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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的背後（下篇）
— ྋϿᜋࣧିўཌྷೇᎸ
Ğࢶപğፍፍ

̱ďऻٍཌྷБ̼
曾幾何時﹐“全球化”和“私有化”﹐成為冷戰結束以後﹐學界
媒體最時髦﹑使用最頻繁的兩個詞。十年時間聲嘶力竭地喊下來﹐最
終呼喚出“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甘盡苦來﹐克林頓
的助理國防部長有點幽默：“私有化正在發展﹐恐怖主義是戰爭的私
有化。”1
什麼是恐怖主義﹖不問意識形態﹐不管政治主張﹐在手段上不宣
而戰﹐在目標上不分青紅皂白﹐傷害無辜平民﹐好象就是 9.11 以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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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4 頁。

世界人人喊打的恐怖主義。可惜﹐這樣似乎道德的定義並不清晰。2 過
去﹐美國往廣島﹑長崎兩座城市丟原子彈﹐一次屠殺數十萬平民﹐不
是恐怖主義。3 如今﹐美國出兵侵略主權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是“反
恐”。在以色列﹐刺殺總理拉賓的右翼極端﹐不是恐怖主義。在巴勒
斯坦﹐以色列特工炸死居家過日子的哈瑪斯領導人﹐是“反恐”。兩
伊戰爭期間﹐伊拉克戰鬥機炸傷美國軍艦﹐不是恐怖主義。美國幫助
伊拉克揍伊朗﹐連民航飛機都打下來了﹐是“反恐”。4 能不能說﹐
同樣的方法﹐更甚的手段﹐強者收拾弱者是“反恐”﹔弱者回敬過去
些許﹐就是恐怖主義﹖5 這樣信口雌黃﹐翻手雲覆手雨﹐打了阿富汗
2

有美國人哈里‧亨德森定義說﹕“‘恐怖主義’是指亞國家集團或祕密機構對非戰斗
人員實施的有預謀的﹑有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通常旨在影響其擁護者。”然而﹐戰爭
屠殺平民﹐警察鎮壓群眾﹐特工暗殺持不同政見者﹐社會革命推翻反對派﹐使這個定義
在實際應用中十分不清楚。“如果說恐怖主義與革命難以區別的話﹐那麼恐怖主義與游
擊戰（或稱‘非正規戰爭’）的區別就更難說清了。”順便指出﹐作者認為中國的文化
大革命是“國家恐怖主義”的代表（《全球恐怖主義》第 1~7 頁）。胡聯合在《當代恐
怖主義與對策》一書中﹐比較了 159 種關於恐怖主義的不同定義（第 2~17 頁）。
3
本‧拉登在接受 ABC 採訪時說：“我們對穿制服的人和平民不加區別。他們都是這個
教令中進攻的目標。要知道﹐美國在歷史上也不分平民和軍人﹐甚至殃及婦女和兒童。
廣島的炸彈把兒童和軍人加以區分了嗎﹖”（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
怖鬥爭》第 17 頁）。
4
1982 年﹐里根政府急忙把伊拉克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上刪去。1983 年﹐今天打
伊拉克的國防部長﹑當時的總統特使拉姆斯菲爾德親赴巴格達﹐與薩達姆促膝面商“反
恐”大計。1984 年﹐兩國恢復外交關係（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320
頁﹔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6 頁）。美國幫助伊拉克﹐
又是提供情報﹐又是提供武器彈藥﹐而且在護航的名義下﹐直接對伊朗大打出手﹐直到
擊落一架伊朗民航飛機。與此同時﹐伊拉克的導彈誤中了前來撐腰的美國軍艦 — 斯塔
克號﹐道聲“對不起”就沒事了。倒是挨打的艦長被審查了多日﹐算是對 37 名血肉橫飛
的海軍官兵作了交代（殷罡﹑秦海波：《薩達姆‧侯賽因》第 129~138 頁）。
5
“幾乎每一種奮鬥前進的現代運動都會在某個階段訴諸恐怖活動﹐南非曼德拉的非洲民
族議會是如此﹐猶太復國主義也不例外”（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第 238 頁）。二
戰後在美國的支持下﹐猶太辦事處主席本‧古里安揚言用“血腥的恐怖”和“持續的野
蠻暴力”摧毀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猶太人“襲擊英國軍警和行政機構﹐破壞鐵路﹑
公路﹑橋梁和通訊設施﹐偷渡移民﹐走私軍火﹐後來甚至暗殺了英國的中東大臣莫因勳
爵﹐炸毀了在耶魯撒冷的英軍司令部 — 大衛王飯店”（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
2

打伊拉克﹐接著再打敘利亞﹑伊朗﹑也門﹑朝鮮﹐沒完沒了地忙活﹐
理論上好象是在逐一剿滅恐怖主義的庇護所﹐結果幾乎人人可以預見﹐
來自弱者的反抗會因此而更激烈﹑更極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預
測是：“從現在到 2015 年﹐恐怖主義的策略將變得日益複雜並力圖製
造大規模傷亡。我們預計恐怖主義攻擊的更大毀滅性的趨勢將繼續下
去。”6
值得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全球化﹐帶來信仰危機全球
化。到 1997 年﹐全世界新興宗教教派組織十幾萬個﹐信徒約 1.5 億。7
尋求精神寄託的新教﹑邪教﹑歪門邪道﹑歪理邪說雨後春筍﹐正宗名
牌的各類宗教更是水銀泄地﹐無孔不入﹐四處蔓延。物欲橫流﹑信仰
危機的結果是﹐不僅伊斯蘭﹐而且基督教﹑印度教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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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第 77 頁）。三個地下軍事組織 — 哈加納﹑伊爾貢和萊希﹐成為以色列建國的
主要武裝力量。曾任以色列總參謀長﹑國防部長的達揚﹐是哈加納的骨幹和領袖出身。
當過總理的貝京﹐過去是伊爾貢的司令。當過總理的沙米爾﹐曾經領導斯特恩幫﹐1944
年暗殺了莫因勳爵﹐1948 年暗殺了聯合國和平協調官﹑瑞典人福爾克伯爵﹐被英國當局
在 1941 和 1946 年兩次逮捕（賀雄飛：《猶太人之迷》第 397﹑384 頁﹔肖憲：《中東國
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17﹑218 頁）。1991 年﹐在老布什和哥爾巴喬夫主持的和談會議
上﹐以色列總理沙米爾大肆攻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搞恐怖主義。敘利亞外長反唇相譏﹐
拿出當年沙米爾被英國作為恐怖分子通緝的舊照片﹐向全場展示（PBS DVD Video：The
50 years war：Israel and the Arabs）。哈桑‧圖拉比抱怨得不無道理：“法國人反對德國
佔領時﹐你們有一個尊貴的名稱 — 抵抗運動﹐而巴勒斯坦人反對佔領他們的領土時﹐
你們卻稱之為恐怖主義”（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18 頁）。
6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 2015：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周建明﹑張
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25 頁。美國國務院 2002 年度的《全球恐怖主義報告》說﹐
2002 年全球共發生恐怖襲擊事件 199 宗﹐比 2001 年的 355 宗下降 44％﹐是 30 多年來最
少的一年（“全球恐怖襲擊去年劇減 44％”﹐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 日﹐第 8 頁）。
7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5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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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是僅次於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原教旨主義推動伊斯
蘭復興運動突飛猛進。1965 年﹐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不到六億﹐70 年代
末發展到八億多。到麥加朝聖的人數﹐1965 年 23 萬﹔70 年代中期達
到 150 萬﹐1980 年突破兩百萬。9 如今﹐26 個國家宣佈伊斯蘭為國教﹐
22 個國家穆斯林人口佔全國人口多數﹐75 個國家參加了伊斯蘭會議組
織﹐穆斯林總人口超過 12 億（參見附圖－2）。10 亨廷頓預計﹐單靠
生育繁殖﹐到 2025 年﹐穆斯林將佔世界人口的 30％。11 無論在歐洲
還是北美﹐伊斯蘭都是發展最快的宗教。12 貧富懸殊﹑政治腐敗的發
展中國家﹐更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極端組織發育的肥沃土壤。13 尤
其是社會主義道路走不下去的國家﹐在東歐﹐美國政府親自下手﹐推
動天主教捲土重來﹐全面復辟。14 在中亞﹐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阿富
8

邢東田：《當今世界宗教熱》第 2~3 頁。
肖憲：《當代國際伊斯蘭潮》第 44~45 頁。
10
蔡德貴說：“至今已加入伊斯蘭會議組織的國家已達 160 多個”（《當代伊斯蘭阿拉
伯哲學研究》第 11 頁﹔米壽江﹑尤佳：《中國伊斯蘭教簡史》第 237 頁﹔金宜久：“是
文明的衝突還是現實政治的選擇”﹐《新遠見》2003 年第 2 期﹐第 60~61 頁）。
11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20 頁。
12
1981~91 年﹐加入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英國人增加了一倍﹐其中有近一半
是在英國出生的（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121 頁）。在美國的穆斯林已達 620
萬（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91 頁）。
13
譬如﹐黑非洲的穆斯林從 70 年代中期的近一億增加到兩億﹐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民
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96 頁）。70 年代﹐尼日利亞總統戈翁﹑
加蓬總統邦戈﹑烏幹達總統阿明﹑中非總統博卡薩﹐出於各種原因﹐先後皈依伊斯蘭教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94 頁）。
14
自波蘭籍教皇保羅二世上任﹐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教會密切合作﹐支持團結工會和葉利
欽反共。1982 年﹐保羅二世與里根密談。“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開展一場秘密運動來加
速這個共產黨帝國的瓦解。里根的第一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理查德‧艾倫宣稱：‘這是
9

4

汗聖戰反蘇﹐各國穆斯林煽風點火﹐添油加醋﹐伊斯蘭死灰復燃﹐成
燎原之勢。15
譬如﹐在哈薩克斯坦﹐60 年代初期﹐衹有 25 座清真寺﹐大約四萬
名穆斯林舉行宗教儀式。到 1999 年初﹐清真寺發展到五千多座﹐穆斯
林發展到 1100 萬﹐佔全國人口 65％。在烏茲別克斯坦﹐1987 年有大
清真寺 87 座﹐1989 年 300 座﹐1993 年 2842 座。1996 年有大小清真寺
2.4 萬座。穆斯林佔全國人口 80％以上。在吉爾吉斯坦﹐蘇聯時期衹有
15~20 座清真寺﹐1990~93 年﹐三年時間﹐大清真寺從 39 座增加到一
千座。穆斯林佔全國人口 85％以上。在塔吉克斯坦﹐1989~92 年﹐四
年時間﹐清真寺從 70 座增加到 2870 座。穆斯林佔全國人口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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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最大的秘密聯盟之一’”（邢東田：《當今世界宗教熱》第 58~81 頁）。亨廷頓
講話：“教皇是結束波蘭共產主義政權的主要力量。”到 1994 年﹐俄羅斯 25 歲以下的
青年 30％稱自己從無神論轉變為信仰上帝（《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6﹑
94 頁）。1986~89 年﹐蘇聯每年開放的教堂數量為 10 個﹑16 個﹑809 個和 2039 個。軍
人信教者從 90 年代初的 10％左右上昇到 55％（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
大聚焦》第 338﹑343 頁）。
15
“中亞國家陷入經濟危機﹐居民生活日益貧困﹐而少數人利用向市場經濟過渡大發橫財﹐
許多政府官員以權謀私﹐聚斂大量錢財﹐貧富差距現象日益嚴重。”從穆斯林展開阿富
汗聖戰開始﹐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埃及﹑阿聯酋﹑約旦等伊斯蘭國家﹐始
終大力支持中亞五國的伊斯蘭復興運動。蘇聯解體之後﹐各國更是爭先恐後﹐捐款修建
清真寺﹑圖書館﹑學校﹐派遣志願人員傳教﹑教學﹐參與和組織政治反對派活動﹐參與
和組織恐怖活動和大規模內戰。1992~97 年﹐塔吉克斯坦持續五年時間的殘酷內戰﹐得
到阿富汗拉馬尼政府和馬蘇德軍隊的直接支持。“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伊斯
蘭國家也都向塔反對派源源不斷地提供經費﹑武器﹑彈藥和藥品”（陳聯璧等：《中亞
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328﹑273~289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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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說得清楚﹐有多少人“由從前信仰馬列主義轉向伊斯蘭
教”。但是﹐可以肯定﹐“由從前信仰馬列主義轉向伊斯蘭教”﹐比
轉向資本主義唯利是圖﹐轉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順理成章得多多。
敘利亞復興党人阿弗拉克說：“伊斯蘭教是唯有革命者纔能理解的宗
教。”17 中國大陸著名作家張承志﹐從文化革命初期“紅衛兵”的創
始人﹐轉變成全情投入的穆斯林﹐恐怕不是沒有絲毫典型意義。18
與世界各國政府越來越西方化﹑美國化相對稱﹐各類蓬勃發展的
宗教﹑新教﹑邪教﹐具有明顯政治化的趨勢。宗教信仰在邊界衝突﹑
民族矛盾﹑內政外交﹑國體政體﹑意識形態﹑經濟政策等重大世俗問
題上﹐日益表現出不是消極出世而是積極入世﹐執意干預和改造社會
的戰鬥姿態。19 宗教和政治本來就是一回事的伊斯蘭﹐70 年代末興起
的復興運動﹐更突出表現出宗教發展與社會動蕩水漲船高的顯著特
徵。好在穆斯林雖然人多勢眾﹐並非眾志成城。當年信奉馬克思主義
的人群﹐從右到左﹐可以從歐洲當權的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
走議會道路的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
中國﹑朝鮮﹑古巴﹐一直數到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東南亞的游擊隊﹐
南美的格瓦拉。同樣道理﹐席捲全球的伊斯蘭復興﹐從世俗政府到恐
怖極端﹐也可以從沙特﹑阿聯酋﹑摩洛哥的部落君主﹐伊朗﹑蘇丹的
政教合一﹐土耳其﹑埃及的資本主義民主﹐敘利亞﹑伊拉克的社會主
16

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255~263 頁。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217 頁。
18
張承志在《心靈史》“前言”裏﹐充滿激情地對讀者說：“不﹐不應該認為我描寫的
衹是宗教。我一直描寫的都衹是你們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 —
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們熱愛的東西”（《心靈史》第 11 頁）。
19
相比較而言﹐40~80 年代﹐“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東方國家﹐宗教對國家政治的
干預以及對世俗社會的滲透都在客觀上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
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1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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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集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東亞模式﹐一直數到阿富汗炸大佛
的塔利班﹐巴勒斯坦打不死﹑煮不爛的阿拉法特和自殺炸彈哈瑪斯﹐
黎巴嫩明火執仗的真主党﹐車臣﹑庫爾德沒完沒了的獨立運動﹐滿世
界亂竄的本‧拉登 — 阿拉伯人稱“當今的切‧格瓦拉”。20
亨廷頓敏銳地觀察到：“就政治表現而言﹐伊斯蘭復興運動與馬
克思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它有經文﹐是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執著於
根本的變革﹐拒絕現行政權和民族國家﹐以及有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到
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張。”當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右到左﹐根據不同
主張﹐分頭組成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第四國際。“作為一種革命運
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擯棄了民族國家﹐而贊成伊斯蘭的團結﹐正像
馬克思主義擯棄了民族國家﹐而贊成國際無產者的團結一樣。……基
督教﹑東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國政府都沒有基於宗教的國際組織﹐
而穆斯林各國政府卻有。”21 伊斯蘭復興運動從溫和到極端﹐從官方
到民間﹐根據不同主張﹑利益聯繫和專業領域﹐組成各種國際穆斯林
組織。
官方的伊斯蘭會議組織﹐包括最高級﹑部長級和宗教組織三個層
次﹐並先後建立伊斯蘭國際通訊社﹐伊斯蘭團結基金會﹐清真寺世界
理事會﹐伊斯蘭國家廣播組織﹐伊斯蘭開發銀行﹐伊斯蘭經濟文化和
社會事務委員會﹐伊斯蘭教歷史﹑藝術和文化研究中心﹐伊斯蘭國家
統計﹑經濟和社會研究中心﹐伊斯蘭首都城市組織﹐伊斯蘭商業﹑工
業和產品交換局﹐伊斯蘭技術和職業培訓中心﹐伊斯蘭國際紅新月委
員會﹐伊斯蘭文明遺產國際保護委員會﹐科學技術合作常委委員會﹐
經濟貿易合作常委委員會﹐情報與文化事物常委委員會﹐國際伊斯蘭
教法委員會﹐伊斯蘭科學﹑技術和發展局﹐伊斯蘭船主協會﹐伊斯蘭
法學會﹐伊斯蘭教科文組織﹐伊斯蘭民用航空理事會﹐伊斯蘭貿易發

20
21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61 頁。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2﹑190~191 頁。
7

展中心。22 另外還有世界穆斯林大會﹑伊斯蘭世界聯盟﹑23 世界伊斯
蘭組織最高協會委員會﹑伊斯蘭經濟國際會議﹑伊斯蘭工業國家會議﹑
伊斯蘭銀行國際協會﹑國際伊斯蘭聖戰委員會等等。“伊斯蘭世界銀
行”﹑“伊斯蘭經濟共同體”﹑“伊斯蘭北約”﹑“伊斯蘭聯合國”
的呼聲甚囂塵上。24
1991 年﹐蘇丹原教旨主義政權召開“阿拉伯穆斯林人民大會”﹐
55 個國家的各類激進組織濟濟一堂。“會議決定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
革命伊斯蘭主義國際組織。”25 “被西方國家視為伊斯蘭國際﹐有的國
家甚至將之定位為效命極端伊斯蘭運動的恐怖主義國際。”26 接著﹐
蘇丹與伊朗結盟﹐簽署防務條約﹐見縫插針﹐“輸出革命”。27 1998
年﹐伊斯蘭恐怖組織在阿富汗本‧拉登的大本營聚會﹐宣佈成立伊斯
蘭反猶太人和十字軍國際陣線。28 2000 年﹐在阿聯酋召開中東極端組
織大會﹐準備籌建最高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
在也門﹐以綁架西方人質而遐邇聞名的亞丁伊斯蘭軍﹐領導人是
22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98~199 頁。
世界穆斯林大會 1951 年在卡拉奇正式成立。1962 年﹐在第五屆巴格達大會上通過章
程﹐67 個成員國。伊斯蘭世界聯盟 1962 年成立﹐1963 年在麥加大會通過章程﹐62 個成
員國﹐在世界範圍有 30 個辦事處﹐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活動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84~185 頁）。
24
譬如﹐土耳其繁榮党領袖埃爾巴堪的理想是“一個伊斯蘭聯合國﹐一個伊斯蘭北約和
一個伊斯蘭共同體”（孫振玉：《傳統與現實》第 158 頁）。早在 1949 年﹐第三屆卡拉
奇穆斯林大會上﹐已有建立“伊斯蘭斯坦”的建議。1962 年﹐第五屆巴格達穆斯林大會
上﹐又有建立“穆斯林聯邦”﹑“穆斯林聯合國”的建議。1964 年﹐第六屆摩加迪沙穆
斯林大會政治決議：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外有“第三世界 — 穆斯林世界”（金宜久：
《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30 頁）。
25
哈桑‧圖拉比宣稱：“這並不是個社團性的組織﹐也不是邀請蘇丹保護下的臣民參加
的一個官方宴會。該組織的目的是制定一項總的行動計劃﹐以對抗西方暴君”（劉靖華﹑
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97 頁）。
26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58~59 頁。
27
伊朗給蘇丹大量石油﹑財政和軍事援助﹐並派遣數千名革命衛隊幫助蘇丹訓練原教旨
主義戰士（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97 頁）。
28
後又派生出“伊斯蘭聖戰解放軍”（風梳柳：《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富汗》第 200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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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倫敦的埃及人阿布‧哈姆扎。29 在巴勒斯坦﹐聖戰組織的重要成
員在伊朗接受特殊軍訓。在黎巴嫩﹐伊朗先後向真主黨派派遣三百多
名教官。黎巴嫩什葉派運動的領導人是伊朗人穆薩‧薩德爾。在伊朗﹐
霍梅尼的兒子女婿曾在黎巴嫩﹐接受阿邁勒運動的秘密軍事訓練。該
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穆斯塔法‧卡姆蘭﹐革命成功後﹐出任伊朗最高國
防委員會主席。30 在車臣﹐叛軍悍將哈塔布﹐是在阿富汗打完反蘇聖
戰的沙特人。“車臣各反抗團體在互聯網上各設網址﹐從阿爾巴尼亞
語到瑞典語﹐共有 12 種語言之多。”31 在阿富汗﹐本‧拉登的基地組
織先後招募培訓世界各國的恐怖份子三萬多人。32 “訓練營的結業生
接著把恐怖主義和聖戰輸出到全球各個角落。”33 在德國﹐2000 年﹐
安全總局發現 60 個恐怖組織（59700 人）﹐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巴勒
斯坦哈馬斯等伊斯蘭極端組織 19 個﹐成員 31300 人。在加拿大﹐安全
部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發現黎巴嫩真主党在蒙特利爾和圖蘭特
建立了“伊斯蘭活動中心”﹐招募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英國﹐
情報部門發現曾在霍梅尼政府任職的穆拉‧穆赫欣﹐1998 年在倫敦創
立“伊朗伊斯蘭中心”﹐招募大量伊拉克﹑巴勒斯坦﹑車臣﹑阿富汗﹑

