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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１ 年底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并推翻塔利班政权后ꎬ
为维护阿富汗国内安全环境ꎬ 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的构建成为战后重建

事业中重要的环节ꎮ 从 ２００２ 年至今ꎬ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在美国为

主国际各方的努力下建立起来ꎬ 并得到了一定发展ꎬ 机构种类较为齐

全ꎬ 装备训练水平获得提高ꎬ 成为该国正规化的国家安全力量ꎮ 国家安

全部队的建设以维护国内安全为基本理念ꎬ 以国际援助为基础ꎮ 与此同

时ꎬ 这支新兴安全力量的发展还面临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ꎬ 包括财力

不足、 兵源流失、 各民族兵员比例失衡、 美国撤军、 “伊斯兰国” 向阿

富汗的渗透等带来的影响ꎮ 中国应加强与阿富汗政府的合作ꎬ 以共同稳

定地区安全形势ꎬ 为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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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地处中亚、 西亚、 南亚的结合地区ꎬ 自古即是各方势力角逐的战

略要地ꎬ 近代以来亦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要冲ꎮ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

发生之后ꎬ 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ꎬ 但阿富汗局势并没

有如预期迅速稳定下来ꎬ 其动荡的国内安全状况对周边国家安全及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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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战略造成了一定影响ꎮ 在此情况下ꎬ 如何在维护阿富汗政权稳定前提

下促进阿富汗各项事业持续发展业已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ꎮ 塔利班政权

被推翻之后ꎬ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阿富汗周边国家及联合国等各方力量

展开对阿富汗各项事业的重建ꎮ 其中ꎬ 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的构建成为关键

环节ꎮ 本文拟通过对阿富汗的战后国家安全力量建设的剖析ꎬ 以求更深入、
全面地认识阿富汗的当前局势ꎬ 进而透视和把握中亚、 南亚、 西亚及中东等

地区安全局势ꎮ

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及安全力量构建的目标

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的构建与其国内长期战乱的背景息息相关ꎬ 同时也

是目前阿富汗严峻安全形势下的必然选择ꎮ 自 ２００１ 年底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

后ꎬ 塔利班政权迅速被推翻ꎬ 为维护阿富汗国内的安全稳定ꎬ 驻阿富汗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ꎬ ＩＳＡＦ) 与美军一起ꎬ 曾

经在保障阿富汗的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 阿富汗国内混乱局面并

未得到改善ꎮ 塔利班政权虽被推翻ꎬ 其武装势力却并没有完全被消灭ꎬ 塔利

班残余武装或加入其他组织ꎬ 或藏匿于百姓之中ꎬ 还有一部分则越境进入巴

基斯坦混入阿富汗难民之中ꎮ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ꎬ 塔利班又逐渐恢复了元气ꎬ 并

且对昔日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大幅度调整ꎬ 改为以袭击阿富汗的政治人物、 教

师、 宗教人士等软目标为主ꎬ 频繁进行恐怖活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美军和国

际安全援助部队不得不持续对塔利班进行各种规模的清剿ꎬ 塔利班在军事冲

突中表现出的战斗力甚至令国际部队都感到吃惊ꎮ① 为此ꎬ 奥巴马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开始重新向阿富汗大规模增兵ꎬ 以对抗塔利班势力的卷土重来ꎮ
美国政府的战略调整并没有使阿富汗安定下来ꎬ 根据图 １ 数据显示ꎬ 在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年间ꎬ 反政府武装人员 (Ａｎｔｉ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的暴力袭

击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ꎬ 对阿富汗国内安全造成极大威胁ꎮ 除此之外ꎬ 自

２０１５ 年年初以来ꎬ 在叛乱分子的传统控制区内ꎬ 诸如赫尔曼德和坎大哈等省

份ꎬ 暴力冲突一直在延续ꎮ 令人担忧的是ꎬ 在其他地方如昆都士等ꎬ 恐怖活

动也正在蔓延ꎮ 阿富汗政府虽然能较好地控制喀布尔、 主要交通线、 省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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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及几乎所有中心区域等ꎬ 但塔利班控制了广大农村地区ꎬ 具有与阿富汗

政府争夺如赫尔曼德等战略要地的能力ꎬ 并继续在喀布尔进行恐怖袭击ꎮ 塔

利班试图通过这些攻击引起媒体的关注ꎬ 在阿富汗国民当中制造不安全感ꎬ
以削弱民众对阿富汗政府的信心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的民意调查显示ꎬ 仅有

２８％的阿富汗人表示对本地安全形势感到满意ꎮ①

图 １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上半年反政府武装人员 (ＡＧＥ) 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

资料来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５８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ꎬ 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ꎮ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

１０ 多年后ꎬ 阿富汗仍没有迎来和平的曙光ꎬ 国内反政府武装分子发动的暴力

恐怖袭击事件接连不断ꎬ 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ꎬ 极大影响了阿富汗国内

秩序的重建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构建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具有明确的目标和

