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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已定

据塔吉克斯坦“亚洲之声”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加尼在一些阿富汗
官员的陪同下已前往塔吉克斯坦，此后还将前往其他国家，但尚不清
楚其下一步行程。这一消息尚未得到阿总统府方面证实。

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阿卜杜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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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下一步面临着确保安
全和给国民带来福祉的考验。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1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阿富汗已组建一个
“协调委员会”，为权力的和平过渡做准备，并负责维护安全、法律和秩
序。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 4月宣布，驻阿富汗美军 5月 1日开始撤离，9
月 11日前完全撤出。7月 8日，拜登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
将于 8月 31 日结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攻势更加迅
猛，不断攻占各主要城镇。

为何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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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号称“赫拉特之狮”的地方武装领导人伊斯梅尔·汗曾在
2001年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但塔利班近日将其劝降，顺利拿下
了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此举也令不少其他地方武装纷纷归降。
对于曾为美军担任翻译的阿富汗平民，塔利班也公开表示不会伤害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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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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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年来，美国为支持阿政府军投入超过 880亿美元，然而后者
却在装备简陋的塔利班武装的攻势下溃不成军，许多政府军部队甚至
不战而降，就连首都喀布尔都未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塔利班控制。

美国专家对拜登政府的撤军政策普遍提出严厉批评。美国卡内
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摩根·卡普兰表示，无论外界是否认同拜登
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都不得不承认此次撤军在执行层面无疑是
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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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都有一个目
标，即结束美军在阿富汗的长期存在，但两人都未能通过正确的方式
来实现目标。他们都要求美军迅速撤离，而不是以军事存在为筹码促
使塔利班遵守去年达成的多哈协议，因此加速了阿政府的崩溃。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约翰·奇普曼也指出，美军和北约联军
在“撤出战略”中只突出了“撤出”，而忽视了“战略”。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的詹姆斯·坎宁安表
示，拜登政府原本可以选择有条件撤军，但却做了错误的选择。这损
害了美国和盟友以及地区的安全，也损害了美国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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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自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阿安全形势

日趋恶化，阿富汗塔利班加大攻势。下面是阿富汗近期变局重

要节点的时间线：

●——8月14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已批准部署约 5000 名

美军至阿富汗，以确保美国和盟国人员以及此前协助美军的
阿富汗人员安全撤离。
●——8月13日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宣布，塔利班攻占了阿南部坎大哈
省首府坎大哈和西部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坎大哈和赫拉特
分别是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等多个省会城市。至此，
塔利班已宣布攻占全国 34 个省会城市中的 18 个。
●——8月12日

美国政府表示，由于阿富汗安全形势迅速恶化，美方将进
一步撤离驻阿外交人员，并宣布增派数千名美军至喀布尔机
场，以确保外交人员安全撤离。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议结
束。会议闭幕声明敦促阿政府和塔利班采取措施建立互信，
为尽快达成政治和解、实现全面停火付出努力。
●——8月10日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美方将继续向阿方提供军事援助，包
括为阿政府军提供近距空中支援、食品、装备和军饷，并确保
阿空军具备作战能力。
●——8月8日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已先后攻占北部昆都士
省首府昆都士市等 3 个省会城市。
●——8月7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事实
上承认了美国在阿富汗任务的失败。美国减少在阿富汗的
军事存在，使当地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8月6日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宣布，该组织当天攻占阿西南部尼
姆鲁兹省首府扎兰季市，这是塔利班自美军 5 月 1 日开始撤
离阿富汗以来攻占的第一座省会城市。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在安理会审议阿富
汗局势公开会上强调，阿富汗局势正处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
性转折关头，国际社会应在尊重“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
基础上，加强协调，为推动阿和平和解进程贡献正能量。
●——8月5日

欧盟发表声明，谴责阿富汗暴力活动显著升级，呼吁立
即、全面和永久停火。声明说，塔利班的军事攻势直接违背
了他们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承诺。
●——8月2日

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阿富汗过去 3 个月面临意想不到
的局势是国际部队突然决定撤军造成的，他曾警告过美国，
其撤军会产生“后果”。
●——7月29日

