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人只要走进伊拉克空军第二中队

在塔吉空军基地的休息室，就可能

看到一群飞行员坐在一起，一边交谈一边用

右手瞄准左腕手表 6 点钟方向做模拟飞行动

作（飞行行话“打手表”），不时从瓷杯里呷

口茶水，一如世界各地飞行中队休息室常见

的情景。再仔细一看，会发现飞行员中有半

数是美国人。此时此刻，也许他们正在总结

刚完成的监视输油管线的任务，激烈辩论一

旦遭遇肩射导弹攻击，如何做出更好反应和

保持编队飞行。到了下午 2 点，仿佛收到信

号一样，供电中断，讨论随之结束。联军飞

行员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继续伏案几个小

时，为第二天的活动做准备。总之，这就是

联盟空军作战顾问的日常工作，一天又一天，

他们努力帮助伙伴国家建设空中作战能力。

回顾 1990 年 8 月，伊拉克还拥有世界

第六大空军。1 与其宿敌伊朗缠战将近十年，

伊拉克空军可谓身经百战，装备了当时世界

上一些最先进的飞机。2 然而经 1991 年海湾

战争一役，伊拉克空军大部分飞机灰飞烟灭，

又经历随后十年联合国制裁和禁飞，曾经风

光一时的伊拉克空军不断萎缩和凋零，不出

所料地每况愈下。到“伊拉克自由”作战行

动的几场主要战役结束时，伊拉克的飞机、

防空系统、重型设施维护能力以及指挥与控

制结构都已荡

然 无 存。3 只

剩下几条布满弹坑的跑道和对 1991 年前辉

煌时代的遥远记忆。

2003 年 8 月 18 日，驻伊拉克联军临时

管理当局颁布第 22 号命令，授权建立新的

伊拉克武装部队，包括新的伊拉克空军。4 但

是，单靠授权文书并不能建立空军，必须要

有飞行员，要有合适的训练、教育、经验，

以及能够整合各种要素的资源，这些要素包

括 ：具备技术素质和心理素质的伊拉克官兵、

充分的基础设施、适合作战任务的飞机，以

及部署和维持一支可信的空军所需的所有相

关训练系统和技术文件。尽管驻伊拉克联军

临时管理当局宣布了这个决定，而且美国在 

2005 年 1 月慷慨赠送了三架 1960 年代的 

C-130 运输机，但是直到 2005 年 10 月，美

国中央司令部空军的一个评估小组终于能够

进入伊拉克进行现场勘测。5 这个评估小组

包括来自美国空军各部门的职能专家，他们

很快完成了评估任务，并在两个月后发布了

一份飞机比较研究报告，提出若干建议，阐

述如何能够更好地组建、训练和装备伊拉克

空军，以有效地满足伊拉克政府的需求。6 那

份研究报告是伊拉克空军与美国空军合作关

系 的 基 础 文 件， 也 是 联 盟 空 军 过 渡 部 队

（CAFTT）使命的基石。7

在平叛作战环境中与敌方武装分子交战

并取胜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训练和部

署有充分作战能力的东道国安全部队。8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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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法可产生双重效果，既可提升东道国政

