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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大变动、大动荡的局面之中。本文沿着冷战结束后美国

在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 梳理了与之相对应的美国 塔利班关系走向的 3 个阶段, 即间接支

持及有限接触时期 ( 1994 至 2001 年)、严厉打击时期 ( 2001 年  9! 11∀ 至 2009年初) 和交好  温和塔利

班∀、打击极端塔利班时期 ( 2009 年迄今)。国际社会已进入  一超多强∀ 且  一超衰落∀ 的新时期, 美国

塔利班关系的未来走向与公正合理中东政策的制定以及引导伊斯兰世界融入国际体系这两大要素有着紧

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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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体系便处于一种大变

动、大动荡的局面之中。国际体系的总体表现

为:  贯穿历史, 国际体系在稳定与不稳、和平
与战争之间徘徊∀。# 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催生的

雅尔塔体系奠定的美苏合作主导下的  国际四警

察∀ 很快便向  五强∀ 转变, 这主要体现在联合
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设立上。国际体系虽

然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其内在格局却具有较强的

可塑性。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及由此而

来的作为五常之一的中国的政权更迭加深了美苏

两个超级大国的不信任并最终导致美苏争霸为特

征的两极格局的形成。虽然雅尔塔体系所设定的

美苏合作很快演进成为美苏对抗, 但对抗没有进

一步演化成两个超级大国直接的军事冲突, 两大

阵营保持了数十年的冷和平状态。在雅尔塔体系

塑造的国际社会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中时, 广大

亚非拉国家要么分别成为美苏的盟国, 要么寻求

不结盟状态以走出第三条道路。在诸如阿富汗之

类的地缘战略位置显要的国家, 美苏更是加紧了

争夺和颠覆。1973年, 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在苏

联的策动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政府, 自任国家

元首, 阿富汗长达 40 年的稳定局面从此不再。

达乌德借助苏联的政变并非出于信仰共产主义,

因此在政变后保持了基本中立的国家政策, 这引

起了苏联的不满。在苏联的策划下, 有共产主义

背景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1978 年推翻达乌德政

权, 但其内讧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导致阿富汗政

局一片混乱, 在此情形下, 苏联于 1979年亲自

出兵阿富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 10年正是国际

格局风云变幻的 10年, 其侵略行径招致国际社

会的一致谴责, 中美的准联盟关系在此期间进一

步巩固, 两国均对苏联进行严厉的批评。中国将

苏联从越南和阿富汗等国撤军视作中苏关系正常

化的  三大障碍∀, 邓小平指出:  三大障碍不消

除, 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 ∃ 美国出于

平衡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对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

的泥潭深表忧虑,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

导下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

苏联撤军问题迎刃而解。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开始结束、

两极格局开始瓦解, 1991 年苏联解体标志着雅

尔塔体系的正式结束。自冷战结束迄今的近 20

年里, 世界经历了两种大趋势: 唯一超级大国美

国试图维持  一超∀ 局面独霸世界, 但美国的衰

落和颓势明显; 各种新兴力量和大国层出不穷,

多极化日益明显。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尤其是冷战

后迄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主要从一种宏观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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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来处理国际关系, 其关注地区与热点问题与

国际体系的变动及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

系。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关系也深受此影响, 并

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态势。塔利班问题

牵涉美国的中东、南亚以及中亚战略, 对于美国

在国际体系构建的战略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地

位。

一、美国对塔利班的间接支持及有

限接触时期 ( 1994至 2001年)

塔利班崛起于阿富汗内战正酣的 1994 年,

而从 1991年底冷战正式结束开始, 美国成为了

唯一的超级大国, 世界暂时呈现出一超独霸的局

面, 直至  9 ! 11∀ 之前, 美国陷入一种敌人缺

失的状态, 开始了长达 10年的寻找敌人阶段。

 在美国的印象中, 敌人必须与美国足够地相似,
如在地缘政治目标和军事技术上可作为一个可靠

的对手。∀ # 这 10年恰逢美国冷战后时代霸权的

巅峰时期。尽管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独立初期的

向西方一边倒极大鼓舞了西方, 但西方对于俄罗

斯难以消除的排斥感以及对俄内部独立运动的支

持使得俄罗斯逐渐调整其过分亲西方的外交政

策, 叶利钦 1993年 10月炮打白宫 (议会大楼)

