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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 事件以来美国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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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九一一” 事件发生后ꎬ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

转向ꎬ 美国的非洲政策也出现了重要调整ꎬ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确立了反

恐在对非政策中的首要地位ꎮ 基于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攸关程度ꎬ “大非

洲之角”、 萨赫勒地带和马格里布地区被视为非洲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

区ꎮ 近年来ꎬ 美国迅速提升对非反恐的战略层级ꎬ 频频展开对非反恐外

交ꎬ 不断推出包括创建美军非洲司令部等系列举措来打击非洲的恐怖主

义活动ꎮ 从实施效果上看ꎬ 美国的反恐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削弱了

非洲相关恐怖组织的实力ꎮ 但是ꎬ 美国主要依赖军事手段在非洲反恐的

做法ꎬ 不但难以根除恐怖主义ꎬ 反而导致恐怖主义活动在非洲部分地区

泛滥ꎮ 从发展趋势上看ꎬ 打击恐怖主义仍将是奥巴马执政后期和下一届

新政府对非政策的重中之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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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 恐怖袭击事件重塑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和方向ꎮ 该事

件发生后ꎬ 美国政府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优先方向ꎬ
并加紧在全球推行其反恐战略ꎮ 此举不仅构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的最重要转变ꎬ 也对国际环境和美国的地区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在此

背景下ꎬ 美国的非洲政策也出现了重要调整ꎬ 其首要表现就是确立了 “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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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 的对非政策ꎬ 非洲成为美国推行其全球反恐战略最重要的地区之一ꎮ①

美国认为ꎬ 所谓 “失败国家” 与 “脆弱国家” 最为密集的非洲大陆已经成为

恐怖主义最容易滋生的沃土ꎬ 非洲国家松散的边境控制能力、 司法机构的不

完善与军事力量的羸弱易使其成为恐怖组织实现人员、 资金与武器跨境流动

的 “天堂”ꎮ 如果不调整对非洲政策ꎬ 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加以重点打击ꎬ 将

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遭受持久损害ꎮ② 本文拟就 “九一一” 事件以来美

国在非洲反恐的政策举措加以系统分析与评论ꎬ 以期能更全面地理解美国的

对非政策ꎮ

“九一一” 后非洲恐怖主义情势与美国的反恐重点

对非洲恐怖主义形势的评估是美国制定与推行其在非洲反恐政策的依据

和基础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在学界加强研究的同时ꎬ 依托国务院反恐协

调办公室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和国务院反恐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美国政府也相应加大了对非洲恐怖主义态势的研

判评估力度ꎮ 根据美国的界定ꎬ “大非洲之角”、 萨赫勒地带和马格里布地区

是其在非洲反恐的三大重点地区ꎬ 而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则难以进入美国决

策者的视线ꎬ 可谓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边缘地带”ꎮ
(一) 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首要阵地” ——— “大非洲之角”
所谓 “大非洲之角” 是指包括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 厄立特里亚、 吉布

提等传统意义上的半岛国家及其周边的南北苏丹、 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肯尼

亚在内的广大地区ꎮ③ １９９８ 年ꎬ 发生在肯尼亚、 坦桑尼亚的大使馆汽车炸弹

袭击以及 “九一一” 事件以来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深深刺痛了美国政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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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７ 日ꎬ “基地” 组织发动针对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和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炸弹袭

击ꎬ 事件导致包括 １２ 名美国人在内的 ２２４ 人死亡ꎬ ５ ０００ 余人受伤ꎮ 所以ꎬ 非洲的恐怖主义活动在 ２０
世纪末就已开始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ꎬ 对其触动最大的当属上述驻非洲大使馆连环遇袭事件ꎮ 这也是

笔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和平、 民主与发展中心执行主任达伦克鲁 (Ｄａｒｒｅｎ Ｋｒｅｗ)
教授的访谈观点ꎮ

刘中伟: «９１１ 事件后美国对非政策的取向与特点»ꎬ 载张宏明: «非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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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ꎬ 该地区由此成为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第一前沿”ꎮ① 美国认定ꎬ “索马里

青年党” (ａｌ － Ｓｈａｂａａｂ) 是该地区最主要的恐怖组织ꎮ
“索马里青年党”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ꎬ 其前身被认为是 “伊斯兰共同体”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一个在索马里穆罕默德巴雷 (Ｓ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 政权 １９９１
年倒台后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军事组织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伊斯兰共同体” 中一些年

轻的激进主义分子为寻求建立一个激进伊斯兰主义统治下的 “大索马里” 而

与温和派发生矛盾并最终分裂出来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伊斯兰联盟加入 “伊斯兰法院

联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Ｕｎｉｏｎ)ꎬ 并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军事组织ꎬ 标志着 “索马

里青年党” 的诞生ꎮ② 后因受到美国协助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强力打击ꎬ “伊
斯兰法院联盟” 解体ꎬ 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起 “索马里青年党” 从中独立出来ꎬ 而

后发展壮大ꎮ
近年来ꎬ “索马里青年党” 在 “大非洲之角” 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恐

怖袭击ꎬ 这些事件使美国坚定了将该组织铲除的决心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０ 年ꎬ 在南

非世界杯决赛期间ꎬ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家埃塞俄比亚餐馆和一家橄榄球

俱乐部遭遇连环炸弹恐怖袭击ꎬ 造成 ７６ 人死亡和多人受伤ꎮ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 ２４ 日发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恐怖袭击更是震惊了世界ꎬ
该事件造成至少 ６５ 名平民死亡ꎬ 其中不仅有来自除肯尼亚之外 １３ 国的公民ꎬ
还包括 ６ 名警察与士兵ꎮ④ 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就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非洲期

间ꎬ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突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ꎬ 造成多名

人员伤亡ꎬ⑤ 这被白宫视为对美国的公开挑衅ꎮ 奥巴马对媒体表示ꎬ 在他抵达

埃塞俄比亚之际发生的这次致命爆炸 “提醒人们本地区面临的威胁是多么真

实ꎬ ‘索马里青年党’ 只会给我们带来死亡和破坏ꎬ 我们必须阻止它”ꎮ⑥

(二) 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第二前沿” ———萨赫勒地带

如果说非洲之角是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首要阵地”ꎮ 那么ꎬ 萨赫勒地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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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笔者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对美国西蒙斯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教授丹康奈尔 (Ｄａｎ
Ｃｏｎｎｅｌｌ) 的学术访谈ꎮ

王涛、 秦名连: «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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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第二前沿”ꎮ① 所谓萨赫勒地带ꎬ 是指非洲撒哈拉沙漠