重大的现实意义ꎮ
首先ꎬ 建立强大高效国家安全力量之目的是为了建立可靠的国内安全环

境ꎬ 同时也是对公民生存基本安全需要的一种保障ꎮ 由于阿富汗国内几十年

来长期战乱ꎬ 广大人民流离失所ꎬ 许多人更是无端死于非命ꎮ 据统计ꎬ 自

１９７８ 年阿富汗战乱以来ꎬ 几十年间有 ６００ 万阿富汗人成为难民ꎬ 占当时阿富

汗总人口的 １ / ３ꎮ② 此外ꎬ 长期军阀混战以及塔利班残余势力实施的各种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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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来的恐怖袭击也给阿富汗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威胁ꎮ 鉴于此ꎬ 构建

能够保障国内安全环境的有效军事力量尤为必要ꎬ 重点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

的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以满足人民基本安全需要ꎮ
其次ꎬ 建立强有力的安全部队可与其他战后重建事业互相促进、 相辅相

成ꎮ 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包含了诸多方面ꎬ 即政治重建、 经济重建、 安全重建、
教育重建、 卫生重建、 文化重建等等ꎮ 而这一切重建事业的基础就是构建一

个稳定和平的国内安全环境ꎬ 很难想象在一个人人自危、 恐怖袭击随时降临

的纷乱社会中能进行有效的经济建设ꎮ 不仅国内人民需要安全ꎬ 而且国外投

资者也需要稳定的安全环境ꎮ 因此ꎬ 国内安全环境是顺利进行其他各项事业

的基础ꎬ 根本还是要建设一支有足够能力的国家安全力量ꎮ
再次ꎬ 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国内安全环境ꎬ 才能逐步恢复和培养阿富汗人

民的国家认同ꎮ 阿富汗目前乱局的根源复杂ꎬ 但其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不强

是重要原因之一ꎬ 同时也是乱局造成的结果ꎮ 阿富汗混合了各色人种与各种

部族宗教势力ꎬ 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淡薄ꎬ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ꎬ 极易发生动

乱甚至国家分裂ꎮ 国内安全环境的成功塑造可以大大增加人民的安全感ꎬ 同

时也能有效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ꎬ 而且能够在深层次上强化国民的阿富汗

国家认同意识ꎮ “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保护阿

富汗民众的能力”①ꎮ
最后ꎬ 安全环境的塑造对于构建稳定成熟的社会结构也大有裨益ꎮ 阿富

汗社会结构的不稳定现状ꎬ 导致社会更大的离散ꎬ 互为因果、 恶性循环ꎮ 而

有效的武装力量可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ꎬ 最终终止阿富汗的混乱局势ꎮ
但阿富汗国内政治派别林立ꎬ 尤其是作为新政权军事支柱ꎬ 在新政权建

立伊始即获得了国防部长 (由法希姆担任) 等关键职务的北方联盟ꎬ 内部派

系众多、 纷争不断ꎬ 除领袖拉巴尼外ꎬ 还有众多势力握有重兵: 如马苏德的

副手、 塔吉克族的法希姆ꎻ 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号称有 ５ 万人ꎬ 控制了

阿富汗北部的 ４ 个省ꎬ 甚至拥有自己的政府、 货币、 法律等ꎻ 各路军阀部队

成为建立阿富汗国家政权进程上的严重障碍ꎮ② 因此ꎬ 为了建设强有力的中央

政权和国家安全力量ꎬ 清除旧军阀势力的影响成为重要任务ꎮ 这项涉及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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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 遣散和回归社会 (ＤＤＲ Ｐｌａｎ) 的任务主要由日本负责ꎬ 虽然困难重重ꎬ
还是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宣布完成ꎬ 共有 ６３ ３８０ 名旧军阀势力成员退役ꎮ 此后ꎬ 虽

然大批军阀势力加入了政府和议会ꎬ 开始参与阿富汗的政治活动ꎬ 但军阀势

力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继续在军队和民间社会产生很大的作用ꎬ 这些

都是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构建过程中必须要考量的问题ꎮ①

虽然存在严重阻力ꎬ 但构建阿富汗国内安全力量对于维护阿富汗国内安

全、 保证人民安定生活、 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地区安全形势有相

当重大的意义ꎬ 也必然是阿富汗战后各项重建事业的基础和重点ꎮ

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的构建

战后阿富汗的国家安全力量重建之首要宗旨是维护国内安全、 消除暴恐

及军阀势力ꎬ 在构建理念、 建立过程、 结构组成、 训练装备以及作战效果五

方面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失序至有序的渐进发展过程ꎮ
(一) 国内安全话语体系下的理念构建

与许多其他以抵御外部入侵为主的国家武装力量发展目标不同ꎬ 阿富汗

国家安全力量构建一开始的目标与宗旨即着眼于内部安全、 立足于国内安全

话语体系ꎬ 这主要缘于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两种力量的冲突消长ꎮ 阿富汗目

前的局势是国内动乱趋势及影响远大于遭遇外来势力侵犯的可能ꎬ 且周边国

家亦深恐阿富汗乱局外溢而殃及自身ꎮ 因此ꎬ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阿富

汗军队等国家安全力量建设面临的任务都是维护国内安全ꎬ 这也导致其武装

力量发展方向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ꎮ
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构建受到各种历史、 地理、 民族及地方势力因素的

