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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阿富汗政党政治是阿富汗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在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政党
政治主要载体和表现的政党在阿富汗的发展中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从无到有并一度中断。在 2001 年阿
富汗开启重建进程后被纳入政治发展的规划中。然而，由于阿富汗政治环境的先天不完善以及一些人为因素
的阻碍，阿富汗政党政治至今仍未发展成熟，在后撤军时代它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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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举，其功能也只不过是国王的咨询机构，但

一、阿富汗政党政治的源起与发展

纳迪尔沙阿的改革还是增加了政治参与的机会。
这一时期，更多的政治团体为表达利益诉求而建

（一） 阿富汗政党的源起和发展
政党是政治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产物。存

立起来。其中，由汗·萨希布博士和他的弟弟
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组织的“边界议会”

在于民间的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团体是民众

及附属于它的红衫党开始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

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主要途径。由于阿富

量出现在阿富汗政坛。该组织在行动上主要与印

汗建国以来长期实行君主专制政体，政党出现的

度国大党合作，采取和平手段同英国殖民者进行

历史不长。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富汗出现

斗争，其政治意图是争取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部

了第一批政治团体，阿富汗青年派是其中表现较

落地区独立 ① 。值得一提的是，汗兄弟两人的主

为活跃、影响较大的一个。这一政治团体是在哲

张，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政府的支持。

马鲁丁·阿富汗尼思想影响下，由青年知识分

二战后，沙阿·马茂德担任首相，开始在阿

子、军官、商人等组成，以在阿富汗争取宪政和

富汗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尝试，并进行了有保留

改革为目的的组织 。1909 年，在哈比布拉国王

的自由选举。在马茂德的努力下，一个由有自由

的镇压下，该组织被解散，领导人阿卜杜尔·甘

改革倾向的议员组成的自由主义国会在阿富汗产

尼被捕入狱。

生，他们不仅要求大臣向国会负责，而且通过了

[1]

阿富汗青年派的失败并没有阻止阿富汗政治

一些促进改革的法律，如允许新闻自由等。在这

发展的进程。随着纳迪尔沙阿执掌阿富汗王权并

种较为宽松环境下，更多的政治组织和团体建立

推行渐进式的改革，阿富汗政治气氛逐渐开放，

起来。1947 年“觉醒的青年政治兄弟会”成立，

拓宽了政治参与的空间。1931 年纳迪尔沙阿政府

它的基本诉求是促进阿富汗的自由化和民主化。

颁布并确定了新宪法，其中规定在阿富汗设立两

由于这些组织不满政府在改革方面的力度，鼓动

院制议会。此后虽然议会产生，但并没有实行议

学生运动，遭到政府的压制。在 1952 年国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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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2002 年印发黄民兴翻译的 《阿富汗现代史纲要》，第 65 至 66 页，译自路易斯·杜普雷所著

《阿富汗》 1973 年版。

从 1973 年达乌德发动政变到 2001 年塔利班

1964 年，阿富汗颁布新宪法，它是阿富汗现

倒台，是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停滞时期。

法化；另一方面确立了上下两院的国会制。同

的统治，并在阿富汗建立共和国。新政府宣布废

1931 年宪法相比，人民院的 216 名议员实行了完

除 1964 年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非政府报

全选举，84 名长老院成员则实行部分选举[3]。但

刊。1973 年至 1977 年期间，阿富汗一直处于军

由于阿富汗不存在政党，不仅内阁缺少保护，而

事管制的状态，没有为政党政治的发展留下空

且导致议员们纪律涣散。很快，选举出的人民院

间。1977 年宪法颁布后，规定创建“民族革命

就因个人主义盛行而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不久，

党”作为惟一合法政党，宪法还规定设立装点门

人民院就分裂成了由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极

面的一院制国民议会和大国民会议。达乌德在宪

端民族主义的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团体所操控的几

法颁布后正式取缔了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和人民

大政治集团。由于宪法已经赋予了政党以合法地

派。此后，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发展进入停滞阶

位，上、下两院都通过了 《政党法案》，只待国

段。

王签署。之后阿富汗爆发了工人运动和学生运

1978 年，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

动，下院考虑到学生力量的不断增长，于 1969 年

德，并在阿富汗建立起政权。人民民主党政权建

要求通过降低选举年龄下线的修正案，但这一修

立后，提出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新主张。但对于

正案在长老院未获通过。当 1969 年十二届国会结

政党政治的建设，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新政权

束时，《政党法案》 仍未确定，这对阿富汗政党

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还在自己的控制下成立了一

政治的合法化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些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农会、青年组织等。