29

“綁架可說是也門的家庭工業：1966~2000 年間﹐綁匪共綁架了 150 名人質﹐其中 122
名是外國人”（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226~234 頁）。
30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312 頁。
31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57 頁。
32
風梳柳：《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富汗》第 199 頁。
33
“聞風而來者包括約旦人﹑土爾其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沙特人﹑蘇丹人﹑摩洛
哥人﹑阿曼人﹑突尼斯人﹑坦桑尼亞人﹑馬來西亞人﹑孟加拉人﹑印度人﹑菲律賓人﹑
車臣人﹑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中國境內的維吾爾人﹑緬甸人﹑德國人﹑瑞典人﹑法
國人﹑阿拉伯裔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從該組織主要活動地區來看：蘇丹﹑埃及﹑
沙特阿拉伯﹑也門﹑阿富汗﹑巴基斯坦﹑波西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
黎巴嫩﹑菲律賓﹑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肯尼亞﹑坦桑尼亞﹑印度克什米爾和俄羅斯
車臣。此外﹐基地組織也在美國的紐約﹑波士頓﹑德州﹑佛州﹑維吉尼亞州和加州﹐以
及英國的倫敦和曼徹斯特吸引不少追隨者。本‧拉登黨羽被捕的地方也散佈約旦﹑西雅
圖﹑法國﹑烏拉圭和澳洲各地”（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45﹑251 頁）。
9

庫爾德和土爾其人﹐從事針對西方的恐怖活動。34 “有的伊斯蘭人嘲諷
地將倫敦稱作歐洲第一大阿拉伯城市。”35 跨國組織﹑跨國行動﹐已
經成為當代恐怖活動的顯著特徵。伊斯蘭復興運動全球化﹐激進極端
的恐怖主義﹐襲擊的範圍﹐活動的組織﹐也是全球化的。美國前助理
國防部長講話：“今天﹐恐怖主義網絡形成了軍事全球化的一種新形
式。”36 不僅軍事﹐而且經濟。根據不要利息的教規﹐上百家政府背
景的伊斯蘭銀行﹐利用雄厚的資金實力﹐在全球編織了一個獨特的金
融流通體系。37 美國記者心知肚明：“美國政府追查本‧拉登資產的
舉動﹐大部分衹是為求得自己安心的舉措而已﹐對他財務的影響其實
微乎其微。”38
另外值得注意﹐隨著穆斯林針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恐怖襲擊向非洲﹑
亞洲﹑澳洲擴散蔓延﹐世界各地一些有志難申的非伊斯蘭組織﹐紛紛
拍手稱快﹐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譬如﹐德國有 5.8 萬新納粹分子反猶﹑
反美﹐與伊斯蘭激進極端同仇敵愾。“9.11 後的歐洲﹑尤其在德國正
在出現另一種危險趨勢：白人右翼分子與伊斯蘭極端分子合流。”39 譬
34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148~155 頁。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98 頁。
36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88 頁。
37
根據為真主代管財產的基本理解﹐伊斯蘭反對單純儲蓄﹐更反對乘人之危﹑不勞而獲
的高利貸。70~80 年代通貨膨脹﹐伊斯蘭反對超過通貨膨脹率的淨利息。伊斯蘭銀行提
倡借貸雙方合作﹐共擔風險﹐分享利潤。“這種以投資利潤代替利息的金融原則﹐被稱
為‘無息’伊斯蘭金融﹐現已在許多伊斯蘭國家付諸實施”（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
想》第 8~9﹑259~262 頁）。
38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136 頁。“通常為這類資金轉帳的伊斯蘭銀
行﹐都是黑箱作業﹐讓一般銀行或辦案人員難窺其奧﹐因為他們的利息計算或儲金報酬
制度（由伊斯蘭律法管轄）﹐根本與眾不同﹐所謂伊斯蘭銀行的作業手法﹐完全是伊斯
蘭統合運動在金融機制中的另一種基本法則”（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198
頁）。
39
“右翼分子中絕大多數舉雙手贊成 9.11 恐怖襲擊事件。……9.11 之夜﹐法國‘國家陣
線’的年輕支持者們喝著香檳酒狂歡﹔捷克右翼分子簡‧科普爾稱拉登‘是孩子們的楷
模’﹔瑞士新納粹青年佩戴著拉登像章參加聚會﹔”等等（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
35

10

如﹐中國大陸的邪教 — 法輪功﹐組織自焚殉教抗議﹐利用高科技從
臺灣搗亂大陸電視衛星﹐距離恐怖主義﹐衹有一步之遙。40 2003 年 2
月﹐老反共份子王炳章被捕判刑﹐罪名是“組織﹑領導恐怖組織”。41 —
早在 1972 年﹐卡扎菲在群眾大會上公開宣佈﹐願意向任何反西方的革
命者提供援助﹐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和美國黑人權力運動。早在 1973 年﹐
日本赤軍和巴勒斯坦恐怖份子一起劫持 747 客機。飛往敘利亞的劫機
者﹐要求釋放日本的恐怖份子岡本。42

˛ďጼۋռѣ̼
雖然伊斯蘭極端份子捨身忘死﹐從事聖戰多年﹐過去的恐怖襲擊﹐
通常歸屬“事件”範疇。直到 2001 年﹐布什總統把 9.11 事件正式說成
是針對美國自由民主﹑乃至人類文明的戰爭﹐標誌著主流社會之主流﹐
不得不放下身段﹐拾起一介白衣平民丟下的手套。43 聯合國通過“反
恐”協議﹐全世界進入“反恐”鬥爭的歷史新階段。在這之前和之後﹐
從歐洲到俄羅斯﹐從中東到中亞﹐從東南亞到澳大利亞﹐各國政府緊
急動員﹐密切合作﹐交換情報﹐突擊搜捕﹐凍結恐怖資金﹐加大“反
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256~257 頁）。
40
2003 年 5~6 月﹐浙江省一名受過專業醫學教育的法輪功痴迷者 — 陳兆福﹐四次購買
170 包“毒鼠強”和 11 瓶甲胺磷農藥﹐先後毒死 17 人。陳兆福交待﹐為了練功﹐殺人越
多越好（張奇志﹒張和平﹕“邪教的罪惡 — 浙江蒼南特大系列投毒殺人案紀實”﹐《人
民日報》2003 年 7 月 15 日﹐第 4 頁）。
41
自 1996 年以來﹐王炳章宣傳暴力恐怖主張﹐鼓勵實施暗殺﹐綁架﹐爆炸﹐破壞機場﹑
公路﹑橋梁﹐同時積極發展恐怖組織。2001 年 2~7 月﹐王炳章兩次到泰國策劃爆炸中國
大使館（“王炳章被判臺間諜終身監禁”﹐香港《信報》2003 年 2 月 11 日﹐第 9 頁）。
42
卡扎菲曾經援助愛爾蘭共和軍﹐包括提供經費﹑走私軍火和在敘利亞建立訓練基地（布
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95~96 頁）。
43
白宮 2003 年 2 月 14 日公佈《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開宗明義：“2001 年 9 月 11
日在華盛頓特區﹑紐約市和賓西法尼亞州發生的恐怖主義攻擊事件﹐是對美利堅合眾國
及其盟國的戰爭行動﹐是對文明社會這一理念本身的戰爭行動”（第 1 頁﹔網址：http://
suinfo.st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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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力度。44 學界媒體齊聲喊﹐激昂慷慨﹐聲色俱厲。美國更是以支
持或不支持“反恐”劃線﹐區分敵友﹐連續發動戰爭﹐大有滅此朝食
的磅礡氣勢。45 籠而統之看過去﹐東躲西藏的恐怖主義﹐人人喊打的
過街老鼠﹐與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所有政府之強大軍力﹑警力相對
抗﹐焉有不滅亡之理。奇怪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9.11 事件之
後﹐全世界“反恐”如火如荼﹐恐怖襲擊熱火朝天。在印度尼西亞的
旅遊聖地﹐醉生夢死的夜總會﹐燃成火樹銀花的大炮仗。在肯尼亞的
旅遊聖地﹐猶太大款的天堂海濱酒店﹐炸成了死亡地獄。在莫斯科﹐
歌舞昇平的優雅劇院﹐改成關押人質的集中營。在以色列﹐爆炸槍擊
石頭砸﹐滿大街無所事事沒吃沒喝的小夥子﹐哪個不是恐怖主義﹖46 在
阿富汗﹐硝煙彌漫過後﹐本‧拉登毫髮無損﹐繼續組織恐怖襲擊﹐通
過媒體大放厥詞。47 在肯尼亞﹐恐怖份子乾脆肩扛導彈﹐光天化日到
機場打飛機﹐連劫持都嫌麻煩了。48
“反恐”鬥爭能否取得勝利﹐實在看不見希望。根本原因在於﹐
雖然各國政府眾口一詞地“反恐”﹐遠不是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上萬
眾一心。反的都是於己不利之“恐”﹐對別人家裡的“恐”﹐不是幸
44

據美國人說﹐
到 2003 年 2 月﹐
全世界已經凍結 1.3 億美元“涉嫌恐怖主義活動的資金”
（“美指與華反恐合作潛力大”﹐香港《信報》2003 年 2 月 20 日﹐第 10 頁）。
45
9.11 事件十天後﹐布什總統強調﹕“在反恐怖戰爭中沒有灰色地帶﹐要麼和我們站在
一起﹐要麼與恐怖份子為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
第 19 頁）。
46
僅 2002 年上半年﹐以色列境內發生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襲擊事件 1071 起﹐238 人死亡﹔
比 2001 年同期上昇 250％（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67 頁）。
47
2002 年 11 月﹐卡塔爾電視臺播出本‧拉登的錄音帶﹔2003 年 1 月﹐英國的阿拉伯報
紙《中東日報》報道本‧拉登的聲明﹐號召全球回教徒反抗“十字軍聯盟”對穆斯林的
進攻（“拉登發聲明籲回教徒團結抗敵”﹐香港《信報》2003 年 1 月 21 日﹐第 10 頁）。
48
2002 年 11 月﹐在肯尼亞蒙巴薩的天堂海濱酒店大爆炸前幾分鐘﹐恐怖份子在機場附
近發射兩枚導彈﹐險些擊落以色列亞基亞航空公司的客機。事後﹐以色列籲請西方合作
發展民航客機的反導彈襲擊系統﹐或者禁止肩扛式導彈的買賣﹐均因成本過高而無人回
應（“商業軍事合流﹐世界更不安全”﹐香港《信報》2002 年 12 月 27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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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樂禍﹐而是大力支持唯恐不及。最起碼也是在自己家裡精心豢養起
來﹐作為和對方就各種問題不斷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在這方面﹐西
方列強們自己﹐為各國政府“反恐”樹立了最好的榜樣。積極支持世
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從來是西方帝國主義製造分裂﹑控制他國
的有力武器。從中東到中亞﹑到南亞﹑到東南亞﹐幾乎所有“可笑的
邊境線”﹐都是西方列強不得不退出殖民統治﹐製造矛盾﹑利用矛盾
的結果。好端端的一個阿拉伯﹐分裂出 20 多個主權國家和一個永無寧
日的糾紛地區。好端端的一個印度﹐分裂出三﹑四個主權國家和一個
永無寧日的糾紛地區。英國人從南往北﹐佔領印度﹐進軍西藏﹐接著
就利用穆斯林﹐在新疆演出一場“東土耳其斯坦”的鬧劇。49 日本人
從東往西﹐恢復“滿州國”﹐實現“蒙古自治”﹐接著就利用穆斯林﹐
要在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搞出一個“回回國”。50 連現在人類文
明的頭號公敵 — 本‧拉登﹐都是美國支持阿富汗反蘇聖戰一手扶持
起來的。51 美國不僅支持本‧拉登在阿富汗抗蘇﹐而且支持本‧拉登
49

30 年代初﹐中國軍閥混戰﹐百姓民不聊生。從 1931 年哈密暴動開始﹐人民武裝反抗
軍閥苛政的鬥爭蔓延整個新疆。英國人趁機插手﹐1933 年 11 月 12 日﹐“東土耳其斯坦
伊斯蘭共和國”在喀什成立﹐樹藍色新月星星旗﹐按《古蘭經》立法﹐唱國歌﹐英國駐
喀什領事館外交官親臨指導。三個月以後﹐被回軍馬福元等率兵剿滅（丁宏﹑張國傑：
《百年中國穆斯林》第 275~313 頁）。
50
1939 年﹐日軍委任回奸蔣若輝為“回軍總司令”駐包頭﹐進犯五原﹐準備西進﹐建立
“回回國”。傅作義率軍奮戰﹐奪回五原﹐蔣若輝僅以身免。更重要的是﹐中國廣大穆
斯林愛國抗日﹐不僅正面抵抗日軍侵略﹐而且在敵後堅持抗戰（丁宏﹑張國傑：《百年
中國穆斯林》第 92~124 頁﹔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第 424~428 頁）。
51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極力支持拉登反對前蘇聯。據有關資料披露﹐拉登曾在
阿富汗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謂半隱蔽行動領袖的訓練。至 1986 年﹐美國給予這些反蘇
鬥士們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專門對付直昇機的‘毒刺’便攜導彈。據估計﹐在整個阿富
汗戰爭期間﹐拉登集團獲得的美國軍事援助高達 2.5 億美元”（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39 頁）。親自採訪過本‧拉登的美國作家彼得‧柏根否認中央情報局
直接支持本‧拉登的種種說法。原因是中央情報局對阿富汗聖戰的支持﹐全部是通過巴
基斯坦進行的。整個 80 年代﹐美國援助阿富汗反抗軍 30 億美元（《本‧拉登的聖戰工
廠》第 88~94 頁）。亨廷頓的數據是 30~33 億美元（《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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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聖戰引向中亞五國。52 一模一樣的原理﹐今天破壞中東和平的頭號
公敵哈馬斯﹑二號公敵伊斯蘭聖戰組織﹐都是以色列為了給阿拉法特
搗亂﹐在 80 年代末栽培呵護的碩果。53 1999 年 10 月﹐德國在慕尼黑
作東﹐2001 年 10 月﹐比利時在布魯塞爾作東﹐先後召開兩屆“東土耳
其斯坦民族代表大會”。2000 年 11 月﹐愛沙尼亞在塔林作東﹐召開第
三屆“維吾爾族青年世界代表大會”。54 即便是到了 9.11 以後﹐全球
化“反恐”高潮一浪高過一浪。丹麥依舊大模大樣地作東﹐隆重召開
“世界車臣大會”。55 遵照美國打伊拉克的邏輯﹐俄羅斯豈不是有更
充分的理由進軍丹麥﹖“世界上有據可查的恐怖主義有一千多個”。56
美國喊打的衹是給美國搗亂的 25 個。在印尼鬧巴厘島大爆炸的聖戰軍﹐
由基地組織訓練﹐都不在美國喊打的名單﹐車臣﹑“東突”﹑庫爾德
就更別提了﹐原本就是明裏暗裏千絲萬縷的說不清道不明。英國對美

52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把中亞規劃成冷戰最後階段遏制蘇聯的南部戰線﹐明確指
出：“美國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運動使蘇軍陷入困境”（第 9 頁）。1984 年 10
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親臨巴基斯坦﹐佈置任務“把顛覆小分隊經由阿富汗送到蘇聯
南部的回教共和國去﹐CIA 甚至為此準備了數千本《可蘭經》以及關於蘇聯在烏茲別克
的暴行和烏茲別克民族主義歷史英雄事跡的小冊子”（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
第 67 頁）。本‧拉登不負美望﹐大力支持了中亞五國的伊斯蘭極端激進組織和恐怖活動
（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320~328 頁）。
53
“巴勒斯坦人民從 1987 年 12 月開始﹐在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以色列佔領區發動‘起
義抗暴’﹐這段期間以色列曾扶持‘哈馬斯’與‘伊斯蘭聖戰’兩個團體﹐以削弱巴勒
斯坦解放組織的勢力”（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第 52 頁）。英國《金融時報》的文
章說：“哈馬斯是以色列自己的福阮肯斯頓怪獸﹐在 80 年代﹐作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
對立面扶持起來的﹐如今成為以色列普遍居民生命的最直接威脅。現在雙方都否認他們
早期私通的意義”（Harvey Morris：“Hamas stands at crossroads between war and peace”﹐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3 日﹐第 14 頁）。福阮肯斯頓（Frankenstein）是英國作家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著名小說中的主人翁。他是生理學研究者﹐用死屍的肢體和罪
犯的頭腦合成創造了一個力大無窮的人型怪物﹐自己被怪物所毀滅。
54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35 頁。
55
俄羅斯指責丹麥違反聯合國 2001 年關於打擊恐怖主義的 1373 號決議（謝榮：“俄指
責丹麥支持車臣武裝”﹐《天津日報》2002 年 10 月 28 日）。
56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2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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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多年夫唱婦隨﹐事事亦步亦趨。美國高官照樣在白宮﹐拿愛爾蘭
共和軍頭目當政治領袖隆重接待﹐一點便宜都不放過。2002 年﹐在 9.11
事件的斷垣殘壁旁邊﹐紐約市熱烈歡慶“法輪大法弘傳十週年”﹐市
議會隆重表彰“李洪志和法輪功對人類身心健康作出的貢獻”﹐宣布
這位沒有“移民傾向”的華人為“杰出公民”。57 難怪本‧拉登總有
說法：“我們不論觀察哪裡都會發現：美國纔是世上恐怖活動的首腦﹑
犯罪勾當的元兇。”58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了美國這樣的“反恐”
司令﹐各國政府都得向榜樣學習﹐打擊反對自己的恐怖主義﹐支持在
別國搗亂的恐怖主義。這樣的“反恐”鬥爭﹐篤定不會勝利。不是說
恐怖主義如何刁鑽難纏﹐衹是因為幾乎所有恐怖主義﹐都有各國政府
公開或暗地裏的大力支持。59
從政策層面上說﹐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是不當帝國的
帝國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美國國防部宣稱：“為保護和實現美國的
利益﹐美國政府必須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要做到這
一點﹐美國足夠強大和各國足夠弱小﹐或者充分利用美國的強大致使
各國盡可能弱小﹐本是一回事情。美國人心裏很清楚：“現今世界上
有將近一萬個種族和語言集團﹐但衹有大約兩百個國家﹐民族自決原
則會帶來大規模暴力。”60 有消息說﹐“目前世界上有近 30％的恐怖
57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226 頁。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34 頁。
59
伊斯蘭復興運動內部教派紛爭﹐眾多極端組織之間歧見衝突﹐至少在“文明衝突”的
層面上﹐具有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相比之下﹐面對世界各國政府之間貌似強大的“反恐”
聯盟﹐手持美﹑蘇﹑英﹑法﹑德﹑意等多國武器的本‧拉登﹐又怎能不在戰略上給予輕
蔑的藐視呢﹖
60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163 頁。另外的說法是﹐全世界有兩千多個民族
（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317 頁）。80 年代末以來﹐蘇聯分裂成為 15
個獨立國家﹐南斯拉夫分裂成五個獨立國家﹐引起波黑戰爭﹑車臣戰爭﹑納卡流血衝突﹑
格魯吉亞內戰﹑科索沃戰爭。前蘇聯存在著 164 個“領土~種族要求和與邊境有關的衝
突”﹐到 1993 年﹐已經有 30 個捲入了某種形式的武裝衝突（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7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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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是由極端民族主義者組成的。20 世紀 90 年代﹐該類恐怖活動佔
35％以上。”61 用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等任何理由﹐導致潛在競爭對
手的國家分裂﹐是實現美國“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
當時立竿見影﹑事後長治久安的基本途徑。1945~2002 年﹐聯合國大家
庭從 51 個國家增加到 191 個。1990 年以來的 12 年時間裏﹐美國領導
的全球化﹐為聯合國添加了 32 個新成員﹐幾乎平均每年有三個新國家
從舊地圖中裂變而生。62 為了保護和實現美國的利益﹐美國支持本‧
拉登打蘇聯﹐支持薩達姆打霍梅尼﹐支持霍梅尼打薩達姆﹐與專制君
主結盟﹐為腐敗酋長而戰﹐和好萊塢明星傍大款一樣﹐從來沒有過什
麼文明的衝突。在統一大國支持各種理由的人民公決﹐“人權高於主
權”地製造國家分裂﹔在分散小國維護各種形態的專制腐敗﹐“神聖
主權不容侵犯”地破壞民族統一﹔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處理國際事
務的基本邏輯。雙重﹑多重標準的口號﹐變幻莫測的旗幟﹐翻雲覆雨
的理由﹐找到找不到的証據﹐背後始終一貫的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美國利益。63
從美國中央情報局花 30 多億美元支持阿富汗聖戰反蘇﹐到 9.11
事件房倒屋塌﹐應驗了中國的一句老話 — 玩火者必自焚。用美國人
自己的話說：“這一仗到頭來是製造了伊斯蘭好戰份子的跨國部隊﹐

61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40~41 頁。
1990 年聯合國 159 個成員國（http://www.un.org/overview/growth.htm）。
63
竭盡全力促成中國分裂﹐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亨廷頓說得清楚：“一個在文化﹑政
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
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
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 21 世紀
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259 頁）。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邏輯十分清晰：中國再反復重申“不稱霸”﹐統一﹑
強大就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繼續發展就構成美國滿世界“利益均沾”最嚴峻的安全問
題。換言之﹐中國衹有象歐洲那樣分裂成一個鬆散的聯盟﹐纔能真正化解對美國安全的
挑戰﹐與美國相安無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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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恐怖主義和遊擊組織普及到全球各地。”64 同樣典型的案例是伊拉
克的生化武器。美軍之所以在伊拉克沒完沒了地尋找生化武器﹐誰說
沒有也不信﹐是因為各類無藥可醫的可怕菌種﹐都是美國在兩伊戰爭
後期供應的。明明一撥撥賣了過去﹐怎麼會找不著了呢﹖65 讓人膽戰
心驚的是﹐美國人今天玩的火﹐淨是高科技。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意
味著尖端軍工技術向民用﹑向民間日新月異的普及。人類歷史以來﹐
幾乎所有的重大技術發明﹐都是首先應用在軍工產業。從這個角度說
“科技進步”﹐簡直就是軍工技術向民用轉移的同義語。以進步最快
的信息處理技術為例﹐從 1954 年開始﹐電腦的價格每年下降五分之一﹐
計算速度每 18 個月翻一番。現在普通家庭用微機的計算能力﹐相當於

