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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7 月 30 日，阿富

汗塔利班发表声明，
证实该组织最高领
导 人 毛 拉·穆 罕 默
德·奥马尔“因病死
亡 ”。 7 月 31 日 宣
布，任命“二号人物”
毛拉阿赫塔尔·穆罕
默德·曼苏尔为这一
组织新领导人。曼
苏尔被视为塔利班
组织内的温和派，支
持与阿富汗人民政
府进行和谈。然而，
塔利班内部强硬派
并 不 中 意 曼 苏 尔 。
如果塔利班组织内
部分化加剧，阿富汗
国内政治和平与和
解进程将不可避免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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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的实际出生年份和地点一直
存在争议。根据普遍说法，他出生于１
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之间，地点是阿
富汗中部省份乌鲁兹甘。早年，他曾就
读于几所伊斯兰学校。

1989年的贾拉拉巴德之战中，奥马
尔毛拉被一枚炮弹炸瞎了右眼，脸颊和
前额也遭到严重毁损。他人很瘦，但长
得高而结实，是个著名的神射手，曾在阿
富汗战争中击毁许多苏联坦克。

和大多数圣战者不同，他能说一口
还算过得去的阿拉伯语，而且成了阿卜
杜拉·阿扎姆谢赫讲演的忠实听众。虔
诚、谦逊和勇气是他主要的个性特征。
阿扎姆讲演的时候奥马尔很少受人关
注，除了他那浓密的黑胡子底下偶然一
现的羞涩笑容。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奥马尔回到
了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所宗教
寄宿学校教书。然而，战事并未结束。暴

力活动完全没有界限可言。交战的部族
与匪徒在乡间横行。古老的种族仇恨，再
加上复仇的共同呼声，使野蛮行径愈演愈
烈。当地的一个指挥官领着部下轮奸了
几个小男孩。这类可耻的兽行随处可见。

“腐败与道德堕落攫住了整个国
家，”奥马尔后来说道。“杀戮、劫掠和暴
力成了规范。没人想到局势会变得如
此糟糕。同样，也没有人认为这种局面
会有所改善。”

阿富汗塔利班7月30日晚间发表
声明，确认该组织最高领导人毛拉·穆
罕默德·奥马尔已“因病死亡”，但并未
透露其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未提
到由谁来继任奥马尔的领导职位。

而在此前一日，阿富汗国家安全局
发言人赛迪齐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两年
四个月前奥马尔已死于巴基斯坦卡拉
奇市的一家医院。

分析人士认为，奥马尔是否死亡一
直扑朔迷离，而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第二轮和平对话原定日期的前两天曝
出其死讯则更显诡异。受此影响，塔利
班武装组织内部将会加剧分化，阿富汗
国内政治和平与和解进程也不可避免
受到影响。

塔利班对奥马尔死讯
秘而不宣

1994年，30多岁的奥马尔在阿富
汗南部坎大哈省组建塔利班武装组
织。1996年，奥马尔率塔利班武装攻
占喀布尔，并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
国”。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塔
利班政权倒台，美国国防部宣布悬赏
1000万美元捉拿奥马尔。此后，奥马
尔行踪极为隐秘，10余年间始终未在媒

体公开露面，仅于每年开斋节前夕向外
界发布信息。

近年来，媒体多次传出奥马尔的死
讯，但一直未得到阿富汗政府或塔利班
武装的确认。7月15日，塔利班网站还
发表了一份署名为奥马尔的声明。奥
马尔在声明中首次表示，支持与阿富汗
政府进行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此份声
明以文字形式发表，未呈现奥马尔的任
何声音或图像。

7月29日下午媒体曝出奥马尔死
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即予以否
认，但阿富汗政府于当日晚间确认奥马
尔死亡。30日晚间，塔利班再发声明，
确认奥马尔已“因病去世”。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发言人赛迪齐
告诉新华社记者，塔利班之所以从
2013年4月至今一直对奥马尔的死讯
秘而不宣，是因为担心该组织成员士气
受挫。