宪法的确立还是让政党的建立成为可能。其中，

由于人民民主党的政党体制，使得这一时期大部
分政党的活动都转入了地下。

以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政党分别建立，其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些圣战组织

中一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1965 年在塔拉基和

开始崛起，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这些

卡尔迈勒的努力下，人民民主党成立。后因不

圣战组织很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作为穆斯

同的社会阶层和行动主张分歧，该党又分裂为

林，这些组织也获得了伊斯兰世界的资助。在

人民派和旗帜派。在达乌德发动政变前，人民

充足的资金和武器装备下，圣战者组织发展迅

民主党已经成功地同达乌德形成了政治联盟。

速，并逐渐发展成主导阿富汗局势的力量。同

20 世纪 60 年代，在阿富汗的主要大城市中，由

时，这些圣战组织与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一

一些大学教师和学生领导的伊斯兰组织已经开

方面，在整个抗苏战争和阿富汗内战时期，全

始了秘密活动。在当时的喀布尔，领导伊斯兰

国性的圣战组织都是由抗苏战争之前在阿富汗建

组织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古拉姆·尼亚孜教授。

立的具有伊斯兰性质的政党演化来的；另一方

尼亚孜教授早年前往埃及爱兹哈尔大学学习，

面，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这些圣战组织又成为

获取硕士学位后于 1950 年代返回阿富汗任教。

阿富汗的主要政党，其领导人也成为阿富汗政党

1965 年，尼亚孜教授组建了一个地下伊斯兰组

乃至国家的领导。

织，1969 年在该组织的基础上穆斯林青年会成

在所有逊尼派圣战者组织中，实力最为强大

立，并在 1970 年代发展成为阿富汗一个圣战士政

的是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和希克马蒂亚尔

党 。尼亚孜教授当时的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后来

领导的伊斯兰党 ① 。希克马蒂亚尔深得巴基斯坦

的圣战组织领袖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包括艾哈

军政府最高长官齐亚·哈克将军的赏识。通过巴

迈德·沙阿·马苏德、布尔汗努丁·拉巴尼、阿

基斯坦，希克马蒂亚尔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武

卜杜-拉苏尔·沙雅夫、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

器。据说联合国监督的资金经巴基斯坦政府分配

尔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圣战者组织的核心

后一般都会汇入希克马蒂亚尔的名下，而美国为

人物。

圣战者组织提供的武器经巴基斯坦的转手分配后

[4]

阿富汗政党政治：历史 、
现状及其在后撤军时代的前景

1973 年，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纳迪尔沙阿 ·

代国家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一方面使政党合

虽然 《政党法案》 最终没能通过，但 1964 年

宛程

纸，并逮捕了 25 名政治领袖

① 从抗苏战争到阿富汗内战时期是这两个党的活跃期，时间为 1979 年至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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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停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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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 至 25% 都归属于希克马蒂亚尔[5]。不仅如

议会。2002 年 6 月，在临时政府召开的选举过渡

此，巴基斯坦还帮助希克马蒂亚尔进行毒品走

政府的紧急大国民议会中，也处处可见军阀的身

私，获取资金。相比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领导

影。一位大会代表称此次大国民议会中 85% 的代

的伊斯兰促进会实力也较强。到 20 世纪 80 年代

表是军阀或具有军阀背景。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

中期，伊斯兰促进会已经有战斗组120个，战斗人

会主席西玛·萨玛尔对此次会议被军阀主导相当

员 12 000 人，并连续 7 次挫败了苏联的围剿，在潘

失望，她称：“这并非真正的民主，那些有权力

杰希尔谷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 。虽然都是战

的人决定了一切，大国民议会中包括了所有的军

斗组织，这两个组织也都是以政党的形式存在

阀。”[9]由于这一时期阿富汗关于政党的所有法律

的，他们都建立起了完善的组织机构，招募党

来源是 1964 年宪法，但 1964 年宪法只是赋予了

员，并且战地司令官都由党员担任。

政党政治合法性，而对政党如何参政并未做详细

[6]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富汗内战期间，一些北
方少数民族领袖也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党。其

