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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 25 日﹐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去世。薩

依德是 1935 年耶路撒冷出生的巴勒斯坦人﹐從 1963 年開始﹐在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任教。薩依德多才多藝﹐畢

生致力於中東之東方與美國之西方的理解與溝通。《東方主義》﹑《巴

勒斯坦問題》﹑《遮蔽的伊斯蘭》﹑《文化與帝國主義》等等﹐一系

列巨著等身﹐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滿世界流行﹐戴“文藝復興人”桂

冠蜚聲遐邇﹐成為世人崇敬的大師級知名人物。2  
 

                                        
1 本文所討論的內容﹐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一書﹐具有更加宏觀的邏輯圖景（香

港大風出版社網址：www.strongwind.com.hk）。 
2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3 頁。哈特和奈格里稱其為“後殖民主義旗幟

下最才華橫溢的理論家”（哈特﹑奈格里﹕《帝國》第 174 頁）。 

http://www.strongwind.com.hk/


 

 
 
《文化與抵抗》封面上的廣告詞是“巴勒斯坦之音的絕響”。1990

年﹐薩依德罹患癌症。這以後﹐他每年多次中東（1998 年五次）﹐往

返奔波﹐大聲疾呼﹐罄餘生之全力﹐為巴勒斯坦發聲。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東西方文化溝通的最後一幕動人心弦。2000 年 7 月 3 日﹐“薩

依德現身在一群天天聚集在以黎交界的黎巴嫩人群中﹐向以色列的哨

所扔擲石頭。”3  
是做政治秀﹖薩依德多年任教慘遭 9.11 荼毒的紐約﹐反復強調自

己是熱愛祖國的美國公民。美聯社提供的照片﹐各大媒體發表﹐招來

無數的可怕麻煩。“他被誣衊為‘散播恐怖的教授’。猶太人防衛聯

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稱他為納粹。他位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

室被縱火。他與家人都‘收到數不勝數的死亡恐嚇’。”4  
有標誌意義的是對稱而毫無風險的政治秀﹕“麥考爾（Carl 

McCall）正在競選紐約州長。他認為﹐想要勝選﹐就非得到以色列走

一趟﹐輸誠表忠。他跑到約旦河西岸一處屯墾區﹐向‘恐怖份子’放

了一槍﹐以證明他對以色列的忠誠﹐證明他對以色列及其屯墾政策的

支持是真誠的。希拉里做過同樣的事情。”5

凝視薩依德扔石頭的街頭照片﹐拜讀“巴勒斯坦之音的絕響”﹐

譽滿全球的文化大師﹐倘若最後沒能和人民一起扔塊石頭﹐帶著滿腔

悲憤的絕望而去﹐一定會死不瞑目。 
 
 

                                        
3 美聯社提供的照片（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照片第 6 頁）。 
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2 頁。 
5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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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薩依德向以色列的哨所扔石頭 

 
2000 年 7 月 3 日薩依德在以色列與黎巴嫩南方交界的村落 Kfar Kita。薩依德現身在一群天

天聚集在以黎交界的黎巴嫩人群中﹐向以色列的哨所扔擲石頭。這群黎巴嫩人對著分隔國家

的新藩蘺扔擲石頭﹐來慶祝以色列五月的黎南撤兵。（美聯社提供） 
 

資料來源：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照片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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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之音的絕響”﹐強烈發出呼喊﹐世界媒體天天報道以

巴衝突﹐從來不給看地圖。即便“現在是有一些網站可以讓人取得有

關巴勒斯坦的最新資訊。但地圖這一類能夠真正顯示問題癥結的東西

卻不容易得到。”6 為此﹐《文明與抵抗》﹐一口氣附 13 張地圖。 
對照圖~2 和圖~3﹐可以清楚地看到﹐1947 年猶太人控有土地周

邊的巴勒斯坦村庄﹐經過 1948 和 1967 年兩次戰爭﹐被夷為平地。以

色列向耶路撒冷大踏步挺進﹐切斷而後分割佔領﹑而後凌遲碎剮巴勒

斯坦的戰略意圖躍然紙上﹐標識出一段血淋淋的歷史事實﹕ 
 

1948
80 7 

1948
750

1967  
 
                                        
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0 頁。殷罡編《阿以衝突》附有詳細地圖。 
7“對於難民的數字﹐聯合國調解專員伯納多特於 1948 年 9 月 10 日估計為 33 萬。代理

調解專員在其 1948 年 10 月的報告中把數字修改為 47.2 萬人﹐但是他又說阿拉伯當局估

計難民人數已達 74~78 萬之間。1949 年 6 月﹐聯合國秘書長向聯合國大會第四屆會議報

告說﹐難民人數已達 94 萬人。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1950 年 5 月 1 日）提

供的數字是 96 萬。紅十字會派往中東的代表當時估計 1948 年巴勒斯坦的難民人數約一

百萬”（費薩爾‧爾福赫﹕《尋求和平﹕聯合國與巴勒斯坦》﹐楊輝：《中東國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第 166 頁）。“50 多年來﹐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估計目前約有三百萬難

民生活在約旦﹑黎巴嫩﹑敘利亞等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他們中大部分人的生活主要依

靠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和所在國的救濟﹐居住在髒亂﹑擁擠的難民營裡﹐過著寄人籬下﹑

倍受歧視的生活﹐強烈希望返回自己的家園”（陳建民：《當代中東》第 135 頁）。但

是﹐“以色列拒絕在任何條件下接受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時延春：《鳳凰涅槃中

的阿拉法特》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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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47 年巴勒斯坦土地的控制狀況和聯合國的分治計劃   圖~3﹕在 1948 和 1967 年被以色列夷為平地的巴勒斯坦村莊 

     
資料來源：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地圖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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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3 頁。“在目前西岸和加沙地區的三百多萬巴勒

斯坦人當中﹐巴勒斯坦難民人數就佔了 120 多萬﹐他們大多居住在 27 個難民營中。這些

難民極大多數沒有固定的工作﹐靠救濟生活。……阿拉伯國家雖然在難民問題上拒絕承

擔責任﹐但基於民族的認同感和基本的人道主義考慮﹐在國際社會和有關國際組織的配

合下﹐這些國家對流落到各自國家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進行了暫時性安置﹐幫助建立難

民營﹐並在聯合國救濟機構的組織下﹐向難民分發食品等救濟物資﹐提供醫療和教育服

務。……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產油國﹐巴勒斯坦人成為重要的勞動力。除此之外﹐

阿拉伯國家還向UNRWA提供援助資金﹐由該組織向難民統一提供救濟”（殷罡：《阿

以衝突》第 316~319 頁）。 
9“藉由複雜的法律與行政執行法規﹐超過 90％的土地在組織的控制之下﹐這些組織是為

了‘猶太教﹑猶太種族或是猶太祖先的人’的利益﹐所以非猶太裔的公民等於被排除在

外”（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19 頁）。 
10“這件史實﹐相當清楚地記載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文件檔案裡﹐而有好幾個以色列歷史

學家也在書中談到過”（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4 頁）。 
11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60 頁。譬如﹐“2000 年 7 月﹐在以色列的哈爾賀

馬（Har Homa）簽約興建 522 棟新住宅﹐這個計劃是在耶路撒冷東南方一塊阿拉伯人土

地上徵收用地﹐自從 1967 年以色列接管這塊土地﹐阿拉伯人因為‘城鎮計劃’已經失去

90％的土地（這其實是以猶太人取代阿拉伯人的委婉說辭﹐令人聯想到美國的‘都市計

劃’）。 1996 年﹐裴瑞斯政府最後幾個月﹐住宅部長本－埃利澤描述其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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剮  
 

“像以色列和美國這些國家的居民﹐當初其實都是用武力強行

居留的殖民者。”12 儘管如此﹐美國公民薩依德﹐還是打算承認既

成事實﹐提倡“單一國家方案”— 在這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犬牙交

錯的土地上﹐或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分不開或分不清土地的兩個民

族﹐建成一個國家﹐和平共存。為什么祇能是這樣﹖因為經過以色

列幾十年的軍事佔領和四處屯墾﹐猶太人不僅把阿拉伯人往死裡整﹐

而且把阿拉伯人的土地千刀萬剮﹐原來的地圖早已面目皆非﹐不成

體統。巴勒斯坦建國﹐連紙上談兵都談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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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宣佈哈爾賀馬計劃以及進一步實施拉賓－裴瑞斯的計劃﹐將大耶路撒冷向四面八

方擴張﹐包括（向東）馬列阿都敏﹑（向北）吉瓦列夫（Giat Ze’ev）﹑（向南）貝塔（Beitar）。
本－埃利澤解釋說﹕‘工黨默默地做任何事情﹐提供裴瑞斯總理完整的保護’﹐使用‘自

然成長’這種名詞﹐而不是‘新移民’。工黨鴿派約西‧貝林譴責後來的內坦尼亞胡政

府修辭上太過刺激。他寫道﹕‘奧斯陸協議之後﹐拉賓政府在猶太與撒瑪利亞（西岸）

增加 50％的移民’﹐但是‘我們默默地﹑聰明地做’﹐而你卻愚蠢地‘每天早上宣佈你

的意圖﹐讓巴勒斯坦人感到害怕﹔將耶路撒冷建設成為以色列統一的首都﹐這是所有以

色列人都同意的﹐你將這件事情變成全世界辯論的議題’”（杭士基﹕《海盜與皇帝》

第 283﹑285 頁）。“截至 1987 年 6 月止﹐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地區沒收巴勒斯坦人的