府的合法性，又可减少动用国际部队 / 联军

的需求，而后者在东道国的存在往往只会给

叛乱局面火上加油。9 CAFTT 的责任是协助

伊拉克政府建立和部署一支能帮助其平息叛

乱的空军部队，同时为这支空军部队打好基

础，使伊拉克政府在今后能借助其空军保卫

国家主权。建立空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而在战争期间建立空军，更是难上加难。

本文无法全面介绍 CAFTT 在伊拉克的

各种努力，只能择其重点开展讨论。但是 

CAFTT 针对伊拉克空军面临的独特挑战所采

用的建军做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

美国空军今后需要帮助某个有困难的国家建

立或重建空军部队，这份建军经验将能提供

良好指导。本文讨论 CAFTT 建立的三条作

战线和积累的经验教训，文中列举一些行之

有效的实例和目前仍然约束快速进展的若干

挑战。最后，尽管 CAFTT 是一个建立不久的

单位，本文仍提出若干基本建议，以期对空

军作战顾问上岗前的训练有所帮助。

计划的重要性

CAFTT 在常规军事活动的战略、战役和

战术层面同时运作。空军顾问们与伊拉克空

军司令官及其参谋班子一道，制订发展、部

署和维持伊拉克空军所必需的规划与管理流

程和实施方法。这些顾问还与伊拉克空军作

战司令部的人员合作，加速规划和建立一个

实用的空中作战中心及有效的指挥控制系统，

并且引导制订在战役层面运作所必需的流程

和程序。另外，来自几乎各个专业领域的 

200 多名美国空军人员每天在飞行现场、维

护机库和教室里工作，在巴士拉、基尔库克

和其他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

们的工作包括在战术层面提供评估、训练、

咨询和协助，并且扶持羽毛未丰的伊拉克空

军的作战行动。10 这些工作的协调需要花费

很多精力，当然，也需要有一个统筹计划。

诚如一个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说 ：“千里之行

始于第一步和一个计划。”CAFTT 的规划人

员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确立了共同的目标，

藉以协调和同步执行 CAFTT 的所有工作（图 

1）。

 这个计划的要旨体现在 CAFTT 的使命

声明中 ：“建立一支能进行持续作战的伊拉克

空军部队，近期内注重平叛作战以打败恐怖

分子和创建稳定环境，同时奠定保卫领空主

权的条件。”11 在这个声明的基础上，CAFTT 

指挥官提出进一步的意图，要求 ：

建立一支能为保卫伊拉克持续作战的可

信空军部队。当前的要务是让伊拉克空

军上天，建设其作战能力（武器系统、

训练系统和基础设施），以及其管理和指

挥控制能力。中长期的要务包括创造保

卫伊拉克领空主权、获得持续作战和国

土防卫能力的条件。通过训练、咨询和

辅导等途径，引入和维持西方在伊拉克

空军中的影响。12

为了落实这个意图，我们通过使命分析

提出了下列目标 ：(1) 建军、训练、教育和维

持空中作战能力 ；(2) 培养军人责任感 ；(3) 

开展昼 / 夜 / 全天候平叛作战 ；(4) 向伊拉克

政府提供国土防卫能力。

若要实现这些目标，CAFTT 必须在三条

作战线上同时并进 ：(1) 推行传统的建军—训

练—教育—维持工作 ；(2) 开展战役层面平叛

行动 ；(3) 把空军建设成能保卫伊拉克领空主

权的部队。这三条作战线相辅相成，在一定

的程度上相互平行，但是 CAFTT 在第一阶

段把重点放在第一条作战线的建设上，即建

军、训练、教育和维持空中作战行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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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作战线——建军、训练、教育、维持

     第二条作战线——开展平叛作战

     第三条作战线——建设国土防卫能力

• 初步运作能力(IOC)——空军训练学校

• IOC——平叛作战中的非动能打击能力
• IOC——平叛作战中的动能打击能力 • FOC——平叛作战能力

• IOC——领空控制能力
• 交付——第一架空防飞机

• IOC——国土防卫能力

• IOC——飞行训练学校
• IOC——空中作战中心

• 全面训练能力——空军训练学校和飞行训练学校
• 全面运作能力 (FOC)——空中作战中心
• FOC——空军训练学校
• FOC——飞行训练学校

• FOC——战斗机基础学校
• IOC——建立战斗机基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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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信的伊拉克空军部队

2008 年初，重点转移到将可信的空中作战能

力应用到持续的平叛作战行动。国土防卫能

力则需要多年努力逐步建成，并需要伊拉克

政府真正提供支持。在伊拉克空军能够独立

执行这项使命之前，联军的空中力量将需要

继续发挥作用，使持续作战行动所需的同步

和整合能力保持在必要的水平。

第一条作战线：建军、训练、教育、维持

尽管这条重要的作战线需要多年时间才

能完全落实，美国空军与联盟伙伴全面合作，

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军队重

建工作确实是从零开始。如前所述，伊拉克

空军实际上在 1991 年已成一具空壳，在 

2003 年联军入侵之后正式解体。驻伊拉克联

军临时管理当局接触了伊拉克空军原有的一

些军官，以他们为主组成新的伊拉克空军参

谋部的核心。这些军官经过适当的甄别和筛

选之后，又联系了更多的空军旧部，劝说他

们重回空军。新成员招募在 2007 年认真起

步。显然，伊拉克空军能否形成可信的空中

作战部队，取决于能否招募和留住合格人才。

目前的计划显示，到 2007 年底，伊拉克空

军的兵力从 1,000 人增加到 2,900 人，然后

到 2008 年底再翻一番，增加到将近 6,000 

人。为了支持这么快速的增长，伊拉克政府

和美国已经投入三亿美元，用于在伊拉克空

军的四个主要基地建造必要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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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可信的空军部队的最大挑战在

