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塔斯社、阿富汗黎明電視台、《華爾街日報》
報道：阿富汗塔利班據報將在3日宣布新政府架構，但北部潘傑希爾2
日傳出戰報，塔利班與反塔力量 「民族抵抗陣線」談判破裂，雙方已
激戰三日，造成至少300名塔利班士兵死亡。塔利班計劃集結各省精銳
部隊，並使用大量軍事裝備，對潘傑希爾省發起最後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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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洪扎達

塔利班新政府
或政教合一

最高領導人

（精神領袖，對管治委員會擁有最
終權力）

三名核心要員

巴拉達爾
（塔利班共同創始人，或作
為行政首腦處理日常事務）

雅各布
（已故塔利班創始人奧馬爾
之子，新職務未知）

希拉杰丁．哈卡尼
（武裝組織 「哈卡尼網絡」
領導人，新職務未知）

來源：黎明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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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阿富汗變天

潘傑希爾是阿富汗境內唯一未被
塔利班控制的省份。8月中旬喀布爾
淪陷後，阿富汗前副總統薩利赫率數
千名前政府安全部隊成員，在潘傑希
爾山谷集結，加入由前 「北方聯盟」
領導人馬蘇德之子小馬蘇德創建的反
塔武裝軍事聯盟 「民族抵抗陣線」
（NRF）。潘傑希爾山谷地勢狹長、
被陡峭的山脈環繞，僅有一個主要出
入口，以易守難攻聞名。

均聲稱對方死傷慘重
上月22日，塔利班向反抗軍發出

最後通牒，要對方在4小時內投降並
向潘傑希爾增兵。小馬蘇德則要求塔
利班建立一個包容性民選政府，否則
戰爭不可避免。雙方雖舉行會談但分
歧難解，塔利班1日宣布談判正式破
裂。半島電視台報道，塔利班稱NRF
提出 「無理要求」 ，例如保留武器、
在新政府中擁有30%代表權等。

一名消息人士周三向俄羅斯塔斯
社透露，在塔利班試圖從兩個方向攻
入山谷後，雙方8月31日晚間起交
戰，造成 「300名塔利班士兵死亡，
另有數十名塔利班士兵受重傷或被
俘。」 該消息人士還表示，山谷入口
處的交戰仍在繼續，「塔利班未能成
功突破防線，他們如今不得不撤退」。

路透社指出，雙方均聲稱給對方
造成嚴重傷亡，但真實數字無法得
知。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2日表
示，士兵已進入潘傑希爾並已控制部
分地區， 「他們損失慘重」 。而NRF
則宣稱仍控制所有道路，並挫敗了多
次進攻、擊斃大量塔利班人員。

潘傑希爾恐斷網斷糧
根據一段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音

頻，塔利班和平談判小組高級成員穆
塔基周三說，塔利班已經包圍了潘傑
希爾。他表示： 「那些想繼續戰鬥的

人應當知道適可而止。這些年來，你
們在北約和美國的支持下什麼都沒幹
成。」 他說道： 「你們不應該繼續戰
鬥。加入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吧。」

而反抗軍領袖薩利赫矢言將 「捍
衛全體阿富汗人的權利」 繼續作戰。
據悉，塔利班已切斷潘傑希爾省的通
信網絡，並封鎖通往省會城市的主要
道路。由於物資補給匱乏，反抗軍還
能堅持多久成為未知數。

除此之外，阿富汗中部的瓦爾達
克省和戴孔迪省的零星衝突也在繼
續。兩省都有大量哈扎拉人，主要是
什葉派穆斯林，在阿富汗屬於少數民
族，現已組織起武裝民兵。哈扎拉軍
閥阿里布爾稱， 「局勢十分動盪……
塔利班想讓我們投降，這對我們來說
是不可接受的。」

塔利班今或公布新內閣
在前總統加尼逃亡之後，阿富汗

政治真空超過半個月，經濟處於崩潰
邊緣，塔利班加緊籌組 「政教合一」
新政府。有高層人員1日透露工作已
進入尾聲，最高領導人阿洪扎達 「毫
無疑問」 將成為政府統領。在他之下
將由一名總統或總理管治國家， 「政
教合一」 政府模式類似伊朗。在阿洪
扎達的副手中，塔利班聯合創始人巴
拉達爾可能被任命為行政首腦。新內
閣可能於周五公布，喀布爾總統府準
備好舉行儀式。

