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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阿富汗塔利班正处在一个发展充满变数的阶段，有很多东西值得关注。阿富汗塔利班的资金来源主
要为毒品和海外捐款，人员仍能获得补充，战略战术上恐怖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也很明显。但不可
否认的是，塔利班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使得塔利班很难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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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日益临近 ，阿富汗塔利
班也已经事实上参与了和谈，阿富汗未来的安全局势
引人关注，而与阿富汗安全局势密切相关的塔利班组
织的资金、军事力量、战略战术、意识形态和困境等情
况值得分析并予以评估。

一、塔利班的资金来源
塔利班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彻底消灭 ，是由多种原
因造成的，其中塔利班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是主
要原因之一。
（ 一） 毒品与塔利班
毒品是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获取资金的主要来
源之一，塔利班也是如此。 历史上，除了个别短暂的
特殊时期外，塔利班总是与毒品密切相关。“塔利班
时期曾在其控制范围内从毒品生产中受益 ，与它对立
［1］
的北方联盟也是如此 ”。 除了为种植鸦片提供保护
而收取一定的“税收 ”，塔利班也从毒品的提炼、贩运
等几乎每个环节获益。如今，阿富汗南部地区的一些
普什图部落，几乎完全无视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的命
令，仍在毒品生产和交易中的获取巨额利益并以此来
维持塔利班生存。
尽管塔利班生产和贩毒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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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的资金来源中，和毒品有关的资金究竟占有多
大比例，以及毒品究竟为塔利班提供了多少资金，直
到今天仍是众说纷纭。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反恐中心专
家约翰·所罗门曾说，
毒品和犯罪活动收入占塔利班资
“据估计，
金来源的 85% 至 90% 。在资金的具体数额上，
塔利班参与鸦片、
罂粟贸易与海洛因加工，
每年从中获取
［2］
” 美国军方估计塔利班一年的毒品收
4 亿美元的收入。
［3］
入为 7000 万美元。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
公室估计，塔利班每年从种植鸦片的农民手中和毒品
［4］
走私者手中获取 1． 25 亿美元的收入。 可见，关于塔
利班从毒品中的获益，外界并没有确切的情报，这对
评估塔利班的实力造成了困难。

尽管不能明确得知毒品为塔利班提供了多少资
金，但可 以 从 阿 富 汗 的 毒 品 经 济 规 模 中 窥 得 一 斑。
2010 年阿富汗出口的鸦片和海洛因总量有所减少 ，
总值为 14 亿美元，与 2009 年的 29 亿美元相比减少
了 50% 以上，由此推断，鸦片经济为阿富汗犯罪团伙
［5］
提供的资金也在 2010 年减少了一半 ，并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塔利班 2010 年的收入。
但 2011 年情况又有所不同，根据联合国毒品与
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2 年 1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由于
多种因素的作用，2011 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较 2010
年有所反弹，总面积达到 13． 1 万公顷，鸦片产量也比

收稿日期： 2013 －10 －14
作者简介： 朱永彪（ 1981 ～ ）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富汗问题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10CGJ012） 的阶段性成果。

33

2010 年的 3600 吨增多了 61% ，达到 5800 吨。 阿富
汗全年鸦片产量的农场价高达 14 亿美元，占阿富汗

塔利班还通过其它特殊的方式筹集资金，如“在
法拉省，地方官员曾报告说塔利班获得了国家团结计

GDP 的 9% 。而 2011 年出口鸦片制品获取的收益可
［6］
能达到 24 亿美元，相当于阿富汗 GDP 的 15% 。

划资金中的 40% ，该项计划在过去 6 年内向阿富汗提
［10］
供了数亿美元资金。” 目前阿富汗政府执行的招安

有学者估计，在 2000 年塔利班颁布禁毒法令之
，
前 塔利班可从种植鸦片土地中收取 10% ～ 20% 的税
收，同 时 还 对 阿 片 剂 的 加 工、运 输、销 售 等 进 行 征