64

1986~87 年﹐美國援助阿富汗聖戰九百枚毒刺飛彈﹐打下 269 架蘇聯飛機。餘下兩百
多枚﹐本٠拉登公開高價搶購。“美國官員就一直很擔心毒刺飛彈可能用來對付駐沙特的
美軍運輸機。”“這兩百枚流向不明的毒刺飛彈﹐象徵阿富汗反共戰爭惱人的遺產﹐這
一仗到頭來是製造了伊斯蘭好戰份子的跨國部隊﹐將恐怖主義和遊擊組織普及到全球各
地。阿富汗戰爭的勝利對蘇聯威望乃至蘇維埃體系﹐固然是個重大打擊﹐對穆斯林世界
也具有不凡的意義。……阿富汗反共戰爭勝利不啻是令人陶陶然的精神勝利：以阿拉之
名擊敗超級強權。就阿富汗阿拉伯人和本٠拉登而言﹐這是個重大的教益﹐本‧拉登就是
把這個教益用在下一場聖戰上 — 對付美國”（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
第 101~102 頁）。
聖戰研究專家佩佩‧埃斯科巴爾認為：“現在的‘聖戰’思想是從美國中央情報局
和巴基斯坦情報局在阿富汗發動‘聖戰’纔開始為人所知的。在此以前﹐‘聖戰’一直
默默無聞﹐而穆斯林進行的大多是民族主義戰爭。直到過去 20 年﹐人們纔賦予‘聖戰’
‘武裝鬥爭’的含義。前蘇聯及其東歐帝國解體後﹐‘聖戰’思想開始為伊斯蘭國家的
窮人所接受”（“是恐怖主義還是‘聖戰’”﹐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
鬥爭理論探索》第 111~112 頁）。
65
到 1988 年 9 月﹐“已有 11 種菌種從馬里蘭州運往伊拉克﹐其中包括四種炭疽熱病菌﹐
更有一種代號為 11966 的菌種﹐是戴特瑞克堡 1951 年為細菌戰研發的炭疽熱病菌。”直
到 1989 年 2 月 23 日﹐“商務部下達禁令﹐禁止炭疽熱等病菌出口到伊拉克﹑伊朗﹑利
比亞及敘利亞等疑似發展細菌武器的國家”。1990 年 11 月﹐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指出﹐伊
拉克購買的“微生物營養基足以生產 740 億劑致命的肉毒桿菌細菌戰劑”（密勒等：《細
菌戰》第 88~89﹑141 頁）。書中提供了足夠多關於美國出售﹑伊拉克購買﹒研製﹑擁有
並使用生化武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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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的中大型電腦﹐價格還不到 70 年代的 1％。66 換言之﹐過去需
要站崗警衛的軍事技術設施﹐現在孩子們用來玩遊戲。— 玩出什麼花
樣了﹖新西蘭的科技愛好者辛普森﹐在家裏製作巡航導彈﹐材料全部
在商店採購﹐成本不超過五千美元。辛普森說：“我製作這個導彈的
目的就是為了警示世界：恐怖分子可以輕鬆地以低廉的價格製作出他
們所需要的導彈。”67 其實﹐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早就發出了警告：
“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導彈被用來對付美國軍隊和利益的可能
性﹐今天比冷戰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大。”68
軍工推動的科學技術發展﹐從來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單純正面的﹐
具有造福人類和毀滅人類的兩面性。原子能技術是最好的說明。印度
頭天試爆原子彈成功﹐巴基斯坦第二天就成功試爆原子彈﹔而且是你
試爆三顆﹑我試爆五顆比著幹。伊拉克武器核查還沒完﹐美國就懷疑
伊朗有了原子彈。69 朝鮮的核武器試驗﹐更是明目張膽的挑戰。70 以
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的核大國。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開戰初
期唯恐不敵對手﹐而將大約十枚核彈頭秘密從儲存庫中取出裝在發射

66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42 頁﹔徐萬胥：《微電腦原理》第一章﹐http://www.
nenu.edu.cn/department/dianjiao/xwx/zy/wjyljy.htm。
67
辛普森的巡航導彈翼展 2.5 米﹐時速 640 公里﹐射程 160 公里﹐誤差 100 米之內﹐重
60 公斤﹐彈頭 10 公斤﹐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制導。2003 年 4 月 9 日﹐辛普森
開通了個人網站﹐網址為：http://www.interestingprojects.com（《生活周刊》2003 年第 24
期﹐第 34~35 頁）。筆者到辛普森的網站瀏覽﹐煞有介事﹐不像是聳人聽聞。
68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 2015：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周建明﹑張
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32 頁。
69
俄羅斯專家估計﹐到 2006 年﹐伊朗的核武器和導彈足以對俄羅斯西南兩千萬人構成潛
在威脅（Andrew Jack：“Iran missiles a‘potential threat to 20m Russians’”﹐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7 日﹐第 3 頁）。
70
小布什講話：“如果不是海灣戰爭﹐伊拉克政權可能最遲在 1993 年就已擁有核武器”
（“美國總統布什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
2002 年 9 月 12 日”﹐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338 頁）。如今﹐美國人擔心朝鮮在幾個月時間內就可
以製造出 5~6 枚核彈（“北韓數月內可製成 5~6 枚核彈”﹐香港《信報》2002 年 12 月
24 日﹐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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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71 1990 年﹐俄軍突然入侵阿塞拜疆﹐“原因是人民戰線這一
組織手中掌握了前蘇聯在伊朗邊境安置的戰術核武器。”72 2003 年﹐
BBC報道說﹐本‧拉登在阿富汗製造出簡易的核輻射裝置 —“髒
彈”。73 事實上﹐
核擴散不可逆轉﹐
是美國人都承認的既成事實。74 1996
年﹐美國成立上千專業人員組成的核突發事件搜索隊﹐已經上百次進
入警戒狀態。該機構負責人說：“一次真正的核恐怖襲擊衹是一個時
間問題。”75 自打有人類以來﹐從來沒聽說過那一個武器發明不在戰
爭中使用﹐不在全世界擴散。更何況﹐直接破壞民用核設施﹐也能達
到恐怖襲擊的目的。76 真正值得思索的是﹐為什麼冷戰期間兩大陣營
軍備競賽你追我趕﹐核武器沒擴散。冷戰結束了﹐核擴散反倒成為不
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軍工推動的現代高科技發展﹐一方面﹐使傳統的人民造反﹑封建
割據﹐在技術上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卻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越來
71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325﹑189 頁。為此﹐早在 1969 年﹐卡扎菲
派人到中國買核武器。“周恩來總理禮貌地解釋了中國的原子彈是不出售的”（布倫蒂﹑
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90~91 頁）。
72
山內昌之：“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美國”﹐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
理論探索》第 103 頁。
73
“BBC 稱‘基地’在阿富汗製造髒彈”﹐《參考消息》2002 年 2 月 1 日﹐第 2 頁。製
造“髒彈”的原料 — 銫–137﹐在全世界被廣泛應用於工業和醫療。2003 年 6 月﹐一泰
國公民因走私 30 公斤銫–137 而被捕。有消息說﹐這與泰國北部穆斯林分裂組織以及基地
組織有聯繫（Amy Kazmin﹑Clive Cooken：“Thai sting operation foils potential dirty bomb”﹐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4~15 日﹐第 3 頁）。
74
2003 年 1 月 28 日﹐日本政府向國際原子能機構承認﹐206 公斤鈈下落不明。1945 年﹐
美國生產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彈衹用了 5~8 公斤鈈元素（“日 206 公斤鈈失蹤”﹐香港《商
報》2003 年 1 月 30 日﹐第 A7 頁）。
75
“因各種看起來是可信的謊報而全體動員約 30 次”（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
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77 頁）。
76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材料﹐
全世界有 438 個核反應爐﹔651 個供研究用的反應堆
（其
中的 284 個正在運轉）以及 250 個核發電廠﹐這些設施都儲存著大量的放射性材料”（萊
克：“核恐怖主義威脅有多遠”﹐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
第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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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容易被少數私人掌握。譬如﹐生化武器號稱“窮人的原子彈”﹐成
本極其低廉﹐生產極其簡單﹐運載極其方便﹐後果極其嚴重。
! ! ॲፂΐो̂ଐڼಏҜҋ 1995 ѐซҖ۞˘ЊѐЊྵࡁ۞ܕտಡӘ
Ďඉထ˘ಞϠ̼ऻٍጼۋٙᅮྤົ̙ܛ࿅˘Ѻ༱࡚̮Ďͧ͞ੂࢋ
αѺ࡚̮ಶΞͽϠய˘̳͝A߲҇ݭෂ߲৵Ąঽෂᅈͧன̫Б͵
ࠧ̂ొ̶ฤ̙Гֹϡ۞ৠགྷ߲ঈᔘՀПᐍĄТ˘ЊಡӘĎϠய߲
৵۞ԫఙᅅ҃ٽᓝĎ࠹ྵٺኑᗔ۞८ڠᄦౄԫఙΞᄲߏ̈Ԓ֍̂ԒĄ˘
࣎ѣ̂ጯ˟ѐ৺ࡊጯ૱ᙊ̈۞ޘఢሀࡁտ̈ĎੂࢋᖰຕᕇಶΞͽ
дૄώ੨౯۞၁រ̚ވᄦౄ็ߖঽෂĄՀ΄ˠፉ͕۞ߏĎੂࢋזЇң˘
࣎ฟٸග̂ி۞ந̍̂ጯဦ३ᐡĎಶΞߤૈזዳঽෂ۞੨͞ڱ͞Ąᄲ
۞ՀځϨ˘ᕇĎᄦౄෂڠጡ̙ົͧ೩ঔࠃЯٕᄦౄКኳ੧Հኑ
ᗔĄ 77

在專家的指導下﹐“恐怖份子利用後院幾把泥土﹐和輕易可得的
實驗室器材﹐就能製造殺人無數的細菌武器。”78 “100 公斤炭疽芽孢
通過飛機﹑航彈﹑老鼠攜帶等方式散播在一個大城市﹐300 萬市民就會
感染斃命。”不僅如此﹐炭疽芽孢有金剛不壞之軀﹐數十年不死﹐接
著傳染﹐並且極難清除。79 1983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秘密製造
蓖麻毒素的兩名美國人。繳獲 30 克蓖麻毒素﹐理論上足夠毒死兩千萬
人。1995 年﹐東京地鐵遭沙林毒氣襲擊﹐日本警察對奧姆真理教搜查﹐
77

“沙林毒氣的製造方式很簡單﹐成本也比其他生化戰劑低得多。製造 140 公克沙林毒氣
的成本不到 50 法郎﹐實驗室的器材設備也衹要投資 4~5 千法郎就夠了。基本原料可在商
業市場取得﹐不過混合過程需要有化學常識”。VX 毒氣“毒性比沙林毒氣強十倍﹐成本
同樣很便宜﹐幾公合（dl）不超過 40 法郎。衹要在廚房或車庫就可配製﹐不過同樣也需
要一些化學常識纔行”（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212﹑219 頁）。
78
密勒等：《細菌戰》第 270~271 頁。別的不說﹐中國人領教過老鼠藥的厲害。中國近
年來每年 5~7 萬人死於鼠藥中毒。廣泛流行的“毒鼠強”— 四亞甲基二碸四胺﹐毒性比
氰化物大上百倍。“一公斤原藥成本不會超過一千元。設備很簡單﹐衹要一個鐵鍋﹐一
把鐵鍬就可以了”（樓夷：“危情毒鼠強”﹐《財經》2003 年 1 月 20 日﹐第 99~100 頁）。
79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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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獲大批製造毒氣的設備和原料。用這些原料製造毒氣﹐“足以奪取
三千萬人的生命﹗”80 如今﹐“有 25 個國家已經或正在研發生化武
器﹐網絡及其他工具更加快相關技術的傳播。……細菌是可以直搗敵
方大本營的‘戰略’武器﹐國家﹑團體﹑甚至個人都可以發動細菌
戰。……本‧拉登就訓練他的部屬使用生化毒素。”81 美國國家情報
委員會承認：“美國受到的化學和生物威脅將變得更加廣泛﹔這種能
力比核武器更容易發展﹑隱蔽和部署。”82
技術進步最快的是計算机推動的信息處理技術﹐恐怖襲擊前景最
可怕的也是信息處理技術。自從 1979 年 15 歲少年闖入美國北美防空
指揮中心以來﹐類似的傳奇故事紛來沓至﹐絡繹不絕。83 1988 年﹐病
毒“蠕蟲”在一個早晨﹐使包括美國國防部遠景規劃署﹑蘭德公司和
哈佛大學在內的六千多臺軍用﹑民用電腦全部癱瘓。84 1991 年海灣戰
爭期間﹐十歲荷蘭少年進入五角大樓﹐不僅把美軍情報公佈於眾﹐而
且動手胡亂修改﹐“嚴重地擾亂了美軍的戰略部署。”1993 年﹐16 歲
英國少年在七個月時間裏﹐多次進入美國空軍最高指揮和控制機構﹐
破譯大量機密不說﹐還植入了日後可以啟動的病毒。第二年﹐他把事
情在網上公佈﹐大驚失色的美軍不得不“對數以百萬計的電腦通訊密
80

馬繼東：《生化武器和秘密戰爭》第 108~114 頁。生化武器的實際殺傷力取決於散播
工具﹑天氣﹑風向等多種因素。上述引文單純強調生化武器的理論殺傷力﹐有聳人聽聞
的誇大嫌疑。美國媒體曾經就這個問題專門有過討論（密勒等：《細菌戰》第 195~197
頁）。儘管如此﹐生化武器成本極低﹑後果嚴重的基本判斷不受影響。
81
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密勒等：《細菌戰》第 211﹑213 頁）。
82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 2015：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周建明﹑張
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33 頁。譬如﹐蓖麻毒素的毒性是有機磷神經毒劑 VX 的 385
倍﹐是氫化物的六千倍。有大量消息和証據表明﹐不僅美﹑英國家的一些恐怖組織在積
极研制並嘗試使用蓖麻毒素﹐而且伊拉克﹑以及本˙拉登﹑車臣﹑格魯吉亞﹑阿爾及利
亞的一些恐怖組織﹐都在積极研制並嘗試使用蓖麻毒素（王景林：“蓖麻毒素生物恐怖
及其醫學防護”﹐《科技導報》2003 年第 7 期﹐第 35~37 頁）。
83
米尼克瀏覽了美國所有對準蘇聯的核彈頭的絕密資料﹐從容退出﹐美國軍方居然毫無
覺察（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19 頁）。
84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第 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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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全部進行重編。”“1994 年﹐兩名黑客多達 150 次地滲透到美國戰
略空軍司令部紐約控制中心設施系統裏﹐並控制了整個實驗室網絡﹐
最後導致該網絡 33 個分網被迫停機脫網達數天之久。”1995 年 2 月﹐
被美國司法部判為“電腦恐怖分子”的凱文‧米特﹐竊取數以萬計的
文件數據。7 月﹐不明黑客盜竊法國海軍行動力量參謀部的機密﹐包括
幾百艘盟軍軍艦的聲音識別密碼和艦隻航行圖。9 月﹐自稱“長槍黨武
裝”的黑客打開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的電腦系統數小時之久﹐等等﹐
等等。85
! ! 1998 ѐĎරީٱంࡊ۞˛̢࣎ᓑშгӬᄃ̣֎̂ሁ઼̈́छਝ
۩цأਝҖԊ፟εង९ѣᙯĎܻ҃ᘲ߆۞عඍೇߏĈϡֽ൴જ
ֱซԽ۞ྖཱིቅߏ۩ཱིĄԧࣇۢڱܻᘲ߆ߏعӎણᄃ˞ְ
ІĄѣ 30 к઼࣎छ̏གྷ˞ࢎטซԽّ۞ཝጼࢍထĎҭЇңѣཝ۞ˠ
ౌۢĎ࣎ˠ˵ਕૉણᄃಞྼᑚĄੂࢋᕇᑝೀ˭ᔣሹĎ͵ࠧЇңг͞
۞ߙ̙࣎ۢЩ۰ౌΞͽᗐˢ઼࡚ݱξ۞ռˠ˧შٕ۰߆۞عღާͅᑕ
րĄ 86

僅 1994 年一年時間﹐美國國防部受到 23 萬起涉及安全的網絡入
侵。87 美國國防部擔心﹐“社會和軍隊越來越依賴網絡﹐導致了新弱
點和機遇的出現。潛在敵人可能利用電腦網絡和定向能武器攻擊這些
新弱點。”88 9.11 事件是用美國飛機撞美國大樓。極而言之﹐或許早
晚會有一天﹐美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落在美國人自己頭上。不

85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20~21 頁。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61 頁。2002 年 10 月﹐設在美國的 13 個管理互
聯網尋址系統的根服務器遭到持續一個小時的“拒絕服務”攻擊。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
土安全辦公室進行了調查﹐“初步判定這是一起嚴重的網絡恐怖襲擊事件”（中國現代
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247 頁）。
87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第 44 頁。
88
美國國防部：2001《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86
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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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信息通訊技術進步反對專制﹐帶來人類社會組織的“扁平結構”
嗎﹖在這個涵義上﹐“歷史終結”的極端是﹐美帝擁有的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怎麼用﹑什麼時候用﹑往哪里用﹐不光是布什總統說了算﹐而
且本‧拉登也有發言權。為了這個﹐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淒涼無限：
! ! ࢋ֨ቑ៌ˠՀࠎӧᙱĄ఼ੈјώ۞಼̂ࢫ˭ޘĎ઼ࠧ۞ྭ઼
யຽĞΒ߁̢ᓑშğ۞ᎸĎԫఙϔ̼̂ఢሀ໑ໝّ˧ณĞ˘ޘ
ࠎ߆عٙҫğཉٺะဥ࣎ˠ͘̚Ďٙѣ˘̷ౌᛳٺ።Ϋ˯۞າᔿ
ְચĄ……ᙷˠд 21 ͵ࡔࢋͧ 20 ͵ࡔՀΐ઼̙צछໂࢨ۞ࡗՁĎ̙
υೠ೪̍ຽਕ˧ಶΞͽ၁߉ᗼĄ……ޝĎ̈ะဥࠤҌ࣎ˠࢋຐ၆
ࣇෛࠎᇲˠ۞ˠග̟̂ఢሀ୭๋Ďܝᕣߏ̂̂ࢫҲ˞Ą 89

美國人抱怨中國作家寫《超限戰》﹐為恐怖主義著書立說。90 正
確的認識應當是﹐人類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
主義社會﹐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公平﹑平等﹑民主﹑自
由方面的社會進步與時俱進。冷戰結束之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社
會進步的歷史卻終結了。社會主義窮途末路﹐共產主義遙不可及。唯
利是圖全球化回到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91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全世
89

“以美國的邊境管制為例。每年﹐有 4.75 億人﹑1.25 億輛車和 2100 萬船貨物從 301 個
碼頭的 3700 個通道進入美國。檢查一個滿箱的 40 英尺貨櫃需要五個小時﹐每年要開箱
五百萬次。此外﹐近年來有 270 多萬非法移民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入美國。正如我們已
經看到的那樣﹐恐怖主義份子輕而易舉地潛入了美國”（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
惑》第 182~183﹑60 頁）。
90
約瑟夫‧奈抱怨說：“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者對現代文化和技術相互作用的反抗﹐
為恐怖主義和不對稱戰爭提供了新的選擇。例如﹐在策劃對付美國的戰略時﹐有些中國
的中層官員提出了用恐怖主義﹑走私毒品﹑環境惡化和傳播電腦病毒的方法。他們認為﹐
這些方法互相配合得越複雜﹐例如恐怖主義加上宣傳戰再加上金融戰﹐效果就越好。從
那種觀點來看﹐‘無限制戰爭’就是把中國的經典著作《孫子兵法》與現代軍事技術和
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91~92 頁）。2003 年﹐喬良﹑王湘穗的
《超限戰》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封面居然是 9.11 事件中狼煙滾滾的紐約世貿大樓
和本‧拉登頭像。
91
湯因比問道：“我們在技術方面取得的勝利﹐是否有相應的精神方面的勝利與之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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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8.15 億人口食不果腹﹐營養不良﹐每年 3600 萬人直接間接死於饑餓
（等於每年兩場八年抗戰）﹔直接對應的是全球通貨緊縮﹐生產過剩﹐
需求不足。科技進步越來越快﹐對與之相適應的必不可少的社會進步﹐
提出越來越急迫的歷史要求。唯利是圖的反動倒退﹐必然遭到戰爭私
有化的懲罰。如今﹐全世界每七秒鐘餓死一個不到十歲的兒童。92 有
說法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當天﹐紐約世貿大樓裏呼天搶地﹐全世
界無動於衷地餓死 3.5 萬無辜兒童。93 試問﹐從這些“需求不足”的
兒童中間﹐必然會不斷產生多少奮不顧身的格瓦拉或本‧拉登﹖94
怨不得有法國人跳出來仗義執言：
! ! ऻٍཌྷಶ෪ঽ߲˘ᇹ̙ٙдĄ……д͵ࠧቑಛ̰Ďజࣤ݇۰
ͣ൴྿۰ᄃҘ઼͞छ̝ม۞̩ެ̏གྷीјࠎڼវր̰ొෘஶ۞˘ొ
̶ĄڼវրΞͽࢬ၆˘̷ѣԛ۞၆͘Ą҃Ďࢬ၆̏ซˢҋ̎វ̰۞
ؤтঽ߲۞˧ณĎιՁ͘ඉĄऻٍཌྷ˘ߏܮᓏ˧ณ۞՞ᑝگĄ
! ! ̙֭ߏ͛۞ځࡎĎ˵̙ߏ۞ି؟ࡎĎιࠤҌ˞Ͽᜋି