土地面積相當於約旦河西岸地區總面積的一半﹐並霸佔了 90％的水源﹐……猶太移民約

2500 人﹐佔有加沙地帶土地的三分之一”（陳建民：《當代中東》第 119 頁）。 
12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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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過渡協議（奧斯陸第二協議）﹐ 
1995 年 9 月 28 日 

圖~5﹕沙姆沙伊協議（Sharm Esh-Sheikh 
Agreement）﹐1999 年 9 月 4 日 

資料來源：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地圖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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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游擊隊曾經活躍在這些邊界地區。為了保證以色列的

安全﹐“最終使邊境附近的巴勒斯坦數以百計的村莊被毀﹐造成了

無人地區﹐因為步入這一地區的人都可能死去。佈雷區和射擊加強

了邊關﹐也緩解了還很薄弱的邊防。”15

 

4

16

                                        
13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50~51 頁。 
1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69 頁。“巴勒斯坦自治區包括加沙地區和約旦

河西岸。……巴自治區土地貧瘠﹐自然資源匱乏（水資源短缺﹑礦產稀少）。從地理位

置上看﹐加沙和西岸被以色列分成互不相接的兩塊領土。不僅如此﹐兩地本身也被分割

得支離破碎。加沙的 16 個猶太人定居點﹑‘安全區’和‘安全通道’等佔據 35％的土

地﹐且分佈在土質﹑水源等自然條件相對優越的地方。西岸有一百多個猶太人定居點夾

雜在星羅棋佈的阿拉伯城鎮中間﹐使巴自治區無法連成一片”（殷罡：《阿以衝突》第

434 頁）。 
15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30 頁。 
1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51~52 頁。“任何巴勒斯坦人想進入加沙﹐須得

到以色列當局的許可。等待同意要持續幾天﹐甚至數週。我們在自己的國家﹐如同被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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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薩依德與哈馬斯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巴以和談。17

曾幾何時﹐白宮草坪陽光燦爛﹐克林頓總統滿面春風﹐左牽黃﹐

右擎蒼﹐拉著沙隆和阿拉法特﹐共同會見全球記者。這個激動人心的

歷史鏡頭﹐如今所有關於中東的電視節目﹐都必須反復播放。要不是

薩依德發出最後的絕響﹐誰會知道皮笑肉不笑的阿拉法特﹐當時懷裡

揣著這樣一些地圖﹖面對薩依德提供的地圖﹐還能繼續畫出什麼“和

平路線圖”﹖結局沒有懸念。以色列用專用道路和屯墾區千刀萬剮巴

勒斯坦﹐并非什麼新鮮發明﹐不過是重復老掉牙的傳統殖民主義。 
 

19

 — 

reservation homeland
 — 18 

19

                                                                                                                     
在某種集中居民區”（蘇哈‧阿拉法特﹑熱拉爾‧塞巴格：《我的傳奇丈夫阿拉法特》

第 152 頁）。 
17“現在我們作為巴勒斯坦人必須做的是向領導階層施壓﹐要求他們停止跟以色列進行

進一步的談判﹐除非以色列接受第 242 號和第 338 號決議案的原則”（Barsamian﹑Said﹕
《文化與抵抗》第 100 頁）。 
18 美國人自己﹐不也是把印第安人趕盡殺絕之後﹐剩下不多幾個放進了“保留區”。 
19 因為阿拉法特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讓步要比以色列慷慨太多﹐而且非常有欠思量。

所以我認為有人說他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是相當正確的”（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

抗》第 52~53﹑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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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圖~6﹕大衛營方案﹐2000 年 7 月 

 
資料來源﹕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圖 13-7。 

 

21 

                                        
20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60 頁。 
21“這個密集的公路系統目的就在於將移民與以色列合併在一起﹐讓巴勒斯坦人孤立而且

不顯眼”（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2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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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2

4

150
23

 

                                        
22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57~158 頁。以色列“建立大型軍事基地與道路

系統﹐以便將加沙走廊切成兩半﹐建立起多處路障將加沙市與南部（與埃及）分開。……

2001 年 4 月‘人權瞭望組織’出版一份詳盡的研究﹐主要是針對以色列在希伯倫地區的

殘酷暴行﹐數萬巴勒斯坦人在此地等於監禁好幾個月﹐而數百名以色列移民則是任意虐

待並羞辱他們﹐在軍事保護下摧毀他們的財產﹐多年來都是這種模式”（杭士基﹕《海

盜與皇帝》第 265﹑264 頁）。 
23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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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7 頁。 
25“1998 年﹐每天約有 15 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從西岸和加沙到以境內工作﹐他們的

收入佔巴自治區全年GDP的 40~50。……衝突爆發後﹐以色列對巴自治區的封鎖使獲

得進入以境內打工許可證的巴工人人數大幅度減少﹐造成 13 萬在以境內工作的巴人

失業﹐……到 2001 年 6 月﹐巴失業率已超過 60％。封鎖加劇了巴人的貧困化程度。

據世界銀行估測﹐自 2000 年 9 月巴起義以來﹐巴勒斯坦人的貧困人數增加了 50％。

約 32％的巴勒斯坦人每天收入為 2.1 美元﹐低於貧困線”（殷罡：《阿以衝突》第

442~444 頁）。 
2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4~95 頁。 
27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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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以色列的回答是針鋒相對﹐用強大軍力實行報復和威懾行動。“在

採取這一行動時經常聽到的口號是﹐盡量多殺人。這種口號似乎主要

在代表著國家權力的警察和軍隊崗哨那裡聽到。……這些可怕的以色

列威懾措施﹐對近東恐怖主義的迅速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9

 

30

80

F-16
F-16

15

31

                                        
28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9~50 頁。 
29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31 頁。 
30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58 頁。 
31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62 頁。據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權組織統計﹐到 2003
年 11 月﹐以色列軍隊發動了 157 次“定點清除”行動﹐殺害 309 名巴勒斯坦人（“以色

列‘定點清除’大事記”﹐《參考消息》2004 年 4 月 19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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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80
14

33

34

 

薩依德並不是不譴責恐怖主義。9.11 以後﹐他絞盡腦汁﹐想把

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與本‧拉登的襲擊相區別。然而﹐音樂﹑詩歌﹑

電影﹑歌劇﹑文學﹑宗教﹑文化﹐通過諸般高貴文雅的和諧途徑﹐

才華橫溢地苦苦傾訴﹑表白﹑溝通﹑交流﹐嘔心瀝血﹐搜腸刮肚﹐

唇焦舌敝﹐殫精竭誠。35 個人功成名就﹐人民萬劫不復。畢生精力

苦口婆心的最後表達﹐是衝上大街扔石頭。眼看不久人世﹐再冠冕

堂皇的理由﹐擋不住文化大師發自肺腑的怒吼﹕ 
 

Steven 
Emerson

1970

                                        
32 2000 年 11 月 9 日以前。 
33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6~47 頁。 
3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33 頁。 
35 薩依德曾經多次與猶太音樂家共同到中東同台演出﹐拍攝電影﹐詩歌朗誦。簡單瀏覽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遮蔽的伊斯蘭》﹐即可充分體會文化

大師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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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1962

36

 

 
 

古人講話﹕“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接下來的話﹐專屬那些歌舞昇平﹑醉生夢

死﹑目光短淺﹑苟且偷安﹑心胸狹窄的國家領導人。薩依德說﹕“中

東阿拉伯人的政府無一例外都是腐化的”。37“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38  
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鬥爭中﹐以色列幸災樂禍巴勒斯坦﹕“巴勒斯

坦人從來不會錯過一個錯過機會的機會”。39 這話說得歹毒刻薄。但

是﹐倘若拿這話說小三億人口的阿拉伯各國領導人﹐倒是真的振聾發

聵﹐發人深省。 
 

20

                                        
3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08~109 頁。 
37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6 頁。 
38《孟子‧離婁上》。 
39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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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薩依德多次嚴加痛斥的路易斯﹐並非無名鼠輩﹐是西方學術界公

認最權威的中東歷史學家。42 在他和他人的著作裡﹐除了沒有國家的

庫爾德人﹐在中東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黎巴嫩民

族﹑一個約旦民族﹑一個敘利亞民族﹑一個伊拉克民族﹑一個沙特民

族﹑一個埃及民族﹑一個也門民族﹑一個卡塔爾民族﹑一個巴林民族﹑

一個科威特民族﹑一個阿曼民族﹑一個聯合酋長國民族。同理﹐原本

不存在一個主權國家意義上的巴勒斯坦民族。43 1964 年﹐《巴勒斯坦

                                        
40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63 頁。 
41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0 頁。 
42 伯納德‧路易斯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近東研究榮譽教授﹐畢生研究中東歷史﹐精通土

耳其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名著等身﹐包括《阿拉伯人的歷史》﹑《現代土耳其的興

起》﹑《伊斯坦布爾和奧斯曼文明》﹑《穆斯林之發現歐洲》﹑《伊斯蘭教的政治語言》﹑

《中東地區的種族和奴隸》﹑《衝突的文化﹕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基督徒﹑回教徒和猶太

教徒》﹑《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他的著作被翻譯成 20 多種語言﹐包括阿拉伯

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和印度尼西亞語等。 
43“從公元 637~1071 年﹐巴勒斯坦處在阿拉伯帝國的統治之下﹐長達 430 餘年。……巴

