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富汗歷史—兵馬倥傯的起因

    究竟阿富汗為什麼會如此危險、戰爭不斷？阿富汗是中亞商貿的必經之處，

在歷史上也始終是兵家必爭之地。許多帝國都曾征服阿富汗將其作為帝國的首都，

例如：著名的馬其頓帝國、大夏、貴霜王國、阿拉伯諸王朝、帖木兒帝國等，但這

些帝國的統治最終都以失敗收場，故阿富汗又稱為「帝國的墳場」。

拍攝電影是艱辛，在阿富汗拍攝電影則是搏命。影片中，主角、演

員隨時在攝影的過程中都會有性命危險，「為了電影我可以去死」

不是一個高傲的句子，而是一個殘酷的事實。

    一直要到18世紀中期，阿富汗才首次成為統一國家，在此之前都只有個別

區域受不同政權統治。19世紀，大英帝國在印度的佔地日益擴增，同時俄羅斯

帝國也不斷向南擴張，形成英俄雙方在中亞地區的「大博弈」，其博弈中心正

是阿富汗。英俄雙方對壘造成阿富汗當時的統治政權巴拉克宰王朝內部紛擾頻

起，英國方面也曾屢次進攻阿富汗。

從20世紀開始，阿富汗的命運持續跌宕。歷經阿富汗王國、阿富汗共和國與阿

富汗民主共和國，阿富汗的政治體制迅速且不斷地變化，又有外國勢力蘇聯持

續地干預其中。

    阿富汗多元民族的特性造就強而有力的各地部落，其地理位置也造成阿富

汗屢受強權侵壓的遭遇。阿富汗的外來政權為了統治成本的考量，大多保留中

亞地區的統治傳統，實行菁英政治，並不實際管理人民。然而到了19世紀，為

了擺脫英國，阿富汗統治者必須面對一個兩難：他既需要調動人民捍衛國土，

同時也需要向過去他從未統治的人民展現治理的正當性，這也構成接下來150

年阿富汗政治裡的核心問題，持續至今。

因不滿蘇聯的屢屢干擾，阿富汗國內發生政變，蘇聯派兵入侵阿富汗。在處決阿國領導

人後，全國反抗、叛亂的現象越漸頻繁，開始為期9年的「蘇阿戰爭」。

戈巴契夫擔任蘇聯總書記，蘇聯正式撤出阿富汗。

蘇聯撤出後所造成的政治空虛也讓各派系起而競爭，這帶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塔

利班」崛起的契機。

塔利班攻陷首都喀布爾，開始為期5年的統治。

因911事件，美軍要求塔利班交出蓋達組織高層，而塔利班政權拒絕與美對話，造成美軍

派兵阿富汗，瓦解塔利班政權。

阿富汗走向總統制，並於憲法中確立，直到今日。



阿富汗性別—過度詮釋的教義

    但影片也提到，其實1980年代蘇聯進軍阿富汗時，女性處境並非如此。甚

至在更早的1960-70年代，阿富汗女性可以自由地、不穿布卡服飾在街上行走，

她們可以受教育、逛街、自由地選擇結婚對象。

    為何會變成這樣呢？1996年，塔利班掌權後，開始嚴格地施行伊斯蘭教法－

沙里亞（Sharia）。其原意為「通往水源之路」，是一套指導穆斯林生活方方面

面的準則，藉著依循這套準則，能夠淨化人們的靈魂，內容包括日常規範、家庭

與宗教義務以及商業往來等。其內容確實描繪諸多違反規範的懲罰，但大多數穆

斯林對於沙里亞都採取較寬鬆的解釋，尤其是沙里亞並非實際的法律典籍，而是

來自於伊斯蘭經典《古蘭經》的教義，因此多數穆斯林都在尊崇沙里亞之餘亦依

循現代法律。

    然而，塔利班政權以更嚴苛、更字面的意義去解釋誕生於7-8世紀的沙里亞

教法，並將其寫入國家律法中，這使得教法中有些對女性壓迫的教義也被嚴格解

釋、落實，進而造成女性地位在阿富汗的低落。這些規範包括：婦女不能自主婚

姻、必須遮掩身體、不能單獨出門、丈夫可以毆打妻子、要求妻子與之行房，而

塔利班政權也禁止婦女接受教育。這種種貶抑婦女的限制，儘管在塔利班垮台後

得到法律上的平反，但已成習慣的風氣卻無法一時改變。時至今日，阿富汗女性

的生活仍然充斥著各種威脅。

    除了女性之外，阿富汗的同志族群也遭受強烈地壓迫。阿富汗刑罰雖然只規

定成年男性不得與男童發生性行為，但事實上，根據沙里亞傳統，同性行為得以

判處死刑，因此同志在當地仍然飽受歧視，甚至面臨死亡威脅。相對而言，孌童

行為（Bacha Bazi）在阿富汗卻行之有年，許多男性會豢養小男孩當作性奴，這

些不長鬍鬚的男孩被視為「女性」的角色，因此規避同性行為的責難。2013年，

阿富汗美國大學的薩達特（Nemat Sadat）替同志發聲的行為被認為有違伊斯蘭

傳統而被迫離職，他隨後公開出櫃，並持續替阿富汗以及伊斯蘭同志運動發聲。

    除了同志運動、阿富汗的婦女也越漸受到重視。從女性的企業家、

腳踏車手、滑板玩家，甚至女性電視台，阿富汗女性的生活開始多元，

也發展出更多可能，但阿富汗的性別平等與友善之路仍然篳路藍縷，也

仍需要更多阿富汗本地人的努力。

在影片中可以看見阿富汗女性備受歧視。從導演擔憂女性是否可以

到片場觀看、演員備受歧視、上學遇到騷擾以及被迫結婚等，都呈