交错影响ꎮ 从地理角度来看ꎬ 该国有 ４ / ５ 的地形属于山地和高原ꎬ 中部自东

北向西南耸立的是高大险峻的兴都库什山脉ꎬ 只有在北部和西南部分地区有

少量平原ꎮ② 阿富汗国内沟壑纵横ꎬ 自然条件恶劣ꎬ 同时很多山区的地下溶洞

可以弯曲绵延至数十公里ꎬ 有些溶洞甚至直通邻国ꎬ 再加上为数众多的易守

难攻的山口ꎬ 完全依靠正面战场机械化部队推进难以解决问题ꎬ 如此地形反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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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了游击战争绝佳场所ꎮ 从历史上看ꎬ 该国独特的山地地形使之素来就有

“帝国坟场” 之称号ꎬ 众多曾经威名远扬的大帝国都在阿富汗地区折戟沉沙ꎬ
充分证实了交通和通讯对于实施有效统治的重要性①ꎮ 相比以往ꎬ 现代高技术

信息化部队在采取军事行动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ꎬ 但面对这样的地形还是存

在诸多困难ꎮ 除了地形之外ꎬ 阿富汗复杂的民族构成以及林立的地方部族势

力也都是建立国家安全部队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ꎮ 鉴此ꎬ 在阿富汗国家安全

力量的组成中ꎬ 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成了不容忽视的一环ꎬ 有效的微观军事

与监管渗透是必须要遵循的原则ꎬ 同时应当注重宏观与微观安全力量的有机

结合ꎮ 这已经引起了美国等援助方及阿富汗现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近些年建立

的阿富汗公共保护部队、 美军在 ２０１０ 年倡导组建的 “地方警察部队” 都是此

原则的体现ꎮ 此外ꎬ 阿富汗崎岖复杂的地形也决定了不宜进行大规模地面机

械化部队的有组织行动ꎬ 而更适合进行灵活性强的无人机军事打击ꎮ
(二) 国家安全力量的创建过程

“九一一” 事件发生后ꎬ 美军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展开了对塔利班政权

的军事打击ꎬ １２ 月 ５ 日签署 «波恩协定»ꎬ 由此开始了筹建后塔利班时代阿

富汗第一个临时政府的工作ꎬ 该协定强调了当时阿富汗局势的混乱状况ꎬ 认

为国际社会各方应协助阿富汗新政府建立和训练一支有效的国家安全力量ꎮ②

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 在阿富汗有两种国际安全力量ꎬ 即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与美国

部队ꎮ 其中美国部队担负着继续追剿和打击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残余势力的任

务ꎻ 而对于来自 １８ 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来说ꎬ 其任务主要是维

护阿富汗的安全与稳定ꎬ 中心任务是保障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安

全ꎮ③ 在其他阿富汗大部分地区ꎬ 地方军阀势力依旧在相继扩充实力ꎬ 并不时

产生纷争ꎬ 但国家总体上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期ꎮ④

为强化阿富汗新政府的执政能力ꎬ 美军在 ２００２ 年初就制定了建立阿富汗

国家安全部队的计划ꎬ 该计划准备以阿富汗国民军为基础最终组建一支人数

为 ７ 万人的国家安全部队ꎬ 并希望在一年内发挥作用ꎮ 但由于短期内只能训

０４

①

②

③
④

[英国] 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 － 国家与暴力»ꎬ 胡宗泽、 赵力涛译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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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有限数量的士兵ꎬ 计划后来经过了修改ꎬ 改为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之前建立一

支 ９ ０００ 人的阿富汗国民军部队ꎮ 另外ꎬ 美国认为军队成员应来自全国各地ꎬ
以化解军队的部族化和地区化倾向ꎮ①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八国集团会议在日内瓦召开ꎬ 参会各方决定将阿富汗的安

全改革分为五部分ꎬ 分由 ５ 个国家负责ꎬ 其中美国负责军队改革而德国负责

警察改革ꎮ② 同年 ５ 月ꎬ 美国训练阿富汗国民军的计划正式开始实施ꎬ 但军队

组建计划并不顺利ꎬ 因此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又召开了第二次波恩会议ꎬ 宣布将建

立一支 ７ 万人的队伍ꎬ 但是直到 ２００３ 年只有不到 １ 万人应召入伍ꎮ③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阿富汗恢复了中央军团司令部ꎬ 这是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的第一个军团

级单位ꎮ 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有 １４ 个国家参与了阿富汗军队的培训ꎬ 其时

政府军已经有能力参加国际安全部队和美军的大规模战斗ꎬ 且连以上单位都

配有外籍培训专家ꎮ 与此同时ꎬ 在国家安全部队建设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ꎬ
如军饷和生活待遇偏低、 军队中没有清真寺、 军队中的塔吉克官兵比例过高

等问题ꎬ 这造成了士兵提前退役的情况比较突出ꎬ 军心不稳情况严重ꎮ④ 虽然

遭遇诸多困难ꎬ 阿富汗国民军还是逐步建立起来ꎬ 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终于发展