勒斯坦的絕大多數居民變成了說阿拉伯語﹑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伊斯蘭教成為他

們生活習俗﹑行為規範﹑價值觀念﹑甚至經濟生活的準則。這種影響源遠流長﹐直至今

日仍然如此。自阿拉伯帝國統治以來﹐巴勒斯坦徹底地變成了阿拉伯人的家園。這一歷

史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從 1517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巴勒斯坦曾是奧斯

曼帝國的一部分。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巴勒斯坦仍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它同敘

利亞﹑黎巴嫩﹑約旦組成地理上的敘利亞”（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15﹑50 頁）。 

 17



國民憲章》規定﹕“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園”﹐“巴勒

斯坦阿拉伯人對自己的家園擁有合法權利﹐拒絕接受 1917 年貝爾福

宣言和 1947 年的聯合國分治決議。”44 說的都是住在巴勒斯坦的阿

拉伯人。 
 

1964

al-Hamma

45

 

圖~7 顯示﹐以色列建國之前﹐巴勒斯坦這塊地方﹐住的是分屬各

個部落的阿拉伯人。當時蘇丹﹑突尼斯﹑摩洛哥﹑科威特﹑阿爾及利

亞﹑南也門﹑阿曼﹑巴林﹑卡塔爾﹑阿聯酋等﹐尚沒有獨立成主權

國家。46 這些國家與巴勒斯坦一樣﹐不過是一些地名﹐由西方列強

殖民或“託管”﹐主要居民都是一個阿拉伯民族。 
1948 年﹐以色列根據聯合國分治計劃宣佈建國﹐阿拉伯人不認

帳。英國不再“託管”這塊土地﹐理應像香港一樣﹐歸還阿拉伯民

族。阿拉伯人從來沒有虐待過猶太人。猶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建國﹐

                                        
44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194 頁。 
45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12 頁。 
46 蘇丹﹑突尼斯 1956 年獨立﹐摩洛哥 1957 年獨立﹐科威特 1961 年獨立﹐阿爾及利亞

1962 年獨立﹐南也門 1967 年獨立﹐阿曼 1970 年獨立﹐巴林﹑卡塔爾和阿聯酋 1971 年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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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跟阿拉伯人商量。所以﹐第一次中東戰爭﹐剛剛成為國家就

組成阿拉伯聯盟的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

拉克﹑利比亞﹐組成阿拉伯解放軍﹐從東北南三面猛撲﹐軍事目標

是去掉以色列這個非阿拉伯之法的國家。美蘇兩國連忙插手﹐支援 
 
圖~7﹕英國託管時期的巴勒斯坦 

 

資料來源：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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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47 阿拉伯解放軍雖然沒有解放全部領土﹐畢竟佔領了約旦

河西岸和加沙地區。 
再看圖~2﹐聯合國把英國“託管”的這塊土地一分為二。西邊

給猶太人建以色列﹐東邊給阿拉伯人建國。不是猶太人不同意﹐是

阿拉伯人不同意﹐主動發動進攻。戰爭結果﹐以色列比聯合國規定

的面積大出 40％﹐聯合國劃給阿拉伯人的土地不見了。以色列非法

佔領一部分﹐約旦合法佔領約旦河西岸﹐埃及合法佔領加沙﹐敘利

亞合法佔領哈馬﹐成為以色列挖苦巴勒斯坦錯過的一個建國機會。

接著﹐埃及控制下的“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在加沙成立﹐遭到

約旦的堅決反對。接著﹐約旦把約旦河西岸地區與外約旦合併﹐改

名“約旦哈希姆王國”﹐阿卜杜勒自稱“全巴勒斯坦國王”。48

  

                                        
47 當時的格局是美﹑蘇藉助以色列排擠英﹑法在中東的傳統勢力。大批猶太復國主義

者是從蘇聯移民以色列的社會主義者﹐揚言到中東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聯合

國表決﹐一口氣投三張贊成票（蘇聯﹑俄羅斯﹑烏克蘭）。一次中東戰爭﹐蘇聯通過捷

克斯洛伐克支援以色列武器彈藥﹐比當時和沙特阿拉伯關係親密的美國還積極。“1951
年﹐美﹑英﹑法三國發表宣言﹐對以色列的安全承擔了義務”（楊輝：《中東國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第 309 頁）。 
48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82 頁。圖~7 是英國早期“託管”的巴勒斯

坦。1921 年﹐阿卜杜拉率阿拉伯軍隊佔領安曼﹐當時的英國殖民大臣邱吉爾不得不承

認阿卜杜拉為外約旦的實際統治者。“1923 年﹐英國巴勒斯坦高級官員宣佈外約旦獨

立。從此﹐約旦河西部地區仍叫巴勒斯坦﹐東部地區叫外約旦。”1949 年﹐約旦控制

的巴勒斯坦地區和外約旦本土的巴勒斯坦居民被宣佈為約旦公民。1950 年﹐阿卜杜拉

國王宣佈兼併巴勒斯坦中部地區（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91﹑169~170
頁）。“阿拉伯聯盟﹐尤其是佔領部分巴勒斯坦領土的阿拉伯諸國﹐在 1949~1967 年間﹐

口頭上說是為巴勒斯坦人仗義執言﹐但實際上並不鼓勵巴勒斯坦人積極參與政治進

程 — 有時候甚至動手阻止。這些國家在 1967 年全體被打敗﹐於是不敢再做此聲稱﹐

因而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了新的重要性”（伯納德‧路易斯：《中東》下冊第 5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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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阿拉伯人自己拎不清爽﹐以色列和美國振振有詞﹕約旦已經是一

個巴勒斯坦國家﹐沒有必要另搞一個巴勒斯坦國家﹐所以沒有必要與

阿拉法特談判。50 90 年代以來﹐以色列在佔領地大興土木﹐到處建

設永久居民點﹐遵循的是沙隆的擴張計劃。“該計劃再沒有為在約

旦河西岸的一個巴勒斯坦小國規定有關的領土。在沙隆看來﹐巴勒

斯坦人在約旦河東岸﹐確切地說在約旦境內﹐已經有了他們的國

家。”51 如果非要另外再搞一個巴勒斯坦國家﹐“一個條件就是必須

把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都遷移到這個新國家裡去。”52 至於說逃離

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要把這支深具潛力的‘第五縱隊’不加區別

地接回這個猶太國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而產生了一個極具重要性

的後果﹐那就是﹕這個猶太國家非但沒有像阿拉伯人一旦接受聯合

國的決議而出現的情形那樣﹐會由於眾多的外來少數民族而陷入窘

境﹐相反地﹐她的構成卻幾乎是清一色的同族人口。”53

                                        
49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172 頁。 
50 1989 年 12 月﹐美國政府貝克計劃（Baker Plan）﹐“對於 1989 年 5 月以色列裴瑞斯與

沙米爾聯合政府的計劃﹐無條件給予背書支持。貝克計劃的結果是宣稱不可能再出現‘另

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約旦已經是一個巴勒斯坦國家）”（杭士基﹕《海盜與皇帝》

第 278 頁）。 
51“對他們來說﹐問題本來並不涉及巴勒斯坦居民”（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

危機》第 202 頁）。 
52 1952 年﹐以色列通過《國籍法》﹐規定祇要在以色列建國前夕事實上居住在以色列的

阿拉伯人﹐就能取得以色列公民權。但是﹐“一些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已提出﹐如果要允

許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把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都遷移到這個新國

家裡去。以色列到底是要作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還是要作一個猶太人國家﹖”（蕭憲：

《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50﹑289 頁） 
53 塞西爾‧羅斯：《簡明猶太民族史》第 563 頁。“以色列在許多場合強調﹐1948 年以

後﹐大約有 70 萬原在阿拉伯國家居住的猶太人被迫離開這些國家。這些猶太難民的財產

損失是阿拉伯難民財產損失的五倍以上。……目前在以色列控制領土上的難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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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何止巴勒斯坦和約旦的關係說不清呢。伊拉克與科威特﹑

敘利亞與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與幾個莫名其妙的海灣小國﹐一個阿

拉伯民族﹐分裂成 22 個主權國家﹐誰和誰沒有永遠扯不清的邊界領

土糾紛﹖54 共同文化信仰﹑語言文字和生活習慣的統一民族內部﹐

如何分裂才算合理﹐壓根不是可以討論清楚的題目。55 曾幾何時﹐

阿拉伯人懂得﹐“阿拉伯的統一是通向解放巴勒斯坦之路。”56 隨
著一個又一個主權國家﹐從阿拉伯民族陸續獨立出來﹐立足強權主

                                                                                                                     
遠比阿拉伯國家領土上的難民生活水平要高。……以色列控制範圍內的難民祇有 30％依

然居住在難民營中﹐巴勒斯坦難民勞動力中約有 58％的人在以色列有一份工作”（殷罡：

《阿以衝突》第 320 頁）。 
54 中東地區遺留的邊界領土糾紛比比皆是。包括在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阿布穆薩島和大

小通布島﹐阿拉伯河以及胡齊斯坦 — 阿拉伯斯坦的主權爭端﹐埃及與蘇丹之間關於哈

拉伊卜的主權爭端﹐沙特與科威特之間關於卡魯和烏姆‧馬拉蒂姆兩島的主權爭端﹐沙

特與也門之間關於阿西爾﹑奈吉蘭和吉贊地區的主權爭端﹐巴林與卡塔爾之間關於哈瓦

爾群島的主權爭端﹐等等。從二戰結束到 90 年代初﹐中東先後爆發 60 多次戰爭和大規

模武裝衝突﹐由邊界領土爭端引起的戰爭有 30 次（左文華﹑蕭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

