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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与阿富汗塔利班的选择
王  凤

20 年前，阿富汗塔利班（以下

简称阿塔）政权被美国及其西方盟

友一举推翻。20 年后，在驻阿美军

仓皇撤离的背景下，阿塔击败阿富

汗政府军，重新夺回全国政权。与

20 年前相比，再度夺权的阿塔向国

内外传递出迥然不同的政策信号，

极力展现温和、包容和开放等形象。

当前，阿塔已成为唯一能够驾驭阿

富汗全局的政治军事力量，如何深

入认识阿塔并评估阿塔的这些变化，

对于研判和把握今后阿富汗局势的

走向尤为重要。

阿塔的历史回溯

从 1994 年 崛 起 到 2021 年 8 月

15 日再次夺取全国政权，阿塔的发

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一 是 阿 塔 崛 起 与 初 次 建 立 政

权。阿塔崛起于 1994 年 7 月，当时

阿富汗正值冷战结束后的全面内战

时期。阿塔本意为“阿富汗伊斯兰

宗教学生运动”，成员最初由属于伊

斯兰教逊尼派的阿富汗普什图人组

成，他们大多是来自巴基斯坦境内

的阿富汗难民或宗教学校的学生。

当时，阿塔秉承“铲除军阀、恢复

和平、重建国家、建立真正的伊斯

兰政权”的宗旨，赢得饱受战乱和

军阀统治之苦的民众欢迎。1996 年

9 月，阿塔攻占首都喀布尔并建立政

权，1997 年 10 月改国号为“阿富汗

伊斯兰酋长国”，与阿富汗拉巴尼政

府并存，后者成为反塔利班的北方

联盟，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阿塔建立政权后，在国内外推

行极端政策。比如，要求男子缠头巾、

蓄大胡子，要求妇女披头巾、戴面纱，

禁止女性就业、女童上学，取消一

切体育和娱乐活动等。2001 年 2 月，

阿塔下令摧毁了世界著名的巴米扬

大佛。同时，阿塔经济上毫无建树，

毒品走私等黑色经济成为主要财政

来源。此外，阿塔还庇护涉嫌袭击

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的“基地”组织。

由于推行极端政策，阿塔在国内外

逐步陷入孤立。尽管如此，在 2001

年“9·11”事件前，阿塔在军事上

获得压倒性胜利，占据着阿富汗全

国 95% 以上的领土。

二是阿塔重组及与驻阿美军和

阿富汗政府军对峙。2001 年“9·11”

事件后，由于阿塔拒不交出幕后主

谋即“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美国于当年 10 月 7 日发动阿富汗战

争，迅速推翻了阿塔政权，赶跑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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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刚刚取得阿富汗控
制权的塔利班开展“胜利之力”
运动，其中大多数塔利班成员使
用的是美国车辆、制服和装备。
（IC photo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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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虽然作为一个政权被推翻，

但是阿塔并未销声匿迹。2002 年初，

当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阿富汗全力

推动战后重建之时，阿塔开始了战

略重组。这种战略重组大致经历了

三 个 发 展 阶 段 ：2002 年 初 到 2004

年，是阿塔秘密重组时期 ；2005 年

到 2010 年，是阿塔快速发展时期 ；

2011 年到 2020 年初，是阿塔与驻阿

美军及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分立与军

事拉锯阶段。

阿塔战略重组后对阿富汗和美

国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截

至 2009 年，阿塔已发展成为拥有数

万名成员、战斗力强悍、反美反政

府的政治军事组织。加之“基地”

组织等趁乱发展，阿富汗重新陷入

动荡当中。另一方面，美国为阿富

汗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内厌战

情绪不断高涨。2009 年奥巴马政府

上台后，决定从阿富汗撤军。2017

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加速撤军进

程。截至 2019 年底，驻阿美军已经

由 2012 年的 15 万人降至 1.3 万人，

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同步撤军。

三是阿塔与美国媾和并再次夺

取全国政权。在加快撤军的同时，

为保证美军的体面，特朗普政府开

始与阿塔媾和。2020 年 2 月 29 日，

双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和平

协议》。据此，美军将全部撤出阿富

汗，阿塔则保证不攻击或不支持其

他任何组织攻击美军及其西方盟友

目标，并与阿富汗政府和谈。2021

年 5 月 1 日，拜登政府开始最后阶

段撤军。阿塔则迅速由和谈转为武

装夺权。8 月 15 日，阿塔占领首都

喀布尔，夺取全国政权，阿富汗政

府土崩瓦解。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直到 8 月 30 日才完成撤军。

阿塔发生显著变化

当前，阿塔已成为唯一掌握阿

富汗全国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阿塔的组织结

构和领导层已悄然发生变化。再度

夺权后，阿塔还展现出温和化、宽

容性以及开放性等特点。

第一，与 20 年前相比，阿塔已

由单一组织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

同时形成第三代领导集体。20 世纪

90 年代，阿塔是一个高度统一的集

权组织，领导人奥马尔掌握宗教、

政治和军事大权。而当前，阿塔组

织结构呈现多中心态势。

一般认为，阿塔由 6 个“舒拉”