的规定，所以如何限制军阀通过政党干政就成了
颇为紧迫的问题。

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
运动。杜斯塔姆原是纳吉布拉政府北方乌兹别克

力，促进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2003 年 10 月，

民兵 53 师师长，负责镇守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

阿富汗通过了重建后的第一部 《政党法》，其中

夫。内战期间，杜斯塔姆掌握了阿富汗北部地区

最突出的规定就是各政党不能拥有军事组织和武

的控制权，并建立了伊斯兰民族运动。伊斯兰民

装团体，而民兵组织和军政组织不能参加政治活

族运动已经形成了组织化的政党，杜斯塔姆和其

动。

他高级战地司令官控制着政党的权力资源，并负
责权力的分配 。

但是，《政党法》 并没有让阿富汗的政党政
治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2003 年 《政党法》

[7]

（三） 阿富汗重建后政党政治的再次发展

出台后，阿富汗政局中出现了政党热的现象，先

2001 年，多国部队在地方军阀的配合下，推

后有 100 多个政党注册成立。但这些政党大多数

翻了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重建使阿富汗政党政治

只是有名无实，并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

得到了再次发展的机会。

用。更为严重的是，少数能够发挥作用的政党

从 2001 年到 2003 年，是阿富汗政党的重新

仍然由前圣战组织领袖所控制，而这些人中的

建设时期。由于此前建立的不少政党都带有浓重

多数在阿富汗重建后并没有放下武器，成了掌

的军阀背景，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建设是

握地方实权的军阀。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围绕着如何限制军阀通过控制政党来干政这一主

军阀们在阿富汗重建后登上政坛，掌握了国家

题来进行的。关于阿富汗重建的波恩会议以及

的重要政治经济资源，而卡尔扎伊治理军阀政

《波恩协定》 的签署给了军阀合法的政治地位。

策的失误也让这种状况更为恶化，反而进一步

由于军阀在反恐行动中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巩固了军阀的地位[10]。

他们在波恩会议上曾试图排挤其他政治派别，控

2009 年，随着卡尔扎伊地位的逐渐巩固，阿

制阿富汗战后的主导权，最为明显的是主导北方

富汗的政治发展也步入正轨，其中政党政治的发

联盟的塔吉克军阀试图阻止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

展也渐趋完善。2009 年阿富汗上下两院通过了新

重返阿富汗。尽管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波恩

修订的 《政党法案》。新法案主要是为了解决政

协定》 在各方都有所让步的情况下得以签署，但

坛中政党泛滥的问题、优化政治资源、提高工作

塔吉克军阀在争夺战后重建主导权上还是取得了

效率，因而大幅度提高了政党注册和成立的门

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在塔吉克军阀对

槛。新法案通过后，政党需要重新注册登记，新

阿富汗重建进程的设定上，如 《波恩协定》 规定

登记的政党数量大大减少。遗憾的是，一些具有

在阿富汗政治重建中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在此基

军事组织背景的政党 （如伊斯兰民族运动等） 虽

础上召开大国民议会选举过渡政府的程序就是应

然没有通过登记手续，依然能够影响政局走势。

塔吉克军阀的要求而设定的 。

2012 年，阿富汗再次修订 《政党法案》，进一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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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限制各军阀的势

