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加坡：廖建裕

■ 2021年 9月1日（星期三）

■ Wednesday, September 1, 2021
Lt:Win

AA55印华论坛/副刊

8月 15日早上，阿富汗总
统加尼及家人带着大量美钞
仓促逃离喀布尔，飞机抵塔吉
斯坦被拒入境，后前往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同一天，塔利班军队在完
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进入喀
布尔，并且占据总统府，宣布
20年的战争已经结束。塔利
班重新掌权，表示要成立阿富
汗酋长国，这是 20 年前塔利
班被推翻前的国家名称。

塔利班代言人向全球宣
布，他们会赦免公务员，要他
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妇
女的权利也会受到保障，但是
要遵循回教的教义。他们也
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建设
阿富汗。

在新闻发布会后，电台也
出现女广播员，以此竖立塔利
班的新形象。不久，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宣布承认塔利班新政府。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雷
特诺没有表态。印尼国际关
系学者认为，印尼不必仓促承
认塔利班，但是，前副总统尤

素夫·卡拉却说，现在的塔利
班是新塔利班，与旧塔利班有
别，应该给予承认。

塔利班成立于 1994 年，
1996 年以武力推翻阿富汗民
主共和国政府，建立了酋长
国，实施严厉的回教法。不
过，其实施的回教法是原教旨
的回教法，同时又配合阿富汗
部落的原始习俗，使塔利班统
治下的阿富汗暗无天日。

在塔利班统治时期，男性
至上，妇女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是发泄性欲和生产的工具。丈
夫可以任意打骂妻子。妇女的
地位卑微，尤其是寡妇和少女，
完全没有安全保障。妇女也不
能出外工作，不能受教育，出门
必须有男性家庭成员跟随。违
反条规者当众被鞭打，而对出
轨的女性则处以石刑。此外，
妇女必须穿蒙面包身的阿富汗
罩袍，而男人则必须穿阿富汗
人的传统服装。

另一方面，在家庭中，女
儿不算是“人口”的一部分；
当有人问起家庭成员时，做父
亲的从来不把女儿算在内。

塔利班不准男性将胡子
剪刮，也禁止电视和电影，禁
止踢足球、放风筝和玩音乐，
因为这些都会“使人远离真
主”。对于异教徒，塔利班也
赶尽杀绝，甚至把具有历史价
值的巨型佛教石像炸毁。一
言以蔽之，塔利班要恢复古代

“理想”的回教社会。
如此恐怖的统治，持续到

2001年，直到九一一恐袭事件
发生后，美军进入阿富汗追杀
卡伊达头目奥萨玛时，塔利班
政权才遭推翻。美国扶持的阿
富汗新政府成立，而美国联军

在那里驻扎，与塔利班的战争
依旧没有停止过。同时，塔利
班的恐怖活动也没有停止。

2012年，巴基斯坦少女玛
拉拉不顾当地的塔利班的警
告，鼓吹女孩上学，结果遭到
枪杀，头部中弹，经过抢救后
得以生存。这名女孩获得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

恐怖主义者的摇篮
塔利班与回教恐怖集团

关系密切，卡伊达（Al-Qaeda）
和伊斯兰国（ISIS）组织都在
阿富汗活动，使阿富汗成为恐
怖主义者的温床。

中东的激进派和恐怖主
义活动，对于印尼和东南亚的
回教恐怖主义有深刻的影
响。许多印尼回教青年投奔
到中东，参加他们的组织，接
受军事训练，并且参与他们的

“圣战”，有些战死异乡，有些
回到印尼，发动恐怖活动，从
此印尼恐怖暴力和爆炸事件
连连发生。塔利班也成为一
些印尼恐怖组织的榜样。

曾经在马来西亚活动及
成立“回祈团”的印尼回教传
教士阿布·巴卡·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在苏哈多倒台
后返印从事恐怖活动。当他
被问及怎样的政府最符合回
教的理想时，他沉默了一会
儿，然后回答：“塔利班”。