南部和苏丹热带稀树草原之间的一条横跨从西部大西洋到东部红海的干旱与

半干旱地带ꎮ 从国别分布上来看ꎬ 自西向东覆盖塞内加尔、 毛里塔尼亚南部、
马里中部、 布基纳法索北部、 阿尔及利亚南部、 尼日尔、 尼日利亚北部、 乍

得中部、 南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北部的广大地区ꎮ 萨赫勒地区的国家相互为

邻ꎬ 连接西非、 东非、 北非和中非的广大地区ꎬ 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普遍的

贫困致使美国学界和政府将之视为恐怖主义滋生和发展的高危地带ꎮ② 萨赫勒

地带幅员辽阔ꎬ 恐怖主义形势复杂ꎮ 据统计ꎬ 该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恐怖组织

就有 ３０ 个之多ꎮ③ 其中ꎬ “信仰捍卫者”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Ｄｉｎｅ)、 “守卫者” (ａｌ －
Ｍ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 与 “博科圣地”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是美国认定的在该地区影响较大

的恐怖组织ꎬ “博科圣地” 则被美国视为该地区的头号恐怖威胁ꎮ
“信仰捍卫者”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ꎬ 主要活动范围位于马里ꎮ “信仰捍卫者”

是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马里危机的重要制造者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在对马里北部

城镇阿盖洛克的袭击中ꎬ “信仰捍卫者” 处决了 ８２ 名马里政府士兵ꎬ 另有超

过 ３０ 人被其绑架ꎮ 在法国军队介入马里危机之前ꎬ “信仰捍卫者” 对不遵从

其信仰的个人进行了折磨ꎬ 有的甚至被直接处死ꎮ④ 在马里危机初始ꎬ 该组织

一度与马里北部武装组织 “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联手打败了北方的

政府军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 双方还一度共同宣布建立阿扎瓦德伊斯兰共和国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信仰捍卫者” 大举挺进马里中部重地科纳城ꎬ 迫使法国第二天就

宣布正式出兵马里ꎮ⑤

“守卫者” 的前身是 “血盟旅” (Ｔｈｅ ａｌ － Ｍｕｌａｔｈａｍｕｎ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ꎮ “血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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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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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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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教授皮特尤温 (Ｐｅｔｅｒ Ｕｖｉｎ) 对笔者表示ꎬ 萨赫勒地带是美国在

非洲反恐的 “第二前沿”ꎬ 美国正在着力构建东起非洲之角、 穿越非洲中部和撒哈拉沙漠、 西至西非

塞内加尔的军事以及情报防线ꎬ 以防止这一高危地带形成非洲恐怖主义策源地的 “暴恐动荡弧”ꎮ 这

是笔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对皮特尤温教授的学术访谈观点ꎮ
例如ꎬ 在毛里塔尼亚ꎬ 穆斯林占到总人口的 ９８％ ꎮ 在塞内加尔、 尼日尔和马里ꎬ 其占比也高

达 ９５％ ꎮ 而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ꎬ 尼日利亚的穆斯林人口占比也约达到 ４７％ ~ ５０％ ꎮ Ｓｅｅ Ｋｅｌｅｃｈｉ
Ａ Ｋａｌｕ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ｌａｙ Ｋｉｅｈꎬ Ｊｒ 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０６

刘青建、 方锦程: «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对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威胁及维护»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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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的建立源自于另一著名恐怖组织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的分裂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为报复西方国家对马里北部极端组织的空袭ꎬ “血盟旅” 袭击了

阿尔及利亚东南部城市艾因阿迈纳斯市附近的一座天然气田ꎮ 在 ４ 天时间里ꎬ
有 ８００ 人被当作人质扣押ꎬ 最终有 ３９ 名外国人质被杀ꎬ 其中包括 ３ 名美国公

民ꎮ①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该组织头目贝尔莫克塔尔再次带领主要由图阿雷格人、
阿拉伯人和自称为 “蒙面旅” (Ｍａｓｋｅｄ Ｍｅｎ Ｂｒｉｇａｄｅ) 的支持者与另一恐怖组

织 “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 马里分支合并ꎬ 并采用新的统一名字 “守卫者”
(ａｌ － Ｍ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ꎮ “守卫者” 被认为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

店恐怖袭击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辉煌酒店恐怖袭击的策划

者与发动者ꎮ②

“博科圣地” 是一个主张以沙里亚法为指导在尼日利亚建立 “纯粹” 伊

斯兰国家的恐怖组织ꎮ 在 “博科圣地” 看来ꎬ 尼日利亚已经被一撮腐败和不

虔诚的穆斯林分子所统治ꎬ 因此必须以暴力和战争推翻现行政府ꎮ③ 在尼日利

亚军方的打击下ꎬ 该组织一度遭受重挫而陷于沉寂ꎮ 但从 ２０１０ 年中开始ꎬ 该

组织又重新崛起ꎮ④ 虽然美国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才正式将其列入恐怖主义名单ꎬ
但 “博科圣地” 近年来不断发动的一系列血腥恐怖袭击事件证明ꎬ 它已经成

为萨赫勒地带 “最致命” 的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 日起ꎬ
“博科圣地” 用火箭弹和突击步枪疯狂袭击了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巴格及其

周边的村镇ꎬ 造成超过 ２ ０００ 人死亡、 ３ 万人无家可归的悲剧ꎮ⑤ 该事件被美

国视为 “博科圣地” 自成立以来的 “最为致命的屠杀”ꎮ⑥ 值得注意的是ꎬ
“博科圣地” 的恐怖活动范围正超出尼日利亚国界而不断向其他萨赫勒地带国

家蔓延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博科圣地” 仅在 ３ 天内发动的一系列自杀式袭

击就涉及尼日利亚、 乍得、 喀麦隆和尼日尔四国ꎮ 美国国务院在对此表示谴

责的同时ꎬ 指出该系列袭击事件显示了 “博科圣地” 不分国界的野蛮残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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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将与萨赫勒地带国家一起展开合作以铲除 “博科圣地”ꎮ①

(三) 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新前线” ———马格里布地区

马格里布国家包括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和毛里塔尼亚五国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马格里布国家的恐怖主义形势出

现了 “令人不安的” 发展ꎮ② 随着恐怖活动在该地区的高发态势ꎬ 这个阿拉

伯语中的 “日落之地” 正成为美国在非洲反恐的新热点ꎮ
在摩洛哥ꎬ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和 ４ 月ꎬ 其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多