至 ７ ９ 万人ꎬ 国家安全力量初现规模ꎮ⑤

鉴于德国在二战之前和冷战期间都有帮助阿富汗建立警察体系的经验ꎬ
阿富汗警察体系改革由德国牵头组织进行ꎮ ２００２ 年初ꎬ 阿富汗有约 ５ 万至 ７
万名警察ꎬ 但大部分素质低下ꎬ 难以担当安全重任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德国计划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为警察改革提供 １ ０００ 万欧元的援助ꎬ 并提出如下计划: 为

国家警察部队的组织建立提供建议ꎬ 恢复喀布尔警官学院的正常运行ꎬ 管理

警察体系重建捐助款项等等ꎮ⑥ ２００４ 年之后ꎬ 美国也参与了阿富汗国民警察

的重建ꎬ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 阿富汗政府官方授权建立一支 ６ ２ 万人的警察队

伍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阿富汗国家辅助警察 (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ｅ)
建立ꎬ 其目的是将阿富汗国民警察从维持地方安全事务中解放出来而专门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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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塔利班ꎬ 但由于辅助警察的诸多负面影响而于 ２００８ 年被官方宣布解

散①ꎮ 在 ２００６ 年ꎬ 阿富汗国民治安警察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ＮＣＯＰ) 也建立了起来ꎬ 目的是为了在高威胁地区协助国民警察的行动ꎮ 经

过各方不懈的努力ꎬ 到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阿富汗国民警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９４ ９５８人ꎮ②

(三)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人员结构

目前ꎬ 阿富汗主要国家安全力量的名称是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ＡＮＤＳＦ)ꎬ 国防和安全部队基本

上由阿富汗国民军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ｙꎬ ＡＮＡ)、 阿富汗空军 (Ａｆｇｈａ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ꎬ ＡＡＦ) 与阿富汗国民警察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ＮＰ) 组成ꎬ 此外

还有阿富汗地方警察等辅助安全力量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总兵力为３２４ ７１６人ꎬ 其中阿

富汗国民军与阿富汗空军共 １６０ ４６１ 人ꎬ 阿富汗国民军与阿富汗空军的文职人

员共 ７ ０４８ 人ꎬ 阿富汗国民警察 １４８ ２９６ 人ꎮ 国防和安全部队兵力已经非常接

近 ３６０ ００４ 人的最终建设目标ꎬ 具体的兵力构成情况参见表 １ 的数据ꎮ

表 １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 (ＡＮＤＳＦ) 兵力构成表　 　 　 (单位: 人) 　 　

最终目标
最终目
标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已部署兵力

占目标数
量的比例

与目标数
量的差距

与目标数
量的差距比例

国民军
与空军

１９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０ ４６１ ８２ ３％ ３４ ５３９ １７ ７％

国民军与
空军文职

８ ００４ ７ ０４８ ８８ １％ ９５６ １１ ９％

国民军与
空军总兵力

２０３ ００４ １７６ ４２０ ８６ ９％ ２６ ５８４ １３ １％

国民
警察

１５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４８ ２９６ ９４ ５％ ８ ７０４ ５ ５％

国防和
安全部队

３６０ ００４ ３２４ ７１６ ９０ ２％ ３５ ２８８ ９ ８％

　 　 　 资料来源: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ＩＧＡＲ)ꎻ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ＳＩＧＡＲꎬ Ｏｃｔ  ３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９３

２４

①
②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Ｋ Ｋｅｌｌｙꎬ Ｎｏｒａ Ｂｅｎｓａｈｅｌ ＆ Ｏｌｇａ Ｏｌｉｋ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５１ － ５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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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安全力量中ꎬ 阿富汗国民军与阿富汗空军是最主要的ꎬ 担负着打

击塔利班及其他极端组织的任务ꎮ 阿富汗国民警察主要包括四部分: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阿富汗制服警察 (Ａｆｇｈａ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ＵＰ) ８６ ７５４
人ꎻ 阿富汗边境警察 (Ａｆｇｈ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ＢＰ) ２１ ７７５人ꎻ 阿富汗国民治

安警察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ＮＣＯＰ) １５ １６９ 人ꎻ① 第四部分是

阿富汗反犯罪警察 ( Ａｆｇｈａｎ Ａｎｔｉ － Ｃｒｉｍｅ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ＡＣＰ) 和特警总指挥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ｎｉｔｓꎬ ＧＣＰＳＵ)ꎮ② 其中ꎬ 阿富汗制服警察

是最主要的部分ꎬ 主要负责维持公共秩序ꎬ 通过社区警务维持法治秩序并减

少针对基层社区的犯罪等ꎻ 阿富汗边境警察的主要职责是保护边境并维护边

境 ５０ 公里范围内的安全ꎻ 阿富汗国民治安警察充当了国家宪兵的角色ꎬ 其任

务目标是全国范围内的重大安全事件ꎬ 他们是警察组织的领导者ꎬ 按照规定

应与军队的行动密切配合ꎮ
其他安全力量比较重要的还有阿富汗地方警察 ( Ａｆｇｈ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ＬＰ)ꎬ 其成员由地方长老或者掌权者从当地人中挑选而来ꎬ 职责是维持本地

