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仍有 100多名有意离境的美
国公民身处阿富汗，美方将继续协助
他们以及其他阿富汗人员离境

美国即日起停止在喀布尔的外
交活动，相关外交业务将转移至卡塔
尔首都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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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过
去 17天进行了
美国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空运
行动

超过 12万
美国和盟国人
员以及阿富汗
伙伴撤离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

美国务卿布林肯发表讲话说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30日电)

美 军 在 阿
富汗战争中打
死包括本·拉丹
在内的众多“基
地”组织恐怖分
子，同时付出高
昂代价，美军有
2461 人死亡、逾
20000人受伤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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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终结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最终的撤离宣告了一个

时代的终结。美国在阿驻军20年，不仅未能彻底
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反而使阿安全形势不断恶
化。美国给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带来的是残
破、贫困和死亡。

20年来，阿富汗累计有3万多平民被美军杀死
或因战乱而死亡，另有6万多平民受伤，约1100万
人沦为难民。

阿富汗《友谊报》总编辑穆罕默德·沙克尔·扎
比指出，美国没有实现在阿富汗的既定目标，当地
形势与20年前并无本质差异，人民依然饱受贫困
之苦，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儿童食不果腹。近期
喀布尔国际机场的爆炸案更表明，阿境内的恐怖主
义威胁依然存在。

长期关注阿富汗和叙利亚战争的英国《独立报》
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在一篇日前刊发的专栏文章
中写道，阿富汗败局“凸显西方的严重失败”，并再次
证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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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8月30日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
富汗撤出的任务。当天的撤离既标志着美军在阿人员撤离行动的结束，也
标志着“9·11”恐怖袭击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近20年军事行动的结束。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入侵及其后的长期驻军令阿富汗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美国自身也耗费巨资、民怨沸腾。美军最后阶段的狼狈撤
离令白宫颜面尽失，让全世界进一步见证了美国霸权的衰落。

充满讽刺的轮回
2001年“9·11”恐袭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友以

阿富汗塔利班拒绝交出“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为
由，于当年10月初对阿发动军事打击，迅速推翻塔
利班政权并长期驻军。20年后，美军最后一架C-
17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为这场美国“史
上最漫长战争”画上了一个十分“潦草”的句号。

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其力量并未消失，而是
在阿富汗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重新集结，并在
2006年之后再次壮大。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寻求从阿富汗
撤军。2011年5月1日，本·拉丹被美军击毙。但
美军始终无法控制阿富汗农村地区，更无法消灭塔
利班。同年6月，奥巴马宣布分阶段从阿富汗撤
军。2014年12月，美国主导的北约联军宣布结束
在阿作战任务，并向阿安全部队移交防务。

2017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2020年2月，
美方和塔利班在卡塔尔多哈签署旨在结束阿富汗
战争的和平协议，双方同意驻阿外国军队将在14
个月内全部撤出。

20年战争，从塔利班到塔利班，构成了一个充
满讽刺的轮回。

见证霸权的衰落
美国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不仅付出了巨大的

经济代价和军人伤亡，其信誉扫地、颜面尽失，霸权
颓势更是难掩。

美国仓促撤军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
也引发盟友强烈质疑。法国防务专家弗朗索瓦·埃
斯堡说，从长远看，“美国人靠不住的观念将会因此
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英国政治分析人士西蒙·蒂斯德尔指出：“在阿
富汗之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和北约都完蛋了。美
国对欧洲的军事影响力和精神影响力也一并消失，
而后者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所依赖的‘软实力’。”

20年前，美国国会通过了“使用武力授权”，允
许总统对任何“他认为”与9·11袭击有关的实体进
行武力打击。加州众议员芭芭拉·李投了唯一的反
对票。她预言这将使美国陷入“一场既没有退出策
略、也没有明确目标的无限战争”。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史先涛）

暴力血统
动武成瘾

——美国“黩武”基因溯源
这20年只不过是美国长期黩武史的最

新一幕。自1776年宣布独立以来，美国绝大
部分时间里战事不断，穷兵黩武名副其实。
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动辄以军事手段干涉
别国事务，先后发动一系列战争，还煽动或谋
划一系列“颜色革命”，不断破坏世界和平与
稳定。美国穷兵黩武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归
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暴力血统

美国的“暴力血统”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欧洲殖民船“五月花”号1620年抵达北美大陆

后，一系列殖民据点被建立起来。随着新移民不断
涌入，殖民者开始大肆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资
源，并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战争、瘟疫、饥荒等让
印第安人数量大幅减少，不少部落甚至完全消失。

在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
联邦制国家后，印第安人的“噩梦”并没有结束——
当时的美国政府非但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
反而变本加厉，煽动了对印第安人持续上百年的暴
力驱逐和血腥杀戮。

