进军事和民事机构之间沟通方面显

示出特别强大的能力，从而有效发挥了空中

力量的作用。

空军协调小组加入跨部行动的结果

仅靠空中力量能够解决多米尼加共和国

面对的空中非法飞行问题吗 ? 当然不能。对

“领空行动”的成功，虽然难以准确理清所有

贡献因素，但空军在此成功中肯定发挥了巨

大作用。多米尼加政府对贩毒组织网络实施

了重大打击，同时加大反腐败措施力度，两

者齐头并进。但分析人士强调，2010 年 10 

月 23 日的拦截成功是该国刹住空中毒品走

私的一个转折点。多米尼加空军军官并相信，

“领空行动”中运用空中力量打击走私效果显

著 ：“你只要仰望我国首都圣多明各的天空，

就会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超级巨嘴鸟’在巡

逻。《每日新闻报》[ 多米尼加报纸 ] 每天都

刊登关于多米尼加空军和哥伦比亚空军及美

国空军共同训练的消息。贩毒组织知道哥伦

比亚空军包括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 A-29 飞

行员，也知道美国空军的空中预警机在多米

尼加和海地共处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与南美洲

之间的天空巡逻，为我们的 A-29 提供拦截

控制支持。”20 这支经过严格训练战术空中力

量的存在，还推动加强了多米尼加的跨部门

缉毒合作。例如，多米尼加巡逻艇如请求空

中支持，只需发一条简单的短信，就能在几

分钟内看到多米尼加空军的 A-29 飞临现

场。有许多次，通过跨部门情报交流，A-29 

起飞拦截到海上目标，随后引导附近的巡逻

艇缉获可卡因，逮捕嫌犯。

毫无疑问，贩毒组织非常清楚，如果一

个国家拥有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决心维

护空中主权的空军，要想将可卡因非法空运

进入这个国家就将付出巨大代价。美国主管

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威

廉·布朗菲尔德（William Brownfield）指出 ：

“我们对成功的判断将始终要比地面缉毒实际

状况落后一两年……因为毒贩和犯罪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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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他们的统计数字报告给政府机构。”21 然

而，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内的共识认为，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天空环境已对贩毒组织构

成强大威慑，向该国空中走私毒品已经几乎

不可能。从对这种空运走私毒品商业模式的

成本效益分析来看，飞往其它地点，如中美

洲等，反而更便宜和方便。此外，“领空行动”

迫使贩毒组织放弃空中走私通道而改走海

路——特遣部队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也相应把

海上走私作为共同打击目标。至于空军，它

已经认识到，将诸如 E-3 空中预警机等高端

能力的 C2 资源与伙伴国家空军相配合，可

以取得印象深刻的效果。

诚然，空中力量在这种环境中的精确效

果不容易衡量。为了确保多米尼加共和国不

致重新沦为贩毒组织的首选目的地，空军协

调小组继续协助将 C2 系统纳入多米尼加空

中行动，并监督空中预警机与 A-29 的定期

配合训练及机组人员认证。如今，多米尼加

空军每一名参与警戒值勤的 A-29 飞行员都

获得了预警机引导拦截控制技能证书。正如

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负责人，海军少将查

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所宣称 ： “这

些走私飞机已被挡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领空之

外，我当然不愿看到它们再飞进来。”22 必须

注意，在这个国家，毒品偷运入境活动并没

有减少——只是偷运途径发生了改变。毒品

在继续流入多米尼加共和国，有的通过“合法”

商业航班带进，有的经由海上入境，圣多明

各街头的毒品价格并没有显著改变。尽管如

此，“领空行动”已经有效地堵住了天空通道，

使毒品无法畅行无阻。

结语

我们从多米尼加的案例中可以学到什

么 ?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解答其它两个

问题。联合特遣部队受援指挥官是否满意 ? 

在跨部行动中的空中力量是否发挥有效作

用 ?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米歇

尔少将评论说 ：“那些代表非法空运路线的红

线对我来说，代表着流入多米尼加的可卡因

总量的 20%，不容特遣部队忽略。”23 毒品走

私飞机每次非法进入多米尼加领空，就能带

进约 300 公斤可卡因，价值高达 600 万美

元。24 例如在 2009 年，毒品组织经由空中

通道带进的毒品价值高达 5 亿美元。并且，

从特遣部队指挥官的角度来看，现在“红线”