衡呢﹖如果沒有﹐取得這種平衡不正是今後要奮鬥的主要課題嗎﹖”（《展望 21 世紀》
第 298 頁）
92
Jean Ziegler：“Every seven seconds﹐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10 dies from hunger”﹐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網址：www.universalrights.net/people/stories.php?category=
equal。
93
按七秒鐘餓死一個兒童計算﹐全世界每天平均餓死 1.2 萬不到十歲的兒童。按每年直
接間接因饑餓死亡 3600 萬人計算﹐平均每天是 9.8 萬人（包括成人）。雖然不知道崔國
平和郭瑞芳關於 9.11 當天餓死 3.5 萬兒童的數字依據﹐英國首相布萊爾知道﹐9.11 事件
使這樣一個幻想破滅：“西方可以過自己的美好生活﹐無需顧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狀況”
（《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46 頁）。布萊爾故意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狀況”與“西
方可以過自己的美好生活”之間﹐有什麼因果聯繫。
94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專家羅蘭‧賈卡指出：“儘管華盛頓或利雅德視他為恐怖分子﹑異
端分子﹐然而對於千百萬回教徒而言﹐他膽敢與美國人﹑猶太人和腐敗的國王公開作對﹐
成了一個神話人物﹑一個對抗西方‘邪惡’的烈士。在某些清真寺裏（包括法國境內）
人們稱他為‘義勇的奧薩瑪’﹐成千上萬的父母為他們的小孩命名為奧薩瑪﹐某些回教
國家的農莊﹑學校及商店也都以這個名字作為招牌﹐表示對他的敬重”（《本拉登秘密
檔案》第 20~21 頁）。
24

઼̝࡚มࡎ۞ቑಛĄଂຍཌྷ˯ᓾĎԧࣇΞ̝Ⴭࠎ͵ࠧ̂ጼĎ
̙ߏௐˬѨ͵ࠧ̂ጼĎ҃ߏௐαѨĎ˵ߏ˘۞ৌϒ۞͵ࠧ̂ጼĎЯࠎ
ጼ۞ۋኯڦಶߏБ̼ώ֗Ą……ऻٍཌྷߏ̙ᇇ۞Ď9.11 ְІߏ̙
ᇇ۞Ďιࣇٙ੫၆۞Б̼˵ߏ̙ᇇ۞Ą 95

本‧拉登一直在毫不掩飾地尋求擁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96 不管
情願不情願﹐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迫使人們從社會進步而
不是“歷史終結”的角度﹐認真思索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我們
乘著科技的雙翼﹐可以迅速進入 21 世紀﹐也可以同樣的速度重返石器
時代。”97

ˣďࠎ̦ᆃˠ۞̂ߏ̂ܧ
從任何一個社會當權者的立場出發﹐為了維護不管什麼樣的正常
秩序﹐恐怖主義不能不堅決打擊。然而﹐面對今天的恐怖主義全球
化﹐就算是美國放棄利用伊斯蘭分裂它國的一貫政策﹐全力以赴嚴厲
打擊﹐能否遏制恐怖主義的猖狂勢頭﹐仍然值得懷疑。歷史上﹐教族

95

博德里亞爾：“恐怖主義的思想理論”﹐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
理論探索》第 57 頁。
96
在一次採訪中﹐“問：美國曾說你在製造化學武器並打算購買核武器原料。這些武器
的用途又是什麼呢﹖答：這可是個多重問題。它首先暗示我擁有這些武器﹐繼而想知道
我們會如何利用它們。我衹能說﹐為捍衛回教世界買武器是一項宗教職責。力求擁有這
些武器對付異教徒也是一項宗教職責。如果我真正得到了這些武器﹐那表示我已完成職
責﹐我要感謝真主的幫助﹔如果我還在尋求得到它們﹐那我僅是執行我的職責。對回教
徒而言﹐不設法擁有武器防止異教徒的傷害是罪孽行為。但如果我們有了這些武器﹐那
怎麼用就由不得他人了﹐得由我們說了算”（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235~236
頁）。1998 年﹐基地組織在前南斯拉夫購買了三家製造生化武器的工廠﹐並在阿富汗開
辦一家工廠。“他們還招募了烏克蘭生物學家和化學家﹐並派人到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學
習藥物學﹑醫學和分子生物學”（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16~17 頁）。
97
密勒等：《細菌戰》第 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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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猶太教﹐不擇手段地反抗﹐曾經在埃及和塞浦路斯兩國慘遭種
族滅絕的命運。98 伊斯蘭教超民族﹑超國家﹑超種族地全球化蔓延﹐
即便實施最殘酷的種族滅絕﹐根本無從滅起。相反﹐面對龐大﹑並且
日益越發龐大的穆斯林人口﹐美國發動“反恐”鬥爭﹐不致於使越來
越多的穆斯林越來越反感得難以忍受﹐是“反恐”可以反到什麼程度
的前提條件。當前的“反恐”﹐尚沒有演化成一場與十多億人口為敵
的“文明衝突”﹐已經是值得再三慶幸的事情了。
值得思索的是﹐穆斯林覆蓋的十多億人口﹐並非都是當今世界上
最貧窮落後的人口。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達到中等收入水
平。海灣國家更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典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
大多數穆斯林不同程度接受了現代教育。經歷過殖民主義﹑資本主義
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他們具有相對自覺的能力﹐思考人世間的種種不
平。99
薩達姆總結說：“如果我們回顧阿拉伯的歷史﹐就會發現﹐對社
會主義的要求大多來自那些並非出身於被壓迫階級的人們。阿拉伯歷
史上的社會主義計劃並非總是來自窮人﹐而是來自那些根本不知道壓
迫並且成為窮人領袖的人們。”100 阿拉法特估計﹐1967~70 年間﹐巴
勒斯坦人死傷三萬。大多數犧牲了的突擊隊員﹐“既年輕又受過較好
的教育。”101 專門從事自殺式襲擊的哈馬斯﹐有三萬多名成員﹐“知
識份子和大學生佔有很大比例”。102 2002 年﹐美國公佈 9.11 事件的
98

方金英：“淺析宗教恐怖主義”﹐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98 頁。
99
“如今﹐在阿拉伯半島以外大多數城市裏的富人和未現代化的大眾人口﹐穿著不同的衣
著﹑吃著不同的食物﹑按著不同的社會規範在生活。多謝西方的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影和
電視﹐使得那些無福享有以上事物的大眾﹐每時每刻都比從前更為瞭解自己和有錢人之
間的不同 — 特別是他們所沒有享用到的那些事物”（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
歷史中》第 509 頁）。
100
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181~182 頁。
101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93~94 頁。
102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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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機嫌疑犯﹐大多生活富裕﹐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包括警察局長的
兄弟和部落酋長的兒子。103 他們不是饑寒交迫﹑目不識丁的“弱勢群
體”﹐單憑那份駕駛大飛機撞大樓的嫺熟技藝﹐這些亡命徒完全可以
掙一份幾十萬美元年薪的穩定工作﹐成為令人心羨的中產階級。他們
圖什麼﹖他們視死如歸的心理素質從哪里來﹖104
! ! т̂кᇴࢭྻજ˘ᇹĎϿᜋཌྷྻજ۞८͕јЊߏጯϠۢᙊ
Њ̄Ą……˘ี၆ऄ̈́Ͽᜋିဥវ۞рጼᅳጱˠ۞ࡁտ൴னࣇѣ̣
̂পᇈĎֱ࠻ֽ˵ߏ઼छϿᜋཌྷ۰۞ݭপᇈĄࣇѐᅅĎ
̂кᇴߏ 20  30 к໐Ē80Ʀ۞ˠߏ̂ጯϠٕࡁտϠĒΗᇴͽ˯ֽҋჟ
ࡻੰ७ֽٕҋം˧ࢋՐ۞ԫఙຽᅳાĎтᗁጯ̍ᅳાĒ70Ʀ
ͽ˯۞ˠֽҋ˭ᆸ̚มล৺Ďӈń̚ඈ̙҃ళ۞ࡦഀŅĎߏࣇछल
̚ௐ˘זצඈିֈ۞ˠĒࣇд̈ݱᗉྺՅޘ࿅ආѐĎҭј˞̂
ݱξ۞اϔĄ
! ! ጯϠۢᙊЊ̄ј˞Ͽᜋྻજ̚рጼ۞ࡎᑝฤĎݱξ̚
มล৺ၹј˞̂кᇴ߿̶̄Ą……ࣧିўཌྷ۰дՀ̂˯ޘᛳ̚ٺ
มล৺̚ՀņனŇ۞ొ̶ĄϿᜋ᎕ໂ̶̄ņΞਕΒ߁צ࿅рିֈ
۞ďᓐ۞ځЧᙷѐᅅˠ̚к̙јּͧ۞ᇴณŇĎᗁϠďޠरď̍
रďࡊጯछďିरء͛Ą 105

這些基本特徵﹐不能不讓人想起當年共產黨鬧革命的骨幹構成。
面對今天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回顧伊斯蘭崛起的歷史﹐不能不欽佩馬
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研究聖戰的專家佩佩‧埃斯科巴爾認
103

“美國最新資料：9.11 劫機犯大多出自沙特豪門”﹐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
b5/1/10 /30/n145508.htm。
104
超級富豪本‧拉登的生活極其儉樸﹐在巴基斯坦時﹑在阿富汗時﹑在蘇丹時﹐“屋裏
什麼也沒有﹐人人席地而眠。”“多少錢也買不到 9 月 11 日攻擊者所展現的紀律：沒有
人吹噓自己的策劃多了不起﹐以致事機敗露﹐也沒有人因為微不足道的小罪被捕而遭驅
除出境。有位曾經督導數十名探員的中央情報局高層官員﹐就對這些策劃者的‘能耐’
佩服不已”（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106﹑138 頁）。
105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4~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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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蘇聯及其東歐帝國解體後﹐‘聖戰’思想開始為伊斯蘭國家
的窮人所接受。這些窮人對西方富人發起了階級鬥爭。‘聖戰’變成
了穆斯林國家窮人手中的一顆熱核炸彈。因此﹐假如馬克思還在世﹐
他會指出新的階級鬥爭就是伊斯蘭窮人反對西方富人的鬥爭。或許馬
克思不會同意這種觀點﹐因為他提倡不涉及宗教的階級鬥爭。但他會
說﹐這是階級戰爭的一種形式﹐沒錯。”106 沒錯﹐當年的文明衝突﹐
與今天的文明衝突﹐具有某種相似性。所謂“文明衝突”的背後﹐是
少數人暴富﹑鉅富還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衝突﹔是唯利是圖與精神文
明的衝突﹔是優待資本﹑虐待勞工與追求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之理
想社會的衝突﹔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重蹈資本主義舊路走不通﹐還
是另辟蹊徑﹐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衝突。近年來﹐受南亞伊斯蘭原教
旨主義復興的嚴峻挑戰﹐世界第三大宗教 — 印度教﹐也原教旨主義
復興了。107 與伊斯蘭大規模流血衝突的結果﹐居然還是對西方資本主
義唯利是圖世界觀的深惡痛絕：
! ! Ҙ͞۞Ϡ߿͞ёߏֳሄ۞ď႕֖҇វᝌሄ۞ᙷݭĄன͵۞ֳሄߏҘ
͛͞۞ځநຐĄࣇ۞࣎ˠҋϤ៍هಶд̯ٺధЧଐຏ·̶гٸ
ᓂֽĎ҃၆͕̙ޥΐͽଠטĎ߇ֹˠҋ֗࣎ζᔴតј˞ώਕ۞ᘙ
ّĄ 108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95 年﹐座落在美國俄克拉荷馬的聯邦政
府大樓被徹底炸毀﹐是 9.11 以前美國本土傷亡最大的一次恐怖襲擊。
106

埃斯科巴爾：“是恐怖主義還是‘聖戰’”﹐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
鬥爭理論探索》第 111~112 頁）。
107
2000 年﹐全世界宗教徒 51.37 億﹐佔總人口 60.55 億的 84.8％。其中基督教（包括天
主教﹑新教﹑東正教）19.99 億﹐穆斯林 11.88 億﹐印度教徒 8.11 億﹐佛教徒 3.59 億。四
大宗教佔當時信教總人數的 88％（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5
頁）。
108
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宗師戈爾瓦卡爾如是說（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
聚焦》第 5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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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一定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幹的。最後逮住的兇手卻是
純種白色美國人。臨上電椅前﹐凶手邁克威夫（Timothy McVeigh）交
代了作案動機：
! ! ԧᏴፄࠓᓑ֣̂ሁĎߏЯࠎᇹͧڱ͞ՀЪкநϤĄࢵ
АĎᘕࠓߏ˘Ѩಡೇّᑝ — ˘࣎ͅᑝĎЯࠎдֱ݈ѐĎᓑ֣প̍ણ
ᄃ˞˘րЕĞΒ߁ҭ่̙ࢨࡊࢮٺğຩॏͽ̈́ᐌЬ۞ᇷҖണचĄ80 ѐ
ͽֽĎᓑ֣প̍˞ޙኜтᓑ֣አߤԊņྋାˠኳŇ̈ᙷಏҜ
ࡎᑝొฤĎᓑ֣۞Җજត͟ৈ઼ཌྷᇷ˧ĎࢮࡊְІ྿ז
ᕇ……
! ! ࠎ˞ЧЋဦϫ۞Ďᓑ֣প̍ࣇ̏གྷតј˞ņጼ̀ŇĞྻϡְ
ቚďጼఙďԫఙďన౯ďᄬ֏ďڇ྅ďᖐநهğĎ֭ͷᔌ๕
ᔘдᜈΐૻĄЯѩĎѨᘕࠓ˵ߏ၆ࣇдᓑ֣̂ሁ㝯۞೭ଠט
͕̚ĎА൴טˠ۞χᑝĄ༊ֱܬர۰ଂ˘࣎ྻүૄгᜈ൴જԽᑝĎ
ͅᑝᇲˠಶߏĞԧࣇ۞ğְጼரĄΩγĎ੫၆઼࡚۞γϹ߆ඉĎԧՙ
ؠĎ఼࿅ࠓ໑߆̂عሁ̂ሁ㝯ܑ߆ࣶัع߆۞عĎШ߆ع൴˘࣎
ܫिĈᇲຍϒдតֽૻধĄࠓMurrashᓑ֣̂ሁĎдཌྷ˯ጼர
˯ඈТ઼࡚ٺᑝႬჯֲďϿٛҹٕ۰઼छ۞߆̂عሁĄૄٺ၆
ҋ̎߆߆عඉ۞៍၅Ďԧᄮࠎ࣎ҖࠎߏΞͽତ۞צᏴፄĄଂᄮۢ
࠻Ď൴Ϡдܻҹٛఈְ۞ݱІĎТ઼࡚።ֽૻΐˠᐝ˯۞ְଐ՟ѣ
̦ᆃ̙ТĄޢĎԧ۞ჟৠېၗ࿅Νனдౌߏҽᐖ҃۞៍މĄࠓMurrah
̂ሁĎ̙֭ͧ۩ďౙďঔٕঔౙጼฤШĞγ઼ğ߆عన߉ˠ
ࣶԸࠓٸᇅٕ൴ड֟ਝጱᇅĎѣՀкռˠّኳĄ 109

現代化必須發展市場經濟。衹要發展市場經濟﹐必然會有一部分
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但是﹐承認這個現實﹐不
等於放棄對公平社會的理想追求。湯因比說過：“沒有相當程度的個
109

Gore Vidal：《為了永遠的和平永遠戰爭》第 108~110 頁。當時美國輿論大嘩﹐眾多
媒體認為這人肯定是神經病。經醫生反復診斷﹐法庭最後裁決兇手神志清醒﹐必須承擔
法律責任﹐2001 年判處死刑執行。
29

人自由和社會正義﹐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110 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真的是千古不易：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原教
旨復興。犯罪猖獗﹐恐怖襲擊﹐衹要繁榮娼盛﹐一定雞犬不寧。普遍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富人提前超級現代化﹐也不可持續發展。連
佔盡全球化便宜的索羅斯都明白：“市場是非道德的﹐……然而﹐社
會不能在善惡不分的情況之下運作。……市場已經全球化﹐但國際政
治與社會措施卻沒有顯著強化﹐造成非常偏頗的社會發展。”111 經過
割地賠款的苦難歷史﹐經過文化革命的極端嘗試﹐經過改革開放的全
球經濟一體化﹐人們越來越清楚看到﹐實現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的
理想社會﹐多麼不容易。但是﹐無論科技多麼發達﹐生活多麼富裕﹐
到什麼時候﹐經濟上相對貧困和政治上相對無助的人民﹐永遠是人類
的大多數。衹要多數人沒有共同富裕﹐人類社會的公平正義沒有大致
實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好﹐社會主義陣營崛起也好﹐伊斯蘭原教
旨主義復興也好﹐基督教﹑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復興也好﹐多數窮人共
同富裕的理想追求﹐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主流。這纔是少數人
撲不滅﹑擋不住的歷史潮流。
君不見﹐波瀾壯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席捲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
口。加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又一個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加上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加上非洲多數國家的社會主義探索﹐112
加上南美一個又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左派掌權﹐加上日本和南韓﹑
新加坡小龍小虎們的東亞模式﹐加上歐洲《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的《第三條道路 — 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113 加上以色列種種“吃
110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第 414 頁。
索羅斯：《索羅斯論全球化》第 5 頁。
112
“在 50 多個非洲國家中﹐曾由各類社會主義政黨先後執政過的有 42 個﹐目前仍由這
類政黨繼續執政的有 20 多個﹔此外﹐還有一大批尚未執政的共產黨和其他類型社會主義
政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可以說﹐非洲社會主義是當代非洲以至當代
世界重大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 3 頁）。
113
法國原計劃署署長阿爾貝爾提出﹐冷戰結束之後﹐德國﹑日本萊茵模式的資本主義﹐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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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鍋飯”的社會主義實踐﹐114 從全球範圍看﹐簡單唯利是圖的美國模
式﹐始終是煢煢孑立的個案孤例。一時間不可一世﹐反彈回來的是日
益廣泛和日益強烈的反美情緒。
如日中天﹐日中則昃。老布什第一次海灣戰爭﹐乘著冷戰勝利的
凱旋西風﹐為了一個專制腐敗的部落酋長﹐39 國聯軍高舉聯合國大旗﹐
以石擊卵﹐摧枯拉朽。小布什第二次海灣戰爭﹐拿美國國防部﹑世貿
雙子星和世界各地一樁樁血肉橫飛的平民慘劇說事﹐聯合國不愛聽。
與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展開競爭。前者強調集體主義﹐後者強調個人主義（《資本主義
反對資本主義》）。英國的吉登斯﹐號稱布萊爾首相的智囊﹐強調冷戰結束之後﹐歐洲
社會民主黨人應當繼續堅持既非美國式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社會主義之“第三條道
路”的探索（《第三條道路》）。
114
1948~77 年﹐“以色列的公有制經濟成份一直佔國民經濟的 60％以上﹐到 80 年代以
後仍佔 50％左右”（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294 頁）。“以色列宣告成
立的當天﹐本‧古里安就宣佈了立國的三個原則：猶太復國主義加社會主義加平等主義。
他們想建立的是一個實現社會主義的猶太國家﹐自稱是一個實現‘猶太社會主義’的國
家”。以色列始終生存在戰爭環境中﹐分散的農村居民需要守望相助﹐加上社會主義意
識形態﹐普遍實行集體農莊制度 — 基布茲。“基布茲過的完全是一種公社式的大家庭
生活﹐土地﹑財產完全歸農莊所有﹐每一個成員都同工同酬﹐其大政方針由全體人員通
過民主程序決定。基布茲所有成員都在集體食堂吃飯﹐內部不使用錢﹐成員的一切所需
採用記帳方式﹐社員也沒有任何工資﹐每個月衹領取少量的零用錢供外出度假之用。此
外﹐基布茲成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子女教育﹑文化娛樂等全部由基布茲統包
下來﹐倘若單從這點上看﹐基布茲可以算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賀雄飛：《猶太人
之迷》第 339~340﹑333 頁）。以色列農村組織的另一種形式是莫沙夫：土地國有﹐家庭
經營﹐在購銷和提供公共勞務方面集體合作﹐包括組織種子﹑化肥﹑飼料的購買﹐產品
銷售﹐農機﹑車輛管理﹐教育﹑醫療服務。以色列有 270 多個基布茲和 450 個莫沙夫。
大的基布茲有兩千多人﹐小的衹有 100~200 多人﹐共 12 萬人。莫沙夫平均規模 60 戶左
右﹐共 17 萬人。在這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以色列創造了高投入﹑高科技和高效應的“三
高農業”﹐建設起一座“沙漠中的花園”。基布茲佔全國耕地的 35％﹐生產了全國農業
產值的 40％﹐小麥的 50％﹐牛肉的 55.4％﹐棉花的 80.4％和工業產值的 7％（孫正達等：
《以色列國》第 197~204 頁）。近 10~20 年來﹐全國 270 多個基布茲﹐沒有隨人口增加
而增加。“現在﹐很多基布茲基本上已成了一種完全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的農﹑工﹑
商﹑貿的綜合企業。……過去大家穿一樣的衣服﹐住一樣的房子﹐共同在公共食堂一起
吃飯﹐孩子從小在幼稚園生活的做法已逐漸被小家庭生活所取代。……同一個基布茲內
也出現了貧富差別”（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298~2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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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耳其猜忌美軍利用庫爾德﹐不僅沒有阿拉伯﹑穆斯林再趟混水﹐
而且德﹑法﹑俄﹑日個個搖頭﹐八國聯軍都湊不起來了。仗還沒有開
打﹐上千萬人全球一體化反戰示威。轉眼的功夫﹐專制魔頭薩達姆成
了不畏強暴的漢子﹔小布什的總統連任﹐篤定是鏡中花難折了。軍事
上勝之不武﹐政治上理屈詞窮。前後短短 13 年功夫﹐美國不當帝國的
帝國主義全球獨霸﹐在阿拉伯﹑在穆斯林﹑在全世界失道寡助﹐形影
相吊。就說純種白色美國人自己﹐先有邁克威夫爆炸政府大樓﹐後有
林德為塔利班英勇作戰﹐115 更有慘遭恐怖襲擊的紐約﹑華盛頓居民﹐
強烈抗議美軍去伊拉克“反恐”﹐萬人空巷﹐民怨沸騰。歷史前進的
步伐﹐再次驗證了毛澤東同志的至理名言：“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
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116 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富人的既
得利益﹐還是執政為民﹐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是歷史
前進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ďࢦາనࢍনႳ 117
創建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民族﹐在人類文明歷史上﹐有過登峰造極
的輝煌。與猶太教相比﹐教族合一的胸襟局限一目了然。118 摩西帶領
115

