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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20年“美国时代”终结
塔利班为何如此之快？

国际
2021年8月17日 星期二

05

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塔利班
代表在与阿富汗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
力”、阿总统加尼“出走”他国……一日之
间，阿富汗局势的发展急转直下，“游戏终
结”成为西方舆论的嗟叹。

人们记得，上世纪70年代，美国从耗
时20年的越南战争泥潭中心怀不甘地抽
身而去，越共闪电般解放了西贡，美国支持
的南越政权不久即灰飞烟灭。而今，“西贡
陷落”的历史在阿富汗重演，只不过其速度
之快超乎许多人的想象，尤其是对于主宰
了阿富汗20年的美国来说，“误判”的借口
颇为风行。

2001年10月，美国以打击“基地”组织
和塔利班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
班政权，看似取得了极大成功。20年后，美

军黯然撤离阿富汗，眼下正被迫仓皇撤离
最后的外交人员。美联社说，拜登政府对喀
布尔陷落之快感到“极其惊讶”，毕竟前几
天白宫还在鼓吹美国培训、装备了数十万
政府军，美方情报报告称塔利班可能需要
3个月攻占喀布尔……

“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在这场漫
长的战争中无功而返。20年里，2000多名
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丧生，数万人受伤，战争
耗资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阿富汗需要“无
底洞式”投入，是不得不甩掉的“包袱”。

“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国际形象和
信誉崩塌。20年过去，北约盟友跟着美国在
阿富汗转了一圈，出钱出枪出人，最终落得
一地鸡毛，再次证明当美国的“小跟班”没有
好果子吃。用法新社的说法，阿富汗变天意

味着“美国的形象散落一地”。
美国可以一撤了之，但留给阿富汗人

民的痛苦无穷无尽。20年来，阿富汗已有3万
多名平民被美军打死、炸死或因美军带来的
战乱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万，约1100万人
沦为难民。事实一再明证，美国是全球最大
的动乱输出国，其“唯我独尊、宁负天下”的霸
权主义政策已经制造了太多人间悲剧。

“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霸权走向衰
落的又一个转折点。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时风头无二，

“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20世纪末尝到轰炸
南联盟的甜头后，美国在21世纪初打响了阿
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尽显“舍我其谁”的
霸主做派。殊不知，天道轮回，穷兵黩武、称
王称霸不可能持久。 （新华社）

为何速胜 战场一败涂地 根源究竟何在

从8月6日开始进攻阿富汗各省省会到8月15日进入首都，塔利班
进军速度可谓效率惊人。相比之下，阿富汗政府军则是节节败退。

分析人士认为，塔利班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迅速夺取政权，有多方
面原因。首先是美国阿富汗政策的失败。从7月初美军在未通知阿政府
的情况下连夜撤出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到拜登8月10日有关阿政府军
必须为自己和国家而战的表态，都清楚表明美国急于从阿富汗撤军，
不会再投入军事资源抵挡塔利班。

这一方面打消了塔利班对美国军事干预的顾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
阿政府军；另一方面也让阿政府和军队感到失去后盾，抵抗意志尽失。此
外，阿政府军在以往作战中过度依赖美军空中火力、情报侦察和后勤补给
等支持，因此在失去美军这些支持后就丧失了正常作战能力。

其次是塔利班采取了正确的政治策略。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主任朱永彪指出，塔利班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拒绝与阿政府单独谈
判，指责阿政府是“美国扶植的傀儡”，而把自己定义为“反抗外敌的民
族力量”。塔利班还公布“大赦”政策，以打消政府军、官员等对塔利班
的恐惧心理，大大减少了抵抗阻力。

第三是阿政府自身存在许多问题。朱永彪说，阿政府不同政治势
力之间斗争不断，导致塔利班借机扩大势力。

与此同时，由于阿政府腐败问题严重且长期依赖外国军队支持，而以
美军为首的联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经常有误炸、虐杀平民等暴行，这
也导致许多阿富汗民众对与联军合作的阿政府感到不满。

局势复杂 政局风云突变 各方阐明立场

阿富汗总统加尼15日宣布，他已离开阿富汗，此举是为了避免流
血冲突。加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面临的是一个艰难抉择。如
果他坚持留下来，将有无数同胞被杀害，首都喀布尔也会遭到破坏，这将是
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民众惨遭杀害，他决定离开阿富汗。

