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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攀美軍軍機 阿富汗平民摔死
喀布爾陷落 敲響美霸權衰落喪鐘
慘 不 忍 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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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已控制阿富汗所有邊境地區，意味着喀
布爾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成為目前該國唯一
的對外通道。一名美國國防部官員16日表示，由於
大批阿富汗人湧入機場，美軍暫時關閉機場，進行
「清理」 。機場很快恢復運作，但人群仍衝破大門
或翻越6米多高的水泥牆，湧入機場。CNN記者稱，
塔利班試圖阻止人群進入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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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大亂 美軍開槍殺兩人
美軍一撤了之，成千上萬絕望的阿富汗民眾湧
入阿富汗機場，他們大部分曾經為美國效力過，而
當地又流傳即便沒有護照和機票也能登機。喀布爾
機場的混亂景象引起國際輿論嘩然：人群你推我搡
地擠上登機橋，多人掛在扶手上，幾乎整個身子懸
空。美軍朝天鳴槍，驅散阿富汗平民。
《華爾街日報》16日引述美國官員稱，兩名武
裝分子接近喀布爾機場的美軍士兵被擊斃。官員
稱，另有三名阿富汗人試圖攀上美軍軍機被輾死。
現場視頻顯示，一架美軍軍機在跑道上滑行
時，跑道上有眾多阿富汗民眾試圖攀上機身，在飛
機上升到數百呎空中時，似乎有物件掉落。阿富汗
Asvaka新聞社16日連發數段視頻報道稱，至少3名
年輕男子躲進美軍C-17運輸機起落架艙被帶到空
中，隨後跌落到附近民宅屋頂慘死。報道稱，當地
居民證實了此事，並表示死者落下時發出 「巨大而
恐怖的響聲」 。
The Drive網站15日報道稱，美軍一架C-17運
輸機載着約800人從喀布爾起飛，駛向卡塔爾。

美國政府與阿塔在多哈舉行
多輪談判。
多輪談判
。

年

雙方簽署和平協議，時任美
雙方簽署和平協議，
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在2021
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在
2021
年5月1日前完成撤軍
日前完成撤軍。
。

年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5月1日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
開始撤離最後一批駐阿美
軍。阿塔在全國展開反攻
阿塔在全國展開反攻，
，
8月15
15日攻入首都喀布爾
日攻入首都喀布爾。
。
阿富汗總統加尼辭職並逃出
國門，
國門
，美國倉促增兵協助撤
僑。

▲阿富汗人
阿富汗人16
16日你推我搡地擠上登機橋
日你推我搡地擠上登機橋。
。
網絡圖片

C-17一般只能搭載不到150人，若消息屬實，將創
下 「超載紀錄」 。阿富汗最大媒體集團MOBY行政
總裁穆赫辛尼在推特表示，有1000人試圖擠上一架
載客量為300人、飛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

六小時等來美軍催淚彈
22歲的塔吉克在喀布爾機場等待了6個小時，等
來的卻是美軍的催淚彈。她告訴美聯社，美軍向人
群發射催淚彈，並朝天開槍。24歲的阿里菲持有15
日飛往烏茲別克斯坦的機票，但最終沒能擠上飛
機。她抱怨說，機場人潮洶湧，但沒有警察或機場
人員出面維持秩序。
穆赫辛尼憤怒地質問，美國人承諾將保障機場
安全， 「他們現在在哪兒？」 有評論指，喀布爾失
守敲響美國霸權衰落的喪鐘，而喀布爾機場的混
亂，再次暴露美國的無能和自私。

▲數百人在滑行中的美國軍機四周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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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圖片

阿富汗軍機在鄰國墜毀
烏茲別克斯坦國防部16日證實，一架阿富汗空
軍的飛機15日在穿越兩國邊境時，墜毀在烏茲別克
斯坦境內。該部門新聞媒體工作代表稱， 「昨天我
們的防空部隊阻止了一次侵犯我國邊境的嘗試」 ，
但拒絕說明「阻止」是否意味着「擊落」，只表示軍方在
進行調查。CNN稱，暫不清楚機上人員越境目的。
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同日表示，載有逾百士兵的
阿富汗空軍軍機成功降落在該國。一名發言人稱：
「遵循國際義務，塔吉克斯坦在收到阿富汗方面的
求救信號後，批准阿方飛機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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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爾女學生斥西方背叛

來源：《
來源
：《今日美國報
今日美國報》
》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BBC報道：塔利班
重掌政權大勢已定，居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22
歲女大學生庫蘭，最近幾日見證了這個國家的風雲
變幻。她直言，自己這一代年輕人錯信西方國家。
庫蘭曾經是駐聯合國的青年代表，她即將從喀
布爾大學畢業。15日，塔利班攻入喀布爾，庫蘭待
在家中見證了阿富汗政府迅速瓦解，各國駐阿富汗
使館相繼撤離工作人員，總統加尼也遠走國外。當
記者詢問庫蘭看到西方國家使館空無一人時作何感

想，她只回答了兩個字： 「背叛」 。
庫蘭表示，她本來對在多哈舉行的談判抱有期
待，但後來發覺美國只是想利用這些談判為撤軍打
掩護， 「我現在覺得自己很天真。我為我這一代和
我自己信任他們感到非常遺憾。」
塔利班進入之際，喀布爾街頭有人用油漆刷掉
露出女性面部的廣告。西方媒體近期大肆抨擊塔利
班壓迫女性，塔利班發言人沙欣則表示，他們會保
護婦女的權利，以及新聞媒體和外交官的自由。