次发生连环自杀式恐怖爆炸事件ꎬ 共造成 ５０ 多人死亡ꎬ 另有 １００ 多人受伤ꎮ③

在毛里塔尼亚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恐怖分子在该国首都努瓦克肖特以北的加拉维

亚军事基地发动突然袭击ꎬ 造成 １２ 名政府军士兵死亡ꎮ④ 在利比亚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位于班加西的军事学院遭受汽车炸弹袭击ꎬ 造成 １１ 人死亡、 ２０
人受伤ꎮ⑤ 在阿尔及利亚ꎬ 除了举世震惊的艾因阿迈纳斯天然气人质事件ꎬ 近

年来还多次发生袭击政府军的恐怖袭击ꎬ 如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和 ７ 月 １８ 日ꎬ
阿尔及利亚军方先后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ꎬ 共有造成 ２２ 名军人丧生ꎮ⑥ 在突

尼斯ꎬ 发生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的恐怖分子袭击突尼斯巴尔杜博物馆事件ꎬ 造

成包括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波兰等国的 ２２ 名游客丧生ꎮ 据此ꎬ 美国认

定ꎬ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安萨尔班加

西支持者组织”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Ｓｈａｒｉ’ ａ ｉｎ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安萨尔德尔纳支持者组

织”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Ｓｈａｒｉ’ ａ ｉｎ Ｄａｒｎａｈ) 和 “安萨尔突尼斯支持者组织” (Ａｎｓａｒ
ａｌ Ｓｈａｒｉ’ ａ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是隐藏在近年来马格里布国家系列血腥恐怖袭击事件

的主要幕后真凶ꎮ 其中ꎬ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及其分支是该地区影响最大的

恐怖组织ꎮ 实际上ꎬ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原是阿尔及利亚本土的一个恐怖组

织ꎬ 但近年来活动范围迅速扩大ꎬ 波及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数个国家ꎮ 该组

织的前身是 “萨拉菲祈祷与战斗团”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Ｃａｌ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ꎮ
“萨拉菲祈祷与战斗团” 在其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德罗克戴尔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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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ｕｋｄｅ) 的带领下ꎬ 于 ２００６ 年宣布正式加入 “基地” 组织ꎬ 后改称 “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ꎮ①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先后发生了多次 “分
裂”ꎮ 不过ꎬ 尽管经历多次分裂ꎬ 但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及其分支奉行极端

伊斯兰主义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ꎬ 仍是马格里布地区系列血腥恐怖袭击

事件的元凶ꎮ
(四) 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边缘地带” ———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

相对于 “大非洲之角”、 萨赫勒地带和马格里布国家ꎬ 南部非洲和中部非

洲很难成为美国决策者推行其非洲反恐战略的焦点ꎮ 其原因在于ꎬ 在美国决

策层对非洲恐怖主义的评估中ꎬ 这两个地区的恐怖主义无论是从其组织形态

还是活动特点来看ꎬ 在短期内都难以形成对美国安全利益实质性的威胁ꎮ 换

言之ꎬ 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总体上尚不能构成美国决策者眼中所谓恐怖主义

滋生与发展的 “天堂”ꎮ 例如ꎬ 前美国驻南非与尼日利亚大使、 苏丹与南苏丹

问题特别代表普林斯顿莱曼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 Ｌｙｍａｎ) 就以南部非洲的领头羊

南非为例指出ꎬ 尽管该国对恐怖组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ꎬ 但南非较强的信息

情报搜集能力、 现代化的金融和商业体系ꎬ 以及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的民主传统使

其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ꎮ 除此之外ꎬ 南非的穆斯林人口相对

较少、 分化明显ꎬ 并且还有一些精英在南非政府中担任高官ꎮ 所有这一切ꎬ
使得恐怖组织的产生与成长缺乏合适的土壤ꎮ②

美国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主要策略

随着 “九一一” 事件以来非洲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ꎬ 美国政府在对非

洲恐怖主义态势进行评估研判的基础上ꎬ 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量级的政策、
措施ꎬ 对其予以追踪和打击ꎮ

(一) 提升反恐在美国对非外交中的战略层级

反恐在美国对非外交中的战略层级在 “九一一” 事件后得到明显提升ꎬ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ꎬ 在战略设计上ꎬ 美国从国家安全的高度

确定反恐在美国非洲政策中的支柱地位ꎮ 美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并非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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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ꎬ 但是真正导致将其上升到美国对非政策第一要务的正是 “九一

一” 事件ꎮ① 从总体上看ꎬ “九一一” 事件的发生极大改变了美国决策层长

期以来对其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ꎮ 该事件发生以后历年的 «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 报告均着重指出ꎬ 在全球打击包括 “基地” 组织在内的恐怖主义

组织、 防止美国及其盟友遭受恐怖袭击的伤害是白宫面临的首要任务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再次表示ꎬ 美国

必须对相关事务确立优先等级ꎬ 而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ꎬ 政府的首要任务仍

然必须是保护美国国民的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网络ꎮ③ 作为白宫眼中恐怖主义

的重灾区ꎬ 美国在 “九一一” 事件后对非洲反恐事务的聚焦程度自然也大

为加深ꎮ 而从总体上而言ꎬ “九一一” 事件以来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届政府

在加强对非反恐方面也保持了高度一致ꎮ 美国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非洲、
全球健康、 全球人权与国际组织事务小组委员会行政主任格雷戈里希姆金

斯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Ｓｉｍｐｋｉｎｓ) 在学术采访中对笔者明确表示ꎬ “以我之见ꎬ 在美国ꎬ
两党在对非洲反恐问题上的一致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领

域ꎮ”④ 奥巴马说ꎬ “当我们展望未来ꎬ 非常清楚的一点是: 对国际社会而言

非洲的安全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ꎬ 对美国尤为如此ꎮ”⑤ 我们看到ꎬ
鉴于非洲在美国全球 “反恐战争” 格局中战略地位的上升ꎬ 白宫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发布的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 中正式确认ꎬ 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等

方式来促进非洲的安全是美国对非政策的四大支柱之一ꎮ 该文件进一步指出ꎬ
在非洲保护国民安全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准则ꎮ 因此ꎬ 与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保持一致ꎬ 瓦解并最终彻底击溃 “基地” 组织以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是白宫

的使命ꎬ 而美国政府在非洲的各种努力将聚焦于此ꎮ⑥

第二ꎬ 在外交上加强对非反恐外交攻势ꎬ 游说和拉拢非洲国家加入美国

构建的反恐体系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小布什和奥巴马一改美国历届总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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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和 １２ 月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洲项目主任皮特刘易斯 ( Ｐｅｔｅｒ
Ｌｅｗｉｓ) 的学术访谈观点ꎮ

“九一一” 事件发生至今ꎬ 美国政府一共发布了 ４ 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ꎬ 这 ４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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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伟: «奥巴马政府的对非政策为什么少有变化»ꎬ 载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４５ ~４７ 页ꎮ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４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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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访问非洲大陆的传统ꎬ 频频访问非洲ꎬ 以推介美国的反恐政策ꎮ① 小布什总