《波恩协定》 签订后，军阀在阿富汗的地位
被强化。不仅如此，大量的军阀还进入了大国民

严格政党登记程序，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法律
基础逐步完善。

外，第一、第二副总统、长老院和人民院议长，

乃至省长和重要权力部门长官大多由前圣战者组 ·

2001 年，关于阿富汗重建的波恩会议确立了

织领导人担任。除了掌握国家大权外，国家的重

阿富汗多党制的议会体制，但之后政党并未在政

要经济资源也被军阀们控制。塔吉克军阀除控制

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据西方国家较为成熟

了潘杰希尔谷地的财政税收之外，还通过个别代

的政党政治体制来看，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

理人和掮客控制着阿富汗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

最主要作用是参加选举 （无论是议会选举还是总

贸易。杜斯塔姆控制着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中心的

统选举），以表达并实现其政治诉求。如果以这

阿富汗北方地区的财政税收和对外贸易。而赫拉

种标准来检验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完善程度，

特省的重要财政资源被伊斯梅尔·汗所控制，仅

其远未达到标准。从临时政府到过渡政府是阿富

每一天的关税就可为伊斯梅尔·汗带来 100 万美

汗各派势力达成权力分配的时期，这一时期，由

元的收入 [11]。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 《政党

于卡尔扎伊忙于打击塔利班势力并巩固自身政

法》 限制军阀参政以及严格政党注册登记的情况

权，阿富汗的政党政治实质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

下，军阀所领导的政党虽然没有能够取得注册资

态。这一时期，由于各军阀掌握了国家大权，也

格，但仍然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

由于没有 《政党法》 来对政党政治的发展进行规

这些拥有武装的政党可以推举自己的党员参加总

范和限制，导致各军阀所领导的军事组织纷纷进

统选举或支持某位候选人竞选。目前，伊斯兰促

入并控制了议会。虽然 2003 年阿富汗出台了第一

进会、伊斯兰民族运动以及什叶派圣战者组织的

部 《政党法》 来规范政党政治的发展，但此时军

伊斯兰统一党仍然是阿富汗政坛中的主要政党。

阀的地位已经很难撼动。一方面，军阀通过控制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这些军事政党还支持代

武装和各种经济资源来增加政治资本；另一方

理人成立符合 《政党法》 注册资格的政党，以直

面，军阀通过控制政党而聚拢更多的人力资源，

接参与选举。例如，在哈里里领导的伊斯兰统一

从而进一步加紧对国家政权的控制。2004 年，阿

党的支持下，阿富汗人民伊斯兰统一党成立。该

富汗过渡政府成立，颁布了重建后的第一部宪

党的领袖穆哈基克是军事政党伊斯兰统一党党

法。这部宪法确立了阿富汗为总统制的国家，同

员。该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国会中为哈扎拉

①

时保持了两院制的多党竞争的议会体制 。但在
选举国家最有实权的总统一职时，阿富汗宪法规

人争取更多的利益。除此之外，阿富汗最大的军

定总统候选人既可以由某个政党推举候选人来参

富汗民族联盟。该党领袖为伊斯兰促进会前领导

选，也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卡尔扎伊

人沙阿·马苏德的弟弟瓦里·马苏德。此外，阿

本人就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了 2004 年总统

富汗前第一副总统、国防部长法西姆，阿富汗政

选举。候选人不必通过政党来推选的规定以及卡

府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均为该党成员。这些新成

尔扎伊赢得总统选举的政治实践，都削弱了政党

立的政党虽然在表面上已经同军事组织脱离了关

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此外，阿富汗的议会选举

系，能够满足 《政党法》 规定的注册资格，但无

也实行独立候选人制，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政党通

论是其主要人员构成，还是在政党的运作资金、

过参加议会选举来发挥其影响的途径。

政治宣传方面，都由军事组织负责。可以说，这

（二） 军阀在政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阿富汗多个政党同军阀有着密切的关系。目

阿富汗政党政治：历史 、
现状及其在后撤军时代的前景

（一） 政党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阀派别伊斯兰促进会也成立了自己的合法政党阿

些政党都是军阀组织操控的为其集团谋取利益的
政治工具。

前活跃在阿富汗政坛中的多数政党来自圣战者组

在政党类型上，这些政党都带有明显的克里

织。虽然 《政党法》 禁止政党拥有民兵组织和武

斯马型政党特征[12]。其特点之一是以排他性的私

装，同时禁止军事组织和武装力量参与政治，但

人纽带和党员对领袖的直接忠诚为基础。目前阿

并没有能够成功阻止军阀通过政党来参政。《政

富汗政党多由抗苏战争和内战时期军事组织演化

党法》 的出台本是为了限制军阀的势力，但从结

而来，这些军事组织的成立就是信徒追随领袖的

① 内容来自阿富汗宪法 The Constitution of Afghanistan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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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结果，在目前保持政党的组织运作中仍然能