于人才。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招募正

确的人员，并给予正确的训练和正确的装备，

对于伊拉克空军成功重建至关重要。在这个

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招募、教育、训练和

整合具有必要技术水平的人员是一项非常困

难的工作。尤其是，识别和培养高素质领导

人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填补各

种岗位空缺，我们鼓励伊拉克空军领导人去

主动接触旧空军人员。遗憾的是，重新加入

伊拉克空军的飞行员的平均年龄是 43 岁左

右，而且大多数飞行员的最后一次飞行经历

是在 1991 年 1 月，驾驶的飞机通常是某个

型号的米格机。显然，把以前的飞行员重新

招募入伍不是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填补缺

口的唯一可行方法是招募和训练新生代飞行

员，只有这样，CAFTT 才能改变伊拉克空军

的文化，对其产生持久的影响。

招募合格应征者的工作开始后，驻塔吉

基地的第 370 远征顾问训练中队担当起建立

训练和任命军官生全套程序的艰巨任务，原

来的伊拉克空军训练学校就设在该基地。

2007 年 3 月，第 370 中队的五名成员在阿

洛斯塔米耶的伊拉克军事学院（这是伊拉克

的顶尖军事学院，经常与英国的桑德赫斯特

皇家军事学院相比，被称为“沙漠中的桑德

赫斯特”）开始讲授空军军官课程。为了尽快

培 养 出 年 轻 军 官 解 决 严 重 的 人 才 缺 口，

CAFTT 制订了一套军官训练计划，此计划获

得伊拉克国防部的批准，为期六个月，类似（美

国）军官训练学校的做法，学员是拥有工程

技术学位的大学毕业生。2007 年 5 月，来

自德州拉克兰空军基地的一组军事教官开始

对 62 名“贾努德”（伊拉克语，即“飞行员”）

进行基本军事训练。教官们还另外创办了一

个计划，使伊拉克空军能招募到高素质的应

征者，直接授予准尉军衔，以此解决士官紧

缺问题（准尉是伊拉克最高的士官军衔）。

在招募军官生程序逐渐成形的过程中，

第 370 中队的另一些成员集中精力建立基本

技术训练程序。13 我们年轻有为的军官和经

验丰富的士官按照这套程序创建了伊拉克版

的美国空军第 2 航空队，负责提供基础军事

和技术训练。14 这个基本技术训练机构隶属

于伊拉克空军训练学校，提供从空中情报应

用到失事飞机火灾救援的大量不同课程。美

国空军从各部门精心挑选了一组专家，为他

们讲授美国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提供的基

本课程。但是在讲课之前，教官们参照伊拉

克空军的设备和程序，对教材做了全面修改。

教官们面临在国外教学的各种挑战，需要把

幻灯片翻译成阿拉伯文，需要口译员配合讲

课，需要随时注意两国在教育体制和学习方

式上的不同。此外，教官们还对每门课程进

行必要的调整，确保其能提供伊拉克空军所

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他们与 CAFTT 和

伊拉克空军参谋部的相关人员合作，并借助

战场上各领域专家的持续反馈，成功地调整

了课程和教材。这套训练程序从临时编写开

始，由一个称为训练整合工作组的组织多次

定期开会讨论修正，最后定型。

2007 年 10 月，飞行训练学校在基尔库

克成立，至此，伊拉克空军的训练建制全面

形成。第一堂课只有几名学生，但按照结构

设置和设计能力，到 2008 年底，飞行训练

学校将能每年培养 130 名新飞行员。学员从

乘坐“塞斯纳 172”型飞机参加基本飞行甄

选开始，逐步升级到中级和高级训练，学习

驾驶旋转翼或固定翼飞机。伊拉克空军领导

人知道，空军能否建成可信部队，取决于能

否培养出本国飞行员，因此他们物色了几名

有可能成为教官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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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T 不仅建设学校提供正规空军训