1814年，美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
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就能获得50美元至100美元的
奖励；十多年后又颁布《印第安人迁移法》，动用军
队逼迫大量印第安人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
成千上万人丧命途中，留下一条“血泪之路”……

与此同时，“天定命运论”19世纪在美国流行，
支成为美国使用暴力手段“开疆拓土”的“理论依
据”和借口。

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考特莱
特曾撰文说，暴力是美国历史最根本的问题，也是
美国自由和富裕的“阴暗背面”。

动武成瘾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一次演讲中
直言：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有研究机构统计，自1776年独立以来，在其
240多年历史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
年。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主要战争或武装冲突中
大多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从直接发动战争到
支持代理人战争，从煽动他国国内叛乱到提供武器
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

究其原因，美国动武成瘾是为了维护霸权。长
期以来，美国政府奉行霸权主义政策，不惜一切守
住霸主地位，而军事则是重要工具。为了挑起战
争，美国可谓不择手段、毫无底线。

其次，美国动武成瘾还同输出价值观有关。美国
一直自诩为“山巅之城”，信奉“美国例外论”，长期痴迷
于鼓吹自己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对于不屈服于美
国淫威的国家，美国常常找借口动武，还拉上盟友“群
殴”，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描述成“正义之师”。

再次，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奉行“丛林法则”，恃
强凌弱。冷战结束后，美国实力空前强大，无人能
撼，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愈发傲慢，很多时候不尊重
国际秩序和规则，也不把其他国家放在眼里，经常
试图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害人害己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海外介入或发动多场战
争，这些战争不仅夺去了大量生命，更造成了极为
严重的平民伤亡、财产损失，以及令人瞠目的人道
主义灾难。许多国家至今千疮百孔、重建难期，而
美国自身也付出巨大代价。

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显示，2001年“9·11”恐
怖袭击发生以来，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
国的战事至少直接造成8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沦
为难民；超过7000名美军人员以及超过8000名美
军雇员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死亡，数以万计的美
国官兵和雇员受伤、患心理疾病等，因战后创伤自
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指
出，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是笔大生意。瑞典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
是世界上军费最高的国家，其军费开支在2020年
达到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近四成。

美国反战组织“不战而胜”主管埃丽卡·费恩认
为，美国政府无节制地为军火商提供资源，牺牲的
是对本国公共产品的投资，还增加战争风险，于己
于人都没有好处。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孙丁 陆佳飞 马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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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10月 7日

美国开始在阿富汗空袭塔利班和“基
地”组织目标，以报复当时受塔利班庇护
的“基地”组织发动“9·11”恐怖袭击。

● 2001年 11月

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北方联盟进入喀
布尔，多名塔利班领导人逃至国外。大约
1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成为首批进驻
阿富汗的美军地面部队。

● 2003年至2007年

美军忙于伊拉克战争，塔利班在阿富
汗卷土重来，发动猛烈攻势。

● 2009年2月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宣
布向阿富汗增派1.7万名士兵，增援已经
在阿富汗地面作战的3.8万名美国士兵和
3.2 万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士
兵。到2010年，驻阿美军增至10万人，达
到顶峰；驻阿外国军队总数达到大约15万
人。

● 2010年 11月

北约开会决定，2014年年底前向阿富
汗安全部队移交防务，过渡期从2011年年
中开始。

● 2011年5月 1日

美军在巴基斯坦一次突袭中击毙“基
地”头目本·拉丹。

● 2011年6月22日

奥巴马宣布撤军计划，决定2012年夏
季结束前总共撤离3.3万人，在2014年年底
前将安全职责完全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

● 2014年 12月28日

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宣布正式结束在
阿战斗任务，次年1月1日启动培训和支
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非作战任务。

● 2017年8月21日

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布美
国对阿富汗新战略，表明美国不会从阿富
汗撤军，而是要增兵，以防“伊斯兰国”等
极端组织乘虚而入。

● 2020年2月29日

美国政府与塔利班签署协议，同意驻
阿美军分阶段在2021年5月前撤离阿富
汗；塔利班方面则承诺不允许其成员以及

“基地”等组织利用阿富汗国土威胁美国
及其盟友安全。协议还要求阿富汗国内
各派别启动对话和减少暴力。

● 2021年4月 14日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宣布5月1日
开始撤军，9月11日以前撤完。

● 2021年 7月8日

拜登宣布8月31日
将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

● 2021年8月 15日

塔利班宣布控制喀布尔。阿富汗总
统阿什拉夫·加尼在社交媒体说，他已经
离开阿富汗。

● 2021年8月26日

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至少上百名阿
富汗人丧生。“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布
发动这次袭击。

● 2021年8月30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
宣布，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出的任务。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美军一架CH-47运输直升机在喀布尔国际机
场被装载到C-17运输机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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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塔利班人员庆祝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