的强硬军事行动更是显示其在民主道路上全盘西

化思想的终结。尽管俄罗斯 1993 年之后的举措

让西方不满, 但俄罗斯毕竟没有回到苏联式的政

治与经济体制的迹象, 其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下

降, 国际空间大幅萎缩, 俄罗斯一时还难以挑战

美国霸权, 美国对于俄罗斯采取了打压与扶持相

结合的方针, 因为美国意识到: 俄罗斯人正忍受

着  令人生畏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他们面临着

两个选项, 即  要么继续叶利钦市场化和私有化

的艰辛, 同时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更好前

景的一丝期望, 或者重返共产党式的政策∀。∃

美国在欧洲和中亚加紧对共产党政权或者前共产

党改名后继续执政的政权的颠覆, 对南斯拉夫米

洛舍维奇政权的打压便是明证。在东亚, 美国意

识到颠覆中国政权的不现实, 在进行了一段时期

的孤立之后恢复了接触, 在此情形下美国力保东

亚局势的稳定, 对于朝鲜政权保持了极大容忍,

朝核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缓和。而在南亚,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大国利用国际体系转型

期加紧核竞赛, 由于印巴均与美国有着战略合作

关系因而事实上承认了两国的核国家地位。海湾

战争所导致的伊拉克长期被西方打压和封锁, 但

基本维持伊拉克政局稳定现状为主要策略, 并不

谋求更换萨达姆政权, 正是在此思路下, 困扰世

界数十年的巴以冲突有了转机, 美国和欧洲的斡

旋促进了巴以双方的彼此承认, 巴勒斯坦自治逐

渐实现, 建国开始进入议事日程。两极格局崩溃

后, 美国加紧对欧洲、中亚、南亚和东亚这些与

其现实经济利益和长远战略意义的地区和国家的

关注, 对于地理位置极为特殊的阿富汗由于其长

期混乱的内部局势而保持观望态势。

美国冷战结束后对于阿富汗的隐性关注源于

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对于全球战略的塑造, 阿富

汗本身并没有丰富的战略资源, 但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在历史上吸引了英俄两大帝国的步伐之后于

20世纪 90年代吸引了唯一超级大国美国, 但美

国也吸取英俄的惨痛教训而极力避免直接干预阿

富汗局势, 而是采取寻找代理人式的间接干预形

式。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至塔利班揭竿而起

之前 ( 1992 年 4月至 1994年 8月) , 阿富汗国

内呈现出军阀混战的局面, 最为主要的政治军事

派别有希克马蒂亚尔派、杜斯塔姆派和拉巴尼-

马苏德派。由于杜斯塔姆、拉巴尼和马苏德有着

浓厚的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背景, 而希克马蒂亚

尔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 因此美国因为巴基斯

坦的缘故选择了希克马蒂亚尔作为角逐阿富汗未

来政治利益的力量。希克马蒂亚尔的极端伊斯兰

背景美国早已知晓, 如他在 1974 年便建立了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  阿富汗伊斯兰党∀ ( H izb

- i Islami- i Afghanistan)。∋ 美国在  9 ! 11∀

前对于伊斯兰温和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是警觉而非

打击, 对美国的实际态度才是最为关切的地方,

沙特阿拉伯政府便是典型的例子。希克马蒂亚尔

军事能力停滞不前且与反美恐怖主义组织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整个 90年代美国遭遇了多次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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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在此情形下, 塔利班于

1994年的异军突起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希克马蒂亚尔便被美国抛弃。

美国选择塔利班主要有三方面的益处: 其

一, 塔利班得到了巴基斯坦和沙特的有力支持,

这两国均为美国的盟友, 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具

体训练了塔利班成员的军事和教义知识, 沙特作

为温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则从  伊斯兰世
界大国∀ 的身份  利用石油财富对伊斯兰教国家

进行援助∀, #自然包括对塔利班给予有力的援

助; 其二, 塔利班的军事能力超群, 很快将各路

军阀各个击破, 呈势如破竹之势,  随着塔利班

北征喀布尔, 当地军阀要么宵遁, 要么挥舞白旗

投降他们∀; ∃其三, 塔利班在最初并未表现出

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态势, 也未表现出反美

态度。在美国的设想里, 塔利班掌权后的阿富汗

应该会成为另一个沙特, 至少在塔利班正式掌权

之前, 美国没有与塔利班公开接触的考虑。塔利

班在 1996 年夺取大部分国土, 将  北方联盟∀

赶至北部山区并在 1997年正式建立  阿富汗伊

斯兰酋长国∀ 之前立即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塔利班成为旨在期望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
家的新神话。塔利班对抗击俄国共产主义占领

