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阿富汗的未来：

阿富汗人的责任

塔伊巴·拉希姆*著／胡超逸**译

·······
·······

摘  要

每天都有关于阿富汗的负面消息。战争已在那个国家持续了30年。阿富汗

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大部分人除了战争之外一无所知。对此，阿富汗人

自身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因为他们给自己的同胞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

本文认为阿富汗的未来掌握在阿富汗人民自己手中。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

也不会来自外界。现在是到了动员阿富汗人正视问题、解决分歧并制定内部解

决方案的时候了。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我的祖国阿富汗的负面消息。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上都

在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暴力、破坏、分歧、腐败以及绝望。

1968年，我生于赫尔曼德省，只有在人生的头几年才享受过阿富汗的和

平。在过去30年间，我们一直饱受战争困扰。阿富汗人拼命地为生存而挣扎，

* 塔伊巴·拉希姆是一名阿富汗籍专业教师，也是奈卡拉协会会长。2010 年 3 月，她因在阿富汗从事的工作而获得

日内瓦市的嘉奖。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翻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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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为他们的孩子和家人提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试图获得医疗服务或找到

工作，试图远离危险。

每天都有平民因汽车炸弹、自杀式袭击、空袭或地面交火而伤亡。阿富汗

到处都是地雷，这些地雷在被废置多年之后还会导致恐怖的伤亡事件，并使得

大片农田无法耕种。深受各类武装团体折磨的阿富汗普通民众忍受着难以言状

的凌辱，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

贫困与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了严酷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阿富汗妇女

的预期寿命是43岁，而瑞士妇女是82岁（1880年，瑞士妇女的预期寿命是43

岁）。阿富汗男人们的数据也好不到哪里去。1阿富汗的孕妇死亡率约为17‰，

而在瑞士这个数字是0.05‰。新生儿死亡率（1岁前死亡的儿童）约为160—

180‰（瑞士的数据是5‰）。阿富汗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约为257‰，瑞士为

5‰。换句话说，有25%的阿富汗儿童活不到5岁。2教育方面的指标也令人沮

丧。阿富汗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据估计，有72—75%的阿富汗人是

文盲。3 

这种混乱状况对数百万阿富汗人有着灾难性的影响，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来

说，生活就是战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阿富汗人自己应该对这种局面承

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正是他们令自己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逐渐认识到，除了经受着诸多痛苦之外，阿富汗这个

国家还缺乏表达自我及书写或塑造本国历史的能力。每一天，外国观察员的意见

和言之凿凿的消息都充斥着我的国家并在全世界传播。每一天，国际媒体、智库

以及国际社会的发言人都在谈论我们并以我们为主题撰写文章——有关我们的身

份、我们身处此种状况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

经年的战争使阿富汗无力构设自身的形象，也因此无法塑造自己的未来。

在下文中我将说明，阿富汗的未来掌握在阿富汗人自己手中。我们现在所面临

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来自外界。团结及来自外国的支持自然是重要的，但是

现在也到了阿富汗人正视自身问题、解决分歧和制定内部解决方案的时候了。

我将列举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关键挑战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 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untry profile: Afghanistan',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 countries/afg/en/ (last 
visited 21 December 2010). 
2 Se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 Fund (UNICEF), ‘Afghanistan’, available at: 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
afghanistan_statistics.html (last visited 21 December 2010).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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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阿富汗精神

冲突分析和发展研究都十分重视“治理”这个概念。无论是讨论利比亚、

索马里还是阿富汗，人们都会频频提及以下方面的重要性：有组织且结构清晰

的权利分配、法治以及透明和可以负责的机构。

除了有时候听起来有点技术官僚化，有关治理的讨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

点：“良好的治理”是一剂万能灵药，它可以为你解决所有最紧迫的问题。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要复杂的多：要深入了解阿富汗的治理问题就像是要展开

一段发现这个国家的精神之旅一样。

在阿富汗，权力历来都是由氏族长老或部落首领在最基层行使的。这种权

力分散导致难以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只有在18世纪中叶，艾哈迈德·沙阿·杜

兰尼才统一过阿富汗王国；1776年，他的儿子帖木儿将都城从坎大哈迁至喀布

尔。从那时起，在阿富汗，地方分权意识与都城中央集权统治之间就一直冲突

不断。250多年间，国王、首相和总统——以及外国占领者——都无法以一种能

将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并赋予其一个共同目标的方式行使权利。

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无论在喀布尔的统治者是谁，他们都会继续采

用地方政治的原则。对阿富汗人来说，在喀布尔统治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另一种

为自己、家人以及家族牟利的方式。有一句阿富汗谚语说得好：“每个阿富汗

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控制喀布尔。不过一旦他做到了，他就失去了国家的其他

部分。”外国人的命运也一样。尽管目的不同，苏联和美国领导的入侵行动都

失败了——因为他们坚持只控制和支持首都以及其他几个城市。

当我随家人从赫尔曼德省搬到喀布尔时，就经历了这种首都和国家其他地

区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关系。当时我还只有十几岁，而我父亲打定主意要让他的

子女上大学。所以对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那时的喀布尔充满了希望。但我们

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个城市及其居民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