统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内曾两度访问非洲ꎬ 拉拢非洲国家反恐成为不变的主题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 小布什第一次到访非洲ꎬ 反恐就成为他摇旗呐喊的重点ꎮ 例如ꎬ
小布什在尼日利亚时明确说ꎬ “我们将不允许恐怖分子威胁非洲人民ꎬ 或是把

非洲当作基地威胁世界”ꎬ 而有国际评论家指出ꎬ 如果没有 “九一一” 事

件ꎬ 小布什根本不会到非洲访问ꎮ② 舆论同样普遍认为ꎬ 小布什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第二次非洲之行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为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军非洲司令部选址ꎮ
众所周知ꎬ 出于种种担心ꎬ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明确拒绝将该司令部的总部

设立于本国ꎮ 而小布什此行选择利比里亚作为访问的一站ꎬ 其目的就在于利

用两国特殊的历史渊源来解决非洲司令部选址难的问题ꎮ
为向非洲国家推介美国的反恐政策ꎬ 奥巴马更是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访问

非洲次数最多的总统ꎮ 例如ꎬ 为缓和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敌意ꎬ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奥

巴马在到访埃及的行程中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大学演讲ꎮ 在演讲中ꎬ 奥巴马积

极主张将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区分开来ꎬ 修复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ꎬ
以此来构建双方关系的 “新开端”ꎮ③ 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 ７ 月初的非洲之行中ꎬ
奥巴马不仅督促南非总统祖马和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进一步加强对恐怖主义

的打击ꎬ 而且还同前任总统小布什一起前往 １９９８ 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爆

炸案事发故地ꎬ 共同向遇难者敬献花圈ꎬ 以此向非洲国家展示美国反恐的强

大决心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奥巴马在其第四次非洲之行中ꎬ 不仅反复承诺给其非

洲反恐盟友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更大的支持ꎬ 还专门主持召开了由肯尼亚、
苏丹、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和非盟领导人参加的多边国际会议ꎮ 会议主题虽

名为南苏丹危机问题ꎬ 但在会上奥巴马一再督促与会国家加强对恐怖组织

“索马里青年党” 的打击ꎬ 从而使得反恐成为事实上的另一个会议主题ꎮ
(二) 扩大对非军事介入

从总体上看ꎬ 军事手段是美国打击非洲恐怖主义最为倚重的方式ꎮ “九一

一” 事件后ꎬ 美国政府推出多方面的军事措施ꎬ 不断扩大对非军事介入力度ꎮ

８０１

①

②
③

由于非洲长期以来处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边缘位置ꎬ 且从未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重点ꎬ 因此 ２０
世纪很少有美国总统到访非洲ꎮ 例如ꎬ 克林顿在其总统生涯末期的 １９９８ 年才访问非洲ꎬ 并且他的这次

访非之行是继 １９７８ 年卡特总统访问非洲之后美国在职总统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前后相隔了已经

整整 ２０ 年ꎮ
贺文萍: «布什与克林顿访问非洲比较分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Ａ 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ꎬ Ｊｕｎｅ ４ꎬ ２００９



“九一一” 事件以来美国的非洲反恐策略评析　

第一ꎬ 创建美军非洲司令部ꎬ 全面统筹对非反恐军务ꎮ 创建美军非洲司

令部是 “九一一” 事件以来美国加强对非洲恐怖主义打击最重大的军事举

措ꎮ 长久以来ꎬ 鉴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边缘地位ꎬ 非洲大陆的安全事务被

不同的美国战区司令部所分割管辖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随着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的调整和非洲战略地位的上升ꎬ 这种对非军事事务政出多门的局面显

然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需要ꎮ 在此背景下ꎬ 设立非洲司令

部统一处理对非军事事务被提上了美国政府的议程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ꎬ 小布

什总统正式宣布美国将在非洲建立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美军非洲司令

部ꎮ① 该决定宣布后ꎬ 该司令部随即于该年 １０ 月 １ 日运作ꎬ 并在一年后正式

成为美国国防部一个独立的战区司令部ꎮ 美军非洲司令部总部设于德国斯图

加特ꎬ 拥有大约 ２ ０００ 名工作人员ꎮ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成立ꎬ 标志着半个多世

纪以来美国对非军事政策的最重大转变ꎮ② 美国国防部在其设立宗旨中将打击

恐怖主义作为该司令部的主要任务ꎬ 目标是使之成为美国在非洲反恐的

大脑ꎮ③

第二ꎬ 建立多种类型的军事基地或准军事基地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小

布什政府认识到ꎬ 要持久地打击恐怖势力就必须在非洲拥有长期可供美国军

事人员使用的军事基地ꎮ 经过与吉布提政府的谈判ꎬ 美国于 ２００２ 年底开始维

修使用位于吉布提莱蒙尼尔 (Ｃａｍｐ Ｌｅｍｏｎｉｅｒ) 的军事基地ꎮ 自该军营设立以

来ꎬ 不论是小布什政府ꎬ 还是奥巴马政府ꎬ 都一再增加对其财政支持ꎬ 使其

占地面积扩大、 人员和武器配备得到优化ꎮ 目前ꎬ 莱蒙尼尔军营拥有大约

２ ０００名美军驻扎ꎬ 是美国官方公开承认的在非洲的唯一永久军事基地ꎮ
除了莱蒙尼尔军营ꎬ 美国还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在多达 ２０ 个非洲国家建

立了各种类型的军事基地或准军事基地ꎮ④ 第一种是美国以反恐培训的名义建

立的培训基地ꎬ 分布在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等国ꎻ 第二种是美国以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Ｌ Ｂａｒｋｅｌｙꎬ ＡＦＲＩＣＯ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

Ｐｅｔｅｒ Ｐｈａｍꎬ “ＡＦＲＩＣＯＭ ｆｒｏｍ Ｂｕｓｈ ｔｏ Ｏｂａｍ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０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Ｉｓｉｋｅ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１

由于涉及军事机密ꎬ 同时出于减少外界对其非洲政策军事化批评的考虑ꎬ 美国官方并不承认

在这些非洲国家拥有军事基地ꎬ 对于其具体的运作状况更是三缄其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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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 “索马里青年党” 等恐怖组织为名义建立的特别行动基地ꎬ 分布在刚果

(金) 与乌干达等国ꎻ 第三种是情报信息收集和无人机基地ꎬ 主要部署在吉布

提、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乌干达与毛里塔尼亚等国ꎻ 第四种为临时训练营ꎬ
分布在阿尔及利亚、 布基纳法索、 乍得、 尼日尔、 突尼斯、 南非、 塞内加尔