(从 1979年至 1989 年) 的成功圣战伴随着伊斯

兰信仰、穆斯林的鲜血以及西方的金钱和武器装

备。∀ ∋ 塔利班政权的极端主义倾向以及对人权

的侵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 美国从维护

自身人权斗士形象以及单独控制塔利班的思路出

发也没有公开承认塔利班政权, 而是通过与塔利

班建交的沙特、巴基斯坦和阿联酋三个盟国来对

塔利班给予支持, 这有利于美国最大限度消除塔

利班与其他大国建立关系的可能, 以便独霸阿富

汗。20世纪 90年代曾任巴基斯坦内阁部长的阿

夫扎尔! 汗 ( Afzhal Khan) 近来揭露:  战略

上, 美国制造了塔利班作为其代理人以便使自己

能够控制中亚的能源资源。除了将中国排挤出这

些能源富裕区域之外, 它也打算开采阿富汗 4万

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  那时作为一个联邦内阁
部长, 我是这些事件的证人∀。(这一时期, 美

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政府官员一起接见塔利班

代表, 并通过武器禁运法案来直接打击  北方联

盟∀ 以增强塔利班的实力。不仅如此, 塔利班官
员曾多次访美: 1997年 12月 4日, 塔利班官员

访问德克萨斯尤尼科 ( U nocal) 总部探讨输油管

道问题, 小布什此时正是德克萨斯州长, 塔利班

同意一笔 2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交易, 前提是美

国承认塔利班政权, 美国  似乎急于讨好原教旨

主义者以夺得这个利润丰厚的管道合同∀; )

1999年 7月至 8月, 塔利班官员访问了美国许

多景点,  他们所有的费用由美国政府和内布拉

斯加州立大学支付∀, 该大学的托马斯 ( Thomas

Gout t ierr e)  那时正充当尤尼科的顾问∀; ∗2001

年 3月 10 日, 塔利班  巡回大使∀ 赛义德 !拉

哈姆拉赫 !哈希米 ( Sayyid Rahmatullah Hashe

m i) 在加利福尼亚多座城市进行宣扬塔利班政

权的演讲后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公开演

讲, 他谈及了塔利班为稳定阿富汗局势所取得的

数项成就, 并着重指出:  阿富汗不是一个恐怖

主义国家; 我们甚至不能制造一根针。我们如何

能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

不难看出, 1994 年以前, 美国暗中培育了

塔利班的发展但未将其作为首选; 1994 年之后

尤其是塔利班 1996年建立全国政权之后, 美国

对于塔利班仍处于一种  听其言, 观其行∀ 的观

察阶段, 因此对塔利班采取了有限接触的策略,

但在此过程中外交承认也成为双方讨论的话题,

但  9! 11∀ 事件的发生中断了美国与塔利班之
间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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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塔利班的严厉打击时期

( 2001年  9! 11∀ 至 2009年初)