以，在 《政党法》 和 2004 年新宪法相继颁布后，

够发挥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克里斯马产生了特殊

普什图人仍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和议

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使得组织缺乏明确的

会选举。

规则和劳动分工，军阀派别权力较为分散 ，上

新宪法也促进了民族政党的建立。在新政党

一层级军阀并没有实际控制下一层级军阀，只是

成立热潮的背后，反映出了阿富汗人数较少的少

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克里斯马型

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强化、并开始追求政治权利

的个人威信，但大多时候这种影响的发挥要依靠

的现实。新宪法规定了阿富汗是由多民族国家组

上层级军阀给下层级军阀提供资金和物资来维

成的，承认并赋予了少数民族公民权利 ① ，重新

持。通过为下层军阀提供物质利益换取忠诚对维

确立了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公民地位，也强化

持军阀体系的权力结构十分重要，例如杜斯塔姆

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促使他们开始追求政治权

2007 年不得不变卖了在塔什干的家产以维持下属

利，而通过成立政党参政是他们追求政治权利的

忠诚所需的资金 。除此之外，派系内部非制度

主要途径，这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俾路支人。

性的权力流动发生频繁，主要指军阀地位的变迁

在阿富汗，大多数俾路支人生活在尼姆鲁兹、法

与制度、规定、推荐、考核等无关，而是由其他

拉和赫尔曼德等西北部省份的定居点。这些地方

因素决定的。一场战斗或内部政变就可以改变一

也被称为大俾路支斯坦的阿富汗部分 （大俾路支

个军阀的地位。这种非制度性的权力流动往往在

斯坦还包括伊朗的西南部以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

相邻的两个层级的军阀之间发生而很少跨级发

斯坦省）。俾路支人向来就有着强烈的民族认

生。这都会影响到政党的组织变化和活动。

同，在阿富汗他们除了把喀布尔当做首都外，还

[13]

[14]

（三） 阿富汗政党民族分野鲜明
阿富汗的政党民族特征鲜明。在西方国家，
不同的政党以意识形态或社会阶层来划分，而在
支
阿富汗，不同民族之间的界线也是不同政党之间
的界线。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的聚居地。普什图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和
东南部地区；塔吉克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东北部
潘杰希尔谷地和西部赫拉特省；而讲突厥语的少
数民族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
北方地区。同样，这种鲜明的民族分野也反映了
政党政治的现实。在阿富汗，拥有军事组织的政
党实质上都是某一个民族的军事集团。例如，伊
斯兰促进会由塔吉克人构成，而伊斯兰民族运动
的主要成员是乌兹别克族，伊斯兰统一党是哈扎
拉人建立的军事组织。普什图族因个体归属于不
同的部落，基本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党。在 《政
党法》 出台后，各军事组织支持下的合法政党纷
纷成立，但仍然不能摆脱以民族论亲疏的窠臼。
例如，在塔吉克人的支持下，阿富汗民族联盟成
立。之后，哈扎拉人也成立了阿富汗人民伊斯兰
统一党。由于长期以来普什图人在民族内部又划
分为大小不同的多个部落，自抗苏战争以来就没
有形成过统一的普什图人的军事政治组织，所