组成（舒拉，意为协商委员会，实

为掌握大权的政治军事单位），分别

是奎达舒拉、米兰沙舒拉、白沙瓦

舒拉、马什哈德舒拉、格迪江噶尔

舒拉、北方舒拉等。其中，奎达舒

拉是全国性组织，影响力最大，实

际上是阿塔的核心组织机构。奎达

舒拉下设三级领导层，分别是中央、

省级和区市级领导层。中央领导层

设有各级委员会，相当于部委，分

别管理军事、情报、政治、经济等

各项事务。三级领导层下设有地方

武装以及准地方武装。其他 5 个舒

拉可以与奎达舒拉相互协调行动。

而米兰沙舒拉，即“哈卡尼网络”，

军事战斗力很强，其领导人西拉杰

丁·哈卡尼还是阿塔现任最高领导

人毛拉维·海巴图拉·阿洪扎达的

副手。

迄今为止，阿塔已形成第三代

领导集体。第一代领导人奥马尔已

于 2013 年去世。2013—2016 年，毛

拉阿赫塔尔·曼苏尔为实际领袖。

2016 年起，阿洪扎达继任第三代领

导人，掌握宗教、政治和军事大权。

他是宗教学者，曾任阿塔前政权大

法官。阿洪扎达有三位副手。毛拉

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负责政

治事务，兼任阿塔驻多哈政治办事

处主任，一直负责与美国的和谈事

务。毛拉穆罕默德·亚库布是第一

代领导人奥马尔之子，掌握军事指

挥权。西拉杰丁·哈卡尼负责哈卡

尼网络。此外，高级大法官毛拉阿

卜杜勒·哈基姆，负责司法事务。

阿塔还设有领导委员会，称拉赫巴

里舒拉，实为最高咨询及决策权威

机构，大约有 26 名成员。

第二，向国内外释放积极、善

意的政策信号。阿塔夺取全国政权

后，立即向国内外释放了一系列新

的政策信号，体现出与 20 年前迥然

不同的冷静与克制，显示出一定的

温和性、开放性和宽容性。综合阿

塔领导人和发言人的讲话，主要包

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承诺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

架构，与阿富汗其他派别实现民族

和解。8 月 17 日后，阿塔开始与国

内其他派别广泛接触和谈判。此外，

阿塔还宣布，对阿富汗前政府全体

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行大赦，

承诺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 ；特赦

前总统加尼、前副总统萨利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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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声称，原谅阿富汗所有人，上

至反对阿塔的将军，下至普通民众。

二是愿意实施开放包容的社会

政策。8 月 19 日，阿塔发言人扎比

乌拉·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事务

应当由阿富汗人民做主，任何政府

在制定政策时都需要考虑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阿塔强调，允许女性工

作和学习，允许女性享有伊斯兰教

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

三是希望与国际社会建立良好

关系。阿塔强调，将保护各国驻阿

富汗所有使领馆以及外国公民的安

全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利

用阿富汗领土危害他国安全 ；为实

现经济快速发展，希望各国提供帮

助。阿塔认为中国在阿富汗和平、

和解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希望

中国能够为阿富汗重建作出贡献。

第 三， 与 国 际 社 会 良 性 互 动，

表现出反恐诚意。在与美国及其西

方盟友关系上，阿塔信守《和平协

议》，配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撤军。

从《和平协议》签署起到美国及其

西方盟友军队全部撤出为止，阿塔

信守承诺，没有攻击或支持其他组

织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从 8

月 15—30 日，阿塔也没有利用美国

及其西方盟友在最后撤军的混乱阶

段攻击后者，反倒提供外围军事保

护，协助后者完成撤军。

阿塔临时政府组成后，进一步

表现出反恐诚意。9 月 8 日，阿塔发

言人苏海尔·沙欣表示，如果其他

国家对安全问题有任何关切，可以

通过外交渠道或双多边机制向阿富

汗提出。沙欣还向中国表示，很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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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9日，阿塔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表示，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允许女性
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图为阿富汗女孩。（全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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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运”成员已经离开阿富汗，阿塔