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晓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强
调，应以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
●——7月17日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
轮和平谈判。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双方就成立一个由双方代
表组成的 14 人委员会达成了一致。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确定
谈判议程，其中包括停火、释放被关押战俘等。
●——7月8日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结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
对话会。会后双方发表声明，一致认为战争不能解决阿富汗
危机，应致力于政治解决当前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 8 月
31 日前结束。
●——7月6日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驻阿美军的撤军计划已完成超过
90%。
●——7月2日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和北约军队日前已全部撤
离驻阿最大军事基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该基地已正式移交
给阿富汗军队。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军未来将在阿富汗维持少量驻
军以保护美外交人员，支持阿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安保，
继续为阿安全部队提供建议并支持美方反恐行动。
●——5月1日

美国和北约军队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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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但往往踏着相似
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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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喀布尔陷落”有着多重隐喻，必会成
为后世史家常提的历史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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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就说过，阿
富汗战争经历了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
总统，不能把包袱丢给第五位美国总统，也算是
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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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美国《国家》杂志刊登题为《美
帝国的衰亡》的文章认为，2003 年美入侵伊拉克
是美国衰落的开始，颇有先见之明。此后，历经
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多重打击，美国霸权
走向衰落已成为不争的现实，折戟阿富汗不过
是美霸权“螺旋式下落”的又一个节点。

当前，为应对“喀布尔陷落”，华盛顿颇有些
手忙脚乱。白宫部署数千名美军士兵至阿富汗，
以确保美方人员的最后撤离。轰鸣的飞机声与
仓皇的撤退人群，映照的是帝国最后的黄昏。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据美媒 16 日报道，塔利班驻
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苏海
尔·沙欣表示，未来阿富汗新政府
将包括不属于塔利班的人。

据报道，沙欣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说，当谈论阿富汗的包容性
政府时，“这意味着其他阿富汗人
也将成为政府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 8 月 15 日，阿富汗
塔利班进入总统府。据报道，阿富
汗塔利班发言人对半岛电视台称，
在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统治情
况和政权形式等很快就会明朗。

沙欣表示，现在说哪些官员
将加入新政府，还为时过早。他
说，塔利班希望一些“知名人士”

也加入政府。
沙欣还说，所有放下武器并

加入塔利班的军人和警察都将得
到“赦免”，其生命和财产将得到
保障。他补充说，这些人将被列
入特别名单并用作“储备力量”，
并将根据需要征用。

15 日早些时候，塔利班发言

人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曾说，
塔利班的代表在喀布尔与阿政府
商讨“和平移交权力”。阿富汗代
理内政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米
尔扎夸勒同日说，政府将把权力
移交给过渡政府。

当天，阿富汗总统加尼同意辞去
总统职务，并离开阿富汗。（央 视）

塔利班发言人：

阿富汗新政府将不仅包括塔利班成员

8 月 15 日，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阿富汗拉格曼省米特拉姆街头乘车经过。
自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撤离阿富汗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加大攻势，攻占多个省

市。按照塔利班方面的说法，该组织迄今已攻占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30个。阿
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入喀布
尔市内。塔利班的代表在喀布尔与阿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新华社发

这是 8 月 15 日拍摄的阿富汗拉格曼省米特拉姆街头。 新华社发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地时间 15
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证实，所有美
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人员都已从使馆撤离。普
莱斯表示：“我们可以确认，所有使馆人员的安全
撤离工作已经完成。这些使馆人员都位于哈米
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机场周边有美军把守”。

另一方面，CNN也援引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
官的话称，俄罗斯政府不准备撤离俄驻喀布尔大
使馆的人员。俄罗斯总统驻阿富汗特别代表扎
米尔·卡布洛夫表示：“我正在与俄罗斯驻阿富汗
大使联系，他们正在冷静地工作，密切关注事态
的发展。” （央 视）

美国称

驻阿富汗使馆全部人员
已撤离
俄方称

不准备撤人

美撤军以来阿富汗变局时间线

阿富汗塔利班速胜
美国政策惨败挨批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阿富汗：塔利班在拉格曼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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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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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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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转眼之间“变天”，不仅令
美国在人员撤离问题上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也激起美
国舆论对拜登政府撤军政策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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