塔利班發言人納伊姆表示，新政
府組建後，成員將展開外訪並設立使
館，新政權有必要與外國互動。有塔
利班高層指，女性可工作，但內閣或
其他高級職位 「可能不會有女性」 。

另外，塔利班1日亦在第二大城
市坎大哈 「閱兵」 ，展示繳獲的美軍
裝備，悍馬戰車、多用途卡車和裝甲
車，還出動一架黑鷹直升機在人群上
空來回盤旋炫耀。

曾供職美媒 百名記者遭華府拋棄

潘傑希爾地勢險要 前蘇聯九攻不下
【大公報訊】綜合NPR、中新社

報道：潘傑希爾山谷因其易守難攻的
地理戰略優勢，成為阿富汗國內反塔
利班最後大本營，而無論是上世紀90
年代塔利班掌握國家政權，或是前蘇
聯入侵阿富汗期間，潘傑希爾均未曾
失守。有觀點認為，除地理因素外，
當時反蘇反塔的 「北方聯盟」 能抵擋
重兵，也得益於創始人馬蘇德的謀
略。如今，馬蘇德的兒子小馬蘇德子
承父業，再次與塔利班展開戰鬥。

潘傑希爾山谷位於阿富汗東北
部，南距喀布爾約150公里，是扼控
喀布爾至東北各省以及塔吉克斯坦和
烏茲別克斯坦的交通要衝，戰略位置
重要。整個山谷長約100公里、寬僅
10多公里，兩側地形崎嶇、高山環
繞，兩側山中
設有狙擊手崗
哨；而谷口的
公路只有約6
米寬，僅夠兩
輛小汽車並排
通過。

上世紀80
年代蘇聯入侵
阿富汗期間，
出生於潘傑希

爾的塔吉克族人、 「北方聯盟」 領袖
馬蘇德便率領游擊隊在此展開抵抗運
動。面對蘇軍小股部隊，游擊隊通過
從高山向下開火、埋地雷等方式反
擊；若對方出動戰鬥機和直升機及重
兵進攻，游擊隊便 「敵進我退」 躲入
深山。加上有美國和北約的資助，
「北方聯盟」 足足化解蘇聯九次攻
勢。當時駐阿富汗蘇軍總司令格拉莫
夫感嘆， 「也許只有用核武器才能消
滅馬蘇德。」

馬蘇德被視為民族英雄，有 「潘
傑希爾雄獅」 之譽。1996年塔利班北
上奪權趕走拉巴尼政府後，馬蘇德率
領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民兵與塔利班作
戰。但2001年9月9日，馬蘇德接受兩
名來自敘利亞的阿拉伯記者採訪時，

隱藏在攝像機
內的炸彈爆
炸，他當場死
亡。外界相信
幕後策劃者是
塔利班和「基
地」組織。馬
蘇德死後兩日
便發生震驚全
球的「9．11」事
件。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
報》、CNN報道：美國政府宣稱已從阿
富汗撤離超12萬人，但逾百名受僱於美
國政府資助媒體的阿富汗記者及其家人
卻不在此列。另外，尚有27名自加州返
鄉探親的中小學生也滯留阿富汗，尚不
知如何返美。

塔利班佔領喀布爾後，數百名為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國際
新聞機構工作的阿富汗記者率先撤離。

但還有大約100名供職於美國政府資助
的當地媒體的記者及其家人沒有成功撤
走。他們在喀布爾機場被美軍 「多次」
拒絕，個人信息也被移交給塔利班。美
媒日前披露，美國官員將一份美國公民
和阿富汗盟友的名單移交給塔利班，以
便其進入喀布爾機場，不少人憂慮遭報
復。

許多滯留記者對此感到憤怒。阿富
汗帕杰沃克通訊社創始人內克扎德表

示，美國在一瞬間摧毀了阿富汗的人權
建設。另一位阿富汗記者的家人仍然留
在喀布爾，他表示自己 「感到被出
賣」 ，沒有人會再相信美國的承諾。

此外，加州聖胡安統一學區還有27
名學生身處阿富汗，他們來自19個家
庭，大多數有家人陪同。這些學生及其
家人因為私人原因赴阿富汗，如趁暑假
探望親友，卻遭遇國內形勢劇變，被迫
滯留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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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傑希爾反抗軍領袖小馬蘇德（右）繼承父
親遺志，抵抗塔利班。 網絡圖片