社区的安全、 对付反叛分子的攻击以及保护地方设施等ꎮ 地方警察单独有自

己的制服ꎬ 不属于阿富汗国家警察的序列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阿富汗

地方警察人数为 ２８ ０７３ 人ꎬ 还没有达到预设的 ３ 万人的目标ꎮ
除以上所列以外ꎬ 其他安全力量还有阿富汗公共保护部队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ꎬ ＡＰＰＦ)ꎬ 这是内务部领导下的国有单位ꎬ 主要是为北约和美

国提供合约规定的设施保护和运输安全的服务ꎬ 其主要职责是保护美国和北

约组织承包商的设备ꎮ 另有设施保护部队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ꎬ ＦＰＦ)ꎬ
约有 ５ ０３０ 人ꎬ 负责保护阿富汗、 美国和北约的设施ꎮ③

(四) 训练和装备

训练与纪律历来被西方军事研究人员视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军

事作战精髓ꎬ 因此美军等非常重视对阿富汗国家军事力量的训练ꎬ 并提供了

大量装备ꎬ 使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一定提高ꎮ 目前ꎬ 美军资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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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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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ｐ ８７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９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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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阿富汗国民军的培训项目有 ２５ 个ꎬ 包括 １８ 个技术培训项目、 ４ 个专业军事

技能培训项目、 ２ 个基础项目以及英语方面的培训ꎮ 在培训协议中最主要的内

容是飞行员培训、 特种作战、 拆除简易爆炸装置等ꎬ 美国在这些方面已经投

入了巨资ꎮ 对阿富汗国民警察的培训也主要是一些专业项目ꎮ 在大批美军撤

出阿富汗后ꎬ 目前的驻阿美军主要担负着阿富汗部队的训练任务ꎮ 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止ꎬ 美军在国民军和国民警察的训练方面已经支出了 ３６ 亿美元ꎮ①

在武器装备方面ꎬ 由于美国的持续支持ꎬ 武器装备数量不断增加ꎬ 并及时更

新换代ꎬ 目前安全部队的武器已经能够满足基本需要ꎮ 阿富汗国家军事力量

所用武器装备主要由北约提供ꎬ 只有少部分非北约武器装备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美军在阿富汗国民军的装备和运输器具方面的投入已达 １２７ 亿美

元ꎮ 在空中力量方面ꎬ 阿富汗空军目前拥有 １１ 架 “米格 － ３５” 直升机、 ５２
架 “米格 － １７” 直升机、 １６ 架 “ＭＤ － ５３０” 直升机、 ２６ 架 “Ｃ － ２０８” 运输

机、 ４ 架 “Ｃ － １３０” 运输机等ꎬ② 具备了一定的空中任务执行能力ꎮ
(五) 作战能力

在美方看来ꎬ 此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与美军等联合执行任务ꎬ 具备

了一定的任务能力ꎮ 从 ２０１４ 年起安全部队开始正式接手国内安全防务ꎬ 之后

在数次行动中完成了独自拟定作战计划、 独自领导和执行联合作战行动等工

作ꎬ 并显示其具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和能力ꎮ 在 ２０１４ 年期间ꎬ 安全部队的战斗

频率是 ２０１３ 年的 ４ 倍ꎮ③ 但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年间阿富汗国内安

全局势持续恶化ꎬ 平民伤亡人数居高不下ꎬ 这一方面反映了阿富汗国防和安

全部队无法有力保障安全秩序的维护ꎬ 另一方面也使受美军训练的阿富汗国

内安保人员作战能力颇受质疑ꎮ
总体来看ꎬ 安全部队已经逐步正规化且具备了一定的任务能力ꎬ 其所拥

有的装备包括榴弹炮、 运输机等都是反政府武装所无法企及的ꎮ 但是这支安

全力量与之前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相比ꎬ 在空中力量、 情报能力、 特种作战ꎬ
以及计划制定、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ꎮ④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１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０６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７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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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发展的因素

虽然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建设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下得到一定提升并

具备了一定的任务执行能力ꎬ 但这支新兴安全力量在国内纷繁复杂的安全局

势下还会遭遇诸多障碍和困难ꎮ
(一) 财力不足

维持如此数量的部队需要相匹配的经济实力作后盾ꎬ 而目前阿富汗安全

部队建设主要依靠国际援助ꎬ 特别是美国的援助ꎬ 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对阿富

汗援助都投入到了阿富汗安全力量建设方面ꎮ 美国国会创建了阿富汗安全部

队基金 (Ａｆｇｈ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ｕｎｄꎬ ＡＳＦＦ)ꎬ 该基金直接向阿富汗国防部和

内政部提供财政援助ꎮ 美国的资金投入到安全部队建立、 武器装备、 训练、
维持等各个领域中ꎮ

在芝加哥举行的 ２０１２ 年北约首脑会议上ꎬ 各方国际捐助者制定了资助阿

富汗建立一支大约 ２２８ ５００ 人的安全部队的初始方案ꎬ 当时估计每年对阿富汗

的安全援助费用约为 ４１ 亿美元ꎮ 在威尔士举行的 ２０１４ 年北约首脑会议上ꎬ
各方国际捐助者又承诺每年再提供 １０ 亿美元ꎬ 以作为对美国援助资金的补

充ꎮ 上述资金再加上阿富汗政府每年约 ５ 亿美元的投入ꎬ 基本能够支持阿富

汗安全力量建设的正常进行ꎮ① ２０１５ 财年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建设需要 ５４ 亿