塔利班已分裂为三个派别

对于塔利班组织来讲，奥马尔是可
以最大限度团结不同派别的最高领导
者。他死后，谁来继任引人关注。据此
间媒体报道，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
尔已被推选为塔利班新领袖，此人长期

以来被视为该组织的二号人物。2013
年以后，曼苏尔开始倾向与阿富汗政府
进行对话，并因此与塔利班军事指挥官
阿卜杜勒·加尧姆·扎基尔产生分歧。
但也有消息说，奥马尔26岁的长子毛
拉·雅各布有望“子承父业”。

赛迪齐在2014年11月19日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塔利班已分裂成三个
由不同首领控制的派别，一派强硬，一
派温和，一派趋于中立。分析人士认
为，奥马尔死后，温和派将加入政治和
解进程，强硬派会继续在阿富汗境内对
抗政府，甚至逐渐向“伊斯兰国”极端组
织靠拢。

阿富汗著名政治分析人士贾韦德·
库希斯塔尼告诉新华社记者，1996年
奥马尔由宗教人士推举为塔利班领导
者，而现在无论由谁继任，都难免引起
纷争。

阿和平进程或受影响

在确认奥马尔死讯的当晚，阿富汗
政府表达了对和平进程的乐观态度。
总统府的公报提到，“阿富汗政府相信，
和谈之路相对此前更为平坦”。但次日
又传来坏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
明说：“鉴于有关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

马尔死亡的消息及其造成的影响，在阿
富汗塔利班领导层的要求下，原定于31
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第二轮阿富汗和
平对话被推迟。”

有分析指出，奥马尔的死亡并不利
于和平进程。阿富汗当地媒体援引政
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乌拉·巴布拉克
的话说，奥马尔之死将引发塔利班内部
接班人之争，从而导致该组织的强硬派
加大对政府的攻击力度。

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贾韦德·
库希斯塔尼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两军
交战之际，如果其中一方的领导者死
亡，另一方必然受益，阿富汗政府应充
分利用这一优势。他说，如果没有奥
马尔的指令，塔利班就失去了对抗政
府的“正当性”，双方的斗争将逐渐减
弱，直至停止。

相对于分析人士，阿富汗民众的看
法更为直接。33岁的喀布尔市民法鲁
克·沙阿告诉新华社记者：“很多阿富汗
人听到奥马尔死亡的消息都很高兴。
他和他的追随者杀害了很多无辜的
人。希望奥马尔的死能够结束阿富汗
的战乱状态，我们也呼吁塔利班成员放
弃斗争，加入到和平进程中来。”

记者冯之磊 赵乙深
（新华社喀布尔7月31日电）

阿富汗塔利班7月31日宣布，任命
“二号人物”毛拉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
苏尔为这一组织新领导人，接替前最高
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

塔利班31日在网站发表的普什图语
声明中说：“在（奥马尔）死后，经过……
领导委员会和伊斯兰学者长时间磋商，
任命他亲密和信任的朋友、前副手毛拉
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为领导人。”

“当毛拉奥马尔还活着时，毛拉曼苏
尔便被视作一个可信和适合担当这一重
任的人，”声明说。

曼苏尔上世纪80年代便追随奥马尔
与苏联人作战。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名单显示，曼苏
尔在塔利班政权时期担任过民航和交通部
长，被视作“塔利班领导层的知名人物”。

“他（曼苏尔）遭巴基斯坦羁押后，
2006年6月被遣返阿富汗，”联合国文件
说，“他参与贩毒。截至2007年5月，他
活跃在阿富汗的霍斯特、帕克蒂亚和帕
克提卡省。而且，在2007年5月之前，他
还是塔利班在坎大哈省的‘省长’。”