第 361~364 頁）。 
55“阿拉伯聯盟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阿拉伯國家皆不應為了解決糾紛而與另一個阿拉伯國

家兵戎相見。阿拉伯諸國之間爭執甚多﹐有時候﹐是一個國家聲稱鄰國之全境為其所有﹐

把這個地方視做在帝國主義國家干預之下和本國分開脫離的國土。有名的諸如摩洛哥聲

稱擁有毛里塔尼亞﹐埃及人聲稱擁有蘇丹國﹐敘利亞人聲稱擁有黎巴嫩﹐伊拉克人聲稱

擁有科威特”（伯納德‧路易斯：《中東》下冊第 554~555 頁）。這是表面現象。更深

層次的問題是﹐一個民族分割成諸多主權國家﹐即便是邊界線在地圖上暫時畫得一清二

楚﹐部落﹑種族﹑宗教﹑歷史的種種淵緣照樣糾纏不清。譬如﹐歷史上根本沒有過什麼

黎巴嫩﹑約旦。1920 年 3 月﹐費薩爾建立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和巴勒斯坦的大

敘利亞。接著被英﹑法的“委任統治”一分為四（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

第 221~252 頁）。所以﹐黎巴嫩獨立﹐敘利亞長期不予承認。第一次中東戰爭約旦趁機

霸佔巴勒斯坦土地﹑敘利亞廣泛參與黎巴嫩內戰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內部事務等等﹐阿

拉伯國家之間的種種衝突﹐往往都與一個民族內部永遠扯不清楚如何分裂才算合理有關。 
56 50~60 年代﹐特別是 1958 年埃及﹑敘利亞﹑利比亞合併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許多

巴勒斯坦人認為﹐“他們已處在巴勒斯坦解放的邊緣”。那時候﹐“阿拉伯的統一是通

向解放巴勒斯坦之路”﹐成為廣泛流傳的政治口號（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

卷》第 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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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世界民族之林。這塊阿拉伯人的土地﹐被西方列強的紅藍鉛筆﹐

橫七豎八﹐畫出無數條“可笑的邊境線”。57 親兄弟分家還吵架呢﹐

更何況神聖不可侵犯的主權地下﹐誰也離不開的“黑色黃金”滾滾

流淌。整個阿拉伯民族﹐現代化國家得分崩離析。 
 

58

                                        
57 譬如﹐英美到中東開發石油﹐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創始人是美國人古爾本金。“由於當

時所有的人都不清楚原奧斯曼帝國的邊界究竟在哪裡﹐於是古爾本金用一隻紅鉛筆在除

了伊朗和科威特等地以外的巨大地區畫了一條紅線。因此﹐這個協定也被稱為‘紅線協

定’”（左文華﹑蕭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40 頁）。譬如﹐伊拉克﹑科威特和沙

特阿拉伯的邊境線﹐是 1922 年英國考克斯爵士用紅鉛筆在地圖上畫出的（安維華﹑錢雪

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343 頁）。“由於在自然條件上﹐中東大部分國家間的邊境地

區多是沙漠﹐氣候惡劣﹐人煙稀少﹐有的甚至無人居住﹐這使得難以用自然地貌劃分邊

界線﹐因此﹐各國之間的邊界就變得很不明確。即使那些業已存在的邊界也很少用法律

形式固定下來。加上中東的許多民族在歷史上長期過著游牧生活﹐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

生活習慣﹐對現代國家和與國家相關的邊界領土概念缺乏認識。在殖民主義者把西方的

民族國家邊界領土等概念帶到中東以後﹐邊界劃分的含義才有所不同﹐但對於阿拉伯人

來說﹐這些概念依然淡漠”（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362 頁）。庫特

卜在《路標》中說：“有伊斯蘭信仰的社會﹐它祇建立在信仰的關係上﹐與民族﹑土地﹑

膚色﹑語言﹑地緣和可笑的邊界線無關”（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206 頁）。其實﹐“可笑”的根本原因在於﹐追求民族統一的阿拉伯人﹐根本不認同這些

殖民主義者為了製造分裂而人為畫出的邊界線。 
58 伯納德‧路易斯：《中東》下冊第 5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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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又是一場慘敗﹐不僅阿拉伯人佔領的巴

勒斯坦領土全部落入敵手﹐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島整

個淪陷。大批難民逃亡約旦河東岸 — 主權國家約旦。阿拉法特們

在難民營裡組織游擊隊﹐越過約旦河去打擊以色列。游擊隊進則河

西﹐退則河東﹐穿梭往返。1969 年﹐巴勒斯坦游擊隊發動 3900 多次

軍事行動﹐打死打傷以色列軍隊 1330 餘人。1970 年上半年至 1971 年

5 月﹐游擊隊進行六千多次軍事行動。阿布‧伊亞德說﹐1967 年﹐游

擊隊平均每月攻擊 12 次﹐1968 年 52 次﹐1969 年 199 次﹐1970 年前八

個月 278 次（一天九次）。正當游擊隊欣欣向榮熱火朝天之際﹐不曾

想﹐不是以色列受不了﹐而是“全巴勒斯坦國王”撂挑子不幹了。

1970 年 9 月﹐約旦出動全部軍隊﹐大舉進攻難民營裡的游擊隊﹐雙

方激戰﹐傷亡慘重﹐史稱“黑色 9 月”。59  
以色列大敵當前﹐戰爭連綿。阿拉伯兄弟鬩墻﹐趕盡殺絕。敘

利亞和伊拉克在一旁實在看不下去﹐聯軍挺進約旦境內﹐拔刀相助﹐

不惜與“全巴勒斯坦國王”全面開戰。以色列軍隊馬上列陣對峙﹐

差點兒打成混合雙打。納賽爾揚言要武力調停﹐60 阿拉伯同胞紛紛

                                        
59“1964 年﹐約旦政府與巴解組織簽署了一項協議﹐規定不要從約旦領土上襲擊以色

列。1966 年 2 月﹐他又宣佈﹐約旦將把巴勒斯坦游擊隊從約旦領土上發起對以色列襲

擊視為非法﹐並將採取有力措施制止這種行動”（時延春：《鳳凰涅槃中的阿拉法特》

第 67 頁）。事實上﹐不僅約旦國王﹐而且阿拉法特﹐根本無法控制各類分散獨立的武

裝組織。“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涌入約旦﹐加上以前已居

住在當地的巴勒斯坦人﹐約佔該國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約有五萬名游擊隊員和其

他武裝人員聚集在約旦﹐這與當時約旦的軍隊人數（大約 5.5 萬人）不相上下﹐況且約

旦軍隊中還有 35％的官兵是巴勒斯坦人。”游擊隊成長壯大﹐對約旦國王的統治產生

威脅。八天激戰下來﹐阿拉法特說游擊隊死亡 3400﹐巴勒斯坦人傷 1.08 萬（楊輝：《中

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11~224 頁）。事件“使巴解游擊隊遭到重創﹐游擊隊員

由五萬人（包括民兵）減少到 1.5 萬人左右”（陳建民：《當代中東》第 131 頁）。 
60 埃及當時派參謀長薩迪克到安曼調停﹐以圖實現停火。“薩迪克將軍對交戰雙方做了

大量工作﹐但一事無成。納賽爾非常惱怒﹐對侯賽因國王說﹐假如國王不能控制自己的

將軍們﹐他將命令埃及部隊強行進入約旦實現停火”（時延春：《鳳凰涅槃中的阿拉法

特》第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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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勸架﹐共同簽署《開羅協議》。明明明確了游擊隊在約旦河谷

游擊的合法性﹐61 侯賽因國王愣是不聽勸﹐宜將剩勇追窮寇﹐1971
年攻克巴解組織大本營﹐游擊隊統統滾蛋黎巴嫩。從此以後﹐巴勒

斯坦難民再不准往返約旦河兩岸﹐給以色列和約旦搗亂了。“這是

巴解組織成立以來首次遭受的最大的挫折。隨後巴約關係完全凍

結。”62

五年以後﹐逃難黎巴嫩南部的游擊隊﹐依托那裡的巴勒斯坦難

民營發展壯大﹐在貝魯特建總部﹐“經常向以色列佔領區發動襲擊﹐

成為以色列的心腹之患。”63 於是﹐阿拉伯兄弟又趕來收拾“以色

列的心腹之患”。黎巴嫩發生內戰﹐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更加匪夷

所思。 
 

1976 6
— 64 

 — 

                                        
61“9 月 27 日﹐經納賽爾總統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調解﹐約巴雙方達成開羅協議。

協議規定﹕巴勒斯坦游擊隊和約旦軍隊都將撤出城市和農村﹔巴勒斯坦游擊隊將其兵

力集中在與以色列‘接壤’的約旦河谷地區。協議承認了巴解游擊隊在約旦的合法存

在”（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39 頁）。 
62 三千游擊隊員浴血奮戰﹐七百戰死﹐兩千被俘。“從此﹐巴解組織全部被趕出約旦﹐

喪失了在約旦的基地”（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24 頁）。 
63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34 頁。 
64 在黎巴嫩內戰中﹐1976 年 1 月﹐敘利亞向黎巴嫩派出以敘利亞為基地的巴勒斯坦解

放軍支援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裝。黎巴嫩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裝節節勝利﹐控制了黎巴