练，还担当更传统的空军顾问的任务，此类

任务通常由第 6 特种作战中队的飞行作战分

遣队执行。在此环境下，我们的飞机保养技

师和保障人员—— 连同陆军、海军陆战队和

空军飞行员——与伊拉克空军人员共同驾驶、

维修和保养设备及各个基地的基础设施。15 

这些顾问不仅执行训练任务，还起着领导示

范作用，希望将此以身作则的作风传给伊拉

克空军。

截至 2007 年 2 月，伊拉克空军已经建

成数支飞行中队，驻扎在四个基地，由空军

参谋部直接指挥。伊拉克空军缺少战役层面

的指挥控制能力，无法协调或按轻重缓急使

用其有限空中资产。为了填补这个缺口，

CAFTT 的空军顾问们与伊拉克空军合作，建

立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空中作战中心，与新成

立的伊拉克空军作战司令部一起设在胜利基

地大楼内。空中作战中心在该年 4 月初步形

成运作能力，随后完全整合到伊拉克联合部

队的联合作战中心，每天指派多项任务，包

括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

挥官（CFACC）的每日空中任务命令执行 C-130 

飞行任务。

随着伊拉克空军的作战能力逐渐增强，

实际作战任务越来越多，要想保持训练越来

越困难。保持训练是着眼长远效果，有助于

建立一支能力和效率俱佳的空军部队，而执

行作战任务则可对平叛作战立即做出贡献。

这种微妙的平衡难题每天都有发生。空军作

战顾问往往一边执行飞行作战任务，一边训

练飞行员。随着伊拉克空军不断提高其作战

任务执行能力和可信的战斗力，其承担的任

务也越来越多，也许很快就超过其负荷能力。

第二条作战线：开展平叛作战

CAFTT 的行动计划由三个明显的阶段组

成。第一阶段是建立伊拉克空军作战能力，

一直持续到 2008 年 12 月底。该阶段的主要

任务指标是培养平叛作战中的非动能打击能

力，重点是执行战场机动和情监侦任务，与

此同时，也要培养这支空军形成初步的动能

打击能力。

伊 拉 克 的 一 些 邻 国 慷 慨 捐 赠 了 几 架 

Seeker 和 CH-2000 飞机，以期帮助重建的伊

拉克空军飞上蓝天，但是直到获得上文所述

的美国空军赠送的 C-130 运输机，伊拉克空

军才有能力执行传统的空中任务。到目前为

止，这些飞机已执行了多种任务，例如人道

救援、病员转运、囚犯运送、贵宾搭载、部

队调动和后续补给。最近，伊拉克飞行员驾

驶 C-130 运送了几营伊拉克陆军部队增援法

达夸农作战行动，还为埃比尔地震灾区和苏

莱米尼耶霍乱疫区运送了人道救援物资。16 

对伊拉克空军 C-130 飞机最常见的需求是搭

载贵宾和高层政府官员。一般认为，平叛作

战的重心是争取东道国的民心。搭载贵宾可

使这些官员产生自豪感和尊严感，也可激励

民众的信心。民众看到印有伊拉克旗帜的 

C-130 飞机、UH-1 “Huey” 直升机或 Mi-17 直

升机，爱国激情油然而生。无论是在开阔的

足球场踢球、在拥挤的商场购物或是在住宅

屋顶平台聊天，伊拉克民众只要看到“他们

自己的”飞机，都会停下来抬头张望，带着

骄傲的微笑向飞机挥手致意。可信的空军部

队不仅是一支区域军队或警察部队，也为那

些寻找共同信念的民众带来民族自豪感。

最近，伊拉克空军又接收了六架“休

伊 -II”直升机，而且根据计划，到 2008 年

底将总共拥有 48 架。这些直升机中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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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组成驻守塔吉基地的第 15 中队，该中