尽管美国在中东和非洲多次遭遇了伊斯兰极

端主义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 但这些袭击从

未重创过美国本土。美国与温和原教旨主义国家

保持密切交往, 也从未将反恐置于最为优先考虑

的地位。2001年  9! 11∀ 恐怖袭击重创美国本

土,  2001 年 9 月 11日, 19 名据称与 ,基地−
组织有关联的阿拉伯人劫持了数架客机, 向分别

象征着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国会山、世贸大

厦和五角大楼发动了自杀式袭击, 其中世贸大厦

被完全摧毁, 五角大楼部分损毁, 只有国会山得

以幸免。美国这个自 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以

来本土逃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享受了近 200年和平

的国家, 却没能逃过 2001 年 9 月 11 日这一

天。∀ #  9 ! 11∀ 带给世界新的启示是, 国际行

为体不再以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 非国家行

为体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也能对国际

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基地组织∀ 便是典型代表。

经过冷战后 10 年的发展, 国际体系逐渐从美国

的  一超独霸∀ 向  一超多强∀ 的格局发展。欧

盟的扩大及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欧元成为与

美元相抗衡的新金融工具, 中东欧国家加快向西

欧国家靠拢。俄罗斯在经历了近 10年的动荡之

后, 普京自 2000年就任总统以来以铁腕手段打

击分裂主义和资本寡头, 俄罗斯大国实力在不断

恢复。中国在与美国的磕磕绊绊中走进 21世纪,

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 在西方看来, 中国正是

一个崛起的大国。在亚洲, 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

 10+ 3∀ 模式运作良好, 不仅如此, 中国还在朝

鲜核问题上发挥了独有的作用。2001年,  金砖

四国∀ 的概念首次提出, 印度、巴西、俄罗斯和

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有潜力的四个国家。在美国

看来, 俄罗斯和中国等非西方大国正在重新崛

起, 这对于美国乃至西方霸权是极大的挑战。冷

战后 10年所有大国都采取了市场经济因素并很

大程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全球化促使大

国间冲突诉诸武力的可能性大为减小, 这正如罗

斯克莱斯所言:  只有贸易世界所代表的互惠贸
易和劳动分工可以在如此无政府状态环境中避免

冲突∀。∃ 战争往往在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

家发生,  9! 11∀ 则让世界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

同样可以策动全球战争, 反恐问题顿时上升为国

际社会的主题。美国在经历 10 年寻找敌人的历

程后终于确信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就是敌人,

美国开始以  反恐∀ 还是  支恐∀ 为标准来确认

敌友, 美国开始以  反恐∀ 作为维护全球霸权的

新旗号,  基地组织∀ 成为美国首要打击对象。

美国反恐战略矛头直指伊斯兰恐怖主义尤其

是基地组织而非塔利班, 但塔利班自 1996年以

来对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的收留便构成

了美国与塔利班这对  准盟友∀ 关系中巨大的负

面影响因素。美国在查明  9 ! 11∀ 确实与基地

组织有着密切关联之后, 并未将塔利班与基地组

织在恐怖主义中的作用等同起来, 事实上沙特曾

经就支持过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 当

这些组织发动对美国驻外机构及人员的恐怖袭击

之后, 沙特在美国的劝导下及时切断与这些组织

的资金联系, 因此, 美国从其与沙特交往的历史

经验出发, 认为塔利班交出本 !拉登并切断与基
地组织的联系是可行的最佳方案。但是塔利班在

此问题上的闪烁其辞和行动上的回避让美国开始

改变对塔利班的态度。尽管塔利班最初收留本!

拉登主要出自部落传统而非反美目的, 但事实

上,  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

并为将大批量生产圣战者的训练营提供庇护, 圣

战者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吉哈德中抗击他们所认为

的穆斯林世界的新敌人, 即美国。∀ ∋ 美国在  9

! 11∀ 后将对待恐怖组织的态度而非对美国的态

度作为区分敌友的标准, 尽管塔利班政权并没有

明显的反美举动, 但由于其在本!拉登问题上的
强硬态度将自己置于美国的敌人位置。塔利班宁

愿得罪原本交好的美国而对本 !拉登无条件的庇

护有着深层次原因, 除了部落制收留流亡者的遗

风之外, 塔利班因其极端主义教义在思想上与本

!拉登有着共通性, 本!拉登雄厚的经济实力又

为贫穷的塔利班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资助, 基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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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逐渐在阿富汗反客为主, 从思想上和财政上挟

持了塔利班。 基地组织 一个非政府恐怖组

织 在阿富汗拥有如此力量以致能使所谓的统

治者避免采取联合国所要求的行动来对付它, 这

将表明塔利班民兵在领土范围内未能实施足够的

政府控制以履行其国际责任。∀ # 总而言之, 美

国与塔利班的反目在于本 !拉登, 涉及到彼此的

核心安全利益。

美国在最终决定发动反恐战争以抓住本 !拉

登、摧毁基地组织之前, 阿联酋和沙特在美国的

逼迫下分别于 2001年 9月 22日和 25 日宣布与

塔利班断绝外交关系以求自保, 塔利班仅仅只剩

下巴基斯坦一国与其有外交关系。巴基斯坦的行

为并未导致美国对其疏远和制裁, 反而加深了巴

美间在反恐上的合作深度, 美国的实际意图在于

通过巴基斯坦这条塔利班唯一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继续保持对话并施加压力, 以期通过有限战争迫

使塔利班回心转意。2001年 10月 7日, 美国正

式对塔利班动武, 但美国却不直接打击塔利班的

核心区域, 而是从外围着手, 但直到 11月 13日

塔利班政权的崩溃为止, 塔利班也没有交出本!

