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退出阿富汗战争

为总体基调，美国总统拜
登如今想要丢下阿富汗

这一美国的长期包袱了。

但根据拜登过往从

政理念和近期外交主张
判断， 美军仍然会在阿

富汗保持一定驻军规

模， 甚至不排除出现全
部撤军后又再次增兵的

举动。与此同时，美国对
阿政策将会有新的考

量。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 恐怖主义不

再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
的首要威胁， 取而代之

的是大国博弈。

美国对阿富汗政策

的变化， 将会对阿富汗
政治安全局势和国内各

力量之间的博弈产生重
要影响。

美国从阿富汗大部
分撤军， 意味着持续近

20 年的反恐战争得到
最大程度的降温， 也意

味着引起阿富汗国内持
续动乱和阿富汗塔利班

不断反叛的最重要外部
因素减弱。 这将有利于

阿富汗安全形势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稳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大规模撤军将会形
成权力真空， 加上阿富

汗现政府的安全治理能
力薄弱、 部落地区派系

林立且疏于管控， 阿富
汗国内部分地区恐会出

现乱局。 阿富汗塔利班
积极参与对美谈判，着

眼点在于推动美国撤军，

但它决不会放弃武力。

就在美军 5月 1日
启动撤军安排的当天，

塔利班就攻陷了阿富汗政府军的一个军事基地。

5月的第一周，成为阿富汗自去年 10月以来单周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周。

另外，当前中东地区因政府忙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恐怖主义分子有卷土重来之势。 后期不

能排除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
力在阿富汗发动大规模暴力活动。而因美塔和平

谈判问题，“伊斯兰国”组织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已

向敌人妥协，大量吸纳不愿和谈的阿富汗塔利班
激进分子为新的组织成员，伺机而动。

美国撤军并不能解决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
的固有问题。普什图人长期脱离政治主导地位，

与塔吉克人等北方民族群体有无法消除的心理
隔阂。 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府在权力分

享和国家发展前景上立场差异甚大， 且有明显

的意识形态对立。 这些都不利于阿富汗政治和
解进程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被反恐战争暂时按

下暂停键的阿富汗内战有可能因政治和解的难
产而再度掀起。

最后， 倘若美国利用阿富汗为地缘政治平
台对周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 又将会引起阿富

汗国内政治势力新的分化组合， 及其与域外国
家之间联动关系的新变化。如此，代理人政治在

阿富汗难以消失。 这不利于阿富汗国内实现持
久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前景难料、

困难重重。 但不管怎样， 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

上， 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依然是确保阿
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实现持久和平的正确途径。

国际社会应当形成合力， 为劝和促谈营造良好
的环境。

    结束战争和撤出军人是美国

民主、 共和两党四届政府的共同
目标，但迟迟未能如愿。 如今，拜

登政府宣布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
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只是， 拜登认为 5月前撤出
在时间上太过仓促，可能使美军面

临风险。 此外，同样想要撤军的北

约盟国也希望美国推迟撤军计划，

以便这些国家有更多时间做撤军

准备。 而拜登宣布在今年 9月 11

日前撤出，一来是希望撤军行动可

以进行得更为稳妥， 二来 9月 11

日这个日子也更具有象征意义。

介入容易脱身难，美国迟迟
撤不了军的一幕就曾发生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 美国几届政府多
次表示要从这两个国家撤军，但

也是拖拖拉拉到现在没能完全
撤出来。 主要原因一是国内外均

有各种反对势力的阻碍和牵制，

二是美国在这些国家介入太深，

一旦退出就会牵动各方利益，各
种势力都想填补空白，从而导致

安全形势恶化，并让美国无法脱
身。 近期阿富汗多地接连发生爆

炸袭击事件似乎再次印证了这
一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存在
就能保证地区安全， 更不意味着

美国可以长期不撤出他国领土。

毕竟， 一个国家的命运应该由这

个国家人民掌握。很多时候，美国

在伊拉克、 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等
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引发局势

不安全的重要变量。而眼下，阿富
汗和平和解进程正处在历史性的

关键节点， 美国在没有完成战后
重建的情况下以一种不负责任的

方式撤离阿富汗， 打破了这个国
家原本脆弱的政治平衡， 既给阿

富汗各派和解进程带来了更多不
确定性， 也让一些极端势力和恐

怖组织趁乱而起， 频频制造恐怖
活动，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更多

动荡和苦难。

对于阿富汗未来局势， 笔者
有三点看法：其一，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

一部分， 这一战略调整是受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大势
驱使，并由美国国家利益变化决定的。当前国际形势发展

加快了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步伐。 但美军的撤离并不意
味着美国会彻底放弃对阿富汗问题的影响力乃至主导

力， 美国很可能会换一种方式保持在阿富汗的存在。 其
二，近期阿富汗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表明，如果不能消除

产生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极端势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而消除滋生的极端主义思想并不能仅靠武力， 也不可能
凭美国一家就可以解决。因此，未来阿富汗的和平稳定需

要国际社会， 尤其是主要大国及周边国家发挥更大的建
设性作用。 我们看到，中国、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四方

代表近期已在多哈举行阿富汗问题四方会议，各方就阿富
汗形势、 推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

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三，美国撤军会让阿富汗国内以
阿富汗现政府及塔利班为代表的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对手

再次陷入冲突和博弈之中，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也蠢
蠢欲动，“基地”组织甚至宣称要对美国发动“全面战争”，这

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会给阿富汗安全局势带来了极大的危
害。 但也应该看到，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围绕国家发展的