現女性在阿富汗的困境。



阿富汗教育—國家成長的困境

    許多人對阿富汗可能仍抱有「落後」的想像，除了不瞭解之外，這樣的偏

見可能也來自於阿富汗的教育普及程度。

儘管快速成長，但阿富汗的教育仍有一些普遍的問題，例如：

一、 頻傳的暴力事件：許多人視教育如寇讎，並竭盡所能地反對學童上學，

手段包括焚燒學校、殺害老師以及毒害幼童等；其中女性教育更是普遍受到反

對，女孩們上學宛如上戰場，回家後也會接到死亡威脅電話。

二、 師資缺乏：在10年前，許多阿富汗的老師只有高中畢業、甚至沒有完成

高中學位，而各地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多半資源仍留在首都喀布爾；此外，

許多傳統觀念的家庭仍無法接受男性教育他們的女兒，而女性教師的缺稀，也

使得傳統鄉村中的女性受教機會低落。

三、 課程內容差異：各校的教育內容不一，有些地方仍然實行傳統的宗教教

育，也有些內容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社會所需。

四、 基礎建設不足：阿富汗的學童常常必須面對沒有教室上課的狀況。至

2012年，只有40%是有基礎建設的學校，其他的學生則常常可能是在沙漠裡就

地上學。

五、 童工問題：阿富汗有接近半數的人在18歲以下，其中又有接近1/4的7-14

歲孩童在工作，是以童工問題一直都影響著阿富汗的幼童教育。許多孩子為了

家庭生計而無法去上學，尤其在鄉村這個問題更加明顯。

影片中民眾常說從沙林珊辛的電影裡學到許多。無論是生活智慧還

是愛國精神，珊辛的電影不只是逃逸現實的娛樂，更是教育民眾的

法寶。

哈比巴公立中學建立，被認為是阿富汗現代教育之始。

主要的教育改革在阿富汗末代國王查希爾沙的推動下才有所進展，他擴張初等到大學教

育的規模，使更多的人們受教，但當時多數人仍為文盲。

蘇聯入侵後，教育系統受到戰亂損害，許多師資逃至國外。

塔利班政權上台，開始限制女性受教，在120萬的學生當中，女性受教者不超過5萬。

塔利班政權倒台後，國際資源大量挹注阿富汗的教育重建，學生人數迅速增長，首都喀

布爾之外的其他大學也快速增建，但阿富汗初期的教育重建相當依賴外國勢力的資助，

因而無法確立年度預算，也導致教育規劃上的困難。

阿富汗全國有將近1000萬的學童，男女比為6：4，其中有870萬學童是2001年後才增加，

識字率由12%提到至38%。全國有20萬的教師、1萬3千名教授，這些數字都在持續增長。



阿富汗文化—精緻多元的藝術

    本片導演索妮雅‧柯蘭倫與沙林珊辛曾在滾滾黃沙中觀看一群人騎著馬，

貌似相互推擠衝撞，其實這是阿富汗的國民運動布茲卡茲（Buzkashi），其字

面意思是「馬背搶羊」。參賽的選手分為兩隊，騎著馬搶奪小羊或者雛牛的屍

體以得分。

    除了這項受中亞文化傳統影響的運動外，阿富汗文化在其他方面也受中亞與

南亞鄰國的影響，比如說：飲食。阿富汗著名的食物肉抓飯（palau），就是一

種大量使用胡椒、丁香、紅花各種香料，以及小豆蔻、蒔蘿、薄荷、孜然、芫荽

各種食材煮成的米飯類食物，是同時展現南亞印度與波斯食物風格的料理。

    另外炒肉醬（korma）、烤肉串（kofta kebab）、麵餅（naun、lavash）

等阿富汗著名料理，也呈現其受伊朗、巴基斯坦、北印度地區氣候與飲食習慣的

影響。食物遠不只是為了飽足而存在，他同時也是阿富汗「好客」、「慷慨」的

文化表現，阿富汗人是世界有名的好主人，他們寧可浪費食物，也要讓客人盡興

而歸，一如影片中看到沙林珊辛在家中招待導演時的豐盛。

    在飲食與運動之外，由於位處古代絲路的心臟地帶，阿富汗也有著自古

以來的優美藝術文化。西元前2,000年，這裡便受兩河文明的影響，而有精緻

的黃金器皿；爾後希臘文明隨著馬其頓進入阿富汗北部，也留下希臘文化的

遺產；西元前2世紀，遊牧民族留下了黃金飾品；西元4-7世紀則誕生希臘化

佛教藝術的結晶。7世紀之後，伊斯蘭的文明藝術也隨著征服者進入阿富汗，

並影響阿富汗的藝術表現至今。

    阿富汗藝術隨著外國勢力不斷改變，但當代的阿富汗人也開始將「藝術」

與「征戰」脫鉤，不斷地在國際上發揮藝術的影響力。例如：阿富汗的女性塗

鴉藝術家Shamsia Hassani便將其藝術品呈現於街頭，希望藉由藝術的力量，

改寫人們對於阿富汗的負面印象。

    就像導演所說的，人們對阿富汗的印象始終是戰亂與砲火，但是不是在這

一切喧囂的背後遺漏了甚麼？這裡的人們依然每日歌唱、吃飯、歡笑，不亢不

卑，那樣樸實的生活著；這裡的文化始終精緻，它有著不亞於各大古文明的千

年歷史，有著正在蓬勃發展的藝術可能，卻因為戰亂激起的塵土而為人遺忘。

如果能更為用心地、更同情地理解它，而不只是隨著新聞炒作起舞，或許終能