拉登。11月 20日, 巴基斯坦宣布不再承认塔利

班政权, 标志着塔利班失去了所有的外国承认,

也标志着美国彻底对塔利班不抱希望。美国开始

着手扶持一个亲美的阿富汗政府, 尽管塔利班一

度销声匿迹, 但  除了一些积极变化如妇女地位
的相对提高之外, 后塔利班的阿富汗拥有所有的

不稳症状, 有发展成新一轮内战的强烈可能∀。∃

一些塔利班成员都将塔利班政权崩溃原因归结于

本!拉登: 前塔利班政权叛逃者马格都姆!赛义

德!伊姆纳努丁 ( M aqdum Said Imranuddin) 就

认为:  一开始, 我们并不认为与本!拉登交朋

友是一个错误, 但是他随后在阿富汗及境外实施

犯罪活动。支持本!拉登是一个大错, 因为他是

一个外国人∀; 另一名叛逃者阿布 ! 巴库 ( A bu

Bakur) 认为:  本 ! 拉登的行动看上去像那些
虔诚的穆斯林。但是他摧毁了阿富汗。美国的飞

机试图轰炸奥萨马, 但对于美国而言寻找他太艰

难∀。∋ 美国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但却没有实现抓

捕本 !拉登的预期目标后, 在后塔利班时代的阿

富汗不得不选择具有俄罗斯支持背景的塔利班的

对手  北方联盟∀ 来组织新政权, 但美国力推有

西方教育背景且对美国有好感的卡尔扎伊为临时

政府主席来平衡自己的影响力。在塔利班垮台之

后 5年内, 塔利班似乎  烟消云散∀, 无力组织

大规模对政府和美军的反击, 但北约军队仍旧驻

扎阿富汗以维持该国的和平。然而自 2006年开

始, 塔利班开始大规模的攻城夺地, 首先占领阿

富汗南部许多城镇; 不仅如此, 2007 年 7 月,

塔利班还绑架了 23名韩国传教士, 这在国际社

会引起了对塔利班的广泛关注; 2008 年, 塔利

班与北约军队的作战以及对阿富汗军政人员的袭

击势头更猛, 用一位阿富汗青年的话说:  塔利

班无处不在∀。( 不仅如此, 塔利班在巴基斯坦

边境省份也建立了政权, 阿 巴边界地区成为塔

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活动的大本营。

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与美国失衡的中东战略有

着极大关联, 尽管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而发动

阿富汗战争, 但正义的反恐战争却被美国利用而

成为其谋求霸权的机会。美国挥舞反恐大旗对伊

拉克大打出手更是将反恐战争的意义扭曲, 一些

学者指出:  9 ! 11以后美国打反恐战, 当时国

际上还是同情美国、支持美国的。美国打阿富汗

战争时, 国际上基本还是赞成的, 中国和俄罗斯

等国家都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但到了伊拉克战

争, 布什主张的 ,反恐− 就已经 ,变调− 了, 它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恐, 因为根本就没有 ,萨达

姆与基地组织联系− 、以及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

伤力武器的证据。∀ ) 美国将中东问题的重心放

在伊拉克, 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混乱局势为各

种激进反美武装力量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提

供了机会, 基地组织也不例外,  他们想让伊拉

克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所控制的国家 (如同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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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和塔利班一起做的那样) ∀。# 被美国以及

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的塔利班更加加强与基地组

织的同流合污, 但其目标仍然存在着区别, 基地

组织旨在推进全球恐怖主义, 而塔利班旨在在阿

富汗重新掌权以及维持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政

权, 这两个目标分别让美国和巴基斯坦均不能接

受, 这就促使存在分歧的美巴在塔利班问题上越

走越近, 美巴合作打击塔利班成为既定的政策。

虽然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都与美国存在着严重的

冲突, 但小布什总统却将二者相提并论, 他声称

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士兵类似, 且将被视作不

合法的参战人员, 但实际情况是:  与塔利班士

兵所不同的是, 基地组织成员并非任何国家的武

装力量∀。∃ 布什在卸任前的 2009年 1 月 15日

发表告别演说中仍然辩解其对塔利班的政策:

 阿富汗已从一个塔利班藏匿基地组织并在大街

向妇女投掷石块的国家成为一个正与恐怖主义作

战, 且鼓励女孩们上学的尚未成熟的民主国

家。∀ ∋

三、美国交好  温和塔利班∀、打击极端
塔利班时期 ( 2009年初迄今)

进入 21世纪, 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更加明

显。美国与欧洲乃至世界新兴大国的博弈主要通

过对中东的争夺而展开。 9! 11∀ 事件对美国的

国际战略影响巨大, 传统上, 美国对新兴大国以

打压为主, 打压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合作;

 9! 11∀之后, 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安全

利益的一致, 在得到这些国家的反恐支持后, 美

国更多表现为合作为主的态势, 美国的打压和武

力主要面对中东地区和全球伊斯兰极端势力。小

布什总统的 8年任期除了最初几个月外, 主要以

全球反恐为主要特征。各大国抓住这难得的  战

略机遇期∀ 积极发展, 国际体系  一超多强∀ 的
局面更加明显,  一超∀ 逐渐显露出衰落的迹象。

欧洲国家在伊拉克战争时遭遇了巨大的分裂,

 新欧洲∀ 与  老欧洲∀ 的对立让欧盟的未来发

展前景堪忧, 但欧盟毕竟是历经数十年考验的发

展成熟的组织, 这种暂时的分裂并未能影响到欧

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仅如此, 在美国将反恐

战争与民主改造相结合之后推出的  大中东计

划∀ 出台之后, 欧盟以其异于美国的  经贸促民

主, 民主促和平∀ 的民主治理在伊斯兰世界获得
了广泛好感, 欧洲国家在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之