全球研究和分析机构“詹姆斯敦基
金会”提及，曼苏尔先前担任塔利班高级
领导机构“奎达协商会议”主席。

曼苏尔作为奥马尔的副手，近年来已
成为塔利班的实际领导人。按照英国广
播公司的说法，曼苏尔是自奥马尔上世纪
90年代创建塔利班以来，这一组织的第二
任领导人。

媒体评述，与奥马尔相似，曼苏尔也极
少在公开场合露面，鲜有留下影像资料。

另外，塔利班31日还宣布，任命与塔
利班有关联的阿富汗“哈卡尼网络”武装
组织头目西拉杰·哈卡尼以及前塔利班
法庭负责人哈伊巴图拉·阿洪德扎达为
曼苏尔的两名副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与塔利
班有关联的西方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塔
利班头目在一次会议上“一致”决定曼苏
尔将是新领导人。英国广播公司则援引
与塔利班领导层关系密切人士的话报
道，曼苏尔获得任命“远非一致通过”，是
经过了数天的激烈讨论。

一名塔利班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
挑选奥马尔继任者的过程包括几个阶
段：这一组织的领导委员会将选出一名
候选人，然后这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一群
宗教神职人员的认可。

一些消息人士说，塔利班不少高级
指挥官和其他一些重量级人物不赞同对
曼苏尔的任命决定。他们更中意奥马尔
的儿子、现年26岁的雅各布“继位”。

曼苏尔被视作塔利班内的温和派，
支持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谈，而这也可
能是他在塔利班内部招致一些反对的
原因。

坎大哈的一名塔利班头目今年4月曾
告诉德新社记者，曼苏尔既擅长政治，也
精通军事战略。 （综合）

参加反苏战争A

组建塔利班B

攻占喀布尔C

与本·拉登互为岳父

奥马尔１９９４年８月从阿富汗难
民营中的伊斯兰教学校征招士兵组建阿
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塔利班在阿拉伯
语中意为“宗教学生”。

虽然学生们（在普什图语中叫“塔利
班”）都认为必须得做点什么，但没几个
人愿意放弃学习，跟着奥马尔去从事他

那危险的追求。最后，他召集起53名最
为勇敢的学生。

奥马尔在反苏战争期间的老上级
哈吉·巴沙尔帮助奥马尔筹集了资金
和武器，而且还个人捐赠了两辆轿车、
一辆卡车。很快，拥有近 200名坚定
信徒的塔利班就控制了坎大哈省的迈

万德地区。
当地的政府军指挥官率2500名部

下向塔利班投降，并交出了大量武器储
备、数架直升机、几辆装甲车，还有6架
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由于极度渴求
秩序，许多阿富汗人都团结起来支持塔
利班。

在奥马尔的领导下，塔利班逐渐发
展成为阿富汗各派中最强大的一支势
力，兵力达到５万多人。

1996年９月２７日，塔利班攻占
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奥马尔成立了

一个６人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接管
政权。

奥 马 尔 至 今 带 有 一 层 神 秘 色
彩，甚至连“官方”照片都没有。仅
有两张据称是他本人的照片也存在

争议。
2001年11月，他曾接受英国广播

公司普什图语频道采访，称自己的目标
是“摧毁美国”。但他同时承认，这是一
项“艰巨任务”。

2001年，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推
翻塔利班政权后，奥马尔与拉登一起逃
往山区。他据信是塔利班在此后十余
年间与美军及北约军作战的幕后总指
挥。因为在当政阿富汗期间庇护拉登
及“基地”成员，奥马尔成为美国头号通

缉犯。
2001年“9·11”事件后，奥马尔与拉

登被美国政府同等通缉，作为庇护拉登
的塔利班最高领袖，奥马尔的悬赏金是
1000万美元。2011年，拉登在藏匿10
年后最终被击毙，但奥马尔不知所踪。

奥马尔与拉登关系十分亲密，两人
不仅理念相同，还有“特殊”的亲戚关
系。一名拉登传记的作家称，1998年，
奥马尔娶了拉登的大女儿为妻，而拉登
后来又娶了第四任妻子，据传正是奥马
尔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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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头目难获认可
塔利班几近分裂？

奥马尔死讯引发多重影响国际观察

阿富汗塔利班7月31日宣布推选阿赫塔
尔·穆罕默德·曼苏尔为新领导人后不久，包括
前最高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儿子在
内的多名塔利班重要人物公开拒绝承认这一
结果。