针对阿富汗当前瞬息万变的局势，中东各国也是纷纷作出了回应。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15日当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

总统阿尔维共同出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艘轻型护卫舰的交接仪
式。在讲话中，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尽一切努力确保阿富汗及该地
区的稳定，愿与巴基斯坦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以防止大量阿富汗难
民涌入土耳其。

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外长扎里夫15日就阿富汗局势在社交媒体发文
表示：“暴力和战争就像占领一样永远无法解决问题。伊朗方面欢迎阿富
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发表的由阿富汗的领导人们组建协调委员会的声明。”

当地时间15日晚间，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阿富汗政府与
塔利班和平地交接权力。声明称，和平、顺利的权利过渡将为阿富汗各
方达成全面的政治和解铺平道路，最终实现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

变数仍存 变革已经开启 未来何去何从

阿富汗国内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塔利班已经控制了全国绝
大多数的领土，但由于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派别的国家，且喀布
尔等大城市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恐在未来一段时间迎来强烈的反弹。

据媒体报道，阿富汗当地已有反对塔利班的个人武装力量从城市转
向山区，再次与塔利班展开游击战。美国虽然名义上撤离了阿

富汗，但仍在该国保留了强大的情报网络，极
有可能再次为反塔利班的游击队提供支持。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单纯的军事方案难以
彻底解决阿富汗问题，但是，目
前塔利班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
胜利，对正在进程中的多哈谈
判未必会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
注。因此，有观点认为，未来阿
富汗有可能在塔利班全面掌权
后，再次陷入内战的泥潭。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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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15日，阿富汗政治局势风云突变，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离开该国。同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
罕默德·纳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入并控制了
首都喀布尔，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当地时间8月16
日，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塔利班武装人员占领了阿富汗
总统府。

分析人士表示，从目前形势看，阿富汗权力更迭已
成定局。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撤军，阿政府自身能力不
足以及塔利班采取的政治策略等因素，是塔利班在阿富
汗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外交部发言人就阿富汗局势
答记者问：

尊重阿富汗人民的
意愿和选择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就阿富汗局势回答
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阿富汗局势发展
很快，中方如何评价当前阿富汗
局势？

华春莹说，阿富汗局势已发
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
民的意愿和选择。阿富汗战乱已
经持续40多年，停止战争、实现和
平，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
一致心声，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
国家的共同期盼。

她说，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
汗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
业已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
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
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
使团安全。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
够得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
现平稳过渡，遏制各类恐怖主义
和犯罪行径，让阿富汗人民远离
战乱，重建美好家园。

有记者问：美欧等国都在紧
急撤离，中方有无撤馆计划？中方
人员在阿是否安全？

华春莹说，中国驻阿富汗使馆
仍在正常运作，中国驻阿大使和使
馆人员仍在履行职责。大部分在阿
公民在使馆安排下已经先期回国。
现在还有一些自愿留下的零星人
员，使馆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目前他们都是安全的。中国驻阿使
馆将继续密切关注阿局势发展，为
每一位在阿中国公民提供必要服
务和帮助。 （新华社）

随着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
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相继出逃，阿富
汗政府及阿富汗20年的“美国时代”，就
这样迅速且令人震惊地“仓促”结束了。

据美媒报道，塔利班的“雷霆之速”
显然让美国军方和政府措手不及。面对

“兵败如山倒”的局势，美国外交人员火
速选择了溜之大吉，留下了一堆“烂摊
子”。美国政府毫无担当可言的表现，无
疑引发了广泛质疑与批评。

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作为
主导了一场“具有羞辱性的最后行动”的
总统，拜登无疑将被载入史册。而在世界
政治舞台上，美国信誉已开始摇摇欲坠。

“美国是否还值得信任？”如今是其每一个
盟国正在审视的主题。

美国政客：将是拜登被载入史册的污点

在华盛顿，阿富汗政府的崩溃速度也
让拜登政府感到意外。美国政府官员称，他
们已经意识到，拜登将被载入史册——在
阿富汗战争漫长而痛苦的一章中，这位总
统主导了一场“具有羞辱性的最后行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就阿富汗
局势发表声明，称塔利班对阿富汗的迅
速占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
一”。特朗普写道：“乔·拜登在阿富汗所
做的一切都是传奇，这将成为美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失败之一！”
事实上，对于阿富汗政府军的溃败和