下弥合了分裂局面, 其制度建设不断推进, %里

斯本条约& 的最终生效使  欧盟总统∀ 和  欧盟

外长∀ 应运而生。俄罗斯也顺利完成了领导人的

更迭, 声望甚高的普京在民主宪法的框架内不再

谋求总统任期, 而是全力支持梅德韦杰夫竞选总

统并在其当选后顺利任命为总理。俄罗斯不仅实

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而且通过运行良好的  梅

普∀ 模式实际上为俄罗斯双首长体制奠定基

础。在此基础上, 俄罗斯国力尽管持续上升, 但

与俄罗斯所期望的国际大国地位仍有明显差距。

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东盟等国则保持了高速的

经济增长速度, 尤其是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席卷

全球的经济危机重创发达国家之后, 发达国家真

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  G8+ 5∀ 正

式被  G20∀ 所取代, 俄罗斯因其国力有限而成

为最大的反对者, 担心其原有在 G8中的地位不

保。美国历经 8年反恐战争后也越来越难在国际

事务中独断专行,  G2 (中美共治) ∀ ( 或  G3

(美中日) ∀ 等成为国际社会新的思考方向。伊朗
的崛起成为海湾地区必须正视的事实, 美国新一

届政府试图尽早从中东战事抽身出来。美国奥巴

马政府将中东战略的中心从伊拉克转移至南亚和

中东交界的  阿 巴∀ 地区, 但阿富汗战事越来

越成为美国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包袱, 这事关美国

恢复国力, 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实际控制区越来

越多, 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的袭击也愈演愈

烈, 2008年,  塔利班控制了该国 10%至 11%

的领土, 卡尔扎伊政府控制了 30%至 31%。大

部分阿富汗人民和土地处于当地部落控制之

下∀。) 美国新一届政府目前情形下考虑的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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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体面撤出阿富汗的同时其在阿富汗的利益能够

得到保障。

2009年 3 月 5日, 奥巴马在接受 %纽约时

报& 采访时坦言: 塔利班内部的复杂因素  应被
挖掘∀, 他举出伊拉克的成功案例,  假如你和布

雷默将军交谈, 我想他一定会将在伊拉克的成功

一部分归因于与一些人的接触, 我们视为其为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但是这些人乐意与我们合

作, 因为他们已被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的策略彻

底疏远∀, 但奥巴马也承认伊拉克的案例并不一

定完全会在阿富汗奏效,  阿富汗的局势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复杂∀。# 这些如在伊拉克一样被基

地组织所疏远的阿富汗塔利班内的力量就是奥巴

马认为的  温和因素∀, 即所谓的  温和塔利班∀

( M oderate Taliban)。奥巴马政府提出的  温和
塔利班∀ 遭致了较多质疑, 美国 %华盛顿时报&

一篇社论开门见山指出:  ,温和塔利班− 这个表

述是个滑稽的反比∀, 并援引前塔利班政权外长
毛拉 !穆塔瓦基尔的话说:  尊敬的毛拉 !奥马

尔经常使用温和与平衡∀,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运

用温和政策的好领导人。我不将他视作一个极端

的人。∀ ∃ 该社论暗指塔利班成员都将自己视作

 温和∀, 但这种  温和∀ 与奥巴马的设想截然不

同。尽管对于  温和塔利班∀ 的存在与否仍存争

议, 但本 !拉登的一番话却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

塔利班并非铁板一块, 他指出:  我们的吉哈德
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美国, 另一个是塔利班的外

交部。∀ ∋ 2009年 12 月 31日, 6名阿富汗人被

塔利班武装人员斩首, 1名目击者声称一共有 7

名  温和塔利班∀ 成员遭袭, 其中 1人幸存, 他

称:  一组温和塔利班聚集在塔林科特附近的一

座房子里。一组塔利班恐怖分子到达此处并对其

全部实施斩首。他们已将其中 6 人的首级分

离。∀ ( 这些至少证明  温和塔利班∀ 在理论和

现实上都是存在的。

 温和塔利班∀ 只是奥巴马为其新战略所作
的铺垫。2009 年 3 月 27 日, 奥巴马正式提出

 阿富汗 巴基斯坦新战略∀, 他认识到阿巴边界
地区由于地形险要以及部落制等原因而成为恐怖

主义活动的天堂, 他认为该地区  形势正持续危

急∀; 这种  持续的危急∀ 状态的原因在于  自
从塔利班失去权力迄今已经超过 7年, 战争仍在

肆虐, 且叛乱者控制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

区∀; 他紧接着提出问题:  我们在阿富汗的目的

是什么?∀ 他给出了思考的方向, 即美国应该真
正对付的目标是  基地组织及其盟友 这些恐

怖分子策划并支持了 9! 11袭击 在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 奥巴马批评了塔利班政权下阿富汗
的种种问题, 如  暴政、国际孤立、瘫痪的经济