已经对其剩余人员进行了“坚决警

告”，即不允许其继续留在阿富汗境

内。阿塔也不允许“东伊运”等组

织在阿富汗保留任何训练场、资金

筹集机构和士兵场所。9 月 8 日，阿

塔临时政府发表政策声明，再次强

调“阿富汗领土不会被用于危害任

何其他国家”。

 阿塔的改变是渐进的过程

再度夺权后，阿塔的确发生了

显著变化。结合历史与现实看，这

一过程是渐变的，而非突变。

过去 20 年，尤其是在实现战略

重组后，阿塔在牢固控制的阿富汗

东部和南部等区域内，开始采取措

施，整顿内部纪律，同时弱化高压

政策或极端做法。比如，禁止绑架、

酷刑、袭击学校等各种不法行为，

以此化解阿塔在普通民众中的负面

形象。阿塔多次颁布《行动准则》。

比如 2006 年、2009 年和 2010 年《行

动准则》，对诸如恋童癖、随意绑架、

劫掠、拷打或行贿等不法行为都进

行了严格限制。再如，过去 20 年间，

阿塔曾对阿富汗政府工作人员和为

驻阿外国军队服务的人员进行死亡

威 胁。 但 是，2010 年《 行 动 准 则 》

进行了一些调整。其规定 ：可以宽

恕那些不再为阿富汗政府和外国军

队服务的人员 ；对那些已经屈服并

对过去行为表示悔恨的人，也可以

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在一些区

域，还对愿意脱离阿富汗政府军或

愿意转变立场、加入阿塔队伍的人

员提供安全保护。阿塔这些自我约

束以及温和化的做法，在阿富汗东

部和南部一些地区确实收到了实效。

根据亚洲基金会的统计，2013 年，

阿富汗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民众

对包括阿塔在内的各种反政府势力

抱有同情和支持。

过去 20 年，阿塔发生的另外一

个显著变化，就是准确抓住美国撤

军时机，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媾和。

早在奥巴马政府决定撤出阿富汗后，

阿塔即开始与美国秘密接触和谈判。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尤其是从 2018

年起，阿塔与美国的接触和谈判从

秘密转为公开。阿塔多次派出高级

代表团赴卡塔尔首都多哈等地，与

美国代表及阿富汗政府代表进行谈

判。2020 年 2 月 29 日，阿塔与美国

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同日也与美

国的西方盟友达成类似协议。2020

年 12 月中旬，阿塔进一步与阿富汗

政府就民族和解与权力分享达成初

步框架协议。

那么，阿塔变化的动力何在？

从过去 20 年看，这主要来自阿塔希

望重新夺回政治权力、重建“阿富

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个政治目标。

阿塔一直声称，他们是阿富汗人民

唯一合法的代表，认为驻阿美军就

是“外来占领者”，而阿富汗政府就

是美国支持的“傀儡政权”。因此，

必须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赶出阿富

汗，必须推翻阿富汗政府这个“傀

儡政权”。为此，阿塔需要重新在阿

富汗境内立足，获得民众支持，以

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自我约束

以及温和化做法就成为一种必然选

择。同样，军事斗争是反美、反政

府的手段，和谈也是不可或缺的一

种方式。尤其在美国决定从阿富汗

战略收缩的前提下，阿塔借助和谈

方式，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

的。其中，阿塔政治负责人巴拉达

尔发挥了重要作用。

夺取全国政权后，阿塔还要继

续实现身份与地位的转型，因此迫

切需要处理好与国内各派、民众及

国际社会的关系。这种身份与地位

的转型，主要指阿塔需要实现政权

的合法化，为国内各派和民众所接

受，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具体而言，

这包括以下几个目标。一是恢复国家

和社会秩序，获取全国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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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中城市民众的支持。如果能