队接受特殊训练和装备，能向伊拉克特种作

战部队提供快速响应和机动能力。目前，该

中队正在接受此等能力训练，将可显著增强

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效率，使他们具有立体

作战能力，并能快速运送兵员以获得预期效

果。塔吉基地另有几架特殊装备的 Huey 直

升机，可执行伤病员后送任务，支援持续的

平叛作战。最近交付给伊拉克空军的一个 

Mi-17 直升机队具有中等空运能力，将使伊

拉克陆军能从塔吉全国后勤基地获得急需的

供应物资和设备，从而避免不必要地派遣运

输车队在布满路边炸弹的运输线路上冒险。

伊拉克空军综合使用 Seeker、CH-2000 

和特殊改装的“赛斯纳大篷车”飞机，执行

监视和侦察任务，提供实时态势感知，支援

伊拉克石油部和电力部保护关键的石油和电

力输送基础设施。2007 年 7 月 11 日，伊拉

克空军第 70 侦察中队指挥官卡利姆上校驾

驶一架 CH-2000 从巴士拉起飞，不久看到沙

漠中间有一大块油污区——显然有人盗油。

他飞近该区域，发现有一群盗油者在输油管

道上打了一个洞，正把漏泄的石油抽入停在

旁边的油罐车。卡利姆上校设定了一个监视

圈，然后通知中队其他成员，后者联系了伊

拉克警察。他在战斗位置盘旋，执行实时监视，

引导警察到场，直到警察逮捕了那些嫌疑分

子为止。伊拉克石油部估计，盗油行为导致

伊拉克政府每年损失约 100 亿美元。这些胜

利成果虽小，却能提升伊拉克空军的可信度，

而且向伊拉克政府提供了迫切需要的任务。

目前，CAFTT 的计划管理人员与伊拉克

空军领导人合作，期望通过国外军售计划获

得若干飞机，以扩大伊拉克空军可支配的作

战效应范围，包括使用枪炮、火箭或——最

终利用——精准制导弹药实施动能打击。随

着伊拉克空军逐渐拥有这些动能打击作战能

力，CAFTT 的工作重点将从建成初步作战能

力转移到维持持续作战和训练。

第三条作战线：建设国家领空防卫能力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能力保卫其领空，就

算不上是名副其实的主权国家。国土防卫的

要素包括领空控制、空中防卫和空中拦截。

随着伊拉克政府渐趋稳定和部署有能力进行

平叛作战的安全部队，驻伊拉克多国联军将

逐步减少在伊拉克的驻军人数和范围。在空

中力量领域，在伊拉克政府能够执行空中交

通管制和气象雷达操纵等基本功能，或防空

等较为高级的功能之前，美国空军和其他联

军航空部队指挥官所指挥的多国空中资产将

继续填补缺口。要想建立一支能担当国土防

卫任务的空军部队，需要国家下决心，也需

要配置合适的资源，保障人员和设备必须到

位，具备了这些核心因素之后，这支部队才

能正常运作和维持下去。只有伊拉克政府及

其领导人能够决定他们将在什么时候对这些

作战能力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到什么程度。

几点实际体会

最重要的是，美国空军官兵必须从行动

一开始就注重宣讲空中力量的作用。我们作

为空军，知道这场战争成功的关键不完全在

于联军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数量，也在于联

军所产生的整体作战效应。17 联军中有些人

也许没有充分了解空中力量带给平叛作战的

内在和广泛的作战能力。那么，所有的空军

官兵，无论职位与专业，都有责任宣讲空中

力量，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解释空中力量在平

叛作战中的关键作用，知道如何在平叛作战

中发挥空军与生俱来的速度、距离、灵活性

和机动性，以保障作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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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规，外国内部协防职能由陆军特