和尼日利亚等国ꎮ① 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说ꎬ 这些军事基地仍然属于非洲东道国

而不是美国ꎬ 但是拥有使用权的美军可以根据相关协定在平时或紧急时刻将

之用于侦察、 作战和其他军事任务ꎬ 极大地提高了美军在非洲的机动活动能

力和作战能力ꎮ②

第三ꎬ 出台针对恐怖主义 “重灾区” 的系列反恐倡议ꎮ 在美国对非反恐

的首要阵地 “大非洲之角”ꎬ 为加大对该地区包括 “索马里青年党” 在内的

恐怖组织的打击ꎬ 小布什政府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了 “非洲之角联合任务军事力

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ꎮ “非洲之角联合任务军事力

量” 由大约 ２ ０００ 名美国和非洲伙伴国的人员组成ꎬ 职责范围覆盖苏丹、 索马

里、 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和肯尼亚等国ꎮ③ ２００９ 年ꎬ 奥巴马政府发起了

“东非地区反恐伙伴倡议”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ꎮ
该倡议不仅涵盖 “大非洲之角” 地区的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 坦桑尼亚、 肯

尼亚等国ꎬ 还向其周边的国家如卢旺达、 布隆迪乃至塞舌尔和科摩罗等海洋

国家辐射ꎮ④ 通过军事打击和非军事手段两种策略ꎬ “非洲之角联合任务军事

力量” 与 “东非地区反恐伙伴倡议” 在打击该地区的恐怖势力方面形成了

合力ꎮ
在非洲萨赫勒地带和马格里布国家ꎬ 美国先后抛出了 “泛萨赫勒倡议”

(Ｐａｎ － Ｓａｈｅ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与 “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倡议”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以完善在上述两个地区的反恐布局ꎮ “泛萨赫勒倡议”
于 ２００２ 年提出ꎬ 内容涉及萨赫勒地区的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 马里与乍得 ４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 / / ｉｗａａｓ ｃａｓｓ ｃｎ / ｄｔｘｗ / ｆｚｄｔ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３ / ３３２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６ 此外ꎬ 也有研究

将目前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分为前沿基地 (长期驻军的军事基地)、 安全合作据点 (美军小股军队

流动性驻扎与换防之地) 和临时阵地 (只在执行特定军事任务的行动中使用) ３ 种类型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ｉｃｋ － ｔｕｒｓｅ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ｂ＿ ５０４１８４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１８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Ｖｏｌｍａｎꎬ “ＡＦＲＩＣＯＭ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ｄｏ?”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 Ｆｒａｎｃｉｓꎬ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ＯＭ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５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ｏｍ ｍｉｌ / ａｂｏｕｔ － ｔｈｅ － ｃｏｍｍａｎｄ /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 ｊｏｉｎｔ － ｔａｓｋ －
ｆｏｒｃｅ － ｈｏｒｎ － ｏｆ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ｊ / ｃ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ＰＲＥＡＣＴꎬ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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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ꎬ 旨在侦察和追踪四国边境地区的可疑人员与物资流动ꎬ 加强非洲对

象国的边境控制能力以压缩相关恐怖主义组织的生存空间ꎮ① ２００５ 年ꎬ 作为

“泛萨赫勒倡议” 的替代ꎬ 小布什政府抛出了 “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倡议”ꎬ 进

一步将其覆盖范围扩大至 １１ 个萨赫勒地带和马格里布地区的非洲国家ꎬ 包括

阿尔及利亚、 布基纳法索、 利比亚、 乍得、 马里、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尼

日尔、 塞内加尔、 尼日利亚和突尼斯ꎮ 美国政府扩大 “泛萨赫勒倡议” 并将

其延伸至非洲多国的原因在于ꎬ 考虑到这两个地区漫长的非法贸易和武器流

动的历史ꎬ 被战争、 疾病和贫穷撕裂的社会ꎬ 广袤的沙漠与渗透型的边界ꎬ
而这些都与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密切相关ꎮ 美国决策者认为ꎬ 非洲萨赫勒

地带和马格里布这两个地区的相似点使之共同成为非洲跨境恐怖主义滋生的

“天堂”ꎮ②

第四ꎬ 构建非洲国家间地区性反恐同盟或武装力量ꎮ 除了发起成立地区

性的倡议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反恐合作ꎬ 美国还鼓励和支持非洲国家之间加强

合作ꎬ 通过成立联合军事力量来重点打击相关恐怖组织ꎮ 例如ꎬ 为应对 “博
科圣地” 对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安全所带来的挑战ꎬ 在美国的支持下ꎬ 喀麦隆、
乍得、 尼日尔与尼日利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反恐军事合作ꎮ 在获得非盟授权

后ꎬ 四国成立了 “多国联合任务军事力量”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ꎬ
加大对 “博科圣地” 的打击力度ꎮ 在索马里ꎬ 由布隆迪、 吉布提、 埃塞俄比

亚、 肯尼亚和乌干达军队联合组成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持续对 “索马里青年党” 构成高压打击态势ꎮ③ 美国对该

特派团的成立、 历次驻扎期限延长授权和兵力增派扩容方面ꎬ 均予以大力推

动和支持ꎮ 奥巴马总统已经不止一次的反复强调ꎬ 反恐不应是美国一个国家

的事ꎬ 也不是美国单独一个国家就能完成的任务ꎮ④

第五ꎬ 针对特定恐怖袭击事件向非洲国家派出工作组协助处理危机事态ꎮ
派驻工作组是美国为加强非洲国家处理重大突发恐怖袭击事件的能力而采取

的一种临时性军事反恐手段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ꎬ 为帮助尼日利亚当局解救在奇

博克镇女子公立中学被恐怖组织 “博科圣地” 绑架的女生ꎬ 美国向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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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了一个由国防部、 国际开发署、 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人员联合组成的

“跨领域救助队”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ａｍ)ꎬ 建立了 “联合协调融合

小组” (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Ｃｅｌｌ) 和 “联合协调计划小组” (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ｅｌｌ)ꎮ 这两个小组加强了美国军方与尼日利亚军方以及

尼日利亚安全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动能力ꎮ①

第六ꎬ 部署作战小分队ꎬ 以增强快速反应能力ꎮ 加强在非军事人员部署

是美国政府强化对非洲恐怖组织打击的重要手段ꎮ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奥巴马宣

布向非洲 ３５ 个国家分别派出 １００ 人的美军作战小分队ꎬ 总数达到 ３ ５００ 人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 美国第一陆军师第二作战旅大约 ４ ０００ 名士兵开始在堪萨斯赖