分析人士认为，在面临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蚕食其影响力的情况下，塔利班内部显现迄
今最明显的分裂迹象，种种内忧外患将为这个
组织的前景带来诸多变数。

离席抗议

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1日透露，塔利班7
月26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奎达举行由高级
指挥官和宗教人士参加的领导层会议，推选曼
苏尔为新领导人。

不过，据3名参加这次会议的塔利班高层
人士透露，超过10名与会者退出这次会议，包
括奥马尔的最年轻弟弟阿卜杜勒·马南和奥马
尔的儿子毛拉·雅各布。

“事实上，这不是塔利班的‘领导委员会’会
议，曼苏尔只邀请了他的派别成员参会，目的是
确保他当选（新领导人），”一名与会人士说，“注
意到这个情况后，雅各布和马南就离席了。”

消息人士说，塔利班内部还有数位颇有声
望的人物也反对曼苏尔当新领导人，支持雅各
布“继位”。

另据美联社报道，雅各布1日发表声明，拒
绝承认上述结果，指认会议只有“一小部分”塔
利班领导人参加，不具代表性，要求召开一次由
全体塔利班指挥官参加的“扩大会议”，重新推
选新领导人。

和谈纷争

让塔利班内部一些势力产生对曼苏尔不满
的，还有他在推动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和谈上
的做法。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阿富汗问题专家格雷
姆·史密斯认为，曼苏尔领导着塔利班内部最具
影响力的派别，也掌控着该组织几乎所有发言
人、网站和声明。不过，一些情报分析认为，曼
苏尔只控制着大约40％的塔利班武装人员。
这意味着，尽管曼苏尔可以控制塔利班如何发
声，但他主导与阿富汗政府的和谈结果能否得
到武装人员全面遵守仍存疑问。

一些塔利班内部消息人士说，今年7月初，
曼苏尔曾派一个3人代表团会晤阿富汗官员，
招致组织内部更多批评声，尤其是来自塔利班
设在卡塔尔的政治办公室。这一办公室的成员
认为，只有他们才有权代表塔利班与阿富汗政
府谈判。

“当曼苏尔同意……与阿富汗举行一次会
谈后，人们……对他不满意，”一名塔利班指挥
官说，“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居然没有将卡塔
尔办公室考虑进去。”

呼吁团结

1日晚些时候，塔利班发布曼苏尔当选新
领导人以来的首份录音声明，呼吁该组织成员

“保持团结”。
在这段33分钟的录音中，曼苏尔宣称将继

续其武装袭击战略。
“我们应该齐心协力，保持团结，分裂只会

让我们的敌人高兴，而对我们自己造成更大麻
烦，”曼苏尔在录音中说，“这是我们的重大责
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责任，而
是所有人的责任。”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曼苏尔显然希望通过
这段录音消除内部分歧，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内部不同派别间对立的严重性。

再惹传言

根据塔利班7月31日发表的声明，与塔利
班有关联的“哈卡尼网络”武装组织头目西拉
杰·哈卡尼以及前塔利班法庭负责人哈伊巴图
拉·阿洪德扎达分别成为曼苏尔的两名副手。

西拉杰·哈卡尼是“哈卡尼网络”创始人贾
拉勒丁·哈卡尼的儿子。贾拉勒丁·哈卡尼据信
70多岁，过去十年来已经退居二线，将“哈卡尼
网络”传给儿子领导。

塔利班的人事任命声明公布后，一些巴基
斯坦媒体传出贾拉勒丁·哈卡尼的死讯。

对此，塔利班1日发表声明否认，称相关报
道没有根据，证实贾拉勒丁·哈卡尼虽身体虚
弱，但仍健在。

哈卡尼的两位家人也通过一些塔利班指挥
官告诉媒体，贾拉勒丁·哈卡尼仍然健在，只是
因年龄原因而身患多种疾病。

不过，路透社援引另一名哈卡尼家族成员
的话报道，相关消息属实，贾拉勒丁·哈卡尼“一
年半前死于脑溢血，葬在（阿富汗）霍斯特省的

扎德兰地区”。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奥马尔（左一）和本·拉登（右一）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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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和他身后的塔利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