种部队担当，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则派遣特

别作战航空顾问，这些顾问最近是从第 6 特

种作战中队选派。特种作战部队的一个特点

是，运用严密的选拔程序逐个挑选具有特种

作战卓越潜力的战士，将他们投入广泛的、

极为严格的训练，然后派到实战环境中执行

首次任务。鉴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对特种作战

部队的需求不断增长，目前规模的特种作战

部队也许很快就无法满足外国内部协防使命

的需求。

今后几年，外国内部协防的任务将越来

越重，美国空军是否已为承担这些任务做好

准备 ? 在作战环境下那些兵员配备极少的职

能领域中，我们必须选派拥有合适技能组合

和背景的人员来填补相关岗位。长远而论，

美国空军也许会决定建立一支经过特殊训练

和拥有特殊装备的大型常备军事顾问部队，

藉以执行此类任务 ；但是在短期内，我们必

须继续按照需要从现有兵员临时选派人员执

行这些特殊任务。18 这样的现实急需我们对

今后的军事顾问甄选流程和训练程序进行重

大改革。在阿拉伯文化中，一个人的人脉关

系越广，办事能力就越大（而人脉关系需要

花时间发展），因此今后军事顾问在阿拉伯国

家的服役时间长度应该与其合适的任务目标

一致。美国空军必须调整其人事制度，以能

有效地选拔出具有胜任这些关键任务潜力的

人员 ；而且，这些人员需要一进场就能起跑，

能够立即跑马拉松。

鉴于大多数军事顾问将来自常规部队，

美国陆军为他们建立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计

划。训练课程在预定出征时间前两个月开始，

地点在堪萨斯州赖利堡，教员是刚从战场回

国的军事顾问，他们带回许多新知识和新经

验与即将赴任的学员分享。集体受训有助于

军事顾问小组在出征前就有机会互相熟识，

建立团队，发展进入战区后可善加利用的关

系。随后有五天时间在科威特过渡，接受附

加的特殊战术训练，包括车队安全和作战救

生。陆军军事顾问进入伊拉克后，第一周在

塔吉基地的凤凰军事学院接受训练，听取驻

伊拉克多国联军指挥官及其高级参谋的任务

简述，并与一些特定领域专家交流，其中包

括即将离任的顾问小组成员。该军事学院的

训练内容包括各种课程，例如联军和伊拉克

安全部队的组织结构、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政

策和作战程序、高级平叛作战和顾问技能，

以及关于叛乱分子使用的最新战术 / 战技 / 战

规的附加讲解。19

CAFTT 的上岗前训练程序一直在调整。

第一批顾问接受的是为期五周的定制训练 ；

随后几批顾问只接受了为期一周的中东任务

简述课程 ；最近这一批顾问接受了为期两周

的、基本上为作战和车队指挥官设计的训练。

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随时收集每一批顾问

的反馈意见，不断调整上岗前训练的时间长

度和课程重点。在设计这些训练时，美国空

军必须进行风险和回报评估，以在两类技能

培养目标的互相冲突中做好平衡，因为作为

军事顾问，他一方面必须具备一些特别的技

能，生命危急时刻可能派上用场但难得一用，

另一方面必须具备各种普通和实用的技能，

构成履行其顾问职能的核心能力。

为了确保训练取得好成效，我们必须根

据实际情况继续调整今后的顾问训练，使其

适应独特环境的挑战和现实，以及特定的任

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培养文化差别意识。20 

作为军事顾问，不可局限于学几个关键单词

或短语，满足于立即获得对方好感，而必须

学会理解几种不同的视角 ：例如他们对伊拉

克对应方有什么看法、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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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对应方如何看待这些顾问、如何看待