阿富汗国内形势的恶化，美国难辞其咎。20
年前，美国强行发动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
权，人为制造了阿富汗社会的分裂。20年
来，美国强行对阿富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
制度进行所谓的优化，则产生了“水土不
服”的不良后果。20年后，美国战略收缩后
的一走了之，又让阿富汗一夜回到从前。

美国政府高官近来多次信誓旦旦地
宣称阿富汗政府不会被击垮，因为阿政府
军与塔利班相比具有装备和人数上的明显
优势。因此，在塔利班以惊人的速度获胜
后，拜登政府在美国国内面临其上台以来
最为严重的舆论压力。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表
示，美国及其盟友原本在阿富汗维持着某
种均势，尽管这不是和平或军事胜利，但远
比目前的匆忙撤退战略和人道主义灾难要
好得多。美国政府重大的情报和政策失误
导致了目前的局面。

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16日在
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时说，阿富汗是西
方政策最大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盟国20年的努力一夜化为泡影。

错误预判：撤离再现“西贡沦陷”

阿富汗政府“闪电般”的垮台速度令

拜登政府感到震惊，对此，拜登政府的高级
官员们坦率地“承认”了这次错误预判。

“这是一场难以言喻的危机，”加利
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基·斯皮尔在
塔利班武装分子涌入喀布尔后表示，“这
是一次情报失误。我们低估了塔利班，高
估了阿富汗政府军的决心。”

然而，许多美国情报人员表示，事实
恰好相反——他们正确预测了喀布尔的
陷落。他们坚持认为，向决策者传达的关
键情报预估是：塔利班可以在几周内攻
陷该国并占领首都，而这基本上重复了
1975年的“西贡沦陷”。

“美国军方告诉领导人，塔利班不费
吹灰之力就能占领一切，”一位匿名的美
国情报官员表示，“但是没人相信。”还有
官员表示，情报人员曾警告美国领导人，
塔利班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9·11”袭击
后一直在喀布尔掌权，这次他们将迅速
取得全面胜利。

当地时间15日上午，美国国务卿安
东尼·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回避了大多
数有关美国政府误判的问题。即使在看
到喀布尔的视频实时显示直升机运送美
国官员到喀布尔机场后，布林肯仍然坚
持认为“这显然不是西贡”。他表示，事实
是阿富汗的国家安全部队已经无法保卫
国家，“而且这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

据报道，尽管所有美国驻外使馆都
有紧急疏散计划，但喀布尔的沦陷对其
相关计划造成了重大障碍。

当地时间15日，美国务卿布林肯称，
确保美国人的安全撤离是“首要任务”，并
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加倍努力”帮助曾为
美国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官员们说，他
们预计在未来一周内，这个数字将增加到
每天5000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王雅林

实习记者 胡艺玲 综合新华社

西方政策最大的失败
20年努力
化为泡影

美国
挨批

各方是否会成立过渡政府
阿富汗总统加尼15日宣布，为避免流血冲突，他已

离开阿富汗。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米
尔扎夸勒同日表示，政府之后将把权力移交给过渡政
府。截至目前，各方尚未宣布成立过渡政府的消息。此外，
关于此间媒体报道的米尔扎夸勒将任过渡政府负责人
的说法，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方面均未予以确认。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 15 日说，“已经组建
‘协调委员会’，为权力的和平过渡做准备”。

塔利班对卡尔扎伊的说法未发表任何评论。

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局势
16日上午，当地银行、大型商场仍关门歇业，街道上车辆

和行人较少，电力供应、电话和网络信号不稳定。在喀布尔市
内，仍能听到零星枪声。喀布尔机场外有大量试图离开的阿
富汗民众，载有外国外交人员的直升机密集起降，喀布尔机
场仍比较混乱。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美军当天向闯入
机场跑道的一些阿富汗人开枪，造成至少3人死亡。

分管政治事务的塔利班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
尔15日晚表示，塔利班近期取得的胜利超出预料，塔利班下
一步将面临确保安全稳定和给国民带来福祉等考验。

“喀布尔陷落”，敲响美国霸权衰落的丧钟国际时评

塔利班组织占领阿富汗总统府 图据NBC新闻

▼8月15日在阿富汗拉格
曼省米特拉姆拍摄的塔利班武
装人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