把扎兰吉作为俾路支斯坦的首都。阿富汗重建
后，俾路支人就开始了巩固民族地位的努力。
2002 年，

哈扎拉人的伊斯兰统一党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

恶化，导致国际社会和阿富汗政府都把维持阿富

宗教文化联系、跨界民族的政治影响，以及大国

汗安全形势作为重建的优先目标，无法把主要精

和周边国家在阿富汗的战略利益都是造成这种现

力放在政治重建和经济重建等方面。2007 年以 ·

象的原因。由于阿富汗的政党民族分野鲜明，而

后，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无论是战斗维和

某一民族同外部民族—宗教的联系就成为外部势

人员还是平民的伤亡人数都大大增加。值得注意

力支持政党活动的主要动因。这种联系包括宗教

的是，在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的同时，阿富

文化上的联系和跨界民族之间的互动。在宗教文

汗政坛也丑闻迭出；在 2009 年总统选举中爆出舞

化联系上，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的主

弊丑闻，2010 年喀布尔银行数亿美元不知所踪，

体，自抗苏战争以来就一直得到伊朗的支持。伊

成为阿富汗重建以来最大的经济丑闻，如此等

朗不仅为哈扎拉人的军事组织提供资金和培训，

等。在安全环境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其他重建

还收留了大量的哈扎拉难民。更为重要的是，支

都被忽视了，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政党政治建设也

持哈扎拉人军事组织及其政党，成为伊朗介入阿

难以有大的进展。
（二） 阿富汗政治生活中民主内核的缺失

面，杜斯塔姆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得到了乌兹别克

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不完善的另一大原因是

斯坦的支持。而基于同样的信仰和突厥语民族之

民主内核的缺失。政党主要是在选举中发挥作

间的兄弟关系，杜斯塔姆一直以来都受到土耳其

用，而选举则是民主的体现。在阿富汗重建中，

政府的青睐，以至于在阿富汗重建后，阿富汗公

虽然民主模式被植入到政治生活领域，但由于一

民为了取得土耳其政府的签证，必须去马扎里沙

直以来民主传统的缺失，导致了阿富汗民主政治

里夫办理。而为了在阿富汗获得战略利益，俄罗

的有名无实。不仅如此，阿富汗民主精神的培育

斯和印度选择支持塔吉克人的伊斯兰促进会，主

也遭受了重重困难。政府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表现

要是为了平衡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因为美国

不佳，以及政府职能没有有效履行都削弱了推进

和巴基斯坦都是普什图军阀和军事组织的支持

民主进程的效果。其结果是民主精神在阿富汗的

者。如美国在阿富汗重建后选择支持南部军阀席

政治文化中还远没有进入主流。更为困难的是，

尔扎伊、扎德兰等人，而巴基斯坦则长期以来都

目前大部分阿富汗成年公民都从来没有接受过教

是塔利班、哈卡尼网络和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

育，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鲜有机会接触选举以

者。

及其他现代信息。由于阿富汗的历史发展和民族

阿富汗政党政治：历史 、
现状及其在后撤军时代的前景

富汗事务的主要途径。而在跨界民族的互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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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人员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①[16]。安全形势的

文化的形成同西方国家差异很大，源自西方的民

三、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不完善的原因

主精神对大部分阿富汗民众来说不仅是陌生的，
甚至可能对它充满敌意。所以，对于民主精神来

（一） 缺乏政
缺乏政党政治发展的安全环境
党政治发展的安全环境

说，这些无疑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并在相当程度

阿富汗没有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安

上导致了选举的形式化。在目前的阿富汗，选举

全环境，这是政党政治不能有效发展的主要障

的状况同以往相比依然并未发生太多改变。事实

碍。自 2001 年阿富汗重建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帮

表明，在后发展国家中，民主往往成为一种形

助下，阿富汗的安全力量被快速创建，但阿富汗

式，民众对民主的向往可能仅仅是对更好的物质

的安全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不断恶化。2004

条件的追求。正如阿富汗专家拉苏尔·达尔顿所

年之前，多国部队的行动主要局限在喀布尔，美

言：“在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于民主的支持更多

国的军事行动主要直接针对反恐目标，并没有考

的是对民主国家好的生活水平的向往，而不是对

虑公众安全，而阿富汗安全力量的能力也不足以

对民主权力和原则的支持。”[17]

应对各种武装势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塔利

（三） 卡尔扎伊的个人因素

班势力开始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和农村

卡尔扎伊限制议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大规模渗透，并在控制了这些地区之后设立了影

是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不完善的直接因素。2004

子政府。2004 年到 2007 年，多国部队在阿富汗

年过渡政府的成立以及新宪法的颁布，确立了总

① 多国部队 2004 年至 2007 年在阿富汗的死亡人数分别是：2004 年为 60 人、2005 年 131 人、2006 年 191 人、2007 年 2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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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

什图军阀，卡尔扎伊下令禁止团结党活动[21]，这

挥主导性作用。而一直以来普什图族的部落认同

也是自 2001 年阿富汗重建以来第一个被政府禁止

很强，但阿政坛中没有形成能够统一普什图族的

活动的政党。

政党。因此，为了限制和打压政治对手，卡尔扎
伊一直强调独立候选人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的重
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提高政党在议会选举
中作用的改革方案总是不能通过。由于卡尔扎伊
和议会的关系长期不睦，导致在卡尔扎伊的第二
个 任 期 内 两 者 的 政 治 对 立 进 一 步 恶 化 。 2010

（一） 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能保障政党政
治的正常发展

年，由于卡尔扎伊的阻挠，阿富汗新一届议会未

阿富汗政党政治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

能如期开幕。其背后的原因是新议会要求调查选

国内环境，而目前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显

举中的舞弊行为和一些议员们的犯罪行为，而卡

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由于多国部队已从阿富汗

尔扎伊不仅拒绝了新议会的要求，还关闭了之前

撤军，长期受压制的地方势力会重新抬头，这将

成立的专门法庭。之后，卡尔扎伊和议会互不相

会严重破坏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其中，最为严重

让，导致了新议会在选举产生 4 个月后不能履行

的后果是军阀战争的重启。在阿富汗的重建过程

职责[18]。这次政治对立虽然最终得以解决，但卡

中，多国部队的存在是惟一能够压制各地方势力

尔扎伊和议会的关系却大大恶化了。2012 年，阿

的因素。它们撤离后，阿富汗缺乏保障的安全形

议会不满卡尔扎伊长期以来独揽大权，通过了要

势将会为军阀与军阀之间、军阀与塔利班之间、

求卡尔扎伊解除国防部长瓦尔达克和内政部长比

甚至是军阀与政府军之间发生战争埋下隐患。其

斯穆拉·穆罕默迪的决议 （对两者的投票分别是

次，塔利班与政府能否和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46 票赞成对 72 票反对，126 票赞成对 90 票反