阿富汗內亂未止 潘傑希爾連日激戰
與反抗勢力談判破裂 傳塔利班300死

隨着美軍黯然撤離，阿
富汗這個充滿戰亂和動盪的
國家，進入了新的不確定時
期。在國際援助斷絕之際，
阿富汗新政權面臨財困、內

鬥不止和糧食危機等重大挑戰。倘若解
決不好，今年年末、明年年初阿富汗爆
發大面積饑荒的風險是存在的。

阿富汗是 「高山和沙漠之國」 ，可
耕地僅佔國土12%，歷史上長期依賴進口
糧食。該國目前正面對三年來的第二次
嚴重乾旱，而美軍撤出引發的動亂更讓
糧食生產雪上加霜。

阿富汗夏糧收割時令在6、7兩月，
美國總統拜登4月中旬宣布全面撤軍決定

後塔利班發動進攻，戰亂造成大批民眾
逃亡，耽誤了收割。在塔利班8月中旬攻
佔喀布爾前夕，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發布報告，將阿富汗列為糧食短缺最嚴
重10個國家的 「榜首」 ，阿富汗有三分
之一的人口（約1400萬人）正面對飢
餓，200萬名營養不良的兒童急需治療。
阿富汗秋糧收割季節跨度從9月延續至11
月上旬，這期間的阿富汗能否重整旗
鼓，克服外援撤離造成的農資短缺等問
題，實現秋糧應收盡收並完成冬播，還
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2002年至2017年，國際社會承諾援
助阿富汗1040.4億美元，到位818.3億美
元，年均51.1億美元；按實際支付援助款

排行，前四大援助方均為西方國家：美
國援助553億美元，日本援助67億美元，
德國援助37.7億美元，英國援助35.5億美
元；另外印度也援助30億美元，上述五
國對阿富汗援助合計723.2億美元，佔此
時期阿富汗實收援助總額的88%；經過這
番「變天」，這部分援助在可預見未來無
望恢復。即使巴基斯坦和某些海灣國家
可能提供部分援助，他們也絕無可能彌
補美歐、印度援助切斷的全部缺口；如何
解決糧食挑戰，喀布爾新政權壓力空前。

不僅如此，由於塔利班勝利在國際
上引發強烈反響，中東各國反應尤為激
烈，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很可能是間接
加劇國際糧食市場壓力和阿富汗未來的

糧荒。中東國家糧食自給率普遍較低，格
外依賴進口解決吃飯問題，同時政府普遍
對居民基本食品供應給予高額財政補貼，
這種補貼又激勵了居民對食品的浪費，從
而反過來加劇了糧食市場的供需缺口。

回顧歷史，1970年至1971年，阿富
汗遭受歷史罕見大旱災，農業產量連續
兩年銳減，牲畜被大批屠宰。1971年糧
食產量比1969年減產18.0%，1972年糧食
產量仍比1969年產量低2.3%。阿富汗物
價飛漲，國民流離失所，國際社會提供
了大量援助，但未能、也不可能制止其
本已存在的經濟政治危機進一步激化，
終於在1973年7月17日爆發政變，由此開
啟了阿富汗政變頻繁、政治動盪和武裝

暴動加劇、一步步走向外國干涉和全面
戰爭的進程。

在塔利班攻佔喀布爾前夕，聯合國
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的最新報告預測，
年底全球將有80個國家的2.705億人面臨
糧食短缺，43個國家的4100萬人處於飢
餓邊緣；而在此前後，中國糧食主產區
連續遭受暴雨災害，美國、巴西旱災加
劇，阿富汗國內糧食生產被政權更迭打
亂，在這種情況下，阿富汗潛在糧荒最
終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呢？而這場糧荒一
旦成為現實，又會在阿富汗社會引爆怎
樣的動盪呢？

梅新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
研究院研究員

阿富汗恐將爆發大饑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