美元ꎬ 美国国防部通过阿富汗安全部队基金提供了 ４１ 亿美元ꎬ 其中包含了阿富

汗政府预算内的 ２０ 亿美元 (其年度政府预算总额约为 ７６ 亿美元)ꎬ 而剩下的 １３
亿美元则由国际捐助者 (９ ２３ 亿美元) 与阿富汗政府 (４ １９ 亿美元) 共同提

供ꎮ② 由此可见ꎬ 维护安全力量需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ꎬ 但是据世界银行统

计ꎬ ２０１４ 年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为 ２０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约为 ２１２ 亿美元ꎬ 增

长比较缓慢ꎮ③ 图 ２ 显示阿富汗财政预算中国内收入与国外捐助的比例情况ꎬ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阿富汗对于外部援助的依赖性ꎮ 美国 ２０１４ 财年为阿富汗

５４

①

②

③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４ － ３５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１２２５＿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ｃ＿ ２０１５＿ － ＿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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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拨款是 ７５ 亿美元ꎬ 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通过项目和基金来完成的ꎮ①

目前建立和维护国家安全力量所需资金对于阿富汗政府来说是一个天文

数字ꎬ 在将来国际援助逐渐撤出的情况下ꎬ 安全部队的建设必定艰难ꎮ

图 ２　 阿富汗财政预算中国内收入与国外捐助占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６５

(二) 兵源流失

兵役权利与义务问题的核心在于ꎬ 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权利ꎬ
公民自然会相应产生同样对等的义务ꎮ 在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建立初期ꎬ
士兵招募曾遭遇较大困难ꎬ 兵源问题一度成为困扰安全力量形成的重要障碍ꎬ
而且当时士兵开小差现象也比较严重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执政能力及人

民对政府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ꎮ 近年来ꎬ 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建设ꎬ 安

全部队在兵源招募方面已经大为改观ꎬ 人数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ꎬ 一方面是

因为待遇的提高ꎬ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已经步入正轨ꎮ 但是ꎬ
目前安全部队仍然存在兵源流失问题ꎬ 这对安全部队的战斗力和稳定性构成

了一定挑战ꎮ ２０１４ 年期间安全部队的月均兵员流失比例为 ２ １％ ꎬ ２０１５ 年上

半年有所下降ꎬ 为平均每月 １ ８％ ꎬ 但就目前来看ꎬ 要达到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制定的 １ ４％的目标还有相当难度ꎮ 具体到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空军方面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国民军和空军的人员流失率分别为 ２ ３％ 和 ０ ７％ ꎬ ７ 月期间分别

为 ２ ４％和 ０ ６％ ꎮ② 而阿富汗国民警察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至 ７ 月这 ３ 个月期间的人

员流失率分别为 １ ９％ 、 ２％和 １ ９％ ③ꎮ

６４

①

②
③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６５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１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１０８ －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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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员流失率较高的主要原因ꎬ 首先是伤亡率的增加ꎬ ２０１５ 年前半年安全

部队伤亡率比 ２０１４ 年高出约 ５９％ ꎬ 其中在 ２０１５ 年头几个月更是比去年高出

了约 ８０％ ꎮ 伤亡大幅度增加主要归因于战斗频率的增加、 联军大规模撤军、
叛乱分子的进攻加剧等等ꎮ 人员伤亡增加较多的主要是阿富汗国民警察和地

方警察ꎬ 因为这两支警察队伍主要是在隔离的检查点执行任务ꎬ 并且武器装

备和训练也相对较差ꎮ① 人员流失较多还与领导层的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士兵生

活保障较差等有一定的关系ꎬ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ꎬ 对于安全部队的

士气、 实力和稳定性都将造成很大影响ꎮ 及早采取有效措施ꎬ 加强部队管理ꎬ
提升士兵的生活质量和训练水平ꎬ 使之保持高昂的士气ꎬ 是当前国防和安全

部队建设的重点ꎮ
(三) 各民族军兵比例失衡

民族因素的影响在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建设过程中也是不容轻视的ꎮ
阿富汗复杂的历史使民族、 部族问题一直是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棘手的问题ꎮ
部族长老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ꎬ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政府的统治ꎻ 民族

问题在阿富汗社会各个层面均有表现ꎬ 各民族间的隔阂对立也比较严重ꎬ 早

在军阀混战及塔利班崛起时期ꎬ 就发生过民族仇杀事件ꎮ 此外ꎬ 阿富汗的军

阀混战也基本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ꎬ 几个著名军阀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基本