自己，等等。21

今后的军事顾问若要更好地了解其伊拉

克对应方，必须对中东历史有全面的了解，

特别是伊斯兰教发展史和阿拉伯历史——这

两者是不一样的。22 对部落社会的基本了解，

尤其是对社会关系网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在

这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起作用的各个重叠和

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军事顾问如果能看到

正式的官僚体制背后的非正式关系网，则能

更有效地理解和影响伊拉克空军相关人员的

行为。军事顾问可事先参加一些角色排练活

动，包括通过口译员讲课，与从小接受阿拉

伯文化熏陶的人士交流和谈判，等等，通过

这些情景训练，将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跨文化

沟通技能。23

空军顾问的职责是帮助伊拉克空军建设

成一支有效的平叛作战部队，因而必须知道

和了解平叛作战环境的一般原则和空中力量

的具体应用。24 目前，美国空军缺乏可用于

引导建立平叛作战空军部队的作战准则框

架。25 最近发布的空军作战准则文件 AFDD 

2-3《非正规战争》（2007 年 8 月 1 日）和 

AFDD 2-3.1《外国内部协防》（2007 年 9 月 

15 日）迈出了制定创建初生空军部队所需的

作战准则框架的第一步 ；但是，对“建设伙

伴关系能力”（Building Partnership Capacities）

的具体使命领域需要进一步考虑，也许需要

单独制定一部作战准则。

CAFTT 的大多数空军飞行顾问未曾在第 

6 特种作战中队服役，有几个顾问甚至从未

学过基本战术。他们进入伊拉克，但是缺乏

在作战环境中执行任务所需的基本技能，更

谈不上训练伊拉克飞行员在这种环境中作

战。空军飞行顾问需要在美国本土接受战术

飞行训练，以避免在战场花费过多的时间学

习技能和消耗东道国有限的飞行时数。美国

本土训练中应予坚持的最起码要求应该包括

扫射模式练习、戴夜视镜做编队飞行、低空

威胁分析等。飞机机械师在伊拉克将接触到

五花八门的一般用途飞机，有许多飞机他们

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向机械顾问提供机体和

动力装置维修保养商业证书课程，不仅有助

于提高这些机械顾问的素质，而且能吸引潜

在的志愿者。

美国空军不可再将顾问使命视为特殊的

小任务，必须将其视为空军二十一世纪的核

心职能之一。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显示，对

高素质顾问部队的需求将在近期内显著增

长。26 若要有效地把握这些机会，需要有一

部周详的作战准则，阐明除了美国空军独特

的作战能力之外，空中力量如何能够对平叛

作战做出贡献，并且重点阐述如何协助初生

的空军部队形成平叛作战能力。美国空军应

该向未来的顾问们提供必要的一般技能和特

殊能力训练，使他们能胜任工作。为了确保

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空军还必须提供充裕的

人力和资源。

结语

伊拉克因叛乱、恐怖活动和部族冲突而

陷入深重灾难，具备一个衰败国家的种种特

征。27 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将来的命运。但是，

空军官兵知道，任何国家或政府如果没有能

力控制和保卫其领空，则算不上是名副其实

的主权国家。新形势要求空军能够在伊拉克

这样的复杂环境中对整个作战频谱中的各种

作战做出响应，而我空军目前这一代官兵所

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与这种要求有着本质的区

别。但今天的空军官兵和前辈一样，正在迅

速调适自己，积极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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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完全能够防卫其领空主权之前，

以美国空军为首的联军空中部队很可能需要

继续协助伊拉克空军维持空中保护伞。与此

同时，CAFTT 成员将继续执行当今空军部队

中最具挑战性、最令人振奋、潜在回报最高

的任务之一。28 建设伙伴国空军能力是一项

使命，要想真正打赢任何非正规战争，必须

将这项使命纳入为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为

此，美国空军必须利用 CAFTT 获得的经验

和教训，并思考如何将这项使命能力建设制

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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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eaching Globally, Reaching Powerfully: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e Gulf War: A Report, September 1991” [ 到达全
球力盖全球 ：关于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的报告，1991 年 9 月 ], 28 August 1997,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
library/report/1991/desstorm.htm.

2.  关于两伊战争经验教训的更多信息，请参看 Maj Ronald E. Bergquist, The Role of Airpower in the Iran-Iraq War [ 空中力
量在两伊战争中的作用 ], (Maxwell AFB, AL: Air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1988), http://www.maxwell.af.mil/au/aul/ 
aupress/Books/Bergquist/Bergquist_B25.pdf.

3.  “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结束后曾有一篇精彩的报道，请参看 Kevin M. Woods with Michael R. Pease, The Iraqi 
Perspectives Report: Saddam's Senior Leadership on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rom the Official U.S. Joint Forces Command 
Report [ 伊拉克视角报道 ：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官方报告阐述的萨达姆政权高层领导人对“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看
法 ],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4.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Order Number 22: Creation of a New Iraqi Army” [ 驻伊拉克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第 22 号
命令 ：建立新的伊拉克陆军 ], (Baghdad, Iraq: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18 August 2003), http://www .iraqcoalition.
org/regulations/20030818_CPAORD_22_Creation_of_a_New_Iraqi_Army.pdf.

5.  关于 CAFTT 使命产生过程的详细阐述，请参看 Michael Bauer, Training the Iraqi Air Force: Lessons from a U.S. C-130  
Advisory Mission [ 训练伊拉克空军 ：美国 C-130 顾问任务的经验教训 ], Policy Focus no. 71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ugust 2007).

6.  Operational Assessment of the Iraqi Air Force [ 对伊拉克空军的作战评估 ], (Shaw AFB, SC: US Central Command Air 
Forces, 30 October 2005).

7.  CAFTT 隶属驻伊拉克多国联军安全过渡司令部（MNSTC-I），后者是驻伊拉克多国联军（MNF-I）的一个主要组成部
分，而驻伊拉克多国联军归美军彼得雷乌斯将军统领，他过去曾经是驻伊拉克多国联军安全过渡司令部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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