行动，也为塔利班提供了机会，有人怀疑一些塔利班
分子通过假投诚从政府获得了援助 。

［7］

税。 现假设 2011 年的鸦片全部在塔利班的控制区
域内种植，则塔利班所征得的种植税大致在 1． 4 ～ 2． 8

据以上分析，本文估计，塔利班每年至少可以通
过各种途径获得 2 亿美元，多则可以获取 6 ～ 8 亿美

亿美元之间。

元，
很显然，这是一笔巨额的资金，能够维持塔利班以
较高的效率运转。

除了国内消费的少量毒品，加上囤积的部分，各
级鸦片贩子、犯罪集团在 2011 年从毒品中的获益大

2009 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塔利班资
金来源与转运信息的调查小组，试图弄清塔利班获

致在 10 亿美元左右。 假设塔利班所得到的份额为
10% ，即 1 亿美元，则塔利班在 2011 年从毒品中的最

取、转移资金的渠道，以便设法切断它的资金链。 如
美国曾加紧对沙特等国家流向阿富汗的资金的监控 ，

大获益大致在 2． 4 ～ 3． 8 亿美元之间。
因此，毒品为塔利班提供的资金不是一个小数

压缩了使塔利班获得的海外援助。 但从执行情况来
看，这些措施虽然发挥了作用，影响了塔利班筹措、转

目，如果不解决毒品问题，是很难彻底切断塔利班的
资金链的。

移资金，但想要彻底切断塔利班的资金链，几乎是不
可能的，而塔利班可持续获取资金援助，也便成为了

（ 二） 其它资金来源
除了从毒品中获利外，海外捐款等也是塔利班获
得资金的重要渠道，甚至有分析认为塔利班获得的海

其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外捐款已经超过了毒品收益。
有分析家认为，每年都有数亿美元资金流向塔利
班，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 维
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报显示 ，沙特阿拉伯和一些
与美国相交甚好的海湾国家是塔利班和“基地 ”等恐
怖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
奥巴马的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
在 2009 年曾表示，塔利班大部分的受援资金来源于

二、塔利班的军事力量
2001 年以来，塔利班的军事力量不断萎缩，而近
期塔利班的减员和损失越发严重。 首先，一些塔利班
的关键人物死亡导致塔利班实力大大受损 。 如 2011
年 1 月 3 日，塔利班在当地“影子”官员毛拉贾纳特·
古尔被击毙。此后北约在一次空袭中炸死了塔利班
在阿富汗南部楠格哈尔省席斯阿拉克地区的“影子 ”

其海外的支持者，包括在西欧的支持者。 这些海外资

头目莫拉维 · 安瓦尔 （ Maulawi Anwar） ，还在洛加尔
省打死了一名塔利班关键人物阿卜杜尔 · 巴里 （ Ab-

金超过了塔利班通过鸦片与海洛因贸易所获得的收
入。他说，塔利班是“来自阿富汗以外庞大资金 ”的

［11］
2011 年底，在坎大哈省一度比较活跃的
dul Bari） 。
塔利班头目阿拉伯被击毙。2012 年 5 月 26 日，瓦尔

［8］

受益人。

但关于海外捐款的数量，也没有确切的数据。美
国中情局曾估计塔利班 2008 年从阿富汗以外地区获

达克省的一名塔利班指挥官被击毙 。另据英国《太阳
报》2012 年 12 月 23 日的报道，英国王位第三顺位继

得的捐款为 1． 06 亿美元。

承人哈里王子曾于 10 月份在阿富汗执行任务过程中
击毙了一名塔利班指挥官。2013 年 3 月，阿富汗和联

塔利班的资金来源渠道日
还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
趋多元化。除了毒品和海外捐款，
塔利班还通过勒索敲

军部队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击毙了 52 名塔利班分子，
其中包括多名重要成员。4 月 15 日，楠格哈尔省的塔

诈平民、
走私者、
本国和外国商人来获取钱财，
此外，
通过
绑架人质获取赎金也成为它日渐常用的手段之一。

利班头目法罗奇也被击毙。
其次，阿富汗的和平与重返社会方案等开始发挥

此外，还有传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仍在为塔利
班提供援助，历史上三军情报局曾这么做过，目前采

积极作用，包括塔利班在内的一些武装组织开始越来
越多的与政府接触，表示愿意解除武装，重返社会。

取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也不能被完全
排除。

根据联合秘书处的资料，截止至 2011 年 3 月，共有
960 人参加了和平进程，其中绝大部分为 塔 利 班 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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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由于自 2010 年阿富汗政府加紧了“招安 ”努力，
所以 2011 年以来被招安的塔利班分子数量要明显多