印尼政府开始与激进派
回教份子展开了不懈的斗争，
巴希尔最后锒铛入狱。许多
恐怖主义份子已经被逮捕，有
一些投诚而改为政府效劳，但
是还有很多逍遥法外。佐科
上台后，又将几个激进派的回
教组织例如“解放党”（HTI）
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宣

布为非法组织。
虽然如此，激进派回教并

没有被消除。反政府的政治人
物和回教党，依然扶持激进派
回教打击政府，以削弱政府的
力量。由于回教势力的抬头，
印尼政府从尤多约诺时期，就
已经开始与温和派的回教组织
联手，在国内外开始活动。

印尼温和派的回教组织，
很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影
响力。这些温和派很自信，能
够协助回教世界的团结，且认
为他们的回教会感化国外的
激进派。从 2011 年起，属于
温和派的印尼伊斯兰教士联
合会（NU，伊联）已经与塔利
班有接触，开始周旋于美国联
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
班之间。

伊联在阿富汗建立支部
2014年，印尼伊联在阿富

汗建立了支部，同阿富汗所有
派系的回教领袖（包括塔利
班）接触，其目的是要促进阿
富汗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
富汗的回教领袖曾经多次应
邀访问雅加达，与印尼伊联互
通讯息。当然，这是获得当时
尤多约诺政府允许的。

据伊联的消息，塔利班对
于伊联的学说很感兴趣，常访
问伊联经学院（Pesantren），说
是“取经”。印尼前副总统尤
素夫·卡拉于 2019 年邀请塔
利班领导层到印尼访问，据说
塔利班当时表示有意以和平
方式解决阿富汗的争端。

2020年 2月底，美国时任
总统特朗普与塔利班签订和
约，特朗普准备撤军，塔利班
同意休战，且不允许卡伊达恐
怖主义份子在阿富汗活动。

印尼随后也再度举办阿富汗
回教领袖会议，希望阿富汗取
得和平。可是，事实证明，塔
利班在美军开始撤军时也跟
着“收复失地”，并且成功地
重新当上阿富汗的掌权者，再
度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经过 20 年的战争，旧的
塔利班领导人有许多都已经
过世或者被杀。现在的领导
层有许多是新血。所以，印尼
一些观察家，尤其是一些回教
政客，声称现在的塔利班“开
明”且会“走国际路线”。

例如，印尼前副总统和现
任印尼回教堂委员会主席卡
拉，在8月19日的《罗盘报》电
视访问中说：“塔利班以前是
强硬的、专制的，使阿富汗人
民遭到巨大的灾难，妇女不许
外出。但是现在的塔利班已
经不再强硬和专制。所以我
相信他们变了，不再像从前那
么强硬和激进。”言外之意，
印尼政府应该承认及接受塔
利班政权。

同日，印尼伊联举办了一
个公开的线上座谈会，主题是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及其
影响》。座谈会邀请三人主
讲，即伊联前副主席阿萨·沙
益·阿里，已经投诚的前“回
祈团”印尼首领之一的纳西·
阿巴斯，以及研究阿富汗的年
轻学者扎吉。

阿萨认为，现在的塔利班
跟以前的塔利班可能有别。
他们不全是原班人马，不过，
他们和卡伊达以及伊斯兰国
组织的关系还不知晓。

纳西则长篇大论地描绘
塔利班社会的风土人情，包括
女人地位卑微和夫妻关系。

他说塔利班由于没有经验，所
以执政时很强硬，可是现在开
始变了。

学者扎吉从学术角度探讨
阿富汗的社会，指它基本上是
个多元的部族社会。塔利班人
源自人数较多的普什图（Pash-
tun）部族，这个族群的风俗习
惯比较保守。谈到现在的塔利
班时，扎吉也说从表面上看的
确是与以前不同。塔利班宣布
要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
允许妇女工作，塔利班甚至让
一名女性在电视上访谈其要
员。可是，这是否真正改变，须
要观察一个时候。

在问答的过程中，谈到塔
利班在阿富汗取胜对印尼的
影响，讲员们都认为不会有重
大的影响。

但是，印尼国家反恐机构
（BNPT）却有不同的看法。它
认为，塔利班的激进思想可能
会使印尼的激进派认为，如今
激进派在阿富汗获得胜利，他
们在印尼的斗争也有希望了。