虽然目前阿富汗总统大选结果已经尘埃落定，在

对，均达到了 124 票赞成的生效标准） [19]，但此

美国的斡旋下，加尼和阿卜杜拉共享了权力，但

后二人被卡尔扎伊任命为代理国防部长和代理内

对于塔利班而言，无论是这两位中的哪一位代表

政部长，依然领导阿富汗重要部门。

阿富汗，它都不会满意，而且都会因其民族归属

在卡尔扎伊同议会对立的背后，是民族政治

或政治意识形态而遭到塔利班的挑战。在多国部

在作祟。为了限制其他各民族的势力，卡尔扎伊

队撤出后，一旦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政党政治

一方面试图瓦解少数民族军阀，另一方面则对普

的发展很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什图族进行政治庇护。例如，为了限制杜斯塔
姆，卡尔扎伊支持了伊斯兰民族运动的诸侯军

（二） 政治制度框架的不明晰让政党政治发
展前景暗淡

阀。2003 年，卡尔扎伊授权杜斯塔姆解散乌斯塔

当今阿富汗政治制度的设计，并没有为政党

德·阿塔的第七军，结果引发了阿塔与杜斯塔姆

政治在日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留下多大的空

两派势力的武装冲突，而卡尔扎伊实际上一直在

间。就目前的制度安排来讲，阿富汗政党运作的

支持阿塔。而在限制塔吉克军阀的问题上，卡尔

合法性来源于宪法和选举法，这些法律保证了政

扎伊在 2004 年过渡政府成立后就解除了法西姆的

党参政的合法性，但阿富汗宪法也确立了总统在

国防部长职务，而最终因为法西姆家族同卡尔扎

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

伊的哥哥共同经营喀布尔银行的缘故，2009 年法

中，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部门是政治生活中的主

西姆又重新成为阿第一副总统 。这种民族之间

角，议会则受到压制。更为严重的是，议会和政

的冲突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阻碍政治行为的

党早在成立之初就沦为了民族势力和军阀势力的

良性发展，而政党政治的建设也会受到这些因素

工具。2014 年总统选举后，阿富汗政治制度的安

的影响。《卫报》（the Guardian） 刊文说，2012

排更为模糊化，这令政党政治发展前景堪忧。在

年阿富汗政府一度禁止团结党的政治活动，原因

第二轮选举结果出来后，由于阿卜杜拉一方一直

在于团结党抵制议会选举并要求驱逐和调查议会

抵制大选结果，因而在个别地方造成了两方势力

中的所谓“战犯”，而这些人大多数曾是抗苏战

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在此情况下，通过美国的斡

争时期军事组织的战地司令官。为了包庇这些普

旋，加尼和阿卜杜拉达成分权协议，由加尼担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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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地位并没有在宪法或是其他任何一部法律中

的认可[22]，而且随着这些年在阿富汗从政经验的

被确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临时性的分权安排

增加，加尼还是获得了阿富汗民众的一定认可，

会进一步引起阿富汗各派势力的矛盾。其爆发点

尤其是在普什图人中有较大影响。在第一轮选举 ·

在于：同首席执政官相似，阿富汗第一副总统的

中，阿卜杜拉赢得了除法里亚布和朱兹詹两省以

地位也未得到法律确认，这一地位一直以来都是

外所有的北部和东北部省份的选区，而加尼则赢

由势力最强大的军阀组织领导担任。在 2014 年的

得了南方和西南方省份的选区，双方获胜的选区

总统大选中，加尼选择了杜斯塔姆作为他的竞选

刚好跟他们的民族属性相符合[23]，由此可见，在

伙伴。由于加尼的胜选，杜斯塔姆担任了阿富汗

当今阿富汗，依然是民族认同大于国家认同。不

的第一副总统。一直以来作为阿富汗北方实际统

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意

治者的杜斯塔姆，他领导之下的伊斯兰民族运动

识增强，要求分享更多权利，这进一步加剧了不

同塔吉克人的伊斯兰促进会在阿富汗北方关系一

同民族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复杂性，这种情况也不

直不睦，甚至爆发过武装冲突。这种情况为没有

利于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通过政党之间的协

冲突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作为不同民族 （和军

调来实现民族和解？众所周知，目前民族和解的

阀） 势力代理人的政党也自然会受到这些冲突的

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达成塔利班和塔吉克军阀之间

牵连，从而破坏阿富汗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

的谅解，而塔利班向政党转向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三） 阿富汗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有赖于民
族和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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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的首席执政官和第一副总统在今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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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能力还是获得了国际社会和卡尔扎伊本人