利堡郊外进行军事训练ꎮ 这个代号为 “利剑” (Ｄａｇｇｅｒ) 的第二作战旅被派往

非洲ꎬ 接受美军非洲司令部的统一调遣ꎮ③ 同样在 ２０１３ 年初ꎬ 为保护在非洲

外交人员、 公民及相关设施的安全ꎬ 美国开始向西班牙派出一批总数为 ５００
名的海军快速反应部队ꎮ 这些士兵被部署在西班牙南部的莫龙空军基地

(Ｍｏｒｏｎ Ａｉｒ Ｂａｓｅ)ꎬ 目的是震慑北非地区的恐怖势力和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安

全利益ꎮ④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奥巴马致信美国国会ꎬ 宣布 “应喀麦隆政府

的邀请”ꎬ 他将再次增派 ３００ 名军事人员到喀麦隆以帮助该国打击 “博科圣

地”ꎬ 全副武装的 ９０ 名军事人员已完成部署ꎮ 据媒体透露ꎬ 军事人员的主要

任务是在当地进行情报搜集、 侦察和打击 “博科圣地” 的活动ꎮ⑤

(三) 发挥非军事手段的作用

除了构建对非反恐体系加强对非洲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ꎬ 非军事手段在

反恐方面的作用在 “九一一” 事件后也开始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ꎮ
第一ꎬ 强调通过促进非洲民主化来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ꎮ 推进非洲

国家的民主化历来是美国对非政策的重点ꎬ 在 ２１ 世纪它又被美国决策层当作

能够根除非洲恐怖主义的灵丹妙药ꎮ 美国相信ꎬ 其奉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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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得到越多的普及ꎬ 就越能给这块大陆带来稳定和繁荣ꎮ 为此ꎬ 奥巴马

政府宣布采取五大措施来推行对非民主化: 提升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ꎻ
支持非洲领导人探索适合非洲的 “积极的” 民主模式ꎻ 保护非洲人权、 市民

社会以及独立媒体ꎻ 保证非洲包括选举在内的 “民主过程” 具有可信性和公

平性ꎻ 在非洲培养强大的民主准则和文化ꎮ①

第二ꎬ 推动非洲国家通过完善反恐立法来提高其 “安全治理能力”ꎮ 美国

政府基于对非洲安全形势的研判ꎬ 将提高非洲国家的所谓 “安全治理能力”
视为重要的反恐手段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国务

院和财政部大力推进相关非洲国家的反恐立法工作ꎮ 从实践中看ꎬ 非洲国家

的反恐立法涉及多个不同领域ꎬ 但最关键的条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ꎬ 一是如

何应对与恐怖主义相连的金融犯罪ꎬ 二是如何逮捕、 询问与审判恐怖分子嫌

疑人ꎬ 包括肯尼亚、 马拉维、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内的非洲多国都遭受到了

美国要求其加快反恐立法的压力ꎮ② 例如ꎬ 为应对来自其眼中非洲三大恐怖组

织即 “索马里青年党”、 “博科圣地” 和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的安全威胁ꎬ
奥巴马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发起成立了 “安全治理倡议”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ꎮ 该倡议的首批对象国包括肯尼亚、 加纳、 马里、 尼日尔、 尼日利

亚和突尼斯六国ꎬ 美国为此投入启动资金 ６ ５００ 万美元以加强这些国家反恐法

制能力的建设ꎮ③

第三ꎬ 协调发展政策与安全政策的关系配合对非反恐工作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小布什政府抛出了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外交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与防务

(Ｄｅｆｅｎｓｅ) 三位一体的 “３Ｄ” 安全政策ꎬ 即强调应对来自非洲等落后国家的

安全挑战不仅需要军事行动ꎬ 还需要发展和外交等手段的综合作用ꎮ④ 而为打

击非洲恐怖主义所创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ꎬ 美国也一再强调其非军事功能特

别是在促进非洲发展方面的作用ꎮ 例如ꎬ 为弱化该机构的军事色彩同时拓展

其民事职能使之与军事职能产生协同作用ꎬ 美国政府在该司令部创建之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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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其工作人员来源的多元化ꎮ① 此外ꎬ 为适应在非洲反恐的需要ꎬ “九一

一” 事件后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其对非援助ꎬ 其表现是将发展政策纳入安全

政策框架ꎬ 使之从属于安全政策ꎮ 例如ꎬ 尽管 “九一一” 事件后美国对非

发展援助增加有限ꎬ 但支持美国全球反恐战争或在其中有着重要地位的非洲

国家所得到的援助都有显著增长ꎮ②

美国在非洲反恐举措的实施效果

近年来ꎬ 非洲反恐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ꎬ 这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的结果ꎮ 但是ꎬ 出于全球头号军事强国的能力和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ꎬ 非洲

反恐事务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意志ꎮ 关于美国在非洲反恐举措

的实施效果ꎬ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辩证地看待:
(一) 从军事上重挫了非洲恐怖组织

白宫虽然主张用多种手段来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ꎬ 但是事实证明倚重军

事手段是美国在非洲反恐的最重要方面ꎮ 无论是增扩对非洲军事基地的使用

权、 发起成立系列反恐倡议还是创建美军非洲司令部ꎬ 都是美国在非洲反恐

依赖军事手段的表现ꎮ 我们注意到ꎬ 每当在非洲发生涉及美国的重大恐怖袭

击事件ꎬ 白宫除了对死伤者表示哀悼之外ꎬ 重点就是发誓用武力将恐怖分子

绳之以法ꎮ 一些评论指出ꎬ 虽然许多人在早期曾预测奥巴马政府在对非军事

政策方面会摒弃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好斗性和单边主义ꎬ 但事实证明奥巴马几

乎全盘接纳了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非洲的军事介入政策ꎮ 例如ꎬ 奥巴马自上

任以来力挺无人机计划ꎬ 大力推行在非洲使用无人机轰炸来 “精准清除” 那

些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恐怖分子ꎮ 为推行无人机项目ꎬ 美国不

仅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情报合作ꎬ 还通过一系列双边协议秘密在非洲设立了

多个无人机基地ꎮ 虽然难以得到准确数据ꎬ 但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任内实施

的无人机打击行动已经远超前总统小布什ꎮ 据此ꎬ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ꎬ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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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美军非洲司令部除由四星上将任司令外ꎬ 还设立两个副司令职位ꎬ 其中一个由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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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被消除ꎬ 美国政府对非政策中军事分量增加的趋势恐