够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就可以将

军事胜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成

果，进而巩固政权。二是努力争取得

到西方国家和阿富汗周边国家等国

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便融入国际

社会。特别是如果能得到西方国家

的普遍认可，阿塔可能免于政权再

次被推翻的风险。三是争取获得国

际援助，以恢复经济秩序，化解包

括人道主义灾难等在内的各种危机。

既然如此，阿塔就有必要重新审视

之前的极端思想和做法，将其中不

合时宜或非常极端的因素要么剔除，

要么进行调整，以免遭到国内民众

和国际社会的厌恶与反对。

阿塔的变化或难触及其意识形
态和权力核心

阿塔呈现上述渐进性变化，反

映出在长远的政治目标推动下，其

能够结合现实需要对自身进行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和变化或难深刻触

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中心。

第一，阿塔再度掌权后虽然思

想成分更加庞杂且趋于温和化，但

或沿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混有阿富汗普什图族

的传统习惯法、南亚德奥班德学派

思想以及瓦哈比主义和萨拉非主义

思想等，特别是后 3 个思想具有一

定的共性成分。

这 些 成 分 是 ：要 求 正 本 清 源、

返回真正的伊斯兰教 ；严格遵循《古

兰经》和圣训，严格履行伊斯兰教法，

清除伊斯兰教当中的非伊斯兰因素 ；

通过这种途径，复兴伊斯兰国家和

社会。

鉴于此，阿塔组建的新政权也

体现出一定的神权色彩。2021 年 9

月 7 日，阿塔公布了临时政府组成，

并宣布阿塔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以

“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这样，

阿洪扎达不仅是阿塔的领袖，也是

国家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发表的

声明，相当于伊斯兰教的教令，对

阿塔以及今后的阿富汗事务都具有

至高无上的指导意义和约束力。

此外，根据阿洪扎达和临时政

府发表的声明，伊斯兰教法在国家

事务中将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阿

洪扎达向国人保证，将遵守伊斯兰

准则，遵守伊斯兰教法 ；塔利班将

信守所有不与伊斯兰教法相冲突的

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承诺 ；未

来所有国家事务的治理和民众生活，

都将依据伊斯兰教法进行管理。

第二，临时政府组成架构显示

出阿塔强烈的权力主导意识。在 9

月 7 日公布的临时政府 33 个职位中，

全部由阿塔成员担任，没有女性代

表，绝大多数政府成员为普什图族

人。其中，穆罕默德·哈桑·阿洪

德担任代理总理。他是阿塔前领导

人奥马尔的亲密战友，曾任阿塔前

政权外交部长、坎大哈省省长。他

还长期担任拉赫巴里舒拉的负责人。

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担任代理

副总理。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

2021年8月22日，外国军队进入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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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担任第二代理副总理。他曾担任

阿塔前政权教育部副部长，当时强

烈要求禁止女童上学。阿米尔·汗·穆

塔 基 担 任 代 理 外 交 部 长， 穆 罕 默

德·亚库布担任代理国防部长，西

拉杰丁·哈卡尼担任代理内政部长，

阿卜杜勒·哈基姆任代理司法部长。

第三，阿塔可能区别对待恐怖

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但较难与一

切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划清界

限。在阿富汗境内活跃着不少恐怖

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他们与阿塔

保持着不同性质的关系。有的是相

互竞争又相互协作的关系，有的是

伴生关系，有的是共生关系。比如，

阿塔仍然与“基地”组织保持密切

的盟友关系。20 年前，“基地”组

织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赶出了阿富

汗。但 20 年来，“基地”组织也像

阿塔一样，在阿富汗境内实现了重

组。当前，“基地”组织领导人仍然

效忠于阿塔领导人阿洪扎达。阿塔

的部分组织和成员，如哈卡尼网络，

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关系。阿塔领导层当中，不少人与“基

地”组织高层保持着私交。

但在上述重大问题上，阿塔仍

留有调整的余地。2021 年 9 月 28 日，

阿塔代理司法部长宣布，将临时使

用前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时

期的宪法，不过将修改其中与伊斯

兰教法和伊斯兰原则相违背的条款，

未来还将制订一部新宪法。值得注

意的是，查希尔执政时期宪法是阿

富汗 1964 年宪法，其中体现了君主

立宪制原则，一定程度上赋予议会

立法权和公民参政权。 

结 语

阿塔是阿富汗这片国土上生长

出来的政治军事力量，当前还是唯

一能够执掌阿富汗全国政权的政治

军事力量。阿塔能够再度掌权是其

长期坚持政治目标、长期坚持政治

军事斗争的结果。20 年来，为了将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赶出阿富汗、推

翻阿富汗政府并重建“阿富汗伊斯

兰酋长国”，阿塔也在结合现实需要，

不断对自身政策进行调整。这些调

整变化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同时

呈现温和化、宽容性和开放性等特

点，而且变化可能远不止于此。不过，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等重大问题

上，阿塔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阿

塔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今

后阿塔究竟能够走向何方，不仅取

决于阿富汗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更

取决于阿塔的抉择，即阿塔能否重

新定位自身并确立新的发展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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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1年8月31日在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拍摄的塔利班人员和民众。（新华社图片）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