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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促塔利班與恐怖主義切割

阿富汗缺糧少藥 中方急援2.4億物資
雪 中 送 炭

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面的阿洪扎達在聲明中表
示，臨時政府組成人員將在伊斯蘭教原則指導下努
力工作，保護國家最高利益，保障邊境安全，確保
阿富汗 「持久和平、繁榮與發展」 。阿富汗願在相
互尊重的基礎上與周邊國家及世界各國發展穩定健
康的關係，絕不允許任何人或組織利用阿富汗領土
威脅別國安全。阿富汗政府將努力保護所有外交使
團、人道主義組織和外國投資者的安全。

聯合國籲籌47億救援資金

中方促塔利班堅守承諾
鑒於阿富汗國內遭遇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8日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
首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時表示，根據阿富汗人民的
需要，中方決定緊急提供價值2億元人民幣的糧
食、越冬物資、疫苗和藥品，首批捐贈300萬劑新
冠疫苗，也願在中國─南亞應急儲備庫項下，提供
更多的抗疫和應急物資。待安全等條件具備後，中
方願幫助阿富汗建設有助於改善民生的項目，並在
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經濟發
展。
王毅表示，塔利班有必要履行對外作出的承
諾，敦促塔利班堅決同所有極端恐怖勢力徹底切
割，並採取有效措施以約束打擊。各方要加強情報
共享和邊境管控合作，及時抓捕消滅自阿潛入的恐
怖團夥。近期塔利班方面宣布，阿富汗將不再生產
任何毒品。中方願同各方採取聯合行動打擊本地區
的跨國毒品犯罪，保護地區人民生命健康和社會穩
定。

阿富汗新政府架構

▲9月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右三）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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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理內政部長遭FBI懸紅7800萬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BBC報
道：阿富汗塔利班7日宣布臨時政府主要成
員，媒體發現，代理總理哈桑名列聯合國安理
會制裁名單。代理內政部長希拉傑丁．哈卡尼
和叔叔、代理難民部長哈利勒．哈卡尼，因從
事恐怖活動，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分別
懸紅1000萬美元、500萬美元通緝。
此前在媒體猜測中甚少為人提及的哈桑，
在1996至2001年塔利班執掌阿富汗政權期
間，擔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理等重要職務。因為
那段時期在政府當中的角色，哈桑目前受到聯
合國安理會制裁。塔利班消息人士透露，哈桑
在塔利班組織中廣受敬仰，最高領導人阿洪扎
達對他尤其尊重。
任代理內政部長的希拉傑丁．哈卡尼是武
裝組織 「哈卡尼網絡」 的領導人。 「哈卡尼網
絡」 被美國定性為恐怖組織，美國一直認為它
是過去20年來在阿富汗與美國和北約軍隊作戰
的最危險組織之一。 「哈卡尼網絡」 以自殺式
炸彈襲擊聞名，該組織2017年在喀布爾製造

塔利班禁女性參加體育運動

美俄「不急於」承認阿政府
除了對內需穩定局勢，改善經濟民生，塔利班
必須爭取國際社會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認可。白宮發
言人普薩基7日表示，美國 「不急於」 承認塔利班
政府，需要根據其今後的 「行動」 來決定美方立
場。俄羅斯總統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稱，對於是否
承認塔利班新政府，俄羅斯迄今 「尚未做出決
定」 。俄方正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8日表示，中方重視
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宣布成立臨時政府及一些重要人
事安排，這結束了阿富汗長達三周多的無政府狀
態，是阿恢復國內秩序和戰後重建的必要一步。我
們願與阿富汗新政府及領導人保持溝通。