民间机构“印尼温和网”
（JMI）的主席也认为，塔利班还
是以回教作为阿富汗建国的基
础，现在评述塔利班已经拥抱
温和派的回教，还是言之过早。

然而，印尼外交部长雷特
诺在迎接成功撤离阿富汗的
印尼公民的仪式上发言，希望
塔利班能够建立一个包容的
政府，容纳各部族、各流派的
阿富汗人，并且平等对待女
性，尊重女性的基本权利，使
阿富汗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
的日子。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
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
究员）

印尼回教组织与塔利班的关系

美国国防部宣布，2021年
8月30日晚9时，已经全部撤离
驻驻阿富汗美军，结束长达20
年的军事占领。当晚塔利班向
天鸣枪庆祝欢呼，这是一个标
志性美国在世界溃败的案例，
宣告了美国长期实施霸权主
义，制裁打压别国不得人心而
失败。塔利班最终控制了阿富
汗全境，三十万政府军溃不成
军，一夜变天，美式先进装备全
数落入塔利班手上。塔利班首
领阿洪扎达，在喀布尔宣告组
成包容性新政府，委任16省省
长以及警察局长，行使更加宽
容包涵的政策，加强与中国和
俄国的友好双边关系。

塔利班与中国的关系微
妙，其首领多次走访中国，学习
中国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声
东击西抗击美军，并与王毅外
长数度会谈，还频繁与中国驻
阿富汗大使接触磋商。传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也通过王毅与塔
利班达至谅解，让美军更加顺
利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也寻求
中国与俄国，协助阿富汗重建
的计划，中国明确表示，要求塔
利班必须严厉打击阿富汗境内
的恐怖分子，行使更加理性化
的内外政策。明显的中国地缘
外交取得极大进展突破，随着

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优势，中
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必将越来越
彰显。

美国的溃败，缘起于上世
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与越南战
争，面都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
鲜人民军，以及越共军队，武器
装备优良的美军都被打得落花
流水，以失败告终。后来的中
东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美
军都被死死拖住，美国都未能
占到任何甜头便宜。

如今在阿富汗的全线溃
败，更彻底暴露了美国霸权的
外强中干。但拜登却死顶硬
抗，企图把美军兵力从新调整
部署在亚太周边，力求拉拢“盟
国”组成“亚太新北约”，以对付
迅速崛起的中国与俄国。

但美国对中国的一再制裁
打压，有哪一次得逞过的呢？
就算最疯狂的特朗普时期，特
朗普使尽吃奶之劲施展贸易战
与科技制裁打压，两年多来，美
国的贸易关税与对华为的科技
封杀，反倒逼了中国绝地逢生，
中国经济增速不减反增，华为
越战越勇，中国人激发了信仰
的崇高精神力量，一次又一次
挫败特朗普的极限施压。

贸易战结果吃亏的是美

国，对中国增加的关税，最终买
单的却是美国企业与普通消费
者，导致数十家家美企联名致
信国会要求终止贸易战，因为
美企连年蒙受亏损，更失去了
中国庞大的芯片市场，通货膨
胀更是让民众叫苦连天。中国
对美输出不减反增，因为美国
产业链高度空心化，许多日常
用品，都需靠产业大国的中国
供应，因此中美贸易顺差比往
年都更有利于中方，美国始终
未能扭转极大的贸易逆差。明
显的特朗普打压中国的贸易
战，终极结果还是失败了。

而对华为的芯片断供打
压，反而让华为鸿蒙芯片提早
亮相面世，华为总裁任正非早
已料到，美国终必不能容忍华
为5G领先，因而华为早就做了
鸿蒙备胎，近又联手中兴国际，
打造中国芯片，抛弃美国模式，
学习德国经验，发展海思芯片，
研发28纳米，并让14NM芯片
量产，成功斩断了美国的芯片
卡脖子，让华为智能手机独领
风骚。