他反叛 组 织 和 势 力 主 要 包 括 哈 卡 尼 网 络 （ Haqqani
Network） 、伊斯兰党 （ Hezb － i － Islami） 、萨拉菲亚派

于往年，且不仅分布在阿富汗北部地区，也分布在南
部地区，如塔利班的发源地与传统上的活跃地区 ———

召唤圣行协会 （ Jamat Sunat al － Dawa Salafia） 和托拉
－ 博拉阵线（ Tora Bora Front） 等。 对于一些组织和派

坎大哈地区。2011 年 4 月 6 日，高级和平委员会秘
书、卡尔扎伊的顾问斯塔内克扎伊 （ Mohammad Mas-

别来说，它们或许无心于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混乱
的局势才对他们最为有利。当然，塔利班仍然是其中

soom Stanekzai） 称，自 2010 年以来，已有超过 2000 名
［12］
塔利班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加入了和平进程。 这一

影响力最大的反叛组织。
关于塔利班的兵力，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数据。据

数字虽和联合国的统计有较大差异 ，但有迹象表明
2011 年以来塔利班分子参与和平进程的速度确实在

联合国估计，截至 2010 年 3 月，“约有 25000 至 36000
［15］
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富汗活动。” 美国也曾估计

加快。

塔利班大约有 25000 人左右的队伍。 但是这个数字
并不确切，因为现在的塔利班很难说是一支统一的武

在遭受着人员损减的同时，塔利班也在通过多种
途径补充兵员，首要方式是提供丰厚的待遇。 阿富汗
的失业率达 40% 左右，大多数人的日均消费不足 1 美
元，恩格尔系数超过 70% ，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普通
人的月收入仅为 100 美元左右，即使是懂得多种语言
的管理型人才，月薪也仅为 500 美元左右，所以塔利
班提供的 300 ～ 500 美元左右的“月薪 ”，有着很大的

装部队，它更像是，或者越来越像是一支各种力量的
集合，在战斗发生时，塔利班能通过各种手段聚集兵
力，包括从巴基斯坦招募人员，或寻求其它组织的支
援。而在平时，只有少量的塔利班是核心，或者说是
真正的塔利班。

三、塔利班的战术与策略

吸引力。
而还有很多人加入塔利班并不是为了钱 （ 半职业
的塔利班除外） ，更多的是痛恨政府腐败、寻找机会复
仇等。对于年轻人来说，加入塔利班还意味着他们可
以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塔利班还通过劫
狱以救回被捕成员、招纳跨界成员、吸引因各种原因
对西方和阿富汗政府失望的青年人加入塔利班等方
式招募队员。
塔利班也从没有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发动袭击。
塔利班曾多次被指责招募儿童，
阿安全力量及联军也曾
逮捕过被塔利班利用的儿童。在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
问题工作组 2009 年《关于阿富汗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
“工作组成员强烈谴责一些武装团
题的结论》的报告中，
体，特别是塔利班，训练和使用儿童进行恐怖行动，并
［13］

近年来，塔利班的战术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变
化，恐怖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 一） 袭击手段进一步恐怖化
随着阿富汗安全部队人数增多、能力增强，塔利
班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为了保存实力，
塔利
班通常避免与人数较多的部队直接对抗，
他们针对地盘
损失的反应多是采取恐吓、
威胁当地居民的做法。如一
位阿富汗村民曾对波士顿环球报说，
他们除了帮助塔利
10 人或者 20 人一伙儿的出
班，
别无选择。“他们 5 人、
没，
其中有本地人，也有说着乌尔都语及阿拉伯语的
人……他们要求我们拿出食物，而我们不能拒绝，因
［16］

为你不能同持枪者理论。”

如今，塔利班似乎越来

强烈谴责他们对儿童的侵害和虐待 。”
总之，尽管一直遭受着打击，但塔利班依然具有

越多的采取威胁的手段要求村民和部落长老与他们
合作，由此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反抗 。