了一起卡車炸彈爆炸事件，造成150多人死
亡。
媒體稱，希拉傑丁．哈卡尼是此次任命中
最引人關注的人物之一，他個人也被美國認定
為國際恐怖分子，FBI對其發出1000萬美元
（約7800萬港元）通緝令。
對希拉傑丁．哈卡尼發出通緝令。
▼FBI
路透社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經濟民生是塔利班掌
權後亟待解決的問題。據報道，阿富汗失業率高達
38%，約72%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聯合國
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發言人拉爾克警告稱，阿
富汗的基本服務正在崩潰，食品、醫療等其他援助
也將耗盡。拉爾克呼籲籌集6.06億美元（約47億港
元）的人道主義援助資金，以便在今年剩下的4個
月幫助1100萬阿富汗民眾。
聯合國糧農組織緊急情況恢復辦公室主任鮑爾
森透露，阿富汗的動盪局勢給該國農業，特別是即
將開始的冬小麥播種造成嚴重破壞， 「每三個阿富
汗人中就有一人面臨吃不上飯的嚴重問題，情況非
常嚴峻。」
此外，阿富汗疫情持續惡化，截至8日，全國
超過15.4萬人染疫，逾7000人病亡，由於極度缺乏
檢測、多地醫院缺乏醫療物資，相信實際數字要高
得多。然而，阿富汗僅有2.1%人口接種至少一劑
疫苗，境內疫情存在加速擴散風險。

▲抵達德國拉姆施泰因美軍基地的阿富汗難民。美聯社
哈桑（右）出任阿富汗代理
▼
總理，圖為他在一九九九年八
月訪問巴基斯坦。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
中國外交部網站、美聯社報道：
阿富汗塔利班7日在喀布爾宣布
組建臨時政府，塔利班最高領導
人阿洪扎達將以埃米爾的身份領
導國家。阿洪扎達當天表示將確
保阿富汗 「持久和平、繁榮與發
展」 。阿富汗政局急劇變動之
際，國內正面臨食品、藥品等基
本援助耗盡等嚴重人道主義危
機。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8
日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首次阿
富汗鄰國外長會時表示，中方決
定緊急為阿富汗提供價值2億元
人 民 幣 （ 約 2.4 億 港 元 ） 的 糧
食、越冬物資、疫苗和藥品，首
批將捐贈300萬劑新冠疫苗。

【大公報訊】據《衛報》報道：塔利班高
層8日表示，將禁止阿富汗女性參加體育運
動，包括該國的女子板球隊。塔利班文化委員
會副主任瓦西克稱，女性在運動時，可能露出臉
和身體，「伊斯蘭教不允許出現這樣的情況。」
瓦西克是在接受澳洲廣播公司（SBS）採
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認為，女性參加體育
運動，既不合適也沒有必要。「在板球運動中，
她們的面部和身體可能未經遮擋。現在是媒體
時代，會有照片和視頻，人們會看到她們的樣
子。伊斯蘭教和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不允許女
性打板球或從事這些會暴露的運動項目。」

阿富汗板球委員會的官員表示，他們尚未
被正式告知女子板球隊的命運，但該委員會針
對女性的項目已經暫停。
塔利班上台後，包括板球運動員在內的女
性運動員一直在阿富汗東躲西藏。一些女運動
員表示，如果她們被抓到參加比賽，將受到暴
力威脅。
塔利班此前曾表示，希望組建一個包容性
政府，但7日宣布的臨時政府所有高層均為阿
塔現任領導人，且沒有女性。喀布爾女性8
日再次走上街頭示威，要求確保女性參與國
家治理的權利。



阿富汗恐怖主義蔓延風險不可低估

8月中下旬以來，從中
東到歐洲，從大洋洲到東
亞，各地連續發生數起恐怖
襲擊，其中9月3日新西蘭奧
克蘭發生一起 「獨狼」 襲
擊，32歲的斯里蘭卡 「難民」 在超市揮
刀襲人，造成至少7傷，他是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ISIS）追隨者，深受極端
思想影響。而 「伊斯蘭國」 分支呼羅珊
（ISIS-K）不久前才在阿富汗喀布爾機
場發動恐襲造成慘重傷亡。
美軍敗走、塔利班奪取阿富汗政權
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恐怖主義蔓延。
這種風險，不局限於恐怖組織、恐怖分
子以阿富汗為基地攻擊周邊國家，更在
於在阿富汗數十年戰爭中 「鍛煉」 出來
的恐怖組織、恐怖分子轉移到其他國家
製造動亂乃至戰亂，在於塔利班當前的
「勝利」 將極大地激勵全球極端主義思