难改变ꎮ① 事实上ꎬ 在非洲的反恐实践中ꎬ 这种奉行 “武力至上” 的反恐政

策在一些时候的确取得了美国当局希望看到的效果ꎮ
在 “大非洲之角”ꎬ 在美国及其反恐盟友的军事打击下ꎬ “索马里青年

党” 的势力范围不断萎缩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美国不断以资金和武器支

持其非洲反恐盟友ꎬ 加速了非盟、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对 “索马里青年党”
围剿的步伐ꎬ 使该组织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遭受重创ꎮ 一方面ꎬ 曾经占据索马里首

都和主要城镇的青年党被赶到边远地区ꎬ 失去了对索马里的大规模控制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 其主要领导人也接二连三地被美军或其反恐盟友击毙ꎬ 组织能力

元气大伤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美国不仅将基地组织的头号领导人本拉登击毙ꎬ
还在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帮助下击毙了 “基地” 组织在东非的一号人物哈伦
法祖尔 (Ｈａｒｕｎ Ｆａｚｕｌ)ꎬ 他被认为是 １９９８ 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

恐怖袭击事件的总指挥ꎮ② ２０１４ 年ꎬ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将 “索马里青

年党” 赶出了它曾经控制的多处都市地区ꎬ 迫使其放弃富庶的港口城市进一

步转入乡村地带ꎮ 除了财政能力受到削弱ꎬ 青年党还在空袭的打击下接连丧

失了情报头目和外部计划与实施部门的负责人ꎮ③ 其中ꎬ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美国

军方确认ꎬ 在对 “索马里青年党” 营地的一次空中打击中炸死了其头目戈登ꎮ
白宫称ꎬ 这次成功的反恐军事行动 “对于基地组织的最大分支是一个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重大失败”ꎮ④

在非洲反恐的 “第二前沿” 萨赫勒地带ꎬ 在美国及其非洲反恐伙伴的打

击下ꎬ 该地区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 “博科圣地” 也出现了衰落的趋势ꎮ 为

提高喀麦隆、 乍得、 尼日尔与尼日利亚四国 “多国联合任务军事力量” 在打

击 “博科圣地” 方面的军事能力ꎬ 美国多次为该组织提供情报和资金支持ꎮ⑤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琳达格林菲尔德确认ꎬ 继先前对

“多国联合任务军事力量” 提供军事训练和其他支持的基础上ꎬ 美国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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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该组织提供 ５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ꎬ 以提高其打击 “博科圣地” 的军事能力ꎮ
此外ꎬ 美国正与包括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在内的非方领导人讨论如何进一步

提升反恐支持ꎮ① 在美国、 尼日利亚及 “多国联合任务军事力量” 的多方围

剿下ꎬ “博科圣地” 遭受重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布哈里总统表示ꎬ “博科圣地”
已经无力对政府军和人口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袭击ꎬ 只能用简易爆炸装置

来发动袭击ꎮ 而伊巴丹大学的索拉雷米 ( Ｓｏｌａ Ｒｅｍｙ) 教授也认为ꎬ 虽然

“博科圣地” 的活动只是被限制ꎬ 离真正意义上被消灭和被击败还有很大差

距ꎬ 它还很可能会发动更为隐蔽的袭击和恐怖活动ꎬ 但是遭受重创的 “博科

圣地” 已经难以再制造大规模、 大范围的袭击了ꎮ② 有鉴于此ꎬ 布哈里总统宣

布已经 “技术性” 地战胜了 “博科圣地”ꎬ 并信心满满地表示任内有望彻底

解决 “博科圣地” 问题ꎮ③

在马格里布地区ꎬ 主要恐怖团体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也遭到了很大的

削弱ꎬ 特别是被美国称为该地区 “关键” 反恐伙伴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军对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进行了坚决打击ꎮ 在其围剿下ꎬ 该恐怖组织始终难以控

制阿尔及利亚的重要城市地带ꎮ 军事打击使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难以在短

期内迅速发展壮大ꎬ 导致该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不够ꎮ 近年来ꎬ 该组织内部

不断发生种族派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ꎬ 不仅先后发生多次分裂ꎬ 其主要

活动范围也被赶到了偏远山区和边境地带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为解决马里危机ꎬ
美国支持其反恐盟友法国展开 “薮猫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ａｌ)ꎬ 成功将造成

该次危机的推手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等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赶出了马里北

方主要城市ꎬ 平定了叛乱ꎮ④

(二) 治标不治本致使恐怖主义在非洲泛滥

如前所述ꎬ 美国及其反恐盟友对非洲恐怖势力的围剿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但是ꎬ 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仅限于军事方面ꎮ 从实践来看ꎬ 由于美

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对军事手段的热衷要远远大于其所宣称的其他非军事

手段ꎬ 结果往往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非洲的恐怖主义形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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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 在美国介入之前ꎬ 非洲多年来并不属于恐怖组织暴恐袭击的热

点地区ꎬ 但今天该大陆正在成为新的极端主义的轴心之一ꎮ 正是在美国及其

反恐盟友的穷追猛打中ꎬ “博科圣地” 和 “索马里青年党” 成长为最臭名昭

著的恐怖组织ꎮ 为报复美国与其反恐盟友的军事打击ꎬ 非洲相关恐怖组织展

开了疯狂的恐怖袭击ꎮ 据英国梅波克洛夫风险评估公司 (Ｍａｐｌｅｃｒｏｆｔ) 统计ꎬ
“博科圣地” 已经成为全球最致命的恐怖组织 (平均每发起一次袭击ꎬ 就会造

成 ２４ 人丧生ꎬ 而即使在伊拉克这一数据也只是 ２ 人)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萨赫勒区域人道协调员托尼兰泽 (Ｔｏｎｙ Ｌａｎｚｅｒ) 表示ꎬ
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 所发动的袭击和旨在打击 “博科圣地” 活动的措施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已经给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ꎬ 目前受到 “博科圣

地” 活动影响的地区的人口达 ２ ９６０ 万人ꎬ 并且已经造成 ２６０ 万人流离失所ꎮ
其中ꎬ 仅尼日利亚一国就有 ２２０ 万人ꎬ 其余的 ４０ 万人则被迫越过边界逃往邻

国喀麦隆、 尼日尔与乍得ꎮ② 同样ꎬ 虽然在美国主导的武力打击下 “索马里青

年党” 遭受了重大挫折ꎬ 但是该组织因此转而发动超越国界的疯狂报复ꎬ 其

中肯尼亚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ꎮ 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遭受重大

恐怖袭击以来ꎬ 由 “索马里青年党” 发动的系列袭击不仅导致数百人丧生ꎬ
而且严重打击了该国旅游业的发展ꎮ

美国的对非军事化反恐除了使恐怖主义在非洲泛滥ꎬ 还导致非洲恐怖主

义越来越呈现出跨国、 跨地区活动的国际化特点ꎮ 以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为例ꎬ 它正利用利比亚的动荡实现了势力扩张ꎮ 该组织宣布支持一些利比亚