嫩 70％的地區﹐眼看要徹底征服基督教馬龍派。5 月底﹐敘利亞直接派軍隊﹐支持馬龍

派“制止左翼勢力的前進”。敘利亞玩的是同樣自私的卑劣游戲﹕“既防止黎巴嫩分

治﹐又防止黎巴嫩各派別的完全失敗﹐……不讓一方取得對另一方的完全勝利”（王新

剛：《中東國家通史：敘利亞和黎巴嫩卷》第 299~3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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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Tel Al-Zaater
66

 

有這許許多多親者痛﹑讎者快﹐阿拉伯聯軍發動第四次中東戰

爭﹐以色列早就不把對手放在眼裡了。趁著猶太人麻痹大意﹐阿拉

伯突然襲擊打成小勝﹐卻沒有能力擴大戰果﹐奪回被佔領的土地。

深入西奈的埃及軍隊﹐眼看又被以色列軍隊切斷歸路﹐急忙見好就

收﹐懇請美蘇介入調停休戰。從那以後﹐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

再也沒有能力發動正規的反以戰爭了。 
打不過﹐祇好談。以夷制夷﹐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如意算盤。埃

及是四次中東戰爭的主力﹐人員﹑物資﹑領土﹑經濟﹑政治損失慘重﹐

國際國內難以為繼。停戰以後﹐薩達特放下身段﹐匍匐前進﹐向各個

擊破的“中東和平邁出了最偉大和最勇敢的一步”。67 拜托山姆大叔

斡旋﹐正式承認以色列﹐明確“保證不允許巴勒斯坦人在其領土上進

                                        
65“雖然阿薩德在軍事上成功擊敗了巴解組織﹐但仍然未能從政治上控制巴解組織。”所

以﹐後面的故事還沒完。1982 年﹐以色列揮師黎巴嫩﹐將巴解組織徹底驅逐出黎巴嫩。

1983 年 9 月﹐“敘利亞又通知阿拉法特的部隊在 48 小時內從貝卡撤離。當阿拉法特的部

隊從貝卡撤到特里波利及其周圍地區時﹐敘利亞軍隊和法塔赫反對派又包圍了特里波利﹐

並向阿拉法特的部隊發動猛烈進攻。這是巴解歷史上最大的火併事件。”大敘利亞計劃

是敘利亞試圖控制巴解組織的思想根源。歷史上﹐敘利亞由現在的巴勒斯坦﹑黎巴嫩﹑

約旦和敘利亞組成（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233﹑237﹑245 頁）。 
66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212~213 頁。 
67 尼克松：《領導者》第 4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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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任何反對以色列的行動。……從此﹐埃巴關係破裂。”68

1979 年﹐埃及同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回報豐厚。西奈半島完璧

歸埃﹐埃及成為美援最多的阿拉伯國家﹐薩達特（與貝京一道）得諾

貝爾和平獎﹐被西方奉為“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的領導人。”69 — 曾
經宣示主權的加沙地帶﹐從此再不提起。70

埃及與以色列媾和﹐當時被阿拉伯聯盟視為投敵叛變。71 時候

一長﹐眼看著美國慷慨美援﹐以色列土地換和平﹐埃及得到的種種

優待﹐越來越成為周邊國家難以拒絕的強烈誘惑。以色列順勢提出

奮鬥目標﹐“將幾個阿拉伯國家加速薩達特化（Sadatization）。”72 
1988 年﹐侯賽因“宣佈與約旦河西岸脫離一切關係。”73 1994 年﹐

約旦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隨後﹐摩洛哥﹑毛里塔尼亞﹑突尼斯﹑

阿曼﹑卡塔爾﹐一個又一個阿拉伯國家迫不及待﹐與以色列建立不

                                        
68 1975 年﹐埃及政府關閉設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之聲”廣播電臺（楊輝：《中東國家通

史：巴勒斯坦卷》第 240~241 頁）。 
69 基辛格：《白宮歲月》第四冊第 1617 頁。1981 年﹐福特﹑卡特和尼克松參加薩達特

的葬禮。“我們一致認為薩達特勇敢果斷﹐眼光遠大﹐足智多謀﹐精明能幹。……薩達

特的生活比納賽爾豪華得多﹐他有十座總統別墅﹐……他本人衣著講究﹐抽的是進口煙

絲。……薩達特是一個大膽的革新者”（尼克松：《領導者》第 437~438 頁）。 
70 1980 年﹐以色列議會宣佈耶路撒冷為首都。1981 年﹐以色列議會正式吞併戈蘭高地。 
71 1977 年﹐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和巴解組織成立“拒絕陣線”﹐宣佈凍結同埃及的外

交和政治關係。敘利亞宣佈薩達特訪問以色列的日子為“全國哀悼日”。1979 年 3 月﹐

埃及和以色列鑒定和約後﹐18 個阿拉伯國家外長和財長舉行會議﹐決定同埃及斷絕一

切政治和外交關係﹐停止所有援助﹐實行石油禁運﹐中止埃及的阿盟成員資格。後來﹐

除了蘇丹﹑阿曼和索馬里﹐其餘阿拉伯國家都同埃及斷交﹐巴解組織也關閉了在開羅的

辦事處。5 月﹐伊斯蘭國家外長會議通過決議﹐中止埃及參加伊斯蘭國家會議的資格（楊

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08~321 頁）。9 月﹐不結盟運動在哈

瓦那會議﹐幾乎當場把埃及代表驅除（布特羅斯‧加利：《埃及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第

278~299 頁）。 
72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67 頁。 
73 1994 年﹐約旦與以色列“簽署了一個真正的和平協議”（蘇哈‧阿拉法特﹑熱拉爾‧

塞巴格：《我的傳奇丈夫阿拉法特》第 107~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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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別的外交關係。74 祇剩下因為戈蘭高地﹐敘以﹑黎以談判進展

緩慢。不知道確切從什麼時間開始﹐“阿以衝突”改名換姓“巴以

衝突”了。—“巴勒斯坦人”逐漸成為故意跟以色列過不去﹐搗亂

和平的恐怖份子的同義語。 
阿拉法特一隻巴勒斯坦不死鳥﹐1956 年被埃及政府“投入監獄

嚴刑拷打”。1966 年“敘利亞有關當局與賈卜利勒制定了一個謀殺

阿拉法特的方案。”陰錯陽差殺錯了人﹐政府栽贓逮捕不死鳥﹐“準

備對阿拉法特處以絞刑。”阿拉法特千難萬險﹐剛剛逃出敘利亞監

獄﹐又被逮進黎巴嫩監獄﹐照例是“打他﹑踢他﹐百般折磨他﹐並

揚言殺死他。”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與以色列接壤﹐巴解

組織在邊境地區沒完沒了地折騰﹐平添許多麻煩﹐這些政府一路追

殺阿拉法特﹐倒也罷了。隔岸觀火的伊拉克﹐也大老遠地阿拉伯兄

弟摻活進來。1970 年﹐“巴解組織與伊拉克關係惡化﹐又有人計劃

暗殺阿拉法特”。75

阿拉伯人的主權國家﹐一個接一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直接結

果是巴勒斯坦土地上殘留的阿拉伯人﹐與以色列的關係越來越不正

常。不錯﹐巴勒斯坦住著不少阿拉伯人。如今﹐打出一個以色列﹐早

就是聯合國急忙承認的主權國家﹐“阿拉伯國家普遍﹑明確的承認以

                                        
74 陳建民：《當代中東》第 124 頁。“1993 年 6 月﹐科威特率先宣佈解除對以色列的間

接經濟制裁。1994 年 9 月 30 日﹐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

巴林﹑阿聯酋和阿曼）發表正式聲明宣佈﹐部分取消對以的間接經濟制裁。1995 年同阿

曼達成互設貿易代表處協議﹐并於 1996 年正式簽署協議。巴以協議後﹐卡塔爾與以色列

曾就卡塔爾向以色列供應天然氣的可能性舉行了會談。1995 年在阿曼舉行的第二次中東

北非首腦會議上﹐卡塔爾決定向以色列出售天然氣﹔阿曼 1994 年邀請以色列參加了馬斯

喀特召開的中東水資源討論會。阿曼外交國務大臣阿卜杜拉表示要在阿曼建立一個海水

淡化中心﹐並對以色列開放。在北非方面﹐1994 年﹐以色列與摩洛哥﹑突尼斯決定互設

經濟聯絡處。……1995 年 11 月﹐毛里塔尼亞與以色列宣佈互相承認”（殷罡：《阿以衝

突》第 430~431 頁）。 
75 時延春：《鳳凰涅槃中的阿拉法特》第 141~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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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76 巴勒斯坦的幾個阿拉伯人住著不舒服﹐22 個阿拉伯主權國

家﹐想上哪裡去都熱烈歡送。阿拉伯兄不要阿拉伯弟﹐憑什麼非得塞

給猶太人﹖約旦﹑敘利亞的阿拉伯同胞對游擊隊大打出手﹐趕盡殺絕﹐

一河之隔的以色列為什麼必須心慈手軟﹖有了阿拉伯人自己在法理和

行動上的不承認﹐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大言不慚﹕“看來沒有巴勒斯

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77 所以﹐“把巴勒斯坦人描寫為

有歷史和有政治訴求的一群人﹐在美國是個禁忌”。78 所以﹐與美國

人當年屠殺印第安人一樣﹐“以色列的政策是有連續性的﹐也就是不

停地﹑積極地壓迫巴勒斯坦人和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其使用的方法

連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都要瞠乎其後。”79 達揚曾經明確建議以色列

應該告訴巴勒斯坦人﹐他們將會“像狗一樣生活﹐任何人願意的話﹐

都可以離去。”80

哪個個人﹑團體﹑政黨的精力﹑能力和資源﹐不可能是無限的。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內戰內行的必然結果﹐通常是外戰外行﹐除非