20 歲的美國白人林德出生在華盛頓一個傳統天主教家庭。16 歲時﹐他讀了美國“伊
斯蘭國”運動領導人馬爾科姆‧X的書﹐改信了伊斯蘭﹐改名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
鄰居說﹐林德是一個好心又為他人著想的人。”2001 年 12 月﹐林德在阿富汗北方城市馬
扎里沙里夫附近的一個要塞﹐作戰受傷被俘。他加入塔利班並參加戰鬥﹐是為了建立“純
粹的伊斯蘭國家”。“據報道﹐塔利班士兵中有三名美國人”（BBC Chinese.com 2001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693000/1693551.stm）。
116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 1979﹐第 814 頁。
117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六章。
118
以色列立國﹐佔巴勒斯坦土地﹐用種族滅絕的恐怖屠殺﹐先後迫使四百多萬巴勒斯坦
人四散流亡。交還霸佔的土地和允許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是以巴和談的兩大主題。
然而﹐直到 2003 年 5 月﹐沙龍仍在叫囂：以色列不能永遠保留佔領區內的 350 萬巴勒斯
坦人（Harvey Morris：“After Jrag﹐the US wants to show its determination in shaping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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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走出埃及﹐半路上撒手而去﹐找不著北的猶太人滿世界流竄了幾
千年。與基督教相比﹐剛剛開始佈道﹐耶穌就被釘上了十字架﹐徒子
徒孫遭受連續幾百年的殘酷迫害。119 要不是羅馬皇帝出於政治目的皈
宗天主﹐賞賜種種特權﹐教徒們衹能摑了左臉送右臉﹐整個一副受苦
受難的可憐像。唯獨伊斯蘭﹐宗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宗教。不分階
級﹐不論種族﹐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從一個小小的烏托邦社團﹐
到強大國家﹐到龐大帝國﹐打遍天下無敵手﹐融和各色人等﹐包容諸
多文明﹐版圖超過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120
伊斯蘭帝國的強大﹐不僅僅表現在軍事征服上。思想文化上的博
大胸襟﹐社會組織的凝聚力﹐政治制度的實用性﹐使不僅伊斯蘭教而
architecture for the Middle East”﹐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3 日﹐第 11 頁）。以色列
鷹派歷來主張盡可能驅除干淨巴勒斯坦人﹐建立純種的猶太人國家﹐而不是多民族的民
主國家。這份狹隘胸襟﹐恐怕也是以色列復國折騰到現在消停不下來的重要原因。
119
“照理說﹐一個尚且不能從困難中自救的神﹐又怎能把人類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呢﹗”
伊斯蘭教既然肯定耶穌的先知地位﹐不能不替耶穌被迫害致死而感到羞恥﹐因此編出說
法：“由於當局的過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穌﹐而是另一個人。而耶穌本人則
繼續執行上帝交給他的使命”（克雷維列夫：《宗教史》上卷﹐第 135 頁﹔下卷﹐第 162
頁）。《古蘭經》第 3 章 55 條說：“當時﹐真主對爾撒（耶穌）說：‘我必定要使你壽
終﹐要把你擢生到我那裡﹐要為你滌清不通道者的誣衊﹐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
的人之上﹐直到復活日。’”
120
“伊斯蘭紀元 14 年征服大馬士革﹔17 年征服敘利亞的全部及伊拉克﹔21 年征服波
斯﹔56 年穆斯林達到撒馬爾罕。在西方﹐伊斯蘭紀元 20 年佔領埃及﹑馬格里布﹔至 93
年征服北非﹐奪取了西班牙”（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 249 頁）。
到八世紀上半葉﹐阿拉伯帝國最終形成﹐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東至印度河和中
國邊疆﹐南到尼羅河下游﹐北達里海和咸海南緣﹐統轄著亞﹑非﹑歐三大州的廣大地區﹐
比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版圖還要大（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51 頁）。
751 年﹐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一帶﹐阿拉伯軍隊大敗唐朝守將高仙芝﹐進入天
山以南﹐伊斯蘭教在新疆廣泛傳播（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
視》第 48 頁）。伊斯蘭教重點否定導致分裂的多神崇拜﹐並不要求同樣崇拜一個上帝的
猶太﹑基督教徒改變信仰。“一律賦予各種基督教信仰同等的法定寬容。”加上伊斯蘭
教本來就是猶太教﹑基督教的繼承﹐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這是阿拉伯帝國和伊斯蘭教
迅速擴張﹐在中亞波斯人﹑突厥人﹑北非黑人中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路易斯：《中東：
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65~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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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甚至在帝國瓦解之後﹐通過包括蒙古人在
內的一個又一個征服者的皈依﹐更加廣泛地傳播開來。121 在伊斯蘭阿
拉伯崛起的中世紀﹐歐洲陷入教會統治的黑暗時代。是阿拉伯人翻譯﹑
繼承和發揚了希臘﹑波斯的科學文化﹐創造了小數點﹑微積分﹑代數﹑
解析幾何和誰也離不開的（印度傳來）阿拉伯數字。122 後來歐洲的文
藝復興﹐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包括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歐幾里
德﹑托勒密﹑阿基米德﹑蓋倫﹑希波克拉底﹐全是從阿拉伯文再翻譯
回去的。123 通過阿拉伯流傳到西方的東方科學技術（包括中國的四大
發明）﹐更是數不勝數。124 “這時阿拉伯語已經公認為研究學術的經
121

“應當認為這樣一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即伊斯蘭教衹是憑藉聖戰強加於各民族的。……
相反﹐在許多地方﹐居民們把征服者當作解放者來迎接。因為征服者加於異教徒和外部
落的賦稅一般比伊朗和拜佔廷帝國的居民受本國壓迫者的盤剝還要輕些”（克雷維列
夫：《宗教史》下卷﹐第 147﹑178 頁）。對異教徒﹐《古蘭經》說：“對於宗教﹐絕無
強迫”。“我們信仰真主和我們所受的啟示﹐與易卜拉欣﹑易司馬儀﹑易司哈格﹑葉爾
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啟示﹐與穆薩和爾撒受賜的經典﹐與眾先知受主所賜的經典﹔我們
對他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加以歧視﹐我們衹歸順真主”（第 2 章 256﹑136 條）。值得一
提的是﹐伊斯蘭特別優待一脈相承的猶太教和基督教。默罕默德規定：“基督教徒和猶
太教徒獲得伊斯蘭的保護﹐每年衹須繳納人丁稅一次。”阿拉伯和平佔領耶路撒冷﹐與
居民達成歸降和約﹐“其要點是：保證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保證教堂及財產和一切物
品的安全﹔保證禮拜的自由﹔履行穆斯林納稅的義務”。“正如猶太政治家﹑學者埃班
在《猶太史》中所說：新的穆斯林統治者﹐給猶太人（也包括基督教徒）以信仰﹑居住﹑
職業以及無限的自由。猶太人得到了高級行政職位﹐首先在經濟領域裏贏得了威望。”
猶太史學家塞西爾·羅斯在《簡明猶太民族史》中說：“在以後的若干世紀裏﹐伊斯蘭
教的基本寬容政策（更注重實際而不是理論）在猶太歷史上一直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之
一。”一直到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居民根據內部自治制度享有
宗教自由”（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18~22 頁）。
122
阿拉伯數字原由印度學者首創。774 年﹐印度學者到巴格達講學時傳來﹐經阿拉伯帝
國大數學家花拉子密推廣傳開﹐被歐洲人當成“阿拉伯數字”（納忠等：《傳承與交融：
阿拉伯文化》第 279~290 頁）。拉丁文正弦“sine”就是阿拉伯文“jayb”的直譯。英文
代數（algebra）一詞源於阿拉伯文（al-jabr）。阿拉伯帝國在哲學﹑天文﹑物理﹑醫學﹑
化學與煉金術等方面多有建樹（秦惠彬：《伊斯蘭文明》第 400~423 頁）。
123
王鉞等：《亞歐大陸交流史》。
12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 1 卷第 2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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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語言﹐所以凡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東西都是權威的﹐正如早期（和
後來）時代的希臘語著作一樣。”125 從八世紀中到 13 世紀初﹐伊斯
蘭執人類文明進步之牛耳﹐長達四個多世紀。126 庫特卜講話：“當整
個歐洲還在中世紀精神的黑暗深淵中摸索的時候﹐偉大的伊斯蘭教的
光輝已照亮全球”。127
這般輝煌的伊斯蘭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一脈相承﹑共奉一神﹐
怎麼忽然成了和整個人類文明過不去的“綠禍”﹖ 128 原教旨主義自
然而然地邏輯理解是﹐不僅阿拉伯民族﹐而且整個穆斯林世界﹐之所
以從昔日的輝煌一落千丈﹐貧窮落後﹐愚昧孱弱﹐任人瓜剖豆分﹐飽
受淩辱奴役﹐歸根結底﹐是因為“五色令人目盲”— 被五顏六色的各
種西方現代化理論所干擾﹐就象當年被五顏六色的多神偶像所迷惑一
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實踐﹐效顰學步﹐歧路亡羊。穆斯林的新
生﹐衹能靠伊斯蘭復興。129 當年也有兩大帝國在中東爭霸﹐衹要真正
遵循聖賢原著努力實踐﹐再造一個理想社會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
定能實現﹗
125

丹尼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第 73 頁。
西方史學家納悶：“為什麼日爾曼人五世紀入侵羅馬﹐西歐隨之而來的是長期野蠻﹑
愚昧的‘黑暗時代’﹐而同樣阿拉伯人於七世紀也是入侵﹐但這一地區受其影響﹐各國
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有所提高﹖”（桑德爾斯：《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史》第 189 頁）
127
“它的前途也會象其光榮的歷史那樣無限光明”（《伊斯蘭 — 被誤解了的宗教》第
17 頁）。
128
因研究文明而譽滿全球的湯因比﹐把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統稱“猶太系宗教”
（《展望 21 世紀》）。在描述當今世界上“四個殘留下的文明”時﹐他把東正教叫作“我
們的姐妹文明”﹔把伊斯蘭叫作基督教的“表姐妹文明”。衹有“印度和遠東社會”﹐
與西方文明沒有親戚關係（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第 133 頁）。湯因比還指出：
穆斯林稱王稱霸的時候﹐把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當成“聖經的臣民”﹐給予特殊寬大（《展
望 21 世紀》第 174 頁）。早期伊斯蘭﹐甚至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當兄弟。“《古蘭經》裏
有時把‘穆斯林’（Muslim）一字通指一切服從安拉的人而言。所以凡順服安拉﹐服從
歷代任何先知﹐統稱‘穆斯林’（Musulman）。伊伯拉欣（亞伯拉罕）﹑爾撒（耶穌）﹑
默罕默德的信徒都稱為穆斯林”（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 76 頁）。
129
伊朗革命後﹐外交部大門口張貼的標語是：“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衹要伊斯蘭”。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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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ԧࣇ̫͇үࠎ᎗ڒٙ۞ҜཉϲಞĎѝഇ۞᎗ڒ՟ѣ̦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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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遺憾的是﹐從瓦哈比原教旨主義與沙特合夥﹐武力統一阿拉
伯半島開始﹐持續奮鬥了兩個多世紀﹐橫掃美帝蘇修的奇跡﹐至今沒
有出現。131 固然﹐原教旨主義復興屢敗屢戰﹐屢踣屢起﹐越多越打﹐
越打越多﹐堪稱奇跡。132 但是﹐人們期待的理想社會﹐輪廓未見分明。
130

庫特卜：《伊斯蘭 — 被誤解了的宗教》第 111 頁。
“瓦哈比教派的形成拉開了近代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序幕﹐並成為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的思想淵源之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41~142 頁）。
沙特統一阿拉伯半島﹐靠的還是“烏瑪”式的軍屯組織。沙特以伊斯蘭教法立國﹐利用
兩大聖地和石油收入﹐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
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105~110 頁）。“沙特阿拉伯作為一個長期從事伊斯蘭原教旨
主義實踐的國家一舉成為伊斯蘭世界多少公認的盟主”（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第 155 頁）
。所以﹐有 Davidson 把沙特與伊朗相提並論﹐稱伊朗是“革命的原教旨主義”﹐
沙特是“非革命的原教旨主義”（Davidson：《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 1740 年前後﹐
瓦哈卜與酋長默罕默德‧伊本‧沙特相結合算起﹐原教旨主義已經奮鬥了兩個多世紀。
如果從 1928 年穆斯林兄弟會成立算起﹐至今有半個多世紀。在美國的幫助下﹐在阿富汗
用十年時間打敗了蘇聯﹐可以看成是當代伊斯蘭復興的重大勝利。但是﹐2003 年﹐阿拉
伯的文明中心 — 巴格達被美軍佔領﹐至少暫時說明﹐奇跡還沒有出現。
132
其中一個奇跡是﹐清末民初趁勢而起的西北諸馬﹐都是從伊斯蘭貧民起義演化而來的
原教旨主義。馬萬福從沙特阿拉伯取回瓦哈比原教旨主義的真經﹐被諸馬視為至寶﹐奉
為上賓﹐在各地回教徒中強行推廣﹐組成教政軍民學共同体﹐自成體繫﹐獨霸一方﹐晚
清﹒民國中央政府統統奈何不得﹐形成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直到搞社會主義的共產党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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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中﹐民族統一和現代化﹐兩個方面的挑戰交織
在一起。儘管阿拉伯民族的統一﹐是所有各國﹑各派和廣大人民的共
同心願﹐但是﹐通過什麼道路實現伊斯蘭的現代化﹐始終是沒有解決
的根本性難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曾經立志在 22 個國家奪取政權﹐
走社會主義道路﹐一舉解決民族統一和現代化兩個難題。納賽爾雙手
揮舞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大纛﹐幾乎風靡整個阿拉伯世界。然而﹐
人為分割的鉅大石油利益﹐美帝蘇修爭霸插手﹐使這個邏輯上成立的
理想﹐在實踐中步履維艱。伊朗原教旨主義革命成功﹐象俄國十月革
命一樣﹐為伊斯蘭復興帶來曙光。133 霍梅尼心潮澎湃﹐豪情滿懷﹐號
召“推翻伊斯蘭世界的一切貪污腐敗和專制的政權”。 134 “輸出革
命”還沒來得及真正起步﹐就被美帝插手的兩伊戰爭打的焦頭爛額﹐
精疲力盡。伊朗恢復伊斯蘭教法治國﹐處處面臨與現代化接軌的難題﹐
捉襟見肘﹐跋前躓後﹐不得不重新改革開放。從四次中東戰爭﹐阿拉
伯國家同仇敵愾﹐與美國斷交﹐實行石油禁運﹐135 到埃及與以色列單
獨媾和﹐約旦驅除巴勒斯坦遊擊隊﹐埃及火拼利比亞﹐兩伊戰爭﹐黎
巴嫩內戰﹐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參加老布什的海灣戰爭﹐今天小布什
再打伊拉克﹐OPEC主動保證石油供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既得利
益﹐日積月累﹐沈澱成難以改變的既成事實。阿拉伯民族被“可笑的
邊界線”分割得貌似而神離﹐在美帝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打擊和威懾
打敗了國民党﹐西北各地回教徒纔從諸馬手中得到解放（葛壯：《伊斯蘭教於中國社會》
第 227~233﹒250~263 頁）。
133
路易斯說：“這場革命不管是在它的緣起﹐在它所具有的示範作用﹐甚至是它最終的
結局方面﹐都可以拿來和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革命相比擬”（《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
史中》第 499 頁）。
134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260 頁。
135
1956 年第二次中東戰爭﹐阿拉伯人封鎖了蘇伊士運河﹐炸毀從伊拉克到地中海的輸油
管﹐使西歐的石油供應減少了 70％。“十月戰爭”爆發後﹐阿拉伯國家正式啟動石油武
器﹐一方面按比例減產﹐一方面對美國禁運﹐並因為荷蘭為美國運輸武器提供方便而對
荷蘭實行禁運。禁運持續了八個月之久。成效是歐共體不得不改變支持以色列的一貫立
場（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202~2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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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哭笑不得。伊斯蘭復興的康莊大道越走越窄﹐逼上一條恐怖主義的
崎嶇山徑﹐黑燈瞎火﹑撲朔迷離。
復興往日輝煌的夢想﹐在一部分堅定信仰的人群中﹐越來越極端
地集中體現在三個關鍵性概念上：“烏瑪”﹑“遷徙”和“聖戰”。136
歷史上﹐默罕默德帶領一夥信徒﹐從麥加遷徙到麥地那﹐建立烏托邦
式的共同體﹐通過持續不斷地聖戰﹐實現從社團到國家﹑到帝國的豐
功偉業。這段歷史經典成為原教旨主義極端的最後激勵。不僅奪取政
權可以探索現代化道路﹐而且少數志同道合的兄弟湊在一起﹐通過“遷
徙”— 借用民族﹑宗教的理由﹐脫現存社會而出﹐也可以建立“烏瑪”
共同體﹐展開聖戰﹐由小到大﹐以弱勝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阿
拉伯紀元就是從“遷徙”開始的﹔“麥地那”的意思是“那座城
鎮”﹐原本不是什麼特定的地址。137
這種宗教信念﹐一方面﹐在理論上﹐為原教旨主義的分散探索﹐
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實踐空間。鼓舞任何堅定理想的人群﹐在宗教的旗
幟下組織起來﹐在任何地方展開烏瑪﹑遷徙和聖戰的實踐。從埃及穆
斯林兄弟會派生出來的伊斯蘭解放黨﹐138 流落歐洲﹐甚至提議在英國
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139 說笑話了罷﹖30 年代發軔於美國底特律貧
民窟的黑人“伊斯蘭國”運動﹐從互助自救到武裝暴動﹐60 年代末﹐
與黑人人權運動一道﹐演變成一場波及全國的持續大規模騷亂。140 在
136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69~79 頁。
默罕默德從麥加遷徙到的綠洲小鎮原名雅里布斯﹐後被人們簡稱“麥地那”﹐意思是
“那座城鎮”（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67 頁）。
138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92 頁。
139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122 頁。“一些英國穆斯林創建了一個由議長和
四名副議長（其中包括兩名婦女）組成的大不列顛穆斯林議會”（埃斯波西托：《伊斯
蘭威脅》第 278 頁）。
140
“伊斯蘭國”運動（NOI：Nation of Islam）是美國黑奴解放之後﹐在種族歧視和貧困
潦倒中尋根﹐認祖歸宗成非洲穆斯林祖先被販賣到美國﹐所以要在美國重歸伊斯蘭﹐組
成十萬多人的“烏瑪”社團﹐展開各種互助自救和宣稱活動（Smith：《伊斯蘭在美國》
第 80~99 頁）。60 年代“伊斯蘭國”開始與政府不斷發生暴力衝突。1965 年﹐領袖馬爾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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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南美﹑南亞﹑東南亞﹑中亞等貧富懸殊﹐民族﹑宗教和邊界矛
盾衝突嚴重的發展中國家﹐穆斯林自然更有充分理由和各種機會揭竿
而起。這樣的宗教信念﹐無異於向世界所有現存穩定秩序提出挑戰。
無論是什麼現行體制﹐衹要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誰都可以烏瑪﹑遷
徙加聖戰地折騰。不僅海灣國家的王權專制不能容忍﹐埃及的資本主
義﹑利比亞的社會主義都有毛病。不僅薩達特死有餘辜﹐連阿拉法特
與以色列和談﹐也是罪該萬死的投降主義。141
另一方面﹐這樣的宗教信念﹐為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分裂﹐開拓了
無限廣闊的實踐空間。伊斯蘭原著畢竟產生在多年以前。禁賭﹑禁娼﹑
禁酒﹑禁銀行利息﹐窖藏金銀的炮烙之刑﹐偷東西砍手﹐通姦用亂石
砸死﹐一夫多妻﹐男人蓄須﹐女人蒙面﹐一天五次的禮拜﹐不吃不喝
的齋月﹐種種教規﹑禮儀﹑法律﹑風俗﹐處處面臨如何跨越 1400 年歷
史進程的現代化挑戰。142 卡扎菲英姿颯爽﹐帶領女兵衛隊招搖過市多
年﹔143 婦女解放的歷史任務﹐繼續任重而道遠。144 已經進入 21 世紀
科姆在黑人集會上被槍殺﹐引發全國各大城市黑人暴動。政府派兩萬正規部隊﹐纔把洛
杉磯的武裝衝突鎮壓下去。馬爾科姆領導的黑人穆斯林運動﹐從互助自救走向“以暴抗
暴﹐以牙還牙”﹐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非暴力人權運動相輔相成。1968 年﹐馬丁‧
路德‧金被暗殺﹐全國 168 個城鎮發生騷亂。“這場大規模的種族騷亂持續達半年之久”
（張福運：《美洲黑奴》第 211~219 頁）。
141
有消息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因貪污腐敗被指責﹐阿拉法特的個人財富估計有 3~10
億歐元之多（劉志勇：“暴力抗爭兩敗俱傷﹐經濟合作有利和平”﹐香港《信報》2003
年 7 月 2 日﹐第 16 頁）。
142
譬如﹐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等國家根據《古蘭經》教義﹐禁止商業銀行獲取利
息﹐迫使銀行扮演債務人和教徒之間的中間交易者。“由此相關的程序就變得頗為複雜﹐
即使虔誠的穆斯林也更偏愛傳統的﹑‘非伊斯蘭式’的銀行業務（哈拉爾德‧米勒：《文
明共存》第 186 頁）。譬如﹐在土爾其和突尼斯﹐一夫多妻已是違法。“阿拉伯諸國當
中﹐在立法解放婦女一事上做得最深入的﹐是伊拉克和南也門﹐可是這兩個國家﹐都是
由高壓政權所統治。婦女的立法解放在埃及遠遠落後﹐而埃及卻是阿拉伯社會中在許多
方面算是最寬容而開明的”（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508 頁）。
143
西方學者承認﹐卡扎菲在個人生活上﹐“節制幾近於禁欲主義”（布倫蒂﹑萊西特：
《卡扎菲傳》第 45 頁）。卡扎菲出國訪問必帶女兵衛隊﹐“並要求儘量在公開場合多亮
相﹐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警衛﹐真正意圖是為了進行宣傳”﹐身體力行地表達推動婦女
39