较强的再生能力，这也使其很难在短期内被肃清。
但是，媒体一直倾向于将所有发生在阿富汗的袭

塔利班袭击手段进一步恐怖化还表现在，
塔利班开
始越来越多的采用不对称战术和“组合式袭击”，
包括使

击活动都归结为塔利班所为，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2010 年 8 月初，在巴达赫尚省南部，一个人道主义非

用混合简易爆炸装置、
火箭弹，
以及迫击炮袭击，
此类袭
击在数量和强度上都在持续上升。根据联阿援助团提供

政府组织的 10 名成员在完成医疗任务返回途中被
杀。事后塔利班和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都声称

2009 年发生的涉及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比 2008
的资料，
2010 年第一季度与 2009 年同期相
年增加了 56． 8% ，

对此次攻击负责，但真正的凶手至今身份不明。 事实
上，
在阿富汗，反叛势力包括形形色色的武装，塔利班

比又增加了 94% 。2010 年上半年，由武装反对团体

只是其中的一支，如赫尔曼德省的一位安全官员估
［14］
计，意识形态上的塔利班只占反叛分子的 20% 。 其

发起的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性袭击所造成的儿童死
亡率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55% 。
由于阿富汗安全力量 （ 包括阿富汗安全部队、警
35

察部队、安全部门等 ） 对简易爆炸装置的探测能力不
断提高，塔利班开始更多地采用自杀式袭击和暗杀手

识形态化和抗争形式的意识形态化。 自塔利班被赶
下台后，阿富汗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伙冒名塔

段，如对一些部落长老、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村民采
取了报复性的暗杀等，制造了恐怖气氛。 塔利班还试

利班行动，或者自称为塔利班，除了借用塔利班的声
势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塔利班意识形态化的结果。

图伺机混入阿富汗安全力量中。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

尽管这种结果不能达到抗击苏联入侵时“圣战 ”的效
果，但其影响不能忽视。

阿富汗士兵或警察发动的针对安全力量的自杀式袭
击案，甚至阿富汗国防部都成为了袭击目标 。 塔利班
均声称这些事件是其成员所为，这虽有宣传战和心理
战的意味，但也有不少证据显示这些行动确系塔利班
所为。塔利班还高调袭击了阿富汗主要城市和 1 号
高速公路，为追求新闻效应，这些袭击往往以喀布尔
市区为重点。
（ 二） 袭击更多针对平民
2010 年阿富汗共有 7120 名平民在冲突中伤亡
（ 2777 人死亡，4343 人受伤 ） ，据统计，其中 5446 名
（ 占总数的 76% ） 是反叛势力（ 其中主要是塔利班 ） 造
成的，有 840 名（ 占总数的 12% ） 为亲政府部队造成，

在地域上，塔利班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已超出了阿
富汗。除了巴基斯坦塔利班深受阿富汗塔利班的影
响外，塔利班的影响还扩散到了世界其它地方，如在
尼日利亚土生土长的极端宗教组织“博科圣地 ”（ Boko Haram，“禁止教育”的意思，成立于 2004 年） ，被称
作“尼日利亚的塔利班 ”，该组织受到阿富汗塔利班
精神的感召，在很多方面效仿塔利班，认为西方教育
是罪恶的，要求遵守伊斯兰原教义，并更广泛地推行
伊斯兰教法。该组织近年来尤其活跃，经常对西方异
教徒发起袭击，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案件。

另 12% 原因不明。 据联合国的报告，2010 年被反政
府力量暗杀和处决的平民人数比 2009 年同期增加了

五、塔利班的困境

107% 之多。2011 年与 2012 年的统计结果也表明，死
于反叛势力袭击的平民比例在增加 。

自 2001 年反恐战争打响以来，塔利班势力陷入
了困境：

在对平民袭击方式上，反叛势力更多地使用简易
爆炸装置或定点暗杀，也对平民量聚集地发动自杀式

首先，塔利班日益失去民心。 塔利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主要靠的是阿富汗广

袭击。而针对亲政府部队的车队、建筑和人员的自杀
式袭击中也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

大民众对长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厌恶痛觉 ，非常渴望和
平与重建家园，并认为塔利班能给他们想要的结果。