上都是本族民众ꎬ 比如马苏德领导的是塔吉克族武装ꎬ 杜斯塔姆领导的是乌

兹别克族民兵ꎬ 希克马蒂亚尔指挥的是普什图族武装ꎬ 其对本民族的忠诚度

都非常高ꎮ
民族问题是阿富汗国内混乱的根源之一ꎬ 这一 “想象的共同体” 在很多

方面发挥了超乎想象的作用ꎬ 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认为的 “民族的想

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ꎮ② 具体到国家安全力量建设

方面ꎬ 就是应注重安全部队内部各民族兵源数量比例的平衡ꎬ 保持军内合理

的民族比例以维护军队的安全稳定ꎮ
表 ２ 和表 ３ 显示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兵员的民族来源比例ꎬ

阿富汗几个主要的民族普什图族、 塔吉克族、 哈扎拉族和乌孜别克族人口占国

７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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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４２％ 、 ２７％ 、 ９％和 ９％ ꎬ 但是上面两个表都显示了塔

吉克族的比例偏高ꎬ 这有可能造成塔吉克族在军内影响过大ꎬ 引起人口最多

的普什图族的不满ꎬ 从而影响军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塔利班崛起前的拉巴尼

政府就是以塔吉克武装为基础ꎬ 其掌权时曾引起了普什图族人的强烈抵触情

绪ꎮ 军内各民族兵员的数量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阿富汗政治社会结构

与趋向ꎮ 阿富汗当局重视军队兵员民族比例问题ꎬ 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

问题是必要和必需的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阿富汗国民军的各民族人员比例 (单位:％ )

普什图族 塔吉克族 哈扎拉族 乌兹别克族 其他民族

军官 ４２ ５ ４０ ９ ８ ２ ４ ７ ３ ５

军士 ３７ ０ ３４ ０ １２ ３ ９ ５ ７ ０

士兵 ４０ ３ ２８ ７ １０ ０ １２ ６ ７ ８

总计 ３９ ７ ３２ ７ １０ ６ １０ ２ ６ ８

　 　 资料来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ＩＶ: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ｏ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２１ꎮ

表 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阿富汗国民警察的各民族人员比例 (单位:％ )

普什图族 塔吉克族 哈扎拉族 乌孜别克族 其他民族

军士 ３５ ４３ ９ ８ ５

警员 ４１ ３４ ７ ８ １０

　 　 资料来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ＩＶ: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ｏ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２１

(四) 美国撤军带来的影响

美军宣布撤军后ꎬ 塔利班发动反扑ꎬ 使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面对更大

压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下旬ꎬ 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玛尔 (Ｍｕｌｌａｈ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Ｏｍａｒ) 死亡ꎬ 奥马尔之死导致塔利班各派系之间的分裂斗争加剧ꎬ 同时也导

致此前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被取消ꎮ 塔利班新的继任者曼苏尔

(Ｍｕｌｌａｈ Ａｋｈｔａｒ) 为巩固自己的地位ꎬ 向阿富汗政府发起了频繁的进攻ꎮ①

８４

①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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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安全事件的日均次数

资料来源: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ＧＡＲ)ꎻ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ＳＩＧＡＲꎬ Ｏｃｔ ３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９０ －９１

　 　 图 ３ 显示了美军逐渐撤出后的安全事件发生频率和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ꎮ
总的来说ꎬ 由于美军驻阿富汗兵力的减少和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逐步接管安

全任务ꎬ 近几年来安全事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ꎬ 平民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升高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反政府武装分子攻击造成的军方与平民总

伤亡人数比 ２０１４ 同期增加了约 ４％ ꎮ① 虽然 ２０１５ 年的日均安全事件与 ２０１４ 年

数量相当ꎬ 但是平民伤亡人数却呈现大幅升高的趋势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到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ꎬ 联合国对阿富汗援助团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ＵＮＡＭＡ) 报道了 ２ ９８５ 例平民伤亡ꎬ 报道还宣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一天的平民伤亡人数竟高达 ３５５ 人ꎬ 是援助团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跟踪报道以来

最严重的一天ꎮ
除了加强对平民的攻击外ꎬ 反政府武装的攻击目标与形式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ꎮ 联合国报告记录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７ 月底期间共发生了 ６ ０９６ 起安

全事件ꎬ 虽然比 ２０１４ 年同期减少了 ４ ６％ ꎬ 但是其中包括 ２９１ 例暗杀与暗杀

未遂ꎬ 同比增长了 １１ ４％ ꎮ 反政府武装在一些省份全力攻占地区中心ꎬ 在阿

富汗的 ３６４ 个地区当中ꎬ 有 ７ 个地区的中心被占领 (有 ５ 个被阿富汗国防和

安全部队夺回)ꎬ 相比前几年有了明显上升ꎮ②

反政府武装攻击策略的另一变化是针对性攻击不断增加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ꎬ 针

对性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占到了平民伤亡总数的 ９％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反政府武装针对

９４

①

②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１２２５＿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ｃ＿ ２０１５＿ － ＿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０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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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攻击造成的 ４０５ 例平民伤亡中ꎬ 攻击的目标包括部落长老、 政府官员、 毛拉以