認識它美好的一面，認識那個好客友善的阿富汗。

阿富汗有苦難的一面，也有著相當豐富的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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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的食物，令人無法忘懷的
便是那聞香垂涎的香料盛宴。芫荽、蒔
蘿、芹菜、薄荷、番紅花，當然還有當
地知名的羅勒，都是烏茲別克料理中不
可或缺的妙方。

在蘇聯的治理下成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者，而逐漸忘卻了他們自身的
信仰。哈薩克獵鷹傳統的復歸，正是經濟逐漸復甦後，哈薩克人尋找
身分認同的一種方式。

西元7-8世紀，名為馬納斯（Manas）的戰士號召吉爾吉
斯人反抗契丹與瓦次部族。這個故事形成《馬納斯英雄
史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作名錄」

塔袍是塔吉克人重要的傳統服飾，是一種伊斯蘭的傳統
服飾，過去是成年男子必備的正裝，隨著時代演化，塔
袍也漸漸地成為大型活動、宗教儀式時所穿的禮服。

土庫曼為「地毯之國」，伴隨早期遊牧
民族移動的需要，土庫曼的先民會以天
然曬成的植物草料編織小型地毯，方便
攜帶也易於設置新帳篷，而多樣植物取
材也形成了樣式華麗的地毯形式。

曾經稱為「波斯」的文明古國－「客氣」幾乎
是一種比賽。”Tarrof”是伊朗特有的文化傳
統，他們會以禮貌的方式口是心非、言不由衷
，想盡辦法三番兩次的拒絕應有的往來，但這
並非他們所願。

你發現都是「斯坦」了嗎？斯坦（-stan）其實是波斯語，意思是「…聚集的地方」

穆罕默德‧伊克巴爾（Muhammad Iqbal）是出生於1877年
的印度詩人、哲學家，又被稱為Allama（偉大的學者） 
Iqbal，同時也是巴基斯坦的精神領袖。他的哲學著作強
調自我的概念，認為人不應作為宇宙的努力，而應該強大
自我，但侵犯他人的生存空間並不會使人增強，而只是對
人性的貶低與自我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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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但侵犯他人的生存空間並不會使人增強，而只是對
人性的貶低與自我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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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是那令人聞香垂涎的香料盛宴。芫
荽、蒔蘿、芹菜、薄荷、番紅花，當然
還有當地知名的羅勒，都是烏茲別克料
理中不可或缺的妙方。

在蘇聯的治理下成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者，而逐漸忘卻了他們自身的
信仰。哈薩克獵鷹傳統的復歸，正是經濟逐漸復甦後，哈薩克人尋找
身分認同的一種方式。

西元7-8世紀，名為馬納斯（Manas）的戰士號召吉爾吉
斯人反抗契丹與瓦次部族。這個故事形成《馬納斯英雄
史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作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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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也漸漸地成為大型活動、宗教儀式時所穿的禮服。

土庫曼為「地毯之國」，伴隨早期遊牧
民族移動的需要，土庫曼的先民會以天
然曬成的植物草料編織小型地毯，方便
攜帶也易於設置新帳篷，而多樣植物取
材也形成了樣式華麗的地毯形式。

曾經稱為「波斯」的文明古國－「客氣」幾乎
是一種比賽。”Tarrof”是伊朗特有的文化傳
統，他們會以禮貌的方式口是心非、言不由衷
，想盡辦法三番兩次的拒絕應有的往來，但這
並非他們所願。

你發現都是「斯坦」了嗎？斯坦（-stan）其實是波斯語，意思是「…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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