具有同時打好內戰和外戰的雙倍智慧﹑能力和資源。從 1948 年算起﹐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悲慘命運﹐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 

81

                                        
7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7 頁。 
77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 頁。 
78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2 頁。 
79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4 頁。 
80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14 頁。 
81“雖然已經有了一個自治政府﹐但我們實際上仍處於專制統治下﹐因為這個自治政

府祇知道千方百計控制資訊的流通﹐以便它可以繼續保有權力和回到一個沒有人想要

的談判去”（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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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德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建立雙民族國家﹐和平共處。不寧惟

是﹐還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值得憧憬﹕ 
 

1940

82

 

薩依德的美麗憧憬﹐不是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近一個世紀的殺

戮與抗爭﹐沒完沒了。身臨其境的以色列鴿派早就厭倦了﹐夢寐以求

而求之不得﹐“從殖民主義轉移到新殖民主義”。 
 

Dov Lautman
NAFTA  —

                                        
82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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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hlomo Ben-Ami

84

 

就以色列說巴勒斯坦﹐一個“永遠依賴”的“擴大的殖民狀況”﹐

何樂而不為﹖但是﹐就美國說中東﹐問題複雜了。“祇要看看工業的

發展和大量的消費﹐我們就會明白﹐20 世紀可以作為石油經濟和石化

產品（主要是燃料和塑料）的時代載入史冊。”85 2004 年﹐布熱津斯

基新著《美國的抉擇》﹐對中東的戰略意義﹐說得清楚明白﹕“可

                                        
83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290~291 頁。“數以萬計的人不得不到以色列境內打工

謀生﹐但他們的工資祇有以色列人工資的 20％”（陳建民：《當代中東》第 119 頁）。 
84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292~293 頁。“1967 年以前﹐西岸和加沙以阿拉伯市場

為依托﹐保持與阿拉伯國家的經貿往來。以色列佔領兩地後﹐割斷了其與周邊阿拉伯國

家的經濟聯繫。……到 1992 年﹐以色列控制了被佔領土 85％以上的出口和 89％以上的

進口。”1998 年﹐對以色列的貿易赤字相當於巴勒斯坦GDP的 40％。“72％的巴就業

人口從事農﹑牧﹑漁﹑建築和批發運輸等體力勞動﹐……於是﹐以色列境內猶太人不愿

幹的粗活﹑髒活和重活便為無專業技術的巴勒斯坦低層次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市場﹐使巴

自治區成為以色列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在以境內打工的巴人工資待遇僅相當於西方

猶太人的 45％和東方猶太人的 60％。 
資源﹑能源幾乎完全被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地區以沙漠﹑丘陵為主﹐河流少﹐淡

水缺乏。以色列不僅控制了約旦河西岸 90％的淡水﹐而且通過輸水管道將 30％的淡水

輸送到以境內。而此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人均淡水消費量還不到猶太人消費量的三分

之一。……自 2000 年年初以來﹐以色列為阻止巴自治區建設發電站﹐迫使巴勒斯坦民

族權力機構與以色列電力公司簽訂了長期商業合同﹐從而掌握了對巴自治區的電力的控

制權。此外﹐巴自治區的煤氣和汽油等能源也靠以色列供應”（殷罡：《阿以衝突》第

437~443 頁）。 
85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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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價格合理的能源對全世界三個經濟最蓬勃的地區﹐美國﹑歐洲﹑

遠東來說﹐都非常重要。誰能在戰略上控制這個地區﹐誰就有最大

的霸權資產。”86 忽然有一天﹐不但巴勒斯坦而且周邊阿拉伯國家﹐

都和以色列“永遠依賴”﹐親如一家﹐不可多得的石油資源加核大

國的軍事實力﹐美國幾十年來連續投入最多軍力﹑87 財力﹑88 人力

和外交智慧﹐圖的是各族人民和平共處的美麗前景﹖ 
 

 

35

                                        
8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8 頁。 
87 譬如﹐老布什打伊拉克﹐在海灣部署了美國 75％的現役戰術飛機﹑42％的現代化作

戰坦克﹑46％的航空母艦﹑37％的陸軍兵力和 46％的海軍陸戰隊人員（亨廷頓：《文

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86~87 頁）。 
88 譬如﹐“以色列是美國歷史上接受過最多美援的國家。……這些援助以今日的幣值

來計算﹐總數大約 135 兆美元”（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4﹑48 頁）。

“以色列 20％的防御費用是由美國納稅人承擔的﹐每年金額相當於十億美元”（赫爾

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231 頁）。“從 1960 年代中期以後﹐以色列一

直是美國最喜歡的客戶﹐也是美國有史以來援助最多的國家﹐從 1974 年到現在已有八

百億美金的援助”（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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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布熱津斯基不愧為美國著名地緣政治戰略家。一席話﹐說得清

楚明白而又貌似公允。為了在戰略上控制這個地區﹐擁有最大的霸

權資產﹐美國多年一貫的政策﹐不僅不是在以色列一棵樹上吊死﹐

而且要確保以色列對美國的“永遠依賴”。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

同時﹐美國先後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大力支持土耳其﹑伊朗﹑伊拉

克﹐並且投入大量美援和先進武器裝備﹐刻意扶持出兵攻打過以色

列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約旦﹐90 甚至不惜直接出重兵﹐恢復科威

特的部落酋長專制﹐軍事佔領伊拉克。“目前﹐美國是波斯灣地區

唯一的軍事強權。”91  
具體到阿以~巴以衝突﹐杭士基在《海盜與皇帝》中用不胜枚舉的

實例材料﹐展現出一幅長達幾十年的歷史畫卷﹕“根據國際共識﹐促

使兩國互相承認以解決問題的協商﹐多年來每次都因為美國與以色列

的突然轉向而受阻。”92 與其說是“巴勒斯坦人從來不會錯過一個錯

過機會的機會”﹐倒不如說是穩定與和平共存﹐根本違背美國政策的

明确指向。 
                                        
89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0~81 頁。 
90 譬如﹐“亨利‧基辛格不僅給卡特留下一個陷於停頓的近東外交﹐而且留下一筆與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還沒有結束的複雜軍火生意。這首先是關於美國提供最新式

的F-15 和F-16 型噴射式戰機的問題。儘管以色列自己想擁有 150 架F-16 型和 25 架F-15
型飛機﹐它還是對沙特阿拉伯訂購 60 架飛機感到擔憂。埃及訂購的是 120 架F-5ES戰鬥

機。 
美國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最先進的噴射式戰機﹐與向以色列提供的飛機不同﹐沒有

加油裝置﹐沒有炸彈艙口和飛彈設備。根據布熱津斯基的說法﹐沙特阿拉伯沒有訂購這

種進攻裝置。在以色列看來﹐雖然危險不會來自沙特阿拉伯‘盟友’— 沙烏地王子﹐

但是從卡扎菲反對利比亞伊德里森國王的例子來看﹐誰敢說不會發生軍事政變呢﹖難道

在 125 公里以外的塔不克沙特阿拉伯空軍基地﹐僅僅是為了保衛輸油管道的路線和終端

設施不受破壞嗎﹖”（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223﹑231~232 頁  
91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9 頁。 
92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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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1983 Danny Rubinstein

94

 

誰都知道狐狸給兩隻小熊分餅的寓言。小熊之間無法溝通妥協﹐

是狐狸得以不勞而獲的根本利益所在。最簡單的辦法﹐是持續支持猶

太復國主義的鷹派。猶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復國﹐壓根儿不是和平共

存的鴿派本質。列強們通過聯合國一手炮製的以色列﹐從一開始﹐注

定是消滅和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長期戰爭格局。 
 

1947 7
56 1.45

                                        
93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15~16 頁。“碰到聯合國不贊成或是制裁的時候﹐美國

常常獨自保護以色列。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武力最強的國家﹐踫上重要區域衝突﹐以色列

不但可以當做美軍的基地﹐還可以出不少兵”（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0 頁）。 
94“以色列軍事史學家穆佩樂（Meir Pail）上校（已退役）﹐一再提到類似的觀點﹐他

譴責美國猶太社區對於‘猶太要塞國家的偶像式崇拜’﹐警告說﹐由於他們的拒絕承認

主義‘將以色列這個國家轉變成像是神話故事中的戰神’﹐這個國家將會成為‘錯綜複

雜的國家﹐有南非的種族主義國家結構﹐以及北愛爾蘭暴力與恐怖行動的社會組織’﹐

‘在 21 世紀政治學上有獨創的貢獻﹕獨一無二的猶太國家﹐讓每個猶太人引以為恥﹐

無論他身在何處﹐而且不祇是現在﹐以後也都如此’”（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15~18 頁）。“美國乃是以色列背後的黑手﹐沒有美國﹐以色列根本不敢像現在這樣蠻

幹”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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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分治決議不藉由武力是無法實施的”。96 不僅如此﹐PBS
做紀錄片《一場 50 年的戰爭》﹐97 從開始打到現在﹐以色列把整個地