以及拒绝给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女孩基本的

人权∀。但他着重指出:  将伴随塔利班领导层核

心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武装的返回将在阿富汗投

下长期暴力的阴影∀; 在进行了前面的分析之后,

一个  更强大的、更睿智的和更广泛的策略∀ 便

呼之欲出了, 由于基地组织的跨界存在, 因此

美、巴、阿三边谈话才得以实现, 增兵阿富汗成

为奥巴马的选择,  最迟今年春天我们将派遣大

约 4000名美军官兵去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 奥

巴马并不忌讳美国正遭遇经济危机, 他指出:

 但不要搞错, 假如我们不为它们的未来投资,

我们的努力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失败∀; 奥巴

马最后指出:  基地组织给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

民的未来是 没有机会与希望的未来; 没有正

义与和平的未来∀。) 不难看出, 奥巴马在其新

战略中明显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区分开来, 其打

击目标设定为基地组织及其盟友, 其潜在含义

是: 塔利班可以作为基地组织的盟友存在, 也可

以不作为其盟友存在, 不作为基地组织盟友的塔

利班自然就不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正是在此种

思路之下, 就不难理解美国先前所提出的  温和
塔利班∀ 的概念, 并打算同阿富汗政府一起与

 温和塔利班∀ 对话与合作来分化塔利班, 将温

和派与同基地组织同流合污的极端派区别开来。

奥巴马旨在交好  温和塔利班∀、增兵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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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 塔利班关系

打击极端塔利班的  阿巴新战略∀ 并非完全是其
原创, 实际上小布什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 2008

年 10月便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前塔利班政权领导

人在沙特进行过谈判, 只是这一工作在奥巴马就

任总统后得到了细化和深化。奥巴马从  温和塔

利班∀ 的提出到  阿巴新战略∀ 的推出迄今不足

1年, 其成效仍不明显, 其短期目标在于尽快实

现阿富汗局势的稳定, 尤其是将部分前塔利班政

权的温和派人士吸纳进阿富汗政府中来; 其长远

目标在于在阿富汗局势稳定后将美军的防卫职责

交还给阿富汗军警部队, 最终从阿富汗撤军。尽

管奥巴马将塔利班内部区分对待的接触姿态得到

了塔利班部分官员的认同, 但美国增兵阿富汗的

政策却招致了他们的反对, 原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驻巴基斯坦大使毛拉 !阿卜杜 !萨拉姆 !扎伊夫
( M ullah Abdul Salem Zaeef ) 是塔利班阵营中的

温和派, 他致力于促使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府达

成和解, 他指出:  当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所有
人感到乐观。我有一些乐观地认为他会结束战

争, 但是当他宣布这项战略, 特别是派出更多部

队和派出一名武将作为大使之后, 这些战略是战

争的战略而非和平的战略, 并且它正在增加问

题∀,  这不是塔利班和阿富汗人之间的问题, 由

阿富汗人 (解决) 一切都是可能的。塔利班正与

他们坐在一起, 我很明白, 他们彼此尊重∀,  当

他们 (指美军) 增加士兵的数量的时候, 穆斯林

国家的外国人也正在增加他们的士兵, 并且他们

的士兵不是为钱而战, 他们是自愿者。这正在增

加该地区的问题。∀ # 尽管如此, 奥巴马在 2009

年 12月 1日的西点军校讲话中宣布再度向阿富

汗增兵 3万, 并计划于 2011年 7月开始从阿富

汗撤军。奥巴马的撤军时间表招致了共和党的批

评, 但至少在 2011年 7月之前奥巴马是希望阿

富汗局势能有较大的突破。2009 年年初尤其是

新战略出台迄今, 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冲突仍无

明显缓和迹象。2009 年 12 月 30日, 美国中情

局 ( CIA) 在阿富汗的一处基地遭遇自杀式爆炸

袭击, 7名特工死亡, 6 名受伤, 据称怀疑是塔

利班间谍渗透该基地人员所为。2009年 12月 31

日, 塔利班以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的名义发
表名为 %侵略者的焦虑与圣战者的胜利& 的