了﹐諸多穆斯林國家還在流行令人髮指的女性“割禮”陋俗。145 換言
之﹐從宗教禮儀到生產交換﹐從男女平等到國體政體﹐方方面面的現
代化﹐具有極其豐富的探索內容﹐同時奠定發生分歧的肥沃土壤。缺
乏整體框架的籠罩﹐各種不同觀點分歧﹐沒有需要必須服從的大局﹐
自然犯不上輕易妥協。誰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盡情探索﹐誰都有權根據
自己對教義的理解獨樹一幟﹐烏瑪﹑遷徙加聖戰。激進激發更激進﹐
極端刺激更極端。即便是伊朗的原教旨主義革命﹐仍然有比霍梅尼更
激進的反對派﹐被霍梅尼政府殘酷鎮壓。146 阿富汗十年抗蘇聖戰勝利﹐
解放﹑實現伊斯蘭現代化的決心 — 婦女不僅和男人一樣可以到社會上拋頭露面﹐而且
可以當兵。女兵分別來自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等
地﹐都是的黎波里女子軍事學院的學生（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44~149 頁）。
144
真納說過﹕“婦女若不能和男子完全平等﹐一個國家就不能達到光榮的頂峰”（博萊
索：《真納傳》第 160 頁）。婦女解放始終是一夫多妻的伊斯蘭國家現代化的大課題。
“在古代及中世紀初期﹐閃族的男性死亡率非常高﹐因此促成這種多妻制度。在閃族人
的眼裏﹐滿足生物上的需要﹐幾乎可說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穆罕默德用多妻制度
來平衡兩性間過高的死亡率”（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 4 卷﹐第 245~257 頁）。
顯而易見﹐一旦兩性死亡率的差距大幅度降低﹐一夫多妻制以及涉及婦女貞操的種種歧
視性的嚴格限制﹐都不再具備過去所有的道德依據。
145
男子割禮 — 包皮環切﹐是伊斯蘭教講究衛生的重要禮儀。女性割禮是根據降低性欲﹑
保持純潔的原則﹐對女孩的性敏感部位進行切割。“有的切割整合陰蒂﹑小陰唇和部分
大陰唇﹔有的切割陰蒂﹑外陰表皮和小陰唇﹔最輕的僅切除陰蒂的表皮。”雖然《古蘭
經》沒有女性割禮的說法﹐但是﹐在埃及﹑蘇丹﹑毛里塔尼亞﹑吉布提﹑索馬里﹑坦桑
尼亞﹑肯尼亞﹑利比里亞﹑岡比亞仍然流行。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有。“在埃及女
孩一般 7~10 歲就接受割禮﹐目前有 75％的女孩子要接受割禮。”1990 年﹐聯合國消除
婦女歧視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專門通過決議﹐呼籲有關國家採取措施廢除女性割禮。英
國﹑瑞典先後頒佈禁止女性割禮的法律。1996 年 7 月﹐埃及開始禁止在政府衛生服務機
構實行女性割禮（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555~558 頁）。張文建在也門瞭解到﹐
在哈達拉毛地區的農村﹐長期流行少女割禮的陋習﹐聳人听聞﹕“這裏的女孩長到五歲﹐
母親請來接生婆﹐用小刀將女孩的小陰唇割去﹐並用針將其陰道口縫上﹐僅留下小便出
口。這樣做以防止女孩在青春時期行為不軌﹐傷風敗俗。……等到女孩長到定婚之日﹐
男方婆母要前來新娘家檢查新娘的陰道口﹐以確定未來的兒媳是否是處女”（《走進阿
拉伯》第 142~143 頁）。
146
譬如﹐人民聖戰者組織由反對國王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組成﹐以紅星﹑鐮刀和步槍為旗
幟﹐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伊斯蘭教義相統一﹐提出“革命的伊斯蘭”﹐主張以激烈手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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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伊斯蘭治國了﹐聖戰後代組成的塔利班“學生軍”﹐以更激進
极端的姿態﹐從軍閥混戰中異軍突起。這種缺乏理論邊界的自由境界﹐
使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內部四分五裂﹔在外部成為帝國主義顛覆﹑分裂
別國的有力工具。147 穆斯林國家和伊斯蘭國際組織根據不同利益和好
惡﹐四處插手各種宗教組織的傳教﹑顛覆﹑分裂和暴力活動。穆斯林
國家之間﹐伊斯蘭國際組織之間﹐伊斯蘭各教派之間﹐諸多極端激進
組織之間﹐鉤心鬥角﹐黨同伐異﹐更使這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
亂上添亂。148
展望未來﹐前景不容樂觀。今天所謂“文明的衝突”﹐一頭是伊斯
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在全球各地狼煙四起﹐烽火連天。不僅在埃及﹑
伊朗﹑阿爾及利亞﹑蘇丹﹐149 而且在沙特阿拉伯﹑150 巴勒斯坦﹑151 約
新分配財富﹐建立集體農業﹐整個經濟國有化﹐反對霍梅尼。1981 年 6 月﹐該組織用兩
枚定時炸彈炸毀伊斯蘭共和黨總部﹐72 名高級領導人被炸死。10 月﹐霍梅尼政府殘酷鎮
壓﹐逮捕七千多人﹐處決主要領導人在內的五百多人（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
史：伊朗卷》第 359~360 頁）。
147
用亨廷頓的話說是：“沒有凝聚力的意識是伊斯蘭虛弱的一個根源﹐也是它對其他文
明構成威脅的根源”（《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93 頁）。
148
譬如﹐穆斯林國際組織對非伊斯蘭國家內部的伊斯蘭傳教和穆斯林分裂活動﹐一貫公
開大力支持﹐包括支持菲律賓的摩洛解放陣線﹑埃塞俄比亞的厄立特里亞穆斯林﹑泰國
北大年穆斯林﹑塞浦路斯穆斯林和波黑穆斯林等。穆斯林國家之間互相支持對方的反對
派﹐幾乎成為不團結的慣例。加上大國從中插手﹐每一個糾紛都有第二層﹑第三層參與
者上下其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309~333 頁）。
149
1971 年﹐尼邁里粉碎親蘇共黨的未遂政變後﹐開始步埃及薩達特的軌道改革開放﹐以
贏得海灣國家的經濟援助。穆斯林兄弟會領袖哈桑٠圖拉比領導的原教旨主義復興。1985
年﹐尼邁里下臺。1989 年﹐哈桑٠巴希爾軍事政變﹐1991 年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號稱
“非洲霍梅尼”的哈桑٠圖拉比出任國民議會議長﹐全國伊斯蘭陣線大批幹部進入政府﹐
控制政權。在西方眼裏﹐蘇丹成為繼伊朗革命之後﹐又一個原教旨主義掌權的國家（楊
灝城﹑朱克柔：《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第 135~167 頁）。
150
沙特的王權和親美政策﹐令穆斯林激進組織深惡痛絕。沙特每年一度的朝聖﹐各種抗
議示威和群眾騷亂頻繁發生。80 年代﹐沙特東部省份兩次發生什葉派穆斯林反政府騷亂。
1991~92 年﹐包括沙特著名宗教領袖在內的所謂“新伊斯蘭主義運動”﹐兩次向國王遞
交 57 人簽名的《請願書》和 107 人簽名的《勸戒備忘錄》﹐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
掀起反政府浪潮。1994 年﹐沙特政府將本‧拉登驅除出境﹐並逮捕了反政府運動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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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152 黎巴嫩﹑153 敘利亞﹑154 海灣國家﹑155 摩洛哥﹑156 突尼斯﹑157
主要領導人（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248﹑274~281 頁）。
2003 年 5 月﹐沙特發生系列恐怖爆炸。不僅當地警方有人參與﹐而且“三名伊斯蘭知名
學者﹐在警方搜捕恐怖分子無功而還後發出通告﹐號召凡是穆斯林就有責任保護被警方
搜捕的人物”（“炸彈襲擊此起彼伏﹐美中東政策搖搖欲墜”﹐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1 日﹐第 8 頁）。
151
1993 年﹐哈馬斯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分道揚鑣﹐1994 年開始實施自殺式恐怖襲
擊﹐並成功迫使巴勒斯坦議會通過按伊斯蘭法治國的原則。2003 年 5 月﹐美國提出以巴
“和平路線圖”﹐以色列境內自殺爆炸接二連三。哈馬斯﹑伊斯蘭聖戰﹑阿克沙殉教派﹑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公開聯合反對（“以巴和平依然渺茫”﹐
香港《信報》2003 年 6 月 11 日﹐第 8 頁）。
152
1989 年﹐眾議院選舉﹐穆斯林兄弟會在 80 個席位中奪得 23 席﹐並有五名兄弟議員進
入內閣（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46 頁）。“伊斯蘭原教旨
主義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基本控制了約旦議會﹐迫使侯賽因國王親西方的立場不能不有所
收斂”（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 236 頁）。2003 年 6 月﹐約旦第一輪普選。
侯賽因國王贏得 110 個議會席位中的 62 個﹐“伊斯蘭主義者贏得 22％的選票。”伊斯蘭
行動陣線擁有 20 名議員﹐雖不能推翻政府﹐奪取若干部長職務是有希望的（Nicolas
Pelham：“King’s supporters win big majority in Jordanian poll”﹐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9 日﹐第 3 頁）。
153
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原教旨主義組織﹐1988 年開始﹐公開主張建立伊朗式的伊
斯蘭共和國﹐並與阿邁勒運動連續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1992 年﹐真主党在黎巴嫩的
議會選舉中取得極大的成功”（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1 頁）。
154
1976 年開始﹐穆斯林兄弟會走上暴力鬥爭的道路。1982 年﹐在伊拉克和約旦的支持
下﹐兄弟會與政府軍在哈馬市戰鬥十餘天﹐政府出動武裝直昇飛機﹑坦克﹑大炮等重武
器﹐整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死傷兩萬多人（肖憲：《傳統的回歸》第 2 頁）。“利
比亞的伊斯蘭運動完全可以構成最明確的和具有最強大的潛在力量的大眾反對派”（範
德瓦里：《卡扎菲未完成的使命》﹐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09 頁）。
155
1981 年﹐巴林的什葉派原教旨主義組織 — 解放巴林伊斯蘭陣線發動政變未遂。1983
年﹐科威特的宣教黨在美國和法國大使館製造爆炸。“近年來﹐黎巴嫩‘真主党’對來
自沙特﹑科威特和巴林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實行‘真主党化’培訓﹐並組建了‘海灣真主
党’﹐旨在利用其打擊美國在海灣的利益。‘海灣真主党’從黎巴嫩‘真主党’那裏獲
取大量的武器彈藥﹐同時﹐科威特﹑巴林和卡塔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利用合法註
冊貿易公司之名﹐從事洗錢﹑走私及販毒等非法活動”（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
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46﹑151 頁）。1992 年 10 月﹐科威特議會的 50 個選舉席位中﹐伊
斯蘭主義者輕取三分之二（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1 頁）。
156
摩洛哥長期實行君主制﹐經濟落後﹐政權腐敗。兩大原教旨主義組織 — 伊斯蘭團體
協會和公正與行善團體日益活躍。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馬格里布三國發生大規模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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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阿富汗﹐158 而且在中亞﹐159 在南亞﹐160 在東南亞﹐161 在
遊行（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491~492 頁）。第二次海灣
戰爭﹐摩洛哥數十萬人遊行。2002 年 9 月大選﹐“伊斯蘭反對派奪得比往年多三倍的議
席。”2003 年 5 月﹐首都發生針對以色列人的連環爆炸（“炸彈襲擊此起彼伏﹐美中東
政策搖搖欲墜”﹐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1 日﹐第 8 頁）。
157
“1984 年和 1987 年﹐突尼斯國內曾經兩度發生社會大騷亂﹐大批群眾蜂擁街頭﹐遊
行示威﹐燒汽車﹐砸商店﹐築街壘﹐並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號。政府不得不宣佈全國處
於緊急狀態﹐實現宵禁﹐並逮捕了許多原教旨主義者及其領導人”（彭樹智：《阿拉伯
國家通史》第 322 頁）。1989 年 4 月﹐突尼斯舉行全國選舉﹐儘管政府不允許伊斯蘭傾
向運動或復興黨以政黨形式參加選舉﹐其成員仍然贏得了 17％的選票﹐“在一些都市地
區高達 40％的選票”（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97 頁）。
158
成千上萬阿富汗人到伊朗經商﹑打工。霍梅尼革命成功﹐阿富汗原教旨主義興起。擔
心伊朗的伊斯蘭復興通過阿富汗向中亞五國蔓延﹐本是蘇聯出兵阿富汗的重要考慮（民
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30~431 頁）。不曾想﹐美國直接支持
的反蘇聖戰﹐把這一擔心變本加厲地實現了。美軍打垮了塔利班﹐卻沒有能力扶持出能
夠維持國家正常秩序的新政權。阿富汗政治經濟一團混亂。2003 年 3 月﹐聯合國禁毒和
預防犯罪辦公室的調查報告說：“全球 75％的毒品和歐洲近 90％的毒品都來自阿富汗”
（“禁毒比反恐更重要”﹐《人民日報》2003 年 6 月 27 日﹐第 7 頁）。
159
有消息說﹐本‧拉登每年撥款 2.5 億美元支持獨聯體國家的政治反對派。中亞五國的
伊斯蘭極端組織雨後春筍﹐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空前發展。2001 年春天﹐在烏茲別
克監禁的六千多人中﹐至少有一半被認為是伊斯蘭革命党成員。另外還有真主党﹑正義
党﹑伊斯蘭解放党﹑“吉哈德”（聖戰）等。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党﹐成立不到兩年就
發展到十萬多人。1991 年 9 月﹐在首都組織遊行﹐迫使共產黨領導人辭職。10 月迫使政
府取消禁止成立宗教政黨的法律。11 月參與總統選舉﹐該党副主席獲副總理職位。1992
年 5 月﹐發動兩萬人武裝奪權﹐8 月底佔領總統府﹐接管政權。衹是在俄羅斯﹑烏茲別克
等國軍隊的聯合干涉下﹐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黨武裝被迫撤出首都﹐退到與阿富汗交界
處（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72~173﹑350~385 頁）。到 1997
年﹐持續五年多的內戰﹐造成六萬人喪生﹐80 萬人無家可歸（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
宗教問題》第 283 頁）。
160
在巴基斯坦﹐1977 年﹐布托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倒臺﹐深受原教旨主義宗師 — 毛杜迪
思想影響的齊亞‧哈克﹐在全國推行“社會伊斯蘭化”運動﹐大面積實施伊斯蘭法﹐廢
除所有商業銀行的利息﹐阿拉伯語取代英語作為國家的第一外語﹐甚至要求政府工作人
員不得穿西服﹑打領帶（肖憲：《傳統的回歸》第 88 頁）。以後﹐除了短暫的貝‧布托
政權﹐軍人掌權與伊斯蘭化相得益彰。1994 年﹐在與阿富汗交界的馬拉根德發生大規模
騷亂﹐政府派出軍隊穩定局勢。穆沙拉夫政府協助美國打擊塔利班﹐極端組織和學生群
眾連續遊行示威﹐對政府親美形成鉅大壓力。2002 年﹐政府宣佈取締“正義之軍”等五
個長期從事暴力和恐怖活動的宗教組織（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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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非洲﹐162 在所有穆斯林國家和穆斯林人群中﹐越來越激烈的驚濤駭
題透視》第 191﹑199 頁）。2002 年 10 月﹐巴基斯坦原教旨主義色彩濃厚的伊斯蘭宗教
政黨聯盟﹐在大選中异軍突起﹐成為第三大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
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53 頁）。2003 年 5 月﹐與阿富汗接壤的兩省領導再次要求實行塔
利班式的徹底伊斯蘭化﹐正面挑戰穆沙拉夫（Farhan Bokhar：“Musharraf cautions
province’s leaders against Islamic hard line”﹐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1 日﹐第 6 頁）。
在孟加拉﹐90 年代以來﹐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興起﹐組成伊斯蘭大會黨﹐“全國不時掀
起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校園暴力﹐全國規模的罷工遊行﹐包括與印度教徒的暴力衝突
愈演愈烈（唐昊﹑彭沛：《巴基斯坦﹑孟加拉》第 169~224﹑269~278﹑231~239 頁）。
161
在馬來西亞﹐儘管從 1982 年就正式宣佈實行“政府機構伊斯蘭化”（肖憲：《傳統
的回歸》第 90 頁）﹐馬哈蒂爾仍然非常擔心﹐在他 2003 年 10 月退休以後﹐任何政治暗
鬥都會導致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支持（John Burton：“Mahathir issues warning to party”﹐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0 日﹐第 1 頁）。印度尼西亞有 1.7 億穆斯林﹐是世界最大
的穆斯林國家。“70 和 80 年代﹐伊斯蘭教組織擴展到整個印度尼西亞。到 80 年代初﹐
最大的一個名叫穆罕默迪亞（Muh-hammadijah）的擁有 600 萬名成員的組織﹐組成了一
個‘世俗國家內部的宗教福利國家’﹐並通過一個精心建立的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和
大專院校的網絡﹐為全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
界秩序的重建》第 113~114 頁）。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推翻蘇哈托政權和針對華人的全
國性暴力騷亂﹐顯示出穆斯林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燥動不安。北部亞齊族穆斯林爭取獨
立﹐為建立亞齊伊斯蘭國家與政府大打出手。26 年來造成 1.2 萬人喪生﹐數十萬人流離
失所（“印尼軍管亞齊省清剿武裝叛亂”﹐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0 日﹐第 8 頁）。
在菲律賓﹐1976 年成立爭取獨立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1978 年以後﹐從中分裂出更極端
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要求建立伊斯蘭國家。在基地組織的直接支持下﹐亞洲金融危
機以後﹐三國極端組織大發展﹐包括製造巴厘島大爆炸的聖戰軍﹑伊斯蘭教捍衛者陣線﹑
馬來西亞聖戰者組織﹑伊斯蘭祈禱團等﹐大規模恐怖活動與日俱增（民族與宗教研究中
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0~31﹑179~181 頁）。
162
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塞內加爾﹑索馬里﹑衣索比亞﹑厄立特里亞﹑吉布提﹑烏干達﹑坦
桑尼亞﹑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南非等國家日益活躍。借著政治民主的實施﹐塞內加爾﹑衣
索比亞和科摩羅等國的伊斯蘭政黨﹐已經要求合法化。在索馬里﹐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99％
以上。索馬里內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獲得很大發展。”在吉布提﹐穆斯林佔全國
人口的 94％。“伊斯蘭極端組織主要受沙特﹑蘇丹﹑伊朗﹑利比亞和巴基斯坦等國伊斯蘭
勢力的影響。”在尼日利亞﹐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47.2％。北方已有八個州實行伊斯蘭的
“沙里亞法”﹐另外 11 個州也試圖效法。在塞內加爾﹐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90％以上﹐
從 70 年代開始﹐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就在本土自發興起。在坦桑尼亞﹐坦噶尼喀約三分
之一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桑給巴爾 95％以上是穆斯林。1998 年以來﹐恐怖爆炸不斷。在
南非﹐穆斯林雖然衹佔全國人口的 2％﹐極端組織 — 伊斯蘭統一大會照樣呼籲在南非建
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96~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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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波瀾壯闊。甚至最早步入現代化進程的土耳其﹐原教旨主義都奪取
過政權了。163
另一頭是美國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針鋒相對﹐新保守主義一意孤
行﹐9.11 事件吃虧以後﹐提倡先發制人﹐先狂轟濫炸﹐後軍事佔領。164
這樣一條道走到黑﹐恐怕又是事與願違﹐引火燒身﹐把原教旨主義的
馬蜂窩越捅越大﹐把伊斯蘭復興之路越炸越窄﹐迫使極端份子反抗的
途徑和手段越來越極端。譬如﹐長達十多年的經濟制裁﹐伊拉克人民
水深火熱。165 美國打下伊拉克﹐除非放棄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拿伊
拉克人民當美國人民﹐大把金錢投入﹐否則﹐不管扶持出什麼德行的
新政權﹐都捂不住伊拉克的原教旨主義勃然崛起。美軍千辛萬苦推翻
薩達姆﹐搞不好是白忙活一場﹐替原教旨主義復興做嫁衣裳。166 同樣
163