消失，或者说走私团伙再不敢用飞机偷运毒

品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清楚地说明了空中

力量联合运作卓有成效。虽然在跨部协作行

动中衡量成功和判断空中力量的有效性不容

易做到，但至少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案例证明

了正确应用空中力量的巨大影响，它还凸显

出将空军协调小组整合到跨部协作机制中、

特别是联合特遣部队中的必要性。豪斯杰将

军在领导一个地区作战司令部时，熟练地依

赖空军协调官或协调小组 ；有时候，执行专

门任务的联合特遣部队或跨部行动部队也需

要纳入一个空军协调小组。以前空军北方司

令官加里·迪恩少将（Garry Dean）为例。他

在 2010 年访问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时，

就在思考如何最有效地运用空中力量和空军

组成部队，对本责任区（北方联合特遣部队，

位于得德州的埃尔帕索）内跨部行动需要提

供更好的支持。25 他在参观南部联合跨部特

遣部队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空

军协调小组的回答毫不含糊 ：“派一个空军协

调小组到埃尔帕索。”迪恩将军随后调派了一

个空军协调小组到北方联合特遣部队 ；自此

以后，特遣部队和空军之间的协调得到改善，

空军创造性地运用空中力量支持特遣部队，

使这支部队获益良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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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米尼加共和国空中缉毒成功看空军在跨部协作机制中的作用

在联合特遣部队内或跨部行动机构内，

对空中力量的需求不会减少只会增长，这将

对如何缩小指挥控制方面的接口缝隙形成压

力。我们应该研究现有的跨部特遣部队或传

统的特遣部队，寻找空军协调小组参与的机

会。在处理地震、海啸和民防等突发性人道

援助 / 救灾方面，我们应该在危机行动策划

时确定是否需要空军协调小组加入。多米尼

加共和国空中缉毒的成功说明了一个早被空

军理解和透彻研究的原则概念——空中主

权。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原则概念运用到其他

任何跨部门联合行动中去。例如，一个跨部

门的网空或反核扩散特遣部队结构就完全可

以纳入一个空军协调小组，这个小组将能有

效地弥合行动过程中必定会出现的障碍性接

口问题，从而有效地整合利用空中力量来实

现共同的目标。总之，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着

复杂挑战，势必更重视跨部协作行动解决方

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中势必包括只有空军协

调小组独有的种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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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int Publication (JP) 3-08, 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during Joint Operations [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8 ：联合行动
中的跨组织协调 ], 24 June 2011, I-10 ─ I-11,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08.pdf.

2.  United States Southern Command, “Countering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 打击跨国组织犯罪 ], http://www.southcom.
mil/ourmissions/Pages/Countering%20Transnational%20Organized%20Crime.aspx.

3.  United States Southern Command, Command Strategy 2020: Partnership for the Americas [ 指挥战略 2020 ：与美洲伙伴合
作 ], ([Miami, FL:] USSOUTHCOM, July 2010), 6, http://www.southcom.mil/aboutus/Documents/Command_Strategy_2020.pdf. 

“金融威胁”一词是指一些体系和网络向不法组织和个人，如恐怖团伙、毒品 / 武器 / 人口走私集团等提供资金支持，
从而损害美国利益。

4.  Joint Interagency Task Force, “Mission” [ 使命 ], http://www.jiatfs.southcom.mil/index.aspx.

5.  Air Force Inspection Agency, “The Role of the Air Component Coordination Element” [ 空军协调小组的作用 ], 21 June 
2010, http://www.afia.af.mil/news/story.asp?id=123210289.

6.  JP 3-30,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Joint Air Operations, [JP 3-30 ：联合空中行动的指挥与控制 ], 12 January 2010, 
II-15,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30.pdf.

7.  见注释 5。

8.  Lt Gen Mike Hostage, “A Seat at the Table: Beyond the Air Component Coordination Element” [ 占据一席 ：向空军协调官
放权 ],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4, no. 4 (Winter 2010): 18-19,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
apj10/win10/2010_4_05_hostage.pdf.

9.  Evan Munsing and Christopher J. Lamb, Joint Interagency Task Force ─ South: The Best Known, Least Understood 
Interagency Success [ 南方联合跨部特遣部队——最著名却最少理解的成功跨部行动 ],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 5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1), 40, http://www.ndu.edu/inss/docUploaded/Strat%20
Perspectives%205%20_%20Lamb-Munsing.pdf.