四、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

然而，如今的塔利班几乎已经成为当年它反对的对
象，而阿富汗人民依旧渴望和平。 虽然塔利班试图把

塔利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带有浓厚的意
识形态色彩，但由于塔利班的思想来源非常复杂，也
导致了其意识形态很难界定。 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大
致可以概括为“结合普什图部族律法———普什图瓦里
（ Pushtunwail，以 荣 誉 守 则 为 中 心 ） 的 沙 里 亚 法 规
（ Sharia） 的创新形式 ”。 又由于许多成员在巴基斯坦
的宗教学校学习过，塔利班的指导思想也深受巴基斯

罪责归结为外军入侵，但大部分阿富汗人不愿意生活
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
拿塔利班和政府相比，塔利班的支持率也是相当低
的。2010 年的一次调查里，“你更希望塔利班还是现
90% 的阿富汗民众选
在的阿富汗政府统治阿富汗 ”，
择了阿富汗政府，只有 6% 左右的阿富汗人选择了塔
利班。阿富汗民众之所以反对塔利班是由于塔利班
的滥杀、恐怖袭击、强征税收、关闭学校、禁止听音乐

坦激进的德奥班迪教派 （ Deobandi） 和瓦哈比教派的
影响。塔利班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奥马尔及其追随

等娱乐活动等。 甚至还有村民认为反对塔利班就可
以避免美军空袭，不但拒绝帮助塔利班，甚至还主动

者，都曾是前圣战运动的指挥官，这就使得塔利班运
动在诞生之初就具有一定的圣战色彩。 甚至有人认

攻击塔利班。
其次，阿富汗的传统权力结构既使塔利班崛起并

［17］

［18］

为，塔利班就是另一场圣战运动。 美国发动阿富汗
战争之后，塔利班开始有意识的把自己打扮成一场新

得以长期存在，也恰恰是制约其发展的原因。 近年
来，传统上支持塔利班的普什图族部落势力进一步分

的圣战的领导者，这也是塔利班之所以受到普什图人
支持的原因。

裂，更多的部落势力开始反对塔利班，尤其是许多部
落长老，由于被塔利班、毛拉们取代了社会地位而对

目前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化主要体现在理念的意

他们心怀怨恨。 越来越多的部落长老开始与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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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塔利班袭击和暗杀的部落长
美军合作。与此对应的，
老们也增多了，
由此又导致更多的部落和部落长老公开
私下里站在了塔利班的对立面。鉴于这种情况，
美国已
试图创造对抗塔利班的“部落反抗组织 ”，主要做法是
斥巨资支持反塔利班的部落或地方武装组织 ，并已在
局部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如今阿富汗政府和美
军已越来越重视长老们的作用，而塔利班之所以一再
暗杀部落长老，其实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被动反应 。
第三，尽管阿富汗政府的权威和效能一直遭受外
界的广泛质疑，但它的控制能力也确实在增强。 如果
对比历史上的阿富汗中央政府，目前的阿富汗政府的
控制能力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阿富汗的安全力量也
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虽然质量仍有待提高，但其进
步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1
年 2 月进行的一项阿富汗警察印象调查表明 ，民众对
警察部队的信心比 2009 年提高了 34% 。
第四，传统反塔利班的非普什图族势力获得了较
大的增长。如塔吉克族、哈扎拉人的控制区域和控制
能力较塔利班统治时期有了质的变化 ，这些势力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了塔利班重新崛起难以逾越的障碍 。
第五，塔利班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的塔
利班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迹象表明，塔利班
出现了新旧领导人，以及新旧中坚力量的更替，新旧
塔利班在许多方面是有差异的。 塔利班的传统领导
人，如奥马尔等，似乎已很难实现对塔利班的统一指
挥，塔利班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化 ”的、类似“基地 ”
组织那样的松散网络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塔利班形
成了冲击，一方面是对塔利班的削弱，一方面也可能
扩大其社会危害。
第六，阿富汗人在国内有追随强者的传统，即在
争斗中大多数中间势力倾向于倒向强势的一方 ，而如
今的形势对塔利班日渐不利，这也是塔利班竭力通过
各种手段宣示其存在和影响的原因之一 。 总之，正是
因为知道局势的变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心的
向背，塔利班才被迫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掩盖其发展
势头减弱的事实。

六、结论

比并未获得更多的优势，事实上，在依旧“辉煌 ”的外
表下，塔利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或诸多制约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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