主导权已争夺多年。 这些年来，国际形势已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塔利班在几经起伏后，其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已经

很难回到二十年前的状态，其过去那套极端的统治思想和
执政理念恐怕也难以让现在的阿富汗人接受。 因此，未来

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及其他各派政治势力一定会有更多
的博弈、冲突，需要长期的磨合，但塔利班重新一家独大的

可能性不大。 至于“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虽然可能趁虚

作乱，制造事端，但其毕竟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断难
成气候的。

    4 月 14 日， 美国总统拜登宣

布， 在今年 5月 1日启动、9月 11

日之前撤出所有在阿富汗美军。 与

此同时， 重组在阿富汗以及整个地
区的反恐能力及资产， 加紧斡旋谈

判，以期达成阿富汗内部和平协议。

针对拜登的这一撤军计划，4 月底

“基地”组织公开宣称“将重新返回

阿富汗”。 为此，国际社会和地区国
家亦在猜测美国会否全部撤出在阿

富汗的作战力量。

笔者长期跟踪南亚印度洋问

题，认为拜登政府不愿意继续追加在
阿富汗的资源投入是真，就此彻底撤

出阿富汗则是假。 展望未来，美国大
概率会在阿富汗“撤而不离”“明撤暗

留”， 继续保留相当的情报搜集和军
事行动能力。

拜登政府公布撤军时间表旨在
避免在阿富汗无休止地投入兵力、

财力等资源。 拜登已经是美国 2001

年介入阿富汗战事以来的第四任美
国总统。 在过去 20年间，美国在阿

富汗消耗了超过 1万亿美元，2000

多名美国大兵死于阿富汗的崎岖山

地。然而，上述消耗并没有带来一个
和平与稳定的阿富汗， 反而导致了
超过 10万阿富汗平民伤亡，仅直接

死于战火平民就已高达 4.7万。 在
此情况下， 美国政府越来越认为阿

富汗战争这一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
战争”可能会演变为“永远看不到尽

头的战争”。 至于拜登本人，其在奥

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期间就反对在
阿富汗大规模派驻部队， 主张通过

少数反恐部队打击当地恐怖组织。

更值得关注的是， 此前拜登政

府将中国称作所谓的“美国在 21世
纪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如

今美方一些人则将从阿富汗撤军同
所谓“中国挑战”挂钩，希望通过从

阿富汗战争“解套”，将更多资源投
入其认为的更优先事项， 例如所谓

“源于中国的严峻威胁”，以及“中东
和非洲更为分散的恐怖主义威胁”

“网络空间管理和新技术规则制定”

等。为此，拜登政府减少在阿富汗等所谓次优先战略方向

的投入，聚焦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宣称要从所谓的“自信
和实力优势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

但拜登政府不会就此放弃在阿富汗的存在和影响
力。简而言之，美国在阿富汗之首要目的是反恐，确保“基

地”“伊斯兰国” 等反美武装无法以阿富汗为庇护所策划
和实施针对美国国土及其盟友的恐怖袭击。 例如，4月

底，“基地”组织威胁将继续在所有战线对美国开战，直至

美国被驱逐出伊斯兰世界,并公开宣称“随着美国撤军，

‘基地’将重返阿富汗”。 此外，美国还要确保其地缘政治

利益， 通过掌控阿富汗形势未来走向在亚欧大陆核心立
足，向北作为向中亚渗透的跳板，向西持续对伊朗施加安

全压力。

至于美国如何在撤军后维持其影响力，一方面，美国

在阿富汗经营了 20年，建立了庞大情报网络。 拜登的撤
军计划并未提及撤离情报人员，因此大概率将保留下来。

另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还拥有多达 1.7万名国防部“防
务承包商”，其中不乏武装人员。 拜登讲话也未明确提及

“防务承包商”的去留问题。因此，美国未来很可能通过情

报力量、国防部“防务承包商”等方式实现“撤而不离”“明
撤暗留”，维持在阿富汗的存在和影响力。例如，拜登曾经

明确表示 “将继续监控和打击阿富汗以及地区的恐怖主
义威胁”。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将军也在

拜登宣布撤军时间表之后表示，美军撤出后，美国将维持
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并确保在阿富汗实施空袭的能力。

目前，阿富汗周边国家尚不存在美军军事基地，他希望未

来能与阿富汗邻国就美军未来部署问题达成协议， 进而
将部分军事力量分散部署在阿富汗的周围国家。

总而言之，美国急于在阿富汗“解套”是真，完全撤出
阿富汗是假。 未来美国在阿富汗动向仍需进一步观察。

阿
富
汗，

美
国
能
甩
掉
这
个
战
争
包
袱
吗？

美
国
急
于
﹃
解
套
﹄
是
真

完
全
撤
出
阿
富
汗
是
假

王世达 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南
亚所副所长

内
战
很
可
能
再
度
掀
起

阿
政
治
和
解
困
难
重
重

阿
各
方
势
力
蠢
蠢
欲
动

极
端
主
义
又
要
来
了
吗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研究员、中
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张元 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 国家全球战略

智库助理研究员

本版编辑∶齐 旭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12021 年 5月 13日 星期四

/ 论坛

为从战争泥潭中脱身，美国自本月 1
日起从阿富汗撤军。这种不负责任的撤
军的恶果正在显现，阿安全形势持续恶
化。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威胁将对美国
展开“全面战争”，也让人们怀疑美国真
的能从这场延续数年的战争中脱身吗？
阿政治和解进程将走向何方？———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