及民事司法官员等重要人员ꎬ 这反映了反政府武装试图通过攻击重要部门及重要

人物来打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的企图ꎬ 这是一种需要高度警惕的变化ꎮ①

总的来说ꎬ 随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逐渐撤出ꎬ 阿富汗安全部队不得不

独自承受来自反政府武装的巨大压力ꎬ 未来还将面临各种严峻考验ꎮ
(五) “伊斯兰国” 向阿富汗的渗透

“伊斯兰国” 迅速兴起后ꎬ 已经在中东掀起了轩然大波ꎬ 其更加极端的做

法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ꎬ 有迹象表明 “伊斯兰国” 正在向阿富汗渗

透ꎬ 给阿富汗安全局势带来了双重危机ꎮ
联军和阿富汗政府当前正在密切关注 “伊斯兰国” 试图扩展到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的新动向ꎬ 且美军已经发现了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招募兵员的迹

象ꎬ 一些个人与激进组织开始称呼自己为 “呼罗珊省伊斯兰国成员”ꎬ 这很可

能是为了引起大众关注ꎬ 以便网罗更多资源和招募作战人员ꎮ 不过ꎬ 目前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的影响仍处于探索阶段ꎬ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即乌伊运) 公开表示支持 “伊斯兰国” 作为全球圣战的领导人ꎬ 但是塔利

班已经宣布不允许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进行活动ꎬ 并且在局部地区与 “伊
斯兰国” 发生了冲突ꎮ② 可见ꎬ “伊斯兰国” 向阿富汗的渗透势必将加剧这一

地区的动荡ꎬ 促进阿富汗现总统加尼声称的所谓 “恐怖生态” 的发展壮大ꎬ③

其与阿富汗境内其他极端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会给这一地区的安全形

势带来较大变数ꎬ 同时也给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安全能力提出更高挑战ꎬ
这都是国家安全部队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ꎮ

结　 语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ꎬ 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期于

０５

①

②

③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６０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６ － ２７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１２２５＿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ｃ＿ ２０１５＿ －＿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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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ꎮ 阿富汗总统加尼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宣布ꎬ 阿富汗国

防和安全部队自当天起全面接管国内防务ꎮ 此后ꎬ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只留下

１ ２ 万名军事人员继续为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提供训练、 咨询和指导等方面

的支持ꎬ 其行动代号从 “持久自由行动” 改为 “坚定支持任务”ꎬ 从即时起

不再领导直接的军事行动ꎮ①

综合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在美军大部撤出后的表现ꎬ 我们可以看出ꎬ 虽

然阿富汗政府独立维护国内安全的行动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遭遇很大困难ꎬ
但是总的来说国防和安全部队日趋正规化ꎬ 且目前国际国内环境都有利于国

防与安全部队的发展ꎮ 其一ꎬ 稳定的阿富汗符合周边国家的利益ꎮ 阿富汗邻

国巴基斯坦也不堪极端势力的侵扰ꎬ 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和 “基地” 组

织的打击ꎬ 对阿富汗当局非常有利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

阿富汗时ꎬ 两国坚定地表示要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并做出了实

质性举动ꎬ 包括协商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合作与行动、 构建跨境网络反恐等ꎮ
其二ꎬ 塔利班自身面临困境: 面临严重资源短缺ꎻ 战士死亡率颇高但其领导

层却在享受ꎬ 对塔利班基层士气影响极大ꎻ 国外军队的撤出削弱了塔利班斗

争的正义性ꎬ 他们现在的敌人已不再是所谓 “外来入侵者”ꎬ 而是他们的阿富

汗同胞ꎮ② 另外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证实ꎬ 阿富汗塔利班最

高领导人曼苏尔在上台不到一年后ꎬ 在美军对巴基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境

地区发动的空袭中死亡ꎮ 可以预见ꎬ 曼苏尔的死亡会使塔利班内部不同派别

的冲突加剧ꎬ 对其内部凝聚力造成一定的影响ꎬ 同时也会影响到阿富汗政府

与塔利班的谈判ꎮ 但是ꎬ 对于阿富汗国家防御和安全部队来说ꎬ 这应是一个

好消息ꎬ 因为一个松散的敌对势力对政府军队造成的威胁要更小一些ꎮ 其三ꎬ
国际社会现已形成合力ꎬ 共同打击极端势力ꎬ 其中也包括阿富汗境内的塔

利班ꎮ
作为中国的邻国ꎬ 同时也是 “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节点和通道ꎬ 阿富

汗的国家安全形势与中国密切相关ꎮ 从未来的发展看ꎬ 如何帮助阿富汗实现

国家安全力量的自主能力建设尤为重要ꎮ 除了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以外ꎬ 中

国还可以建立与阿富汗在禁毒与反恐方面的合作机制ꎬ 严防恐怖势力与毒品

１５

①
②

Ｊｏｈｎ Ｆ Ｓｏｐｋ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１ － ９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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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透与流通ꎬ 可以 “借鉴和推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解决毒品生产方面的

发展替代种植的成功经验ꎬ 给予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缓解毒品问题的经济、 技

术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ꎮ①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ｕ Ｋｕｏ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ｗａｓ ｔｏｐｐ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０１ꎬ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ｄ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ＳＦ)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ｂｕｉｌｔ ｕｐ ａｎｄ ｇｏ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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