▲喀布爾街頭露出女性面部的廣告被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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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何以迅速取勝

自本月6日到15日，阿富
汗塔利班以排山倒海之勢，
雷霆萬鈞之力，在短短10天
之內就攻陷阿富汗所有大城
市，並於15日晚兵不血刃進
入喀布爾。20年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
曾被美國的堅船利炮和阿富汗北方聯盟
快速突擊所擊敗，如今塔利班在喀布爾
不戰而屈人之兵，阿富汗政府軍已經停
止了抵抗。誰也未曾想到，阿富汗和平
居然是以塔利班凱旋首都的方式實現
的。
塔利班僅以七萬五千人之眾，在短
短10天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擊敗
了超過自己數倍、武器裝備和訓練水平
遠高於自己的30萬阿富汗國軍，而美國
扶持的阿政府及其軍隊瞬間土崩瓦解。
這對於美國來說是巨大的恥辱，46年
前，美國曾在越南西貢上演同樣的一
幕。1973年，美國就已從越南撤離了所

有作戰部隊，1975年的西貢大潰逃是在
幾乎沒有美軍駐紮的情況下發生的。而
今令美國尷尬的是，美軍還未完成撤離
阿富汗，喀布爾就已落入塔利班之手。
過去20年，美國更換了四任總統，
耗資20000億美元，動用了14萬多陸海空
軍部隊（海軍艦艇主要用於發射戰斧式
巡航導彈），訓練了30萬阿富汗國民
軍、國民警察，卻落得個無可奈何花落
去、帶着羞辱倉皇撤離的下場。
阿富汗塔利班為何可以迅速贏得勝
利？這裏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國倉促撤軍。
美、阿雖結成非北約主要盟國關係，但
美國政府壓根就沒把阿政府和軍隊當作
一回事。2020年2月29日，美與阿塔簽署
了《減少暴力協議》和《分階段撤軍協
議》，實際上已承認了阿塔的合法地
位，也因此決定了阿富汗的前途和命
運，阿富汗政府居然被排斥在外，美國

反而逼迫其執行根本未參與談判和簽署
的協議，這不僅嚴重傷害了合法政府的
尊嚴和主權，也為今天阿政府垮台埋下
巨大隱患。此次美國總統拜登為了贏得
自己親手結束20年阿富汗戰爭的好名
聲，不顧加尼總統苦苦哀求，撤軍不斷
提速，任由塔利班佔領巴格拉姆空軍基
地。儘管在戰場上政府軍只有招架之
功、毫無還手之力，但鐵了心要撤軍的
拜登不為所動。甚至冷冷地說了句，我
們用了20年，耗費2萬億美元，訓練了30
萬軍隊，如果還不能保衛自己的國家，
美軍再延長一年或者五年駐軍都毫無區
別。難怪不少阿軍官兵稱美國人見死不
救，有被美國出賣的感覺。
第二個原因是阿富汗政府軍與阿富
汗塔利班在治軍理念和方略上的巨大差
距。阿富汗政府軍腐敗猖獗，軍官剋扣
軍餉、士兵開小差比比皆是，普通士兵
為錢而戰，貪生怕死，毫無戰鬥意志，

只要塔利班攻勢稍一猛烈，政府軍即一
觸即潰。高級軍官指揮無能，率先逃
跑。政府軍與其說是敗於塔利班，不如
說是敗給自己。反觀阿富汗塔利班士
兵，他們為信念（真主）而戰，為犧牲
的戰友而戰，為收復家園而戰，塔利班
高層將塔利班與美國簽署的兩個協定視
作美國的 「投降條款」 ，以激勵士氣。
在戰場上軍官身先士卒，兵勇各個爭
先，一個塔利班戰士倒下了，數百個塔
利班戰士衝上前。各個塔利班部隊在戰
場上相互鼓勵、相互支援、相互策應，
甚至展開攻城競賽，氣勢如虹。
第三個是分化瓦解問題。人們知道
塔利班的歷史並不光彩。這支武裝長期
販運毒品，動輒敲詐勒索，限制婦女自
由，取締教育醫療，實施嚴苛制度。但
這一次，塔利班的戰略戰術與紀律嚴明
似乎令人刮目相看，他們學會了智慧攻
城。不僅不再要求阿政府軍和軍閥武裝

無條件投降，反而對投降將領以禮相
待，不加侮辱；對所佔城市張貼安民告
示，不敢說是秋毫無犯，至少留下的負
面印象不多。在塔利班所攻佔的城市，
反抗者寥寥，投降起義者眾多。塔利班
甚至用 「合作」 代替投誠，顯示了出人
意料的寬容與大度。隨着伊斯梅爾．汗
這個75歲的著名抗塔英雄被體面 「招
安」 ，其他部落與軍閥武裝再無戰意，
紛紛效法，投降如同多米諾骨牌，一
浪高過一浪。
當然用塔利班政治領導人巴拉達爾
的話說，儘管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然
而滿足阿富汗人民需要的任務才剛剛開
始，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阿富汗塔利
班能否執行開明政策，逐漸去極端化，
人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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