潮，為恐怖組織、恐怖分子創造更加
「肥沃」 的發展土壤。早在4月14日拜登
宣布將從阿富汗完全撤軍之時，有識
之士們就意識到了上述恐怖主義外溢
風險；自8月15日喀布爾易手、塔利班
奪權以來，上述擔憂正在逐步成為現
實。
1980年代，大批阿拉伯人奔赴阿富
汗參與抗蘇戰爭，造就了一個 「阿拉伯
阿富汗人」 （Arab Afghans）群體，英美
情報機構估計其總人數有1.7萬人之多，
他們不僅極端主義傾向強烈，而且組織
性強。從拉登組建 「基地」 組織而崛
起，到血腥的1991-2002年阿爾及利亞內
戰，到殘酷的1992-1995年波黑戰爭，到
1994年爆發的車臣戰爭，再到1999年科
索沃戰爭，…… 「阿拉伯阿富汗人」 在
冷戰後亞、非、歐大片地區掀起了一場
又一場恐怖襲擊和戰亂的浪潮。僅

1991-2002年阿爾及利亞內戰，死亡總人
數就有15-20萬之多，其間僅1992-1994
年間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動就造成了6.5
萬人死亡。
1989年6月30日，在非洲國土面積第
一大國蘇丹，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全
國伊斯蘭陣線（National Islamic Front）
支持、指導下的軍事政變得手，政變者
解散議會、內閣及地方政府，取締一切
政黨，停止一切非官方新聞機構活動；
1991年起在全國（南方部分省除外）實
行伊斯蘭教法，以《古蘭經》和《聖
訓》作為制定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
針和政策的準則；由此開始該國延續30
餘 年 的 「 伊 斯 蘭 試 驗 」 （Islamic
Experiment），直至2011年南蘇丹獨立、
1989年軍事政變領導人奧馬爾．巴希爾
（Omar Al-Bashir）在2019年4月民變和
軍事政變中下台，方才暫時告一段落。

「阿拉伯阿富汗人」 群體同樣積極參與
了蘇丹的 「伊斯蘭試驗」 ，拉登被沙特
政府驅逐後還率眾在蘇丹居住數年，而
蘇丹也由此開啟了與美國、西方交惡的
進程。
阿富汗抗蘇戰爭歷時10年，便 「培
養」 出人數如此之多、能量如此強大的
「阿拉伯阿富汗人」 極端群體；蘇聯撤
軍之後，阿富汗內戰與外戰交織，又綿
延32年之久，人口也翻了一番， 「培
養」 出的極端主義分子人數會有多少？
潛在殺傷力會有多強大？我們對此不應
低估。
在遏制阿富汗恐怖主義外溢風險過
程中，我們要積極穩妥爭取阿富汗當地
勢力的合作，但不能將希望全部寄託於
此。1994年塔利班興起之後，美國與其
關係一度堪稱 「蜜月」 ，重要原因之
一，是當時塔利班向美方宣稱，阿富汗

境內一切外來勢力都應撤離，聖戰組織
裏的阿拉伯人也在此列，令美方深為
動心。因為當時美國等西方大國一方面
要繼續利用以 「阿拉伯阿富汗人」 群體
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
義、分裂主義三股勢力打擊前社會主
義陣營國家，另一方面又要防範其反
噬美國自己，並進而動搖自己主導的
國際體系。到頭來，塔利班庇護的本
．拉登及其 「基地」 組織製造了9．11
恐怖襲擊，徹底埋葬了美塔之間的
「蜜月」 。
殷鑒未遠，在夏之後世；我們宜未
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正值阿富汗
局勢劇變之際，我們更需要從中立客觀
視角回顧歷史，總結其經驗教訓，前瞻
布局，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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