塊全佔了﹐鷹派還在不依不饒。圖~2 聯合國分治計劃畫給以色列的國

土﹐祇是巴勒斯坦的一半。現在的停火線~“綠線”﹐經過幾十年的佔

領﹐被屯墾成“公認”的邊界線。即便如此﹐圖~7 展示的“猶太民族

之家”﹐不僅包括加沙地區和戈蘭高地﹐而且包括黎巴嫩南部﹐跨過

約旦河﹐直抵約旦首都安曼城下。98 猶太人發言信誓旦旦﹕ 

                                        
95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154~155 頁。 
96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22 頁。“猶太復國主義者明白﹐不經過

流血衝突他們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建國的目的﹐他們為此作了積極的準備”（肖憲：《中

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28 頁）。  
97 PBS DVD Video：The 50 years war：Israel and the Arabs。 
98 1897 年﹐歐美猶太復國主義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第一次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提出

“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猶太人之

家。”1917 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給英國猶太社團首腦一封信﹐後稱“貝爾福宣言”﹐

說“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促其實現”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83﹑88 頁）。“為了給‘猶太家園’預留更

多的發展空間和足夠的水源﹐在 1912 年 2 月的巴黎和會期間﹐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還提

出一個包含今黎巴嫩南部和約旦河東岸一部分土地在內的‘大巴勒斯坦’方案﹐但沒有

被接受”（殷罡：《阿以衝突》第 2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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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在《聖經》裡﹐約旦河西岸不叫西岸﹐是“應許之地”裡的猶地

亞和撒馬利亞。100 整個“西奈沙漠地區這個猶太民族曾親眼目睹了自

己的誕生的地方﹐……是三千年前的猶太人精神生活的搖籃”。101 既
然猶太復國的法理基礎來源於上帝的旨意﹐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念

念不忘“《聖經》上所說的邊界”— 從尼羅河到伊拉克﹗102

 

 

103

                                        
99 塞西爾‧羅斯：《簡明猶太民族史》第 555 頁。這本《簡明猶太民族史》﹐1970 年

以前﹐“先後六次修訂再版﹐並被翻譯成德﹑法﹑希伯來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

流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書甚至被分發到各作戰部隊﹐作為鼓舞士氣的教育範

本”（塞西爾‧羅斯：《簡明猶太民族史》第V頁）。 
100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97 頁。 
101 塞西爾‧羅斯：《簡明猶太民族史》第 568﹑578 頁。 
102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第 67 頁。 
103“他心裡想的邊境在 1948 年的戰爭過程中才比較明確地顯露出來。這時以色列開始了

它進一步越過聯合國決議中規定的分治線﹐這種佔領盡可能地給猶太國帶來了整個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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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個獨立的國家。但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宣示國

界的國家。有的祇是停戰界線。以色列保留擴張國土的權利﹐一心想

攫取更多的領土﹐趕走更多的人。”104 不僅以色列國本身是戰爭的產

物﹐拿《聖經》說事的猶太復國主義﹐是可以不斷再生產戰爭的機器。

天生石油集中在這塊流著乳蜜的“應許之地”﹐中東成為霸權不能放

手之“最大的霸權資產”﹐和平共處注定是自欺欺人。關於這一點﹐

連薩依德耿耿於懷的西方辯護士 — 路易斯都看得清楚﹐說得坦白﹕ 
 

一定沒有人預料到﹐國際機構在這個課題上所扮演的角

色﹐竟然不是衝突的解決者而是衝突的維護者。105

 

認真回憶近一個世紀的持續衝突﹐哪一次不是猶太人勝利鉗制猶

太人﹑阿拉伯人勝利鉗制阿拉伯人﹖本來這塊廣袤的土地﹐放牧的阿

拉伯人稱敘利亞﹐以大馬士革為中心。106 蘇伊士運河開通﹐賦予這裡

                                                                                                                     
加寬了的從臺拉維夫至約旦河的沿海地區﹑作為首都的耶路撒冷﹑整個內蓋夫﹑加沙以

及裏海邊猶地亞的山地。除耶路撒冷和雅法外﹐這些力求擴大的地區﹐完全與 1946 年被

英國託管者所拒絕了的猶太人提出的分治建議一致”（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

東危機》第 123~124 頁）。 
10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74 頁。因為沒有國界﹐以色列也是一個“沒有

憲法的法制國家”（潘光等：《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第 229~232 頁）。 
105 黑體字加重為筆者所為（伯納德‧路易斯：《中東》下冊第 566 頁）。 
106“奧斯曼帝國征服敘利亞地區後﹐土耳其人將敘利亞地區劃分為三個省﹐也稱帕夏區﹕

即阿勒頗省﹑大馬士革省和特里波利省。……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土耳其人按古名稱

上述三個地區為敘利亞”（王新剛：《中東國家通史：敘利亞和黎巴嫩卷》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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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戰略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用戰後成立統一的阿拉伯國

家為誘餌﹐動員當地人民起義﹐幫助英法打敗奧斯曼帝國。107 戰爭結

束﹐阿拉伯軍隊進佔大馬士革﹐結果是英﹑法兩家瓜分分治。上當受

騙的阿拉伯人憤怒不已﹐起義不斷。108 為了鉗制阿拉伯﹐英國推出“扶

猶壓阿”政策﹐1917 年發表《貝福爾宣言》﹐承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

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109 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頓時群情激昂﹐

蜂擁而至。1936 年﹐阿拉伯人大起義﹐英國殖民者殘酷鎮壓。1939 年﹐

眼看二戰全面爆發﹐英國又用得著阿拉伯了（猶太人反正不可能與希

特勒結盟）﹐政府急忙發表《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白皮書》﹐嚴格限

                                        
107“1915 年下半年﹐英國駐埃及高級官員麥克馬洪與阿拉伯人領袖﹑麥加謝里夫（即大

教長）侯賽因以通信形式進行談判。英國要求阿拉伯人盡快舉行反對奧斯曼帝國的起義﹐

承諾在大戰結束後建立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其範圍為北緯37度線以南的阿拉伯地區﹐

基本上包括了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島的大部分地區”（肖憲：《中東

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77 頁）。 
108“就在 1918 年 9 月 30 日阿拉伯軍隊進入大馬士革當天﹐英法在倫敦簽訂了關於阿拉

伯東方佔領制度的協議﹐將被佔阿拉伯領土上的最高權利交給了艾倫比﹐被佔領土的民

政管理權由盟國分擔﹕黎巴嫩和西敘利亞交由法國管理﹐包括大馬士革在內的東敘利亞

和外約旦由埃米爾‧費薩爾管理（漢志被作為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土地在侯賽因的權力

之下）﹐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其他地區由英國管理。”費薩爾當然不同意。“1918 年 10
月 3 日﹐即阿拉伯起義軍佔領大馬士革三天之後﹐費薩爾親王鄭重宣佈成立‘完全獨立

的包括全敘利亞的政府’”﹐並在 1920 年宣佈統一的敘利亞國家獨立。法國出兵發出最

後通牒﹐“古羅將軍借口最後通牒時限已過﹐率軍直撲大馬士革。”經過一場城外阻擊

血戰﹐“法國軍隊佔領大馬士革﹐費薩爾組織投降政府換取法國的諒解以便保全王位。

但法國政府命令古羅將軍驅逐費薩爾親王﹐費薩爾被迫離開大馬士革。……僅 1922 年一

年敘利亞就發生了 35 次起義”。1925~1927 年﹐敘利亞人民反法大起義（王新剛：《中

東國家通史：敘利亞和黎巴嫩卷》第 163~170﹑181~188﹑206 頁）。 
109 1922 年﹐國際聯盟決定巴勒斯坦作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規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

民族之家”。1919 年巴黎和會﹐費薩爾率代表團參加﹐希望英國兌現統一阿拉伯國家獨

立的承諾﹐“他發現《賽克斯－皮科協定》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貝爾福宣言》是英

法代表與他談判時經常提及的話題”（王新剛：《中東國家通史：敘利亞和黎巴嫩卷》

第 1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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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猶太移民。110 英國殖民地政府變“扶猶壓阿”為“限猶拉阿”﹐激

起猶太人的激烈反抗﹐非法移民加恐怖襲擊﹐同時引發阿拉伯人與猶

太人之間的激烈衝突。111 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

風起雲湧。帝國主義重歸“扶猶壓阿”的舊轍。1947 年﹐聯合國通過

巴勒斯坦分治決議（181 號決議）。為了擠出英法老牌帝國主義的勢力﹐

二戰崛起的美蘇堅決支持以色列建國。112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岌岌可危﹐列強聯手三次干預停

火﹐以便為以色列補充武器彈藥﹐直到猶太人反敗為勝﹐整個戰局攻

                                        
110 白皮書的“主要內容是﹕一）英國政府明确宣佈﹐‘把巴勒斯坦變成一個猶太國家並

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它認為這種政策是違反委任統治書所規定的對阿拉伯人的義務的﹐

是違反它從前對阿拉伯人的保證的’﹔二）英國的目的是在十年內建立一個獨立的﹑與

英國有條約關係的巴勒斯坦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將按人口比例參加政府﹐以保護雙方

的利益﹔三）五年內允許猶太移民 7.5 萬人入境﹐五年後如果沒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

許猶太人入境﹔四）過渡時期內﹐給予英駐巴勒斯坦高級專員一切權力來限制和禁止土

地的轉讓。……英國當時下決心改變其一貫的扶猶壓阿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即將

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必須加強對中東地區的控制並保持該地區的穩定﹐而當

時英國能部署在中東的軍隊卻很有限﹐因此很需要阿拉伯人的合作和支持”（肖憲：《中

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02~103 頁）。1941 年 5 月﹐英國外交大臣發表聲明：“許