2010年新年致辞, 该致辞尤为强调:  所有外国

占领军以及傲慢的充满敌意的白宫统治者带着他

们所有现代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 以及他们的

军事战略和技能从阿富汗撤出越快越好∀。∃奥

巴马对塔利班的新政策以及  阿巴新战略∀ 走势

仍需拭目以待。

四、结 语

美国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并存的国家, 这在其

外交政策方面尤为明显。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倾

向在其全球霸权时代逐渐让位于现实主义。正是

在此前提下, 国际体系的转型对美国现实主义的

外交产生直接影响。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个变动

的体系中, 美国始终处于绝对的全球霸权地位,

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这注定了美国对塔利

班的交往绝非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

而完全是现实军事政治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的考

虑; 而伴随着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而来

的是新兴大国崛起、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以

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新公共问题层出不穷, 这就决

定了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断在与塔利班的关

系中转换敌友身份。美国和塔利班关系走向与国

际体系转型的关系是典型的  应激 反应∀ 模

式, 虽具一定的可行性, 但从长远看, 美国学会

如何与其他大国分享权力, 国际社会共同进行国

际制度的理性设计以及如何引导伊斯兰世界走出

十字路口, 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是真正需要认真思

考的问题。塔利班政权走向极端主义与基地组织

有着极大的关联, 但国际社会对其的孤立也是极

为重要的外因。美国的塔利班政策从阿富汗反恐

战争扩大到  阿巴新战略∀ 体现了一定的政策关

联性, 但从长远看, 塔利班正突破阿巴地区向索

马里和也门等地渗透, 因此国际社会寻求公正合

理整体探索解决中东问题的路径是最终解决塔利

班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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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 tion and US- Taliban Relations

Niu Song

Since the end of the Co ld War, t he internationa l system has seen gr eat change and turmoil. This ar ticle examines US

- Taliban relations by dividing it into thr ee periods, namely indirect suppo rt and limited contact ( 1994 2001) ; cr acking-

down ( 9/ 11 events to 2009) , and try ing to engage in t he  moderate Taliban∀ w hile fighting extr emist Taliban ( 2009 pres

ent) . Given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aracter istic of  one superpower and multiple big power s∀ and the  fa

ding superpow er∀, the future of US- Taliban r elations relies on developing a reasonable M iddle East po licy as well as en

larg ing t he Islamic wo rld s role in the global system.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South Asia and Anti- poverty Options

Qin Yonghong & Dai Yonghong

Rural poverty is part o f the w idespr ead poverty in South Asia. A fter independence, South Asian governments have

launched differ ent rur al development pr og rams such as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 rams, Integr ated Rural Devel

opment Prog rams, Rural Public Works Prog rams and M icr o- credit P ro gr ams, to r ebuild rural infrastructures and insti

tutions as well as t o achiev e pover ty r educt ion and er adicat ion. The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available anti- povert y st rat

eg y option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less- fav or ed areas; g r eater access to productive r esour ces, agr icultural technolo

g ies and f inancial r esources; and empow erment of rur al women, indig enous peoples and ma rg ina lized g roups. T hese meas

ures help promo te social transformat ion, non- farm em ployment and ag ricultur al market acces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Zuo L iancun & J ia N ing

Since the 1990s India has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looking the East. The economic and tr ad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howed gathering momentum. Mo reover, the recent signat ur e o f India-

ASEAN FTA ag reement will pr ov ide mo re tr ade and investment oppor tunities and promise a bright prospect fo 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 ade interact.

India s Agenda of Stimulating Economy under the Global Finance Crisis: An Analysis of Effects

F u Zongp ing

This article analy ses the effects o f the g loba l finance crisis on Indian economy and ass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a s

counter- measures of stimulating economy . According to the autho r, the po licy has helped spur economic g rowth, trade

balance and enterpr ises per formance in the sho rt term, but failed to resolve the endur ing problem w ith its fading effects.

Development of Garment Industry in Sri Lank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ang Peng qi

Sri Lanka s garment indust ry star t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has come to be one of pillar secto rs of the national econo

my . While facing the uncert aint ies caused by EU GSP treatment and the g loba l finance crisis, the industry has seized the

emerging opport unities to gr ow . T oday Sr i Lanka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 ong Kong fo r India∀ and attr act invest

ments from India and t he r egion at lar ge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has chance to cont ribute to this ambitious pro jec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 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Southeast Asia

Chen J idong

The last y ears have w itnessed par alleled developments of Sino- ASEAN and Indo- ASEAN relations. Wit h Sino-

ASEAN Free T rade Area built and Indo- ASEAN  T rade in Goods Ag reement∀ taking effect in 2010, China and India

will inev itably encounter each other on t he platfo rm o f interacting wit h ASEAN. Despite gr eat potentials for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