中国人有志气，过去面对
美国与苏联的联手制裁封锁，
不是也成功自主爆炸了两弹一
星吗？终于打破了美苏的核垄

断，让美苏不敢轻易对中国下
毒手。今天如何呢！世人见证
了中国的强大崛起，加上如今
是中国-俄国联手，共同对抗美
国霸权主义，中俄两军常态化
在黑海、东海军事演习，航母舰
载机、火箭炮直指美国霸权与
日本军国主义，让美国仓促组
建的“亚太新北约”腹死胎中。

而美国的新冠疫情大大失
控，确诊高达3879例，死亡近
64万，为了掩盖自身的防控不
力，拜登竟然在溯源问题上极
力甩锅中国，把溯源问题政治
化，由情报局人员炮制了溯源
报告，却也未能对溯源问题下
结论，彻底暴露了拜登的无底
线，面对中国的强力反制，近一
个月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溯
源问题，以不可辩驳的大量数
据，揭露了美国德克里斯堡与
200多所生物化验室的丑行，以
及美军运动员在武汉海鲜馆的
所作所为，一一予以无情揭露，
大开世人眼界，令世界上有正
义感的科学家与人士，纷纷发
言力挺中国，同声谴责美国的
无理甩锅闹剧，令美国无言以
对，让拜登颜面扫地。

如今美军在阿富汗的仓皇
撤离，机场上的乱象以及遭受

恐怖分子的爆炸，让欧美“盟
国”对美国彻底失望寒心，“美
国不可靠”——成了阿富汗败
局的最终结论，拜登更面对了
国内的一片骂声，抗疫不力加
上撤军溃败，让共和党特朗普
抓住把柄，要求拜登下台的呼
声甚嚣尘上，拜登的日子真正
不好过，让拜登成了可悲的“败
等”矣！

而一再被美国制裁打压的
中国，国内疫情不到三个月就
被抑制住，中国经济“内循环加
外循环”，正在引领中国经济与
世界经济的正增长，成功实现
全民脱贫奔小康，更是有目共
睹的。而国产七款高效疫苗，
全国民众已经接种了9亿多人，

总共已接种20多亿计量。还给
10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中国成
了“疫苗外交”的佼佼者，令欧
美国家望尘莫及，眼巴巴看着
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彰显，让“港
独”与“台独”顿失美日靠山，使
得一切反华势力欲哭无泪。

现在新上台的阿富汗塔利
班，彻底把美军赶出阿富汗，转
眼又投靠在中俄怀抱肩膀上。
今天的塔利班正如印尼前总统
卡拉所言，早前卡拉在印尼接
待过塔利班首领，让他们借鉴
学习印尼的多元化温和宗教。
因此世人深信，新上台的塔利
班必将赢得世界信任与承认，
加上中俄的助力，阿富汗必将
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塔利班的胜利，是否正式
标志美国霸权主义的终结？且
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霸权主义溃败与中国影响力扩大
■ 巴厘：意如香

民进党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
今年 8 月 17 日，是中美

“八一七”公报发表39周年。
该公报的内容之一是，美国要
逐步减少向中国台湾地区出
售武器。但这些年来，美方不
断违背自身承诺，与台湾地区
开展实质“官方”往来，向民进
党当局出售各种武器，帮民进
党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凤凰网》视频23日播放
的节目中，时事评论员王丰以

“民进党当局沦为无能‘甲
方’！美方主导军购，台湾软
弱配合”为题分析称，近来，在
台湾海军“游龙项目”中采购
便携式防空导弹，空军“凤翔
项目”中采购新式战机，陆军

“锐捷项目”中采购M1A2T坦
克的计划，美国都主导着武器
清单的走向，更是屡次单方面
涨价；而台湾只能软弱地配
合。

美国还劝台湾再采购一
套价格不菲的长程预警雷达，

安装在屏东县大武山，可以监
控中国大陆西南至海南岛的
导弹动向。真应了邱毅多年
前所说的：“台湾是美国的看
门狗，而狗粮却还要自己掏钱
向美国买。”台湾作为“买方”，
只能买到次级品，摆明了就是

“凯子军购”，甘心花百姓的钱
当“冤大头”。回想多年来，台
空军采购了那么多美国F-16
战机，本打算可以在台湾设立
维修中心；但 21 年过去了，
F-16的维修仍需美国操办。