喀布尔吸引了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到处都是机会。外省人被认

为是落后和无知的，就好像他们是外国人一样。当然这种态度在其他国家也存

在，但在阿富汗，由于缺乏在一个真正的全国性项目下促进整个国家统一的明

确意愿，这种疏离感就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仔细回顾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就会

发现，有些统治者只有在他们的权威遭到质疑或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时候，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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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统一这一概念。纵观其历史，阿富汗人未能形成国家大局观念，也未

能使其首都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只顾自己。

建立共同的身份

每个国家和每个社会团体——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这种

身份是基于一系列实际经历或传统、价值观和目标的。让我们来看看在阿富汗

这些都会是什么。如果有人问我的同胞是什么让我们成为阿富汗人，我相信绝

大多数人首先都会说是穆斯林的信仰。当然，也有一些阿富汗人有其他信仰，

但是千百年来，是伊斯兰教始终引导和培养着阿富汗人的核心特征。无论最近

发生了什么，阿富汗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仍然是温和、谦逊和友善的。

我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中长大。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以让

自己的孩子在国家系统中接受教育为己任，尽管他们自己接受的是《古兰经》

的教诲。经年的战争、传统的部族规则以及外国的影响已经令伊斯兰教变得更

加激进，甚至变得野蛮。但是，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仍然是阿富汗特征强有力

的粘合剂。

对于宗教信仰以外的其它方面，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许多阿富汗人可能

会认为，阿富汗的国家形象是在人民集合起来多次击败入侵的外国军队的过程

中形成的。外界将阿富汗称为“帝国的墓地”4，大部分阿富汗人通常是因为这

种追求独立的坚定意志而感到自豪。毕竟，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说自己从未

被殖民过。但是，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击退英国和苏联军队还远不足以建立

起一个共同的国家身份。有谁愿意生活在墓地中？

阿富汗人确实经受了无数次外国人发起的以侵略和统治为目标的攻击。没

错，我们成功地抵抗了许多这类攻击，我们可以以想要自治为荣。但是，我们

从来就没能决定到底该怎样利用这来之不易的独立。一旦获得独立我们就会分

裂；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如果你跟一个普通阿富汗家庭坐下来谈话或是与一

些年长的村民一起喝茶，问他们有关国家身份的问题，他们也许会谈及阿富汗

人打过的战争，却不会谈到任何有关国家发展的问题。没有人会提到全国扫盲

运动或是一项重要的灌溉计划。

4 See Seth G. Jones, In the Graveyard of Empires: America’s War in Afghanistan,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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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们的祖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阿富汗人必须首先树立一个积

极的自我形象，并制定一个包括每个阿富汗人在内的的国家议程。这需要解决

一些难题。

缩小城乡差距

我已经提到了首都和国内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但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

更深层次的情感和社会裂痕。一代又一代的国家领导人都未能制定出将农村人

口纳入国家计划的政策。

我经常听到国外评论说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由阿富汗内部派系斗争而

引发的暴力和对城镇的破坏是多么不合理。圣战者在1992年占领喀布尔后就为

了争夺城市的控制权而开始内讧，许多对城市的破坏都是因来自农村的战士对

首都进行报复而造成的。这种引起如此众多平民伤亡的野蛮行径没有任何道理

可言。但是，有必要分析一下暴力和愤怒的根源——它们是因屈辱而产生，并

堆积和忍受了数十年乃至数个世纪。

人们问过我，为什么那些战士没有住进那些房屋和宫殿，而是将它们摧

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阿富汗人在自己国家的首都从来没有

感觉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他们对国家经济和民族财富创造的贡献从没得到过承

认，因此他们对城市及其居民心怀怨恨。毋庸置疑，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的野

蛮行径。事实上，同当时的成千上万的喀布尔居民一样，我的家人和我都目睹

了那种毁灭性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人们的生活和对阿富汗在海外的形象造成的

影响。我们都深受其害。

2001年后，局势有了些许转机。2005年12月18日选举出来的阿富汗议会

中，地方多样性开始有了更多的体现。但是，在治理方面，我们还远没有找到

正确的方法。事实上，人们又开始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喀布尔的机构制度

上。换句话说，喀布尔又成了法律制定者和决策者的集中地，而正是他们令这

个国家长久以来存在的中央集权倾向得以延续。没人否认首都需要有才能的

人，但是这些人应该有更宏伟的目标，而不应该只停留在为这个城市吸引投资

并带来发展上。

相反，他们应该树立起一种新的、将制定法律和决策的权利转移到各省

的、阿富汗式的政治意识。对于哪些是国家责任，哪些应该由各地区自主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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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阿富汗应该形成全国性共识。到那时，全国范围内的投资和发展项目——