是必须考虑的。一般来说，这种可能性在实现和
解后是存在的：第一，塔利班同军阀组织一样，

如前所述，在阿富汗政治生活中，政党虽然

本身也是集政治军事于一体的组织；其次，塔利

也具有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组织功能，但仍然具

班内部也存在主张通过和谈而进入阿富汗主流政

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实质上，政党都是各军阀所

治圈的领导者；最后，塔利班在阿富汗普什图族

属军事组织的工具，不同军阀派别之间最为清晰

尤其是在南部地区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不难

的界限就是民族属性。所以，阿富汗政党政治的

预测，如果转型为政党，塔利班可以获得部分普

发展有赖于阿富汗民族和解的成功。目前，不同

什图族占优势省份的选票。但由于阿卜杜拉等人

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民族之间

和塔利班都对和谈采取抵制态度，至少在今后一

的冲突在不同地区也时有发生。例如，在北方地

段时间内，以政党协商的方式来促进民族和解是

区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比较

难以有所收获的。总统大选阿卜杜拉虽然败选，

突出。此外，由于属于不同教派的原因，普什图

但在美国的斡旋下担任了首席执政官，这一职位

族和哈扎拉族之间的仇视也一直存在，哈扎拉人

的设置让阿富汗的政治架构更不明确，也让塔吉

还在塔利班执政期间遭到过大规模屠杀。但在目

克人获得了抵制和谈的政治借口，这使民族和谈

前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中，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的

的前景更为暗淡。

矛盾最突出。如果说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是区域性的，那么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之间的矛

五、结语

盾则是全国性的，集中表现在两者对国家政权的
争夺上。2014 年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主要竞争者是

阿富汗的政党政治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建

加尼和阿卜杜拉，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则是普什图

立起来后，在外来侵略和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一度

族和塔吉克族竞争的集中体现。阿卜杜拉拥有塔

停滞。2001 年，多国部队推翻了塔利班的统治，

吉克和普什图的血统，但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阿

在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政党政治得到恢复。但

富汗伊斯兰促进会，所以一般情况下他被认为是

由于在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军阀把持了国家的政

塔吉克族的政治代言人。而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

治经济大权，民族和解进程受阻，人口较少民族

的普什图族人，加尼在 2001 年推翻塔利班后回到

民族意识增强，要求分享更多权利，卡尔扎伊个

阿富汗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虽然之前在阿富汗

人对政党政治的抵制，以及安全形势恶化等原

各方势力中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加尼凭借其出色

因，政党并没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也无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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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阿卜杜拉担任首席执政官。但是首席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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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实质上，阿富汗的政党沦为了不同民族

性，安全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同时，在外部

军事组织派别争取政治权利的工具。军事组织

势力的斡旋下达成的分权结果导致阿富汗政治

派别一方面招募武装人员，抢占国家经济资

架构的进一步模糊性也不利于政党政治的发

源，扩充硬实力；而另一方面，虽然并不能在

展；最后，民族和解进程停滞不前，也会大大

政治生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但各军事组织派

阻碍作为不同民族军事组织派别政治代理人的

别还是希望通过组织政党进行选举从而动员更

政党的发展。总之，在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

多的民众，获得更多的支持，增强影响力。未

安全重建、民族和解仍然是重建工作中的重中

来阿富汗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多国

之重，而作为民主政治重要内容的政党政治仍

部队撤出后，阿富汗局势存在不少的不确定

然是被边缘化的领域，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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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istan’s Party Politics: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Post-withdraw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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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政党政治：历史 、
现状及其在后撤军时代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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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Cheng

(Institute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fghanistan’s party politics is the product of Afghan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fter decades of political practice, as the main carrier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party politics, the Afghan part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twists and turns: it grew from nothing and had to be interrupted; in
2001, it was re-open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agenda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inherent defect of Afghanistan’s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ome man-made interfer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Afghanistan’
s party politics is not matured yet and its post-withdrawal era does not look prom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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