的反叛组织ꎬ 借此加入该国的混战ꎮ 在这其中ꎬ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不仅很

好地利用了利比亚的混乱局面将大量的武器偷运至马里和尼日尔ꎬ 还力图借

助该平台来获取全球对该组织的支持ꎮ③ 与此同时ꎬ 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遭受军

事重压ꎬ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的活动重心开始逐渐由该国转向马里、 毛里塔

尼亚和尼日尔等国ꎬ 并把这些国家打造成人员招募、 资金筹集、 武器走私及

暴恐策划的新据点ꎮ 例如ꎬ 趁马里内乱和萨赫勒粮食危机之机ꎬ “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 着力打通马里走廊ꎬ 勾结北非、 西非、 东非等地暴恐组织ꎬ 试图北

接北非伊斯兰极端势力ꎬ 南连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ꎬ 东与苏丹、 索马里和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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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特里亚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相呼应ꎬ 以成为区域暴恐活动的旗手ꎮ① 而早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ꎬ “索马里青年党” 就先后两次宣布效忠 “基地” 组织并接

受其领导ꎮ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也于 ２０１２ 年正式宣布效忠 “基地” 组织ꎮ
另一恐怖组织 “博科圣地” 则不仅于 ２０１４ 年发声宣誓效忠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ꎬ 甚至一度宣布将其名称改为 “伊斯兰国西非省” 以争取更多的外援ꎮ②

(三) 反恐易沦为美国推行霸权和实现各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虽然谈及恐怖主义ꎬ 大部分人很容易将其与枪杀、 爆炸等暴力血腥画面

联系在一起ꎬ 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恐怖主义是 “恶” 的或非正义的这样一种观

念ꎮ 然而ꎬ 关于什么是恐怖主义ꎬ 却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概念ꎬ 出于不同的

政治目的ꎬ 不同的国家、 团体与个人对恐怖主义有着不同的界定ꎮ 在目前的

国际社会中ꎬ 由于美国掌控着许多国际公共权力ꎬ 所以基本掌握了恐怖主义

的定义权ꎬ 并借此领导国际反恐运动ꎮ③ 通过在 “九一一” 事件后不断推

出系列对非军事举措ꎬ 美国对非洲的军事介入和影响能力相较之前已经得到

很大增强ꎮ 而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对非军事化政策而没有遭受到来自非

洲和国际社会的太大阻力ꎬ 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正是其最大的道义利器ꎮ 例

如ꎬ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的贺拉斯坎贝尔 (Ｈｏｒａｎｃｅ Ｃａｍｐｂｅｕ) 教授就尖锐地

指出ꎬ 美国之所以一再在非洲建构恐怖主义的威胁ꎬ 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对非

洲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ꎮ④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ꎬ 一些非洲国家利用美国的反恐姿态与其结盟ꎬ 从而

方便它们将国内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抹黑为恐怖主义以进行打压ꎮ⑤

当政者这么做的目的既在于平息国际批评ꎬ 也在于获得新的政治支持ꎮ 在这

个过程中ꎬ 美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为推行在该大陆的反恐政策ꎬ 美国甚

至不惜与其所定义的非洲人权和自由记录最差的政权合作ꎮ⑥ 例如ꎬ 为推行其

在非洲之角的反恐政策ꎬ 奥巴马一再加强与肯尼亚政府的合作ꎬ 但是有舆论

指出这种戴着正义光环进行的所谓反恐被滥用了ꎮ 一份观察报告指责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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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利用武装力量进行未经审判的杀戮、 任意的监禁和折磨”ꎮ① 而奥巴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最新一次非洲之行中之所以访问此前被西方媒体认为民主记

录并不光彩的埃塞俄比亚ꎬ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该国不仅拥有非洲规

模最大的军队ꎬ 而且是非洲地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最大贡献国ꎬ 是美国在非

洲反恐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ꎮ
综上所述ꎬ 截至目前ꎬ 美国在非洲取得的反恐成果离其宣称的要从根本

上消除非洲恐怖主义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ꎮ 其中ꎬ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值得

美国决策层反思: 其一ꎬ 美国对非洲政策具有霸权主义色彩ꎮ 倚仗对国际事

务的主导权ꎬ 美国经常打着 “民主”、 “人权” 的口号干涉非洲国家内政ꎬ 对

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团体横加指责与干涉ꎬ 其所采取的打压政策很

容易激发一些非洲极端主义者的反美情绪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一些政府在与美

国的反恐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ꎬ 不得不经常对美国做出 “不对称的让步”ꎬ 因

而很多时候沦为美国维护其在非洲利益和推行 “帝国主义政策” 的附庸ꎮ②

在不从根本上修正与去除其对非政策中的霸权成分的前提下ꎬ 非洲恐怖主义

恐难消除ꎮ 其二ꎬ 非洲的恐怖主权需要综合治理ꎮ 非洲恐怖主义产生和扩散

的根源有很多ꎬ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贫困和发展滞后ꎮ 虽然部分美国决

策者正确地看到了这点ꎬ 也宣称重视通过促进非洲发展来压缩恐怖主义的生

存空间ꎬ 但正如本文所表明的那样ꎬ 美国在非洲反恐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被用

于军事层面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促进非洲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可避免地被置

于一种次要的地位ꎬ 因而很难达到白宫希望看到的 “除根” 之效ꎮ 同样ꎬ 在

世界其他地区比如在中东对 “伊斯兰国” 恐怖主义的打击方面ꎬ 美国推行的

也同样是几乎一边倒的倚重军事打击的政策ꎮ

结　 论

“九一一” 事件促使美国外交精英重新评估非洲ꎬ 它对美国非洲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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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影响就是极大地提升了反恐在其中的战略地位ꎮ① 毫无疑问ꎬ 只要在美国

战略评估中非洲的恐怖主义形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善ꎬ 从发展趋势上看打击恐怖

主义仍将是奥巴马执政后期和下一届新政府对非政策的 “第一要务”ꎮ 而正是在

反恐这面所谓的道义大旗的掩护下ꎬ “九一一” 事件后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布局

得以不断完善ꎮ 但是ꎬ 事实证明ꎬ 美国的对非军事化反恐举措不仅难以从根本

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ꎬ 反而对当前恐怖主义袭击在非洲泛滥成灾的局面负

有很大责任ꎮ 因此ꎬ 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其对非军事化政策并大力推动非洲经济

社会的良性综合发展ꎬ 美国很难取得由其所主导的非洲反恐战争的真正胜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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