土耳其是穆斯林國家最早進入現代化進程的。一戰中奧斯曼帝國慘敗﹐縮水而成的土
耳其痛定思痛﹐1920 年開始﹐凱末爾領導世俗化的全面改革﹐1923 年成立共和國﹐1928
年修改憲法﹐徹底實行政教分離。“被人們譽為中東地區世俗化﹑現代化的一個樣板。”
不曾想﹐凱末爾帶給國人“自尊﹑工作﹑信任”的訓誡﹐80 年代末以來﹐變成了“賺錢﹑
欺騙﹑盜竊﹗”土耳其武裝部隊參謀長宣佈：“經濟危機的根源就是土耳其極其盛行的
腐敗之風。”“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從而為土耳其伊斯蘭原
教旨主義勢力的擡頭創造了條件。”“土耳其已經實行了 70 年之久的世俗制度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沖擊”。1994 年﹐主張按伊斯蘭教法立國的原教旨主義政黨 — 繁榮黨﹐奪得
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市市長﹐1995 年在土耳其第 20 次大選中成為第一大黨﹐1991
年和 1996 年兩次組閣。儘管軍方明確反對﹐首都安卡拉市長組織的集會﹐仍然出現巴勒
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領導人的畫像和標語。1997 年 2 月 4 日﹐軍方出動坦克和裝
甲車上街“軍事演習”﹐用武裝示威的所謂“軟政變”﹐迫使繁榮黨政府辭職。衹是土
耳其軍方推動的民族主義復興﹐對內鎮壓庫爾德人的民族獨立﹐對外鼓吹“泛突厥主義
運動”﹐“夢想將土耳其﹑巴爾幹地區﹑中亞地區乃至東方的突厥民族聯合為一體”﹐
纔暫時蓋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爾其卷》第 389~390﹑335﹑
308~324 頁）。
164
布什政權新保守主義崛起﹐講究不妥協地先發制人（崔之元：“布什原則﹑西方人文
傳統﹑新保守主義”﹐《香港傳真》No.2003-19）。
165
解傳廣和王紅在《親歷伊拉克》一書中﹐有許多詳細而形象的描述。
166
伊拉克 60％的居民與伊朗大多數居民一樣﹐屬於穆斯林的什葉派﹐長期被薩達姆屬於
的少數遜尼派所統治。為了支持霍梅尼給伊朗搗亂﹐薩達姆曾經接待霍梅尼在伊拉克什
葉派教區流亡 13 年之久。後來因為伊拉克什葉派原教旨主義成長壯大﹐矛頭指向不僅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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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幾乎適用於所有穆斯林國家。有了兩極分化﹑腐敗蔓延和信仰
危機的全球化背景﹐幾乎每個發展中國家﹐政權勉強穩定的下面﹐家
家都有眼看包不住的乾柴烈火。這些政權越來越不夠親近美國﹐本是
自家內部政治暗流洶湧﹑社會燥動不安的結果。沙特﹑敘利亞﹑黎巴
嫩﹑約旦﹑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印
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揭開哪個蓋子﹐衝出來的恐怕都是原教旨主
義復興。如今﹐美國手握伊拉克石油的籠頭開關﹐祭起恢復經濟的法
器﹐限產保價的OPEC壽終正寢（除了委內瑞拉﹐成員全是穆斯林國
家）。167 沙特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一去不返。168 9.11 事件 19 名嫌疑
犯 15 位沙特人﹐是本‧拉登處心積慮孝敬國王陛下的厚禮。169 海灣
著伊朗而且威脅國內穩定﹐薩達姆驅除霍梅尼﹐展開對國內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
的嚴厲鎮壓﹐包括處死什葉派宗教領袖沙德爾 — 人稱“伊拉克的霍梅尼”。如今﹐美
軍推翻薩達姆之後﹐在伊朗政府的支持下﹐原教旨主義在伊拉克什葉派多數居民長期受
壓的基礎上卷土重來。美軍佔領伊拉克以後﹐必須按美式民主重建。美軍與長期受薩達
姆壓制的什葉派原教旨主義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2003 年 7 月初﹐甚至有什葉派宗教
領袖威脅說﹐要宣佈對外國佔領的聖戰（Charles Clover：“Shia leaders feel heart of the
people’s anger”﹐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7 月 2 日﹐第 3 頁）。
167
伊拉克是五個 OPEC 發起國之一。1960 年﹐OPEC 在巴格達成立（江紅：《為石油而
戰》第 260~262 頁）。近年來﹐OPEC 早已沒有當年制裁西方國家﹑製造石油危機的團
結一致。分頭限產﹐維持油價﹐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美國佔領伊拉克﹐令產油國奮鬥幾
十年的成果毀於一旦。從 70 年代至今﹐美國產油量下降了 51％。2000 年以來﹐美國平
均每個油井日產油 300 桶﹐中東是一萬桶﹗美國產油量佔全球的 4.03％﹐消耗量佔全球
的 30.72％（曹仁超：“投資者日記”﹐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3 日﹐第 19 頁）。“據
美國能源部一份報告指出﹐現在伊拉克石油總儲量可能高達 2500 億桶﹐超過沙特阿拉伯
的 2200 億桶”（“撇開聯合國﹐美國廢油組”﹐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3 日﹐第 2
頁）。佔領伊拉克﹐美國在石油控制上的有利地位﹐大大加強了對歐洲﹑日本發號施令
的籌碼﹐得罪的是穆斯林產油國﹐特別是阿拉伯產油國。油價便宜﹐歐洲﹑日本同時受
益﹐卻不會高興自己的命運越發攥在美國人手裏。
168
打下伊拉克以後﹐美國已經宣佈從沙特撤走原有的五千駐軍。
169
“鑒於美國在沙特﹑科威特長期駐軍﹐美海軍第五艦隊司令部駐地設在巴林﹐而且海
灣國家政府都堅持親美立場﹐本‧拉登等恐怖組織一直試圖利用這些國家存在的腐敗和
貧富差距等激起民眾的憤怒﹐以贏得廣大穆斯林的支持﹐趕走美軍﹐推翻沙特政權﹐建
立伊斯蘭國家”（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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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君主政體﹑腐敗奢靡和親美政策﹐違背伊斯蘭教義﹐一直是阿
拉伯人民詬病的眾矢之的。170 美沙關係持續微妙惡化﹐伊朗支持﹑本‧
拉登參與的沙特原教旨主義噴薄欲出。171 沙特穩不住陣腳﹐海灣小國
的骨牌效應指日可待。海灣六國風雨飄搖﹐直接威脅美國在中東的軍
事存在﹐勢必迫使美國進一步《為石油而戰》。172
問題是原教旨主義野火燒不盡﹐接下來再揍誰﹖敘利亞﹑伊朗﹑
沙特﹑蘇丹﹑也門﹑利比亞﹑巴基斯坦﹖美國軍力天下無敵﹐想打誰
打誰。天上﹑地下﹑海洋﹑太空﹐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明察秋毫﹐
雷霆萬鈞﹗消滅塔利班﹐奧爾瑪沒找著﹔摧毀基地組織﹐本‧拉登沒
找著﹔佔領伊拉克﹐薩達姆沒找著。按照擒賊先擒王的“斬首”願望﹐
這後面的故事全沒完呢。173 如今的巴基斯坦﹐早就是堅定不移的原教
170

原教旨主義始終批判海灣國家的封建王權。霍梅尼說：“伊斯蘭政府不應是君主制﹐
君主制是反伊斯蘭的”（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248 頁）。
“霍梅尼對沙特和海灣國家政府的譴責更為嚴厲﹐他把這些國家的政府痛斥為‘非伊斯
蘭’的君主制﹐並輕蔑地把他們與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關係描繪成‘美國的伊斯蘭’”（埃
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24 頁）。
171
2003 年 5 月﹐沙特王室傳出不得不民主改革的消息。這對鞏固當局的統治和維持沙特
的社會穩定﹐恐怕不是一個吉祥的預兆（Roula Khalaf：“Saudi royal calls for strong reform
message”﹐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5 月 27 日﹐第 6 頁）。
172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包括第五艦隊司令部﹑中央司令部都在海灣國家。
173
美軍在伊拉克多次實施“斬首行動”﹐企圖消滅薩達姆﹐均未能如願（“美‘斬首’
無果﹐敘軍民遭殃”﹐《人民日報》2003 年 6 月 27 日﹐第 3 頁）。自從 5 月 1 日小布什
宣佈美軍在伊拉克的主要戰鬥勝利結束以來﹐美軍不斷遭到分散襲擊。美情報部門和外
交人員認為是薩達姆在搗鬼（Mark Huband 等：“‘Small groups’behind Iraqi attacks”﹐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3 日﹐第 2 頁）。不僅本‧拉登﹑薩達姆﹐而且奧爾瑪也不
是省油燈。在反蘇聖戰中﹐奧爾瑪驍勇善戰﹐多次負傷。一次與蘇軍激戰﹐奧爾瑪眼睛被
彈片擊中﹐當場用手將眼珠挖出。他染滿鮮血的手﹐在離坎達哈 50 多公里的辛格查清真
寺牆上擦拭。“這道鮮血痕跡日後被信徒視為聖物般崇拜”（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
檔案》第 72 頁）。2003 年 6 月﹐巴基斯坦的報紙消息說﹐奧爾瑪組成了十人領導的阿富
汗聖戰委員會﹐協調全國反對外國軍隊和外國背景政府的聖戰。“一個復蘇的塔利班運動
從巴基斯坦邊境的遠山在整個南部展開﹐並向北部蔓延”（Victoria Burnett﹑Guy Dinmore：
“Taliban names Afghan holy war council”﹔Victoria Burnett：“Afghans’ path to democracy
strewn with danger”﹐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5 日﹐第 7 頁﹔21~22 日﹐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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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主義﹐不僅是塔利班背後的大哥大﹐174 而且是朝鮮發展核武器的技
術來源。175 美國一直盯著想把她加進“邪惡國家”的黑名單。176 1998
年﹐巴基斯坦成功試爆原子彈。2003 年﹐美國外交智囊給她加冕成“極
端主義加核武國家”﹐懷疑巴基斯坦的核科學家與本‧拉登來往。“布
什政府中有人公開質疑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容忍巴基斯坦”。177 巴基斯
坦的原子彈﹐固然一時半會兒夠不著美國。“穆斯林核大國”這個新
概念﹐不祥地預示出文明衝突下去的極端後果。178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
義走上唯利是圖的不歸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寧要伊斯蘭的草﹐不
174

1997 年﹐塔利班奪取政權﹐得到巴勒斯坦﹑沙特和阿聯酋的承認。塔利班也稱“神學
士”﹑“學生軍”﹐是從巴基斯坦境內阿富汗難民營裏產生的武裝集團﹐大部分骨幹都
讀過巴基斯坦的伊斯蘭神學院。“1995 年這些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伊斯蘭神學院多
達 1686 所﹐至 1997 年增至 2500 所﹐學生共計 20 多萬人。由於阿富汗社會沒落衰退且
經濟蕭條﹐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學校得以乘勢興起﹐在阿富汗風靡一時”。所以﹐“一些
西方分析家認為﹐神學士組織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巴基斯坦情治單位（ISI）在幕後操縱的
傑作”（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69~70 頁）。塔利班“實際上也不過是巴
基斯坦化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化了的阿富汗而已。”“阿富汗的‘塔利班’事實上是巴
基斯坦扶持的外來政權”（山內昌之：“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美國”﹔平可夫：“美軍反
恐戰爭分析”﹔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101﹑304 頁）。
175
根據美情報部門的情報﹐巴基斯坦核研究與開發的首席科學家 A‧Q‧汗博士“曾 13
次訪問朝鮮﹐曾幫助培訓伊朗核科學家﹐曾在 1998 年幫助伊拉克實驗核武器”。美國《洛
杉磯時報》說：“如果國際社會為核擴散列個通緝名單﹐汗博士肯定名列第一”（“巴
基斯坦擔心成為伊拉克”﹐《環球時報》2003 年 1 月 24 日﹐第 2 頁）。
176
1995 年﹐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亞﹑朝鮮﹑敘利亞被美國列入支持“恐怖主義活
動的國家”的名單。“美國官員們還宣稱﹐巴基斯坦和蘇丹目前正受到嚴密注視﹐它們
可能也會被列入這個名單之中”（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3 頁）。2003 年﹐
蘇丹赫然榜上有名。
177
“瓦傑帕伊的最後一搏”﹐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25 頁。
178
2003 年 6 月﹐穆沙拉夫訪問英國時指出：巴基斯坦位於穆斯林世界的心臟﹐直接影響
中亞和南亞﹐阿富汗和海灣地區﹐“是一個擁有 1.4 億人口和核武器的國家。這些要素不
能被忽視。……不幸的是﹐當今世界上的所有政治衝突﹐無論是科索沃還是波斯尼亞﹑
車臣﹑巴勒斯坦﹑克什米爾﹑伊拉克﹐都與穆斯林有關。一個不幸的結果是﹐穆斯林世
界的人民已經開始思索﹐伊斯蘭作為一種宗教被當成了（打擊）目標”（Victor Mallet
等：“Musharraf stands up and hopes to be countered”﹐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9 日﹐
第 4 頁）。
48

要資本主義的苗”。長風怒卷高浪。W‧布什和本‧拉登兩個方向背
道而馳地極端激進﹐讓人不能不擔心﹐在 21 世紀﹐人類究竟要為不能
沒有的社會進步付出多大的代價﹖179
值得些許借慰的是﹐《科技屬於人民》。180 隨著知識的普及﹐特
別是信息化的發展﹐尤其是在西方國家﹐正在發生“父親的伊斯蘭教
向兒子的伊斯蘭教的轉變”﹐即所謂“伊斯蘭昇遷”。越來越多有文
化的年輕人﹐超越清真寺的封閉局限﹐通過現代傳媒學習伊斯蘭教義﹐
同時瞭解﹑比較各派學說﹐得出自己的獨立判斷。
! ! ็ି؟ጯ۰ࣇ͟ৈ൴னܦѐˠϒֽкᖒ࿅ࣇ҃ҋҖವՐ؟
ିۢᙊĄ……дѐᅅ˘᎗ֽ࠻ڒĎЧି؟ጯࠁ̝ม۞ࠁրࡎ̈́
̶ͭࣇߏڡዅ۞ٙܫ؇۞Ͽᜋି۞ౚຳࢬĄధкѐᅅ۞᎗ڒ
ϔ–ৠጯ۞ۋኢෛࠎߏ୮ຍཌྷॡมĎ҃ͷੂົᄦౄள֍Ą
1989 ѐĎતၔপৌъјϲॡ̳ฟ೩ņࠎѐᅅ˘೩ֻ৷ϒ۞Ͽ
ᜋି — ՟ѣିࠁҒ૾۞ϿᜋିŇĄ……Հࢦࢋ۞ߏĎˠࣇ̙Гڦຍ
͟૱۞ࡆᘤٕϿᜋᆇё֗̚វݻ๕ϒቁᄃӎĄࣇனдᙯ͕۞ߏ᎗
ڒᛳّ۞ᄮТͽ̈́᎗ڒᄃܧ᎗۞ڒᙯܼĄ
! ! ̫͟ܦѐ᎗ڒՐ۞ϿᜋᑕਕྋՙனҘۤ͞ົӧဩ͟૱Ϡ
߿યᗟĄ……д઼࡚ࠤҌனᏴᓝயϠି؟ᅳఞ۞ன෪Ą……ᐌ߹
᎗۞ڒᅳጱᝋଂҁ˘็זѐᅅ˘ˠ྆͘Ďٙѣྫ෪ౌܑځĎѐᅅ
˘᎗̚ڒனՀૻ۞ဥඕຍᙊĄ……҃ͷࣇ࠹ܫĎ̂кᇴ፬ซ
ࢭາ۞ϿᜋநهଂҘ͞۞᎗̚ڒயϠĄ 181

人們寄希望烏托邦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馬克思講話：“廢除作
179

2003 年 5 月﹐安南制定“新聯合國”構想﹐提出聯合國放棄介入國際軍事安全問題﹐
日後衹管人道主義援助﹐對美英撇開聯合國﹐悍然攻打伊拉克﹐表達出無奈的忿慲（“安
南的‘新聯合國’構想及其困境”﹐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3 日﹐第 13 頁）。儘管
聯合國本來就是大國政治的擋箭牌﹑遮羞布﹐畢竟還有個怎麼“擋”﹑如何“遮”的爭
頭。眼看著聯合國象當年國聯一樣撒手退出﹐世界就由著你們的興折騰吧。
180
唐裊：《科技屬於人民》。
181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124﹑133﹑122﹑134~135﹑185﹑132~133 頁。
49

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真
正有希望的﹐恐怕還是穆斯林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理論聯繫實際的艱難
探索。
接替薩達特的穆巴拉克﹐兩手都要硬。一頭嚴懲暗殺薩達特的兇
手﹐逮捕嫌疑 2500 人﹐收繳武器 1.25 萬件。182 一頭逮捕法辦薩達特
親戚為首的五百多起經濟案件的案犯﹐
關閉 18 家從事外匯投機的銀行﹐
沒收上千名富商的非法所得﹐183 大力清理前任政府的嚴重腐敗﹐釋放
被薩達特逮捕的絕大部分人士﹐廢除限制群眾罷工和集會自由的法
令。 184 針對納賽爾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和薩達特“大開大放型經
濟”﹐穆巴拉克“擴大國營企業經濟管理權﹐使之享有國家給私營企
業的一切優惠﹔鼓勵私人資本向生產部門投資﹔調整出口政策﹐使進
出口合理化﹔鼓勵墾荒﹐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緊縮國家機關開支﹐削
減物價補貼﹐整頓自由區﹐打擊非法投機商﹔發起反對鋪張浪費和營
私舞弊運動﹐懲治經濟犯罪活動。”80 年代期間﹐“埃及的伊斯蘭運
動一度趨於平緩。”然而﹐兩手都要硬﹐兩頭都得罪﹐裏外不是人﹐
堅持下去談何容易。1993 年﹐外債的壓力﹐迫使埃及按照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的方案徹底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開放金融市場。185 伊

182

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69 頁。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24 頁。
184
1982 年 10 月﹐法庭逮捕薩達特的弟弟﹐成為政府懲辦非法致富三大案件的第一案。
1983 年 3 月﹐薩達特的三個侄子被法庭指責為“埃及的黑手黨”﹐犯有行賄﹑徇私﹑貪
污公款﹑偽造官方文件﹑威脅和欺詐﹑在同一城市佔有一套以上住房﹑黑市交易和逃稅
八大罪狀。案件涉及許多政府高官﹐僅判決書中指名道姓的就有三名現任部長以及國務
秘書﹑前部長﹑前檢察長﹑前市長﹑電訊局董事長等。三天後﹐兩名現任部長被解職（楊
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74~375 頁）。
185
1991 年﹐西方債權國家願意分三階段免除埃及 50％的債務﹐條件是必須接受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1993 年 7 月﹐埃及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
改革計劃﹐30 億美元的西方債務得到蠲免（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03
頁）。
183

50

斯蘭復興運動再度活躍起來﹐重新“對埃及政府構成嚴峻挑戰”。186
1992 年﹐當局頒佈《反恐怖法》﹐明文規定“凡參加恐怖組織者﹐一
律處以死刑”。187 嚴刑峻法之後﹐埃及出現了“十年來最嚴重的伊斯
蘭極端主義暴力活動。”188
伊朗革命奪取政權﹐沒收國王﹑王公貴族和貪官污吏的財產﹐把
27 家私人銀行和 16 家合資保險國有化﹐接著﹐把鋼鐵﹑冶金﹑化學﹑
造船﹑飛機製造﹑汽車﹑礦山﹑外貿和與前王朝有特殊關係的 53 家企
業國有化。189 國家政權全面伊斯蘭化﹐社會生活全面伊斯蘭化。恢復
一夫多妻﹐女子結婚最低年齡從 16 歲降到 13 歲。全面實行兩性隔離
之大防﹐不僅男女授受不親﹐而且男女不得同校﹐不得混集﹐不得同
行﹐不得為對方理髮﹐男女混合雙打的體育比賽全部取消﹐還不得觀
看异性的體育比賽。男人不許穿短袖衫﹐把婦女戴面紗作為政治行為
加以推行﹐當局專門為女學生設計了帶頭罩的校服。偷東西砍手﹐通
姦者亂石砸死。賣淫﹑吸毒﹑賭博﹑飲酒一掃而光。妓院﹑舞廳﹑賭
場﹑酒吧﹑美容﹑夜總會統統關張。190 下棋﹑打撲克﹑跳舞﹑女人唱

186

埃及伊斯蘭運動再度活躍在兩個方面。一是政黨力圖通過議會選舉奪取政權。二是恐
怖襲擊昇級﹐包括 1990 年埃及議長被暗殺﹐1995 年刺殺穆巴拉克未遂﹐1997 年槍殺 60
名外國遊客﹐傷 25 人（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85~289 頁）。“埃及穆斯林兄
弟會控制著埃及 22 個最大專業協會﹐擁有幾十個診所﹑醫院和學校﹐除了拒絕使用武力
以外﹐其目標與其他地下組織的目標是一致的”（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
第 24 頁）。
187
陳嘉厚：《現代伊斯蘭主義》第 285 頁。
188
The Washington Post 1993 年 3 月 25 日。僅 1992~94 年初﹐“伊斯蘭聖戰組織”等製
造的恐怖事件﹐已經造成 1200 人喪生（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
第 145 頁）。
189
伊朗革命“同財富積累和把財富抓在自己手中的少數人作鬥爭”。加上巴列維“白色
革命”已經收歸國有的石油﹑天然氣﹑鐵路和漁業﹐“伊朗的經濟命脈絕大多數掌握在
國營經濟手中”（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213 頁）。
190
1980 年 5 月﹐政府摧毀了德黑蘭的紅燈區﹐上千名妓女另謀生路（安維華﹑錢雪梅：
《海灣石油新論》第 465 頁）。
51