比如雄心勃勃的农村发展方案、小型经济项目和教育计划——的分配将会更加

合理。喀布尔、赫拉特、马扎、坎大哈以及贾拉拉巴德等市也不再会是人们寻

找机会仅有的地方。人们能在目前的居住地获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机

会，这可以令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

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久居海外而回国或被强迫遣送回国的阿富汗籍难民

们（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和伊朗）仍然住在过度拥挤的喀布尔。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已变得极不安全；另一方面是经济原因（通常与农业有

关），原先居住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回去。同样，以美国为首的入侵

最先犯的错误就是没有进行国家建设，也没有保护好喀布尔以外的国土。更重

要的是，出现在阿富汗的国际势力无法确保为农村地区带来好处。

一个稳定的阿富汗不能只靠建设中央城市。喀布尔的政府必须制定真正

的政治进程，但只有当农村地区感觉到自己成为并确实成为整个国家的一部分

时，这一进程才能有效而持久。

多民族的阿富汗

阿富汗宪法规定：

阿富汗国由以下民族组成：普什图、塔吉克、哈扎拉、乌兹别克、土库

曼、俾路支、帕沙伊、努里斯坦、埃马克、阿拉伯、吉尔吉斯、基奇勒巴什、

古朱尔、卜拉武伊等。“阿富汗人”一词指阿富汗的每一个公民。5 

这种观点应该受到欢迎，但是没有几个阿富汗人会认为这种“全体阿富汗

人的国家” 以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方式存在过或存在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

多人认为阿富汗人等同于普什图人。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创立者，普什图家族

统治这个国家200余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战争初期为止。

5 The Constitution of Afghanistan, Chapter 1, Art. 4, available at: http://www.afghan-web.com/politics/ current_constitution.
html (last visited 21 Dec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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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无穷无尽的痛苦，但有时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

式改变社会，特别是通过让之前被边缘化的和被压迫的选民及群众逐渐成熟起

来。但是，现今的情形并不能反映出宪法所表达的立场。如果战争明天就会结

束，阿富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学着超越民族界限来进行思考和行

动。没有几个政党所宣扬的愿景或平台是包容所有民族的，阿富汗的历史和冲

突造就了其民族政治的鲜明特色。

不断增加的痛苦及根深蒂固的信任缺乏是不同社区之间普遍存在摩擦的根

源。人们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在一起，这是建立统一国家的巨大障碍。不同群体

之间的信任几乎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事实上，如果阿富汗想要有一个稳定的未来，在要解决的最紧迫的社会经

济问题中，没有什么比在国内各民族之间保持真正的开放和更紧密的合作更为

重要了。

阿富汗任由自己被阿富汗人的分歧所支配，不清楚怎样才能将各族群团

结在一起，因此阿富汗对于何谓一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在宪法规定的东西以

外，阿富汗人面临的问题是将来是否能逐步建立起“国家”一词所隐含的历

史、文化和目标的共识。

女人和男人的尊严

阿富汗妇女的境况是一个频繁引起大量国际关注的话题。我曾为此撰文并

经常发表演讲，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6

阿富汗社会受传统支配，极其保守。从一开始，男人就在社会和政治中掌

握极大的权力。相反，女人则被边缘化并受到压迫。她们的生活极为艰辛——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而战争又使她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女人已经成为骇人听闻

的暴力行为和虐待的受害者，她们还不得不应付更多的羞辱、贫困和排斥。

和许多其他人的感受一样（无论是在阿富汗国内还是国外），所有这一切

都激起了我的愤怒和仇恨。但我仍然坚信，不能再将阿富汗妇女继续描绘为受

害者。保护其尊严——我们的尊严——的第一步就是明确阿富汗妇女所拥有的

6 Taiba Rahim, ‘An identity of strength: personal thoughts on women in Afghanistan’,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847, September 2002, pp. 62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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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我们想成为自身发展的推动者——事实上，我们就是。我们不仅仅是统

