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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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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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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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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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
电 记者吴黎明）

阿富汗塔利班15日兵不血刃占领首都
喀布尔，宣告“战争结束”。

过去几天，美国高级官员口中“人数和
装备”占优势的阿富汗政府军在塔利班面
前一触即溃，甚至主动投降。而过去20
年，美国为打造这支军队花费八九百亿美
元。在一些国际媒体看来，这凸显五角大
楼的失败，美国的失败。

夸大战力

过去几个月，五角大楼坚称，阿富汗军队和
警察有30万人，对塔利班占优。后者估计大约7
万人。索普科说，五角大楼严重夸大了阿富汗军
队的作战能力。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
中心评估，截至2020年7月，所谓30万人只有18.5
万人是陆军和特种部队，其余为警察和保安武装。
只有六成阿富汗军人是受过训练的作战人员。除
了8000人的空军，能上战场的只有9.6万人。

索普科的报告指出，逃兵众多是阿富汗军队
长期的问题。到2020年，阿富汗军队每年要补
充25%的新兵。一些与阿方共事的美国军人说，
这一比例“正常”。

没有补给、得不到支援，是阿富汗军队节节
败退的原因之一。即便精锐的特种部队也难以
幸免。据路透社报道，7月初，一支十几人的特种
部队因为弹药耗尽，在北部法里亚布省向塔利班
投降，随后被处决。

空头支票

美国官员先前反复承诺，美国8月31日完成从
阿富汗撤军后，美方将继续向阿富汗军队提供支
持。但他们从未说明这种支持在后勤上如何实现。

空军是阿政府军打击塔利班最为倚仗的力
量之一，但战机越打越少，因缺乏维护而停飞。
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5月访问喀布尔时说，
可以通过“跨越时空”的形式帮助阿富汗人维护
空军战机，意指借助在线会议程序做培训。可
是，阿富汗军人缺乏电脑、智能手机和稳定的无
线网络，这种线上培训无异于镜花水月。

7月初，美军在未通知阿方的情况下连夜撤
出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令阿富汗军队大为震惊。
法新社分析，美军快速撤离成了摧垮阿富汗军队
的最后一击。

诺伊曼说：“我们撤离并撤走空中掩护，这极
度动摇了阿富汗军队的士气。”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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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专家对拜登政府的撤军政策普遍提
出严厉批评。专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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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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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史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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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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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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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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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政府军溃败

美国犯了
哪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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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搬硬套

法新社分析，美国试图按照美军的模式在阿
富汗创建一支现代化军队。这意味着对空中支
援和高技术通信网络的巨大依赖。

攻击机、直升机、无人驾驶飞机、装甲车、坦
克、夜视仪……为装备阿富汗军队，美国似乎毫不
吝啬，近期还提供最新型号的“黑鹰”武装直升机。

现实是，阿富汗只有30%的人口能够获得稳定
供电，缺少能够支持先进军事装备的基础设施。识
字率只有40%，许多参军的年轻人是文盲。一些训
练阿富汗军队的美军教官抱怨，后勤保障、装备维
护、战地补给等基础科目教起来有难度。

美国阿富汗重建行动特别督察长约翰·索普
科上周向国会提交最新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军方

“十分清楚阿富汗军队有多糟糕”。可是，每当他
试图对美军训练阿富汗军队的效果作评估，军方
就“挪动球门”，以便更容易展示“成功之处”。这
种降低标准的做法实在行不通时，用于评估的数
据就被“保密”。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阿富汗社会和政治文化
尚未孕育出支撑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国家意识。
对许多阿富汗人而言，参军只是为了获得一份相
对可靠的收入。他们并不清楚为何而战。

阿富汗塔利班速胜

美国政策惨败挨批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15日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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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当下局势如何？各方是否会成立过渡政权？各方对阿富汗局势重大变化做何反应？

塔利班控制喀布尔的第二天

阿富汗局势何去何从

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局势如何？

新华社喀布尔分社报道员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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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塔利班已经控制了喀布尔市全部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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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方面同日表示，允许
聚集在喀布尔机场的阿富汗民众回家，同时承诺
其行动不会伤及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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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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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尼的具体下
落，仍无确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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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对阿富汗局势做何反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对阿富汗急速
演变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他敦促塔利班及阿各
方保持最大克制，确保当地人道主义需求能够得
到满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日早些时候表示，美
方已警告塔利班，若其在美方进行撤离时妨碍美
方人员和相关行动，美方将对其实施“迅速和果
断回应”。

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米尔·卡
布洛夫说，塔利班控制喀布尔是美国在阿富汗失
败的结果。他说，俄方暂不会承认塔利班为阿富
汗合法政权，将继续观察塔利班如何行事。

伊朗总统莱希16日表示，安全、稳定和繁荣
是阿富汗人民的权利，伊朗将尽全力促
进阿富汗的稳定，这是阿富汗当前的首
要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15日，阿富汗政府军车队撤出喀布尔。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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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美驻阿富汗使馆上空的美军直升机运输撤离人员。 新华社/美联

？热点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