经过台军方积极争取，民
进党当局已完成2022年度高
达3726亿元台币的防卫总预
算，比去年增长3％。《亚洲周
刊》刊载笔锋“台特別预算案，
量产攻击飞弹”的评论称：“台
湾国防部提出了达二千亿元
台币的飞弹‘全量产’特別预
算案，主要是要将各式具有

‘源头打击’能力的飞弹提前

加速量产，预计9月初将会送
至法院进行审议。”“这也意味
着在民进党执政下，台湾对中
国大陆的立场已完全配合美
国‘印太战略’的抗中路线。”

所谓“源头打击”的飞弹，
是可攻击台海对岸的解放军
舰艇、地上目标、机场港口等，
甚至射程达1千多公里的地
对地导弹或巡弋飞弹。台湾
具备此标准的有云峰中程飞
弹、增程型雄2E、增程型弓3
飞弹，若台湾准备進行量产，
这三款攻陆飞弹的指标性最
高。

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
报》报道，美国第七舰队27日
宣布，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纪
德号”与海岸防卫队巡防舰

“穆洛号”通过台湾海峡。绿
媒炒作称，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上任后，美国军舰第8度通过
台湾海峡，也是上任后首度有

两艘美国舰艇同时通过台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在记者会上强调，美舰近来
多次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滋
事挑衅，这不是对什么“自由
开放”的承诺，而是搞军事横
行自由，是对地区平稳的蓄意
干扰和破坏，国际社会看得很
清楚，但美国仍然一意孤行，
暗中鼓励台湾“以武拒统”。

阿富汗塔利班16日接管
喀布尔，让美国鼓吹了20年
的“反恐行动”一切归零，越反
越恐而颜面扫地。但其围堵
中国的“野心”丝毫未减！不
少评论提出“今日阿富汗，明
天的台湾”的警示，但民进党
视若罔闻，继续做着崇洋媚外
的台独梦。甚至配合美国的
操纵与东欧蕞尔小国立陶宛
大唱“反华”的双簧，死心塌地
要把台湾绑在美国制华的战
车上。

民进党自认为是美国“第
一岛链”上至关重要的“金锁
头”，天真地认定美国不会把
台湾当“阿富汗”对待。加上
日本菅义伟政府落力为美国
分忧，增大了对台湾的互动及
协助，更让民进党铁了心。既
然要绑在美国的战车，那台军
的战力和军容也该像样些吧？

台湾《联合报》30日报道，
因应2024年陆军军官学校百
年校庆，台防务部门下令陆军
官校学生恢复18年前被陈水
扁取消“踢正步”训练，届时校
庆将扩大展示正步分列式的
训练成果，希望“重振军威”。
有岛内网友认为“台湾的军人
能打仗、有意愿打仗的不多，
早已没有军人的形象，有没有
正步，已经不重要了。”百年前
的陆军官校校址在广州黄埔
岛上，故以“黄埔军校”闻名于
世。而今网友叹曰：“黄埔百

年，蒙上绿尘”。
《联合报》31日报道，台湾

每年“汉光演习”频出事故，为
保9月军演顺利进行，台空军
一架F-16战机在屏东基地进
行预演，不料降落时冲出跑
道，机头插入土里。

国民党政客痛批蔡英文，
与其举债花钱去买武器、搞军
演，还不如多买疫苗来保障台
湾人民的生命安全。数据显
示，民进党当局欠下的巨债让
全台每人承担26万元，明年
防卫巨资再欠下去，就成了每
人负债27万元。岛内民不聊
生，绿营和绿媒却假装看不
到。

台湾充其量是美国的“棋
子”，被绑在美国战车的挡泥
板上，而不是民进党幻想的坐
在驾驶座旁。美国在自身利
益“优先”的情况下，也会像背
弃阿富汗一样，抛离“台独”势
力。当“棋子”被遗留在泥淖中，
失望地望着战车冒着黑烟，蹒跚
远去……唉！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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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

王
锦
松
（
原
载
《
联
合
早
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