计数据，在善意的文章中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的悲惨遭遇。我们也不想成为

人们脑海中或者国际杂志封面上被善意同情的对象，抑或是为坚持未能奏效的

军事战略而找出的借口。

我们希望人们多一些倾听，少一些谈论。为此，阿富汗妇女必须肩负起责

任，关注未来并开展行动。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将会面临长期艰苦的奋

斗，必须自力更生。不应忘记，在过去的30年间，尽管国际社会曾表现出强烈

的关注与承诺，但可以说，也有一段长期沉默和不闻不问的时期。

奋斗的目标是引导阿富汗妇女以一种更平衡和更平等的方式参与到男女角

色与责任的划分或确立中来。许多妇女活跃地投身其中，有时甚至冒着极大的

风险。现在已有一些女性从政、担任教师或是医院的护士。她们不惧风险，坚

定地承担这些责任，并为改变做出贡献。

战争造成了沉重的痛苦与折磨，但也为阿富汗社会带来了变革。阿富汗

国内有许多寡妇。尽管传统价值观念确保有些人在大家族中仍然受到欢迎，但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得不自谋出路，养活她们的孩子并更加积极地承担新的责

任。尽管是迫于国际压力，但阿富汗议会中女议员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环境正

在发生变化。

改善阿富汗妇女的前景肯定是一项更宽泛工作中的一部分，该工作同样

力图改善阿富汗男人的境况。没有人必需否认或忽视男人和战争各方在战争前

和战争中强加于阿富汗妇女的压迫和残酷折磨。但是如果直面男人们在过去30

年间所经历的一切，任何人都会得出同样可怕的结论：大批男人惨遭杀害、折

磨、其他方式的虐待以及侮辱。

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和村庄中，诚实的阿富汗男人们正在寻找工作、

生计和尊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忽视这个事实及其对

阿富汗未来前景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是非常成问题的。我已经说过，我们必须

跳出城市与农村之间和民族间的分歧。同样，我也坚信，改善我国妇女境遇的

策略也必须包含改善男人现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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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记得和平时期面貌的阿富汗人越来越

少。对许多人来说，和平遥遥无期，无法触及。当进行某些有关阿富汗或妇女境

况的演讲时，我谈到了一些我认为对于确保阿富汗人拥有更美好未来而言必要且

可行的措施，例如在地方开展工作提高教育标准，但听众却对此表示怀疑。

我很难指责那些相信阿富汗已经无药可救的外国人。他们听到的都是持

续不断的负面消息。他们心目中阿富汗是与战争、野蛮、极端主义以及对妇女

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对许多阿富汗人来说，目前的状况——自杀式袭击、空

袭、绑架、敲诈、贫困——确实令人沮丧。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决定了我和

我的同胞对于这个国家前途的思考方式与别人不同——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阿富

汗，这是我们的土地。因此，不管现状看上去如何令人绝望，我们必须寻找解

决方案，并心怀希望。这并不是幼稚，而是现实。

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必须认识到，他或她在这方面需要承担责任。悲观和绝

望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就个人而言，我从我父亲的梦想中汲取力量：他离开了

位于阿富汗中部的村庄，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我在2007年创立

了一个协会，7想要回到那个地区建立一所学校，以表达对父亲勇气的敬意。从

那开始，我完成了三个修建学校的项目，并正在着手从事一个卫生项目。

在我看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排斥和不发达并塑造自己历史的关键是教

育。我所做项目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我的初始预期。首先，这些项目是阿富汗人

自治、自有、自享的。人们没有忽视它们是由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子孙设

计和实施的。我把这视为对文化变革的贡献。此外，当我在2010年探访这些社

区时，我意识到， 因为有了可以学习的环境，许多家庭将自己的孩子们送到了

学校。换句话说，父母们意识到，除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田间地头去，还有另

一种选择。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有同样的机会。

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一个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我的项目是否侧重于

为女孩建造学校。如果要改变我国的现状，为女孩提供教育至关重要；但这不代

表男孩的教育不重要。在阿富汗，许多施加于女性的暴力是传统和缺乏教育的结

7 The Nai Qala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nai-qala.org (last visited 31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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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果更多的女孩去上学而男孩却没有，那么许多问题将继续存在，理解这一

点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修建的学校是为了同时改善男孩和女孩的现状。

我采取的方法是与中央及省级主管部门合作。我的项目得到了教育部和

卫生部的正式批准。我所关注的偏远地区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对此他们并未

隐瞒。因此，他们没有为这些地区划拨任何资金，但他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授

权和支持。我希望能确保我的项目符合国家目标和议程。我也确保相关村庄的

当地主管部门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为项目划拨土地，并保证将来对学校进行维

修。我将督促他们实现诺言。我想让他们知道，人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解决自

己的问题。

最后，我想为改变阿富汗的海外形象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希望能展示

出阿富汗人有能力做出积极努力并取得成功。我的绝大部分筹款活动都是在瑞

士和一些其他国家开展的。到现在为止，超过700位个人和机构已对我的项目捐

款。鉴于不给阿富汗捐款可以有许多理由，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我

相信，他们捐款是因为他们开始听到一个有关阿富汗的截然不同的故事——与

其他国家一样，那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在寻找安全、尊重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