10. 见注释 5。

11. 空军南方司令部前司令格伦·斯皮尔斯中将以及 A-3“天空战士”机队领导班子赋予空军协调小组在执行“领空
行动”时有足够灵活的权限。第 612 战区作战小组的领导人 Bruce Danskine 上校和 Ken Popelas 先生鼓励创造性地
运用空军南方司令部资源，积极支持与伙伴国空军部队的互操作性。前空军协调小组负责人 Ronni Orezzoli 中校和 
Mathew Enenbach 中校把最初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到一起。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率先参与这项努力的人有 ：政府代表 
Brian Bonifant 先生、战术分析员 Christine Mulder-Meira 女士、美国空军少校 Eleanor Peredo、以及美国国务院 Arnie 
Sierra 和 Guillermo Toca 先生。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军中校 Jonas Reynoso、美国空军少校 Scott 
Jendro、美国陆军少校 Adam Haughey 和 Richard Silva 先生等人日以继夜地工作。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F-16 
飞行教官 Michel Torrealday 中校和 Eric Perlman 中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亲手编写教学大纲，和 A-29 机组人员
之间开展专业交流，推动创建起一支战术空中力量，并加强了美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关系。Hank Attana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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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Jim Knoll 先生、Linda Helper 女士，以及来自空军作战司令部的 Don Kelly 等人，有效提供了美国空军缉毒支持。
作为“领空行动”的推动者，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机实施指挥控制和近距离空中控制（代号“bogey dope”），一直
为这项行动提供保障。

12. USSOUTHCOM task order, subject: Dominican Republic Aerial Mobile Training Team Deployment [ 美国南方司令部任务令，
主题 ：多米尼加共和国空中机动训练团队部署 ], 24 March 2009.

13. Hilton Cabral 上校是笔者朋友和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研讨会同学，执行了最后一次飞行 AT-37 的任务。他在圣伊西
德罗空军基地起飞后弹射逃生，后来成为多米尼加空军 A-29 中队首任队长和 A-3 机队领导人。

14. 见注释 8。

15. 见注释 1，第 xiv 页。

16. 见注释 1，第 ix 页。

17. 南方司令部两年中共花费 80 万美元，帮助多米尼加共和国获得对空中主权的控制。南方司令部 2011 财年的预算
总额为 2 亿美元，由此来衡量，花 80 万美元帮助伙伴国家阻断空中走私通道，是一项合理的投资。

18. 空军南方司令部的 E-3 执行了可能是在拉美地区的首次飞行表演，目的是展示美国空军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军的
合作，并凸显美国的首选合作伙伴地位。根据笔者与这次活动协办单位 David Schultz 航空展公司人员在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交谈，估计有 220 万人观看了飞行表演，使其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的一件盛事。观看人数甚至超
过了过去的嘉年华会和独立日庆祝活动。

19. 见注释 1，第 xi 页。

20. Briefing, Lt Col Jonas Reynoso, DRAF, subject: Dominican Republic Sovereign Skies Brief to Counter Narcotics Trafficking 
Planning Conference [ 在打击毒品走私策划会议上简要介绍多米尼加共和国“领空行动”], JIATFS, 17 November 
2010. 

21. United States Southern Command, “U.S. Diplomats, Interagency Officials Discuss Western Hemisphere Security” [ 美国外交
官、跨部行动官员讨论西半球安全 ], 9 November 2011, http://www.southcom.mil/newsroom/Pages/U-S--diplomats,-
interagency-officials-discuss-Western-Hemisphere-security.aspx.

22. Briefing, Rear Adm Charles Michel, JIATFS, subject: Air Component Campaign Plan Briefing by Interim AFSOUTH Commander 
Gen Jon Norman presented to Gen Douglas Fraser [ 空军南方司令部临时司令官 Jon Norman 将军向 Douglas Fraser 将军
的汇报 ], 2 November 2011.

23. 同上。

24. 这些数字是根据美国弗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可卡因批发价（每公斤 2 万美元）。

25. 南方联合跨部特遣部队被视为跨部联合行动合作的最好典范，每年有 1 万多人前来取经。有关这支特遣部队开展
跨部合作的更多介绍，参看注释 9 中 Munsing and Lamb 的专著。

26. 关于增加空军支持的详细信息属于保密，但总体而言，现在北方联合特遣部队司令官拥有了美国空军资源与能力，
而在没有纳入空军协调小组之前，该特遣部队无法获得这些能力。

S·爱德华·博克斯，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S. Edward Boxx, USAF），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文学士，Embry-
Riddle 航空大学航空理科硕士，于 2009 年 10 月就任驻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的第 12 编号空军总部第
二分队指挥官。他曾任南部联合跨部特遣部队空中部队联合行动协调小组”（空军协调小组）组长，负责 4,200 
万平方英里联合行动区域内空军资产的整合。他是空战指挥管制官，拥有 3,474 小时飞行经验，并担任 E-8C 和 
E-3B/C 预警机教官 / 评估官，飞行过多次战时行动、应急行动、缉毒行动及联合参谋部指示的行动，包括“南方
守望”、“提供安慰”、“猛虎救援”、“复兴民主”、“伊拉克自由”、 “持久自由”和“高尚雄鹰”等。博克斯中校被
选为 2012 年度空军研究员，即将赴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担任教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