歌﹑老百姓聽音樂全面禁止。191 除了伊斯蘭音樂和革命軍樂﹐電視臺
禁止廣播音樂。類似政策適用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雕刻﹑攝影
等。1200 多種報刊中八百多種被禁。剩下與政府有聯繫的 60 餘種﹐46
種免費分發。這樣極端革命的倒行逆施﹐與現代化接不上軌﹐造成神
職政工幹部與實際運行部門激烈摩擦﹐大批專家和知識份子逃亡﹐百
姓日常生活處處不便。192 八年兩伊戰爭﹐伊朗元氣大傷﹐狂熱浪漫的
革命理想不得不向現實妥協﹐重新轉入改革開放。特別是霍梅尼死後﹐
伊朗政府全面改善對外關係﹐改革進出口制度﹐放開工農產品價格管
制﹐國有企業私有化﹐發展私營經濟﹐建立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
早在霍梅尼在世期間﹐下棋﹑打撲克﹑聽音樂﹐電視臺開播娛樂節目﹐
電影裏女角色不戴面紗等等﹐逐一得到允許。如今﹐伊朗重新成為世
界電影生產大國。193 然而﹐伊朗一直在美國的黑名單裡名列榜首。伊
朗執意發展核武器﹐原教旨主義向伊拉克兇猛滲透﹐繼續到處“輸出
革命”﹐招來美國越來越大的政治﹑經濟和輿論壓力﹐引發國內保守
派和激進派兩個對立方向的強烈反彈﹐重新改革開放的政府﹐重新陷
入左右為難的困境。大批學生和群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連續不斷。
伊朗政局再次進入動蕩不安的前夜。194
埃及往右﹐深化改革開放﹐原教旨主義復興。伊朗往左﹐伊斯蘭
革命大功告成﹐還得重新改革開放。傳統與現代﹐精神與物質﹐公平
與效率﹐是擺平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不管怎麼說﹐用消極出世或者
簡單復古﹐都很難解釋今天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強烈﹑更激進的原教旨
191

霍梅尼說“音樂和鴉片之間沒有區別”。
譬如﹐德黑蘭大學原有兩千多名教職員﹐經過清洗﹑調離和逃亡﹐到 1982 年﹐衹剩
四百人。流亡國外兩百多萬伊朗人中﹐世俗化較深的知識分子佔相當部分﹐流亡醫生就
有兩萬多人（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41 頁）。
193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50~375﹑409~414 頁。
194
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改革者 Mostafa Tajzadeh 說：“動蕩對伊朗和美國都沒有好處﹐衹
能幫助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在伊朗發展”（Najmeh Bozorgmehr﹑Roula Khalaf：“Opponents
of Iranian reform may soften stand”﹐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3 日﹐第 5 頁）。
192

52

主義復興。亨廷頓說得好：“像其他全球宗教復興的表現一樣﹐伊斯
蘭教的復興既是現代化的產物﹐也是把握現代化的努力。”195 正是因
為這個原因﹐哈桑‧班納要求穆斯林“同時具備玄學理性和科學理性
的思維方式”。伊本‧沙特宣佈：“任何新事物﹐衹要和伊斯蘭精神
不相抵觸﹐即使《古蘭經》沒有明文規定﹐也可以接受”。圖拉比聲
稱：安拉沒有創造宗教的固定格式﹐“每當面臨新的問題時必須革新
信仰”。196 連本‧拉登都不願意被人叫作原教旨主義﹐專家冠以“新
伊斯蘭主義”。197 “新”在哪里﹖— 不是簡單復古﹐而是刻意創新。
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平等原理實現現代化﹐不是比老牌資本主義更
過分的少數富人提前超級現代化﹐而是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在科學技
術進步日新月異的新世紀﹐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的﹑更文明進步的﹑新
的社會形態。
д̳ி۞ீ֧Ďࣧିўཌྷགྷ૱ߏֱ֤ڪٲјᄲďഽ୕ܔаࢦ
ೇ࿅Ν۞ˠĄְ၁˯Ďд̚ڌೀͼ՟ѣࣹ࣎࣎ˠᖐᄃᇹ۞ౘఢܸ
इ࠹ӚЪĄ၁д۞ଐԛߏĎధкࣧିўཌྷᅳጱˠତצ࿅р۞ିֈĎ
дۤົ̚ፉ༊ࢋᖚĎ֭ሢቚгӀϡາ۞ԫఙ۞ࣇ็ކૺĎ౹ޙጯ
७ďᗁੰڇົۤચᇹ˘ֱΞҖ۞ன፟ၹĄ
195

198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8 頁。
楊灝城﹑朱克柔：《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第 30 頁。
197
“新伊斯蘭主義者寧願自稱‘薩拉菲因’（Salafiyyin 的阿拉伯語音譯﹐意譯為‘先賢
派’或‘先輩派’）﹐而不願稱之為‘烏蘇利因’（Usuliyyun﹐即原教旨主義）。故而﹐
新伊斯蘭主義者將其發動的伊斯蘭潮或宗教復興運動稱為‘薩拉菲因運動’。”本‧拉
登是沙特“新伊斯蘭主義者最重要的成員之一”（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
沙特阿拉伯卷》第 275 頁）。
198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6 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極端組織大辦濟苦憐貧的
慈善互助﹐專門為窮人排憂解難﹐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普遍模式。譬如﹐巴勒斯
坦的“哈馬斯”﹐對外不斷發動自殺式襲擊﹐對內斥鉅資興建醫院學校﹐還不定期向窮
人發放食品和救濟金。儘管民意測驗顯示﹐阿拉法特的支持率高於亞辛﹐但在難民營的
窮人當中﹐一定是亞辛領先。精神領袖亞辛說：巴勒斯坦建國後﹐哈馬斯將通過選票奪
取政權（周軼君：“幾乎加沙人都說他‘好’﹐《參考消息》2003 年 6 月 19 日﹐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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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ᜋࣧିўཌྷ۰఼࿅ᇃ߿ົۤ۞ھજֽ౾פϔி۞рຏĎኜт
೩ֻᗁᒚᑒӄďۤົӀାᑻĒޙϲρˡďጯ७ďࠎ̂ጯϠ೩ֻረጯ
ܛďనϲࡁĮΟᜋགྷį۞ି؟ጯ७ĒซҖྺຽԫఙྙݗďխᙱାӄĎ
ࠤҌд৺ξಞֻගຆᆊ۞ࢴݡĄೱ˘࣎֎࠻ޘĎࣇΪߏдᆹҖ˘࣎
Ӏ઼छᑕྍ۞యЇĎ҃ϒߏϿᜋ઼छඕၹᓔཚďགྷ૱னჺୀҖ
ࠎ۞ءဈᩄטٙ˧ٚፉ۞ĄЯѩĎԆБΞͽநྋĎࠎ̦ᆃ࣎ۤົ۞
ధкˠౌԓ୕ࣄӄϿᜋି۞ೇᎸĎֽԆјܠٛұ͵ࠧซˢன̼
۞ྯ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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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東歐易幟﹐冷戰結束﹐歷史終結﹐天底下難道還有繼
續這種探索的可能性﹖

Ȉď።Ϋ˯۞ઈ̂ᖼԶᕇ
1990 年﹐福山縱情歡唱：“我們可能正在目睹……這樣的歷史終
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
頁）。英國《衛報》報導說﹕“‘哈馬斯’遠非躲在暗處的地下組織﹐它已深深紮根於
加沙社會的多個層面﹐因而很難消滅它。該組織採取了一種精明的政策﹐利用宗教和福
利事業 — 日益心力交瘁的巴勒斯坦人對這兩方面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 來獲取人們的
支持。生活在以色列槍口之下的 120 萬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條件越來越糟。失
業率已猛增到 70％左右。‘哈馬斯’通過福利機構和清真寺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當局通常
不會提供的醫療保健﹒教育﹒食品﹒衣服和課本。它開辦的幼儿園也非常受歡迎。‘哈
馬斯’以誠實而聞名﹐這與巴勒斯坦當局极端的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巴勒斯坦內閣部長
們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哈馬斯’領導人仍保持著儉樸的生活作風”（“‘哈馬斯’
在巴人心中威信不減”﹐《參考消息》2003 年 6 月 28 日﹐第 3 頁）。因為這個原因﹐歐
盟一再拒絕美國的要求﹐不同意將“哈馬斯”列入“非法恐怖組織”。2003 年 6 月 25
日﹐歐盟委員會首席發言人雷約˙肯皮寧在華盛頓的西方首腦會議上正式表態說﹕“不
能說‘哈馬斯’完全是一個恐怖組織。這顯然不是我們的立場。”不僅如此﹐“肯皮寧
以該組織開辦診所和學校等社會福利活動為例﹐暗示資助這些活動的行為是合法的”
（“美歡迎‘哈馬斯’宣布停火﹐歐盟拒絕將其列入恐怖名單”﹐《參考消息》2003 年
6 月 29 日﹐第 2 頁）。
199
哈拉爾德‧米勒：《文明共存》第 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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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的普及。”1993 年﹐亨廷頓引述高足的“歷史終結”之後﹐更
上了一層樓：“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衝
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
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200 亨廷頓
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是：如果西方（美國）資本主義代表人類社會進
步的最終形式﹐反美﹑非美﹑不美的文明衝突﹐衹能定義為復古反動。
令人無所適從的是﹐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的經驗都已經証明﹐在經濟
制度上﹐越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由放任的思路改革開放﹐越是
加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兩極分化﹐越是喚起原教旨主義復興﹔在
政治制度上﹐越是按照福山提倡的美國模式普及自由民主﹐越是阻擋
不住原教旨主義通過窮人大多數的合法選舉篡黨奪權。 201 為此﹐
200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7 頁。
2001~02 年﹐福山重申：“十多年前﹐我認為我們已經到達‘歷史的終點’：不是說
歷史事件將終結﹐而是被認為是經過不同的政府形式演變發展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在現代
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達到了頂點”（“恐怖主義與‘文明
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75 頁）。
在“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方面﹐1984 年 12 月﹐美國凍結經濟援助﹐“表
達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蘇丹引進經濟改革立場的支持”。老布什副總統訪問蘇丹﹐
提出解除援助凍結的四項條件﹐包括“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經濟改革。”“蘇
丹政府屈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取消了對食品的補貼﹐正是一個被証明為政權失
當的行動。”1985 年 4 月﹐尼邁里被軍事政變推翻（埃斯波西托：
《伊斯蘭威脅》第 116~119
頁）。80 年代末﹐阿爾及利亞沙德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90 年
代初﹐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一系列自由放任的改
革開放﹐都在加劇貧富分化的同時﹐引起社會動蕩﹐激發原教旨主義復興。亞洲金融危
機中﹐在印度尼西亞﹐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直接促成大規模社會動亂﹐
穆斯林組織走上街頭﹐蘇加托獨裁政府垮臺（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
衛戰》第 105~106﹑163~178 頁）。
在“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方面﹐“民主已成為現代伊斯蘭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有機
組成部分。……許多伊斯蘭行動主義者已經把議會民主‘伊斯蘭化’了﹐並在反對執政
政權的過程中訴求民主。伊斯蘭組織﹐諸如埃及﹑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巴基斯坦﹑克
什米爾﹑印度和孟加拉的伊斯蘭教促進會﹐土耳其的繁榮黨﹐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
拯救陣線﹑突尼斯的復興黨﹑科威特的改革學會﹑馬來西亞的穆斯林青年運動和泛馬來
伊斯蘭黨﹐他們都提倡民主選舉原則﹐並在獲准的地方參加議會選舉”（埃斯波西托：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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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2 年﹐福山在引述座師的“文明衝突”之後﹐又上了一層樓：
! ! тڍԧࣇᄮᙊॲזώ۞ߏ่่̙ۋᄃ၁ᅫऻ̶ٍ̄۞ۋĎ҃ߏ
ᄃᄮࠎ͵ࠧಶߏܫवᄃܫܧव̝ม۞˟̮۞ۋໂბϿᜋཌྷ۰۞
ۋĎ֤ᆃԧࣇኘኢ۞ಶ̙ߏ˘̈ཏ؝ϲ۞ճሤ̶̄ĄϤٺٺТ઼࡚၆
ԩĎ9 ͡ 11 ͟ͽޢĎώđٛ൳дፋ࣎᎗ࠧ͵ڒᒔ˞̂ณ۞ТଐĎଂ
Ιٛ؈ళϔ༹㝯۞اϔ֓זጆপฟᘲ۞ຽˠ̀ĎГזϠ߿дࡻ઼
ૄ͐۞઼ڱˠܠႬ̈́ӀֲˠĄ̚ڌયᗟछ̜κႬđࠁҤࢍĎ
ᙷ፬ซˠ˾ࡗҫ᎗ ۞ࠧ͵ڒ10~15ƦĄ

多少人﹖按 12 億穆斯林算下來﹐是 1.2~1.8 億。福山想給眾多人
口戴上一頂綠帽子 —“伊斯蘭–法西斯主義”。202 正好和希特勒上臺
一樣﹐也是學習美國民主選舉的產物。怎麼辦﹖不能推廣美國式的自
由民主制度了。上層樓又上層樓﹐螺旋上昇﹐否定之否定﹐終結了的
歷史還得重新來過﹐正好也和希特勒完蛋一樣：
! ! ᇇ઼۞ڱҘཌྷ̙ߏЯࠎ̰д۞ᇇϬ࠼҃૪ሚ۞Ď۞ঐ˸
ߏЯࠎᇇ઼జࠓј˞ϞᚬુĎ҃ͷ̏జ༖ҫᅳĄώĆٛ൳ЯјΑг
ᑝ˞ᗕ̄ሁ҃д᎗צ̂ࠧ͵ڒᝌܓĄχ࣎ͧ͞Ďт࡚ڍдᇃಞ۞
ྮ፶ߗ˯၆ٛ൳۞Ӏ᜕ܲ۰߉ͽඔЖĎ֤ᆃྻજ۞ӛ͔˧ົ
《伊斯蘭威脅》第 288~291 頁）。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土爾其的繁榮黨﹑蘇
丹的烏瑪黨﹑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復興黨通過選舉奪權和幾乎奪權。蘇丹的巴希爾﹑巴
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先政變奪權﹐全面推動伊斯蘭化以後﹐再在大選中高票當選。“1989
年 4 月﹐突尼斯舉行全國選舉﹐儘管政府對選舉過程嚴加控制﹐並阻止伊斯蘭傾向運動
或復興黨以政黨形式參加選舉﹐然而﹐該組織的成員仍然贏得了 18％的選票﹐在一些城
鎮地區﹐這一比例甚至高達 40％。……1992 年﹐真主党在黎巴嫩的議會選舉中取得極大
的成功﹔同年 10 月﹐科威特議會的 50 個選舉席位中﹐伊斯蘭主義者輕取三分之二。在
整個穆斯林世界﹐以合法的方式參與政治已不是某幾個伊斯蘭組織的政治選擇﹐埃及和
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青年運動和伊斯蘭黨等等﹐凡是允許參加選
舉的國家﹐伊斯蘭組織和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以合法的途徑融入政治進程”（東方曉：
《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1 頁）。
202
納賽爾收回蘇伊士運河時﹐英國首相艾登譴責他是希特勒。老布什後來譴責薩達姆是
納賽爾的繼承人（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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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Ą 203

真惹急了﹐哈佛博士照樣殺氣騰騰﹗可惜是君子之心度小人之
腹 —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今讓“反恐”專家最頭痛的是：
“自殺炸彈不可能被常規懲罰嚇住。死刑懲罰對那些准備赴死的人有
什麼意義﹖更嚴厲的法律制裁和國際慣例肯定無效。”204 即便如此﹐
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社會穩定﹐美軍比福山教授更著急想吊死不僅
本‧拉登﹑而且奧爾瑪﹑而且薩達姆。美國警方抓人﹐最高懸賞從未
超過 200 萬美元。現在懸賞本‧拉登的花紅﹐從 500 萬美金漲到了 2500
萬。205 2003 年 7 月﹐薩達姆的懸賞水漲船高﹐也攀昇到 2500 萬﹐兩
個兒子的懸賞各為 1500 萬。也就是說﹐如果一網逮住爺仨﹐獎金 5500
萬美元﹗206 重賞史無前例﹐不知有多少智勇雙全的蘭博在掘地三尺﹐
刨本‧拉登﹑薩達姆的祖墳哩。207 到底難在哪兒了﹖福山振振有辭﹐
203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
論探索》第 80~83 頁。
204
Martin Wolf：“The frightening flex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4 日﹐第 13 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家人為自己的孩子成為自殺式炸彈手而
自豪﹐而祝福。“他們不但不怕死﹐甚至還甘願在攻擊行動中英勇就義。事實上﹐在執
行恐怖行動的過程中﹐人們還常常發現這些自殺式炸彈手根本不想逃跑﹐甚至認為在行
動中生存下來是很不光彩的”（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第 54~56 頁）。
205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20 頁﹔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
題大聚焦》第 109 頁。
206
Gareth Smyth﹑Christopher Adams：“Bush puts bounty of $25m on Saddam”﹐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7 月 4 日﹐第 1 頁。7 月 22 日﹐美軍擊斃薩達姆的兩個兒子﹐佔領美軍司
令宣稱準備兌現3000 萬美元獎金給提供消息的線人
（“烏代庫賽慘死疑因籠里雞作反”﹐
香港《信報》2003 年 7 月 24 日﹐第 8 頁）。有當地人把薩達姆的兩個兒子稱為英雄﹐因
為他們四個人與前來包圍的美軍﹐包括直升飛機發射導彈﹐戰鬥了五個小時之久（Charles
Clover﹕“Locals say brothers fought and died as heroes”﹐Financial Time 2003 年 7 月 24
日﹐第 3 頁）。
207
譬如﹐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軍精華 — 達爾塔部隊組成的特遣部隊–20 負責搜尋薩
達姆。他們認為薩達姆就藏匿在家鄉 Tikrit﹐“美軍衹要多敲幾個門。”誰都明白﹐“薩
達姆能夠藏匿許久﹐取決於周圍人對他的忠誠”（Charles Clover﹑Mark Huband：“He’s
probably hiding with relatives in Tikrit. The Americans just have to knock on a few doors”﹐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1~22 日﹐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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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得明白：“美國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與一小撮恐怖分子的
鬥爭。恐怖分子賴以游泳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海洋構成了一種思想挑
戰﹐在某些方面這種挑戰比共產主義的挑戰還要嚴峻。”208
靠歷史哲學成名的福山一定聽說過﹐德國法西斯橫掃歐洲如卷席﹐
終於被盟軍佔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共產主義蘇聯傷亡兩千多萬人﹐
從莫斯科一路反攻到柏林。而德國法西斯與世界穆斯林相比﹐實在算
不上“海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年希特勒是被資本主義加社
會主義的世界人民淹死的。二戰以後﹐不算遭美國中央情報局顛覆的
政權和經濟制裁的國家﹐僅美軍親自動手打過的國家（包括直接戰爭
和狂轟濫炸）﹐英國《衛報》專欄作家就數落出 20 多個﹐包括中國
（1945~46﹑1950~53）﹑朝鮮（1950~53）﹑危地馬拉（1954﹑1967~69）﹑
印度尼西亞（1958）﹑古巴（1959~60）﹑扎伊爾（1964）﹑秘魯（1965）﹑
老撾（1964~73）﹑越南（1961~73）﹑柬埔寨（1969~70）﹑格林納達
（1983）﹑利比亞（1986）﹑薩爾瓦多（80 年代）﹑尼加拉瓜（80 年
代）﹑巴拿馬（1989）﹑伊拉克（1991~2002）﹑波斯尼亞（1995）﹑
蘇丹（1998）﹑南斯拉夫（1999）﹑阿富汗（2001）。209 接下來要整
治的名單是：伊拉克（2003 年佔領）﹑伊朗﹑敘利亞﹑朝鮮﹑利比亞﹑
古巴﹑蘇丹。210 一天也沒閑著﹐天天恃強淩弱﹐滿世界欺負過來非弱
既小﹐沒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就這點出息﹐遠不如當年的德國法
西斯。如今﹐眼看身陷淹死過希特勒的波濤洶湧﹐又哪里來得辦法把
“海洋”吊死在路燈柱上呢﹖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日裔美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恐怕衹是
日裔美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了。
208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
論探索》第 80~83 頁。
209
阿魯恩德哈蒂‧儸伊：“打著反恐旗號的恐怖主義”﹐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
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295 頁。
210
美國《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第 8 頁（網址：http:// suinfo.st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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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年﹐恩格斯說：“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
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鉅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
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係即經濟關係
引起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衹是就迄今存
在的三種世界宗教 —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言。”211 歐洲從奴
隸制轉入封建社會﹐伴隨的是天主教會的黑暗統治﹔從文藝復興步入
資本主義﹐伴隨的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令人好奇和期待的是﹐
在社會主義迫使資本主義注重公平﹑資本主義迫使社會主義追求效率
的歷史終結之後﹐在信仰危機全球化的今天﹐幾大宗教統統原教旨主
義復興了﹐“有宗教變遷相伴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轉去
哪里﹖

211

黑體為原文所有（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253﹑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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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2：穆斯林人口分佈（單位：百萬）

資料來源：Leon T. Hadar：“什麼是綠禍”（What green peril），Foreign Affairs，1993 年春季號，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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