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國人民取得比目前更大程度的統一。他們希望得到我們的

支持。他們的這種要求決不會被置之不理”（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70 頁）。1941 和 1945 年﹐英國政府再兩次頒布限制猶太人移民的法令（潘光等：《猶

太之旅》第 258 頁）。 
111 潘光等：《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第 166~172 頁。 
112 早在 1945 年﹐歐洲戰事剛剛結束。杜魯門不顧英國反對﹐再次發表聲明﹐支持“在

巴勒斯坦適當地區建立一個有朝氣的猶太國”（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19 頁）。1948 年 5 月 14 日﹐古里安發表以色列建國公告﹐鄭重承認﹕“這個新國家 — 
祇就她的誕生得歸功於強權政治的作用這一點而言 — 可以說﹐是在紐約誕生的﹐雖然

這聽起來有點荒唐。”14 分鐘後﹐美國政府宣佈承認以色列（江紅﹕《為石油而戰》第

369 頁）。5 月 17 日﹐蘇聯宣佈承認以色列。此後一個月﹐波蘭﹑烏拉圭﹑尼加拉瓜﹑

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南非﹑匈牙利﹑芬蘭﹑羅馬尼亞等國先後承認以色列。美國

當時的政策是“支猶排英”（潘光等：《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第 197﹑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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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易位。113“埃及的領土也被攻佔﹐并且如若不是來自英國的恐嚇（否

則的話﹐對其本國利益必定是一次致命的打擊）﹐那麼尼羅河三角洲可

能早就整個地被以色列的軍隊佔領了。”114 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蘇伊士

運河為題材﹐以色列攻佔整個西奈半島﹐英法聯軍轟炸開羅。美國宣佈

全球軍隊進入戒備狀態﹐蘇聯揚言要扔原子彈﹐硬逼得英法以三國聯軍

匆忙撤退﹐聯合國緊急部隊進駐﹐埃及恢復對加沙地區的控制。115 第
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大勝﹐美蘇申請聯合國干預停戰。第四次中

東戰爭﹐阿拉伯小勝﹐蘇美申請聯合國干預停戰。以後是美國直接

駐軍﹐116 和平談判長袖善舞﹐埃及總統俯首就範。本來以色列幾乎造

成沿蘇伊士運河劃定邊界的既成事實﹐美國硬是強迫以色列把整個

“三千年前的猶太人精神生活的搖籃”（西奈半島）拱手奉還。117…… 

                                        
113 戰爭第一個月﹐“以色列面臨的情況仍很危急﹐本‧古里安向以駐聯合國代表埃班發

出急電﹐希望美國出面安排停火﹐以便使以色列‘有幾個星期的喘息時間來重新組織和

裝備軍隊’”（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37 頁）。戰前“駐巴勒斯坦英

軍司令麥克米倫認為﹐阿拉伯軍隊‘將毫無困難地佔領巴勒斯坦全境’。”開戰時是 4.2
萬阿拉伯聯軍對三萬以色列軍隊。第一次四個星期停火﹐除了補充武器彈藥﹐以色列軍

隊增加到六萬。7 月 18 日到 10 月 15 日第二次停火﹐以色列總兵力增加到 9.9 萬﹐阿拉

伯聯軍祇增加到七萬。以色列轉守為攻（殷罡：《阿以衝突》第 3~5 頁）。戰爭中﹐蘇

聯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補給。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很多軍事裝備都是從

德軍繳獲的（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69 頁）。 
114 塞西爾‧羅斯：《簡明猶太民族史》第 562 頁。 
115 潘光等：《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第 204~204 頁﹔殷罡：《阿以衝突》第 7 頁。第二次

中東戰爭﹐“祇有華盛頓尤其是莫斯科的強硬敦促﹐才迫使倫敦和巴黎中止了它們的行

動。美國的壓力也迫使以色列從西奈和蒂朗海峽撤退”。蘇伊士運河國有化成功﹐意識

形態上親蘇的納賽爾名聲大噪。美國幫助了本想在外交上“冷凍”起來的納賽爾。“艾

森豪維爾可以說是咬牙切齒地幫助這個‘被冷凍’的人獲得了勝利”（赫爾穆特‧麥切

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37 頁）。 
116“美國在戰後成了世界頭號強國﹐在其全球戰略中﹐中東是它控制石油﹐遏制蘇聯﹐排

擠英法﹐擴張勢力極為重要的一個地區”（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24 頁）。 
117 最著名的是 1974 年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埃及﹑以色列談完之後﹐4 月﹐“基辛格

經過歷時 32 天﹑來回 13 次的穿梭活動﹐在對以色列施加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敘以也於 5
月 31 日達成了脫離軍事接觸協議”（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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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狐狸給小熊分餅的漫長歲月裡﹐雖然阿以衝突逐漸演變成巴以

衝突﹐衝突永遠是膠灼狀態。事實讓薩依德看得明白﹐“不祇和平進

程行不通﹐猶太復國主義也是行不通的。”118 祇有等到中東的石油資

源開採完畢﹐乳蜜枯竭﹐沙漠荒原重新還原成毫無價值的不毛之地﹐

才能實現相安無事（如果沒有石油﹐還能存活那許多人口）。祇要帝

國主義“最大的霸權資產”在這裡﹐巴勒斯坦建國也罷﹐不建國也罷﹐

衝突的任何一方都甭想取得最終勝利。和平是偶然的﹑暫時的﹔衝突

是必然的﹑持續的。薩依德“人人都渴望的那種穩定與和平共存”﹐

永遠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 
 — 

119

 

 
 
毛澤東說過至理名言﹐響徹雲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壓迫愈深﹐反抗愈烈。無論養尊處優的少數上層如何勾心鬥角﹐進退

兩難﹐水深火熱的多數百姓﹐不會因此而停止正義的反抗。 
當阿拉法特揣著那些骯髒的地圖﹐在白宮草坪與沙隆緊握雙手的

一刻﹐“當時在加沙﹐卻是萬人空巷﹐90％的人參加哈馬斯原教旨主

義運動發起的罷工罷市。哈馬斯反對簽署華盛頓協議﹐認為這是投

                                        
118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2 頁。 
119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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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20 因為巴勒斯坦人民百折不撓﹑前赴后繼的流血犧牲﹐“巴勒

斯坦是最能激勵阿拉伯世界民眾的字眼。”121 面對這個字眼﹐1967
年﹐費薩爾國王倡議由沙特﹑科威特和利比亞每年提供 3.92 億美元﹐

支援埃及﹑敘利亞﹑約旦和巴勒斯坦前線。1972 年﹐伊斯蘭國家第二

次外長會議決定建立反對以色列的聖戰基金。1974 年阿拉伯聯盟最高

級會議之後﹐沙特每年捐款 10 億美元給阿拉伯前線國家。在最近十年

裡﹐這些國家給巴解組織提供了近百億美元。122  
於是有學者順理成章﹐“事實上﹐如果沒有來自海灣國家的強大

經濟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抵抗運動將難以支撐﹐更不可能取得

今天的發展。”123 事實恐怕是恰恰相反。衛建林指出歷史哲學﹐“最

值得關注的不是某個領導人的意志﹐而是推動領導人作出決定的背後

的力量”。124 應當說﹐是巴勒斯坦人民幾十年不妥協的頑強鬥爭﹐先

靠游擊隊﹐後靠扔石頭﹐硬是憑空鬥出一個巴勒斯坦民族﹐一個巴勒

斯坦國家。125 美國著名宣誓愛美國教授薩依德﹐就是人民鬥爭偉大成

效的一個例證。 
 

 — 

                                        
120 蘇哈‧阿拉法特﹑熱拉爾‧塞巴格：《我的傳奇丈夫阿拉法特》第 133 頁。 
121 蘇哈‧阿拉法特﹑熱拉爾‧塞巴格：《我的傳奇丈夫阿拉法特》第 92 頁。 
122 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77 頁。 
123 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304 頁。 
124 衛建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第 7 頁。 
125“一種巴勒斯坦人的認同感﹐至少在文化和地方的範圍內是一直存在的。而在 50 年代﹐

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識陷入了納賽爾所宣揚的泛阿拉伯主義的漩渦並深化於其中。祇是

納賽爾在‘六日戰爭’失敗以後﹐巴勒斯坦人自身的信念才又更清楚地表現了出來”（赫

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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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27

 

回頭再看圖~1 的照片﹐正是阿拉伯人民不斷在街頭扔石頭﹐為薩

依德的正直靈魂﹐在孤獨的絕望中﹐提供了一塊安息的聖地。— 以色

列士兵怎麼沒有像往常一樣（或是邂逅克林頓夫人希拉里）﹐對扔石

頭的恐怖份子開槍呢﹖ 

 

                                        
12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3 頁。 
127“另一個策略是宣稱巴勒斯坦人跟我們是不一樣的人。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一樣。

說他們對人命的看法跟我們不同。這是始於 18 世紀的殖民主義經典論證之一。把被殖

民者稱為未開化的人﹐說他們不珍惜土地﹑不懂得怎樣利用土地﹐因此歐洲殖民者把土

地拿走是合情合理的。現在這個國家使用的就是這個論證。它在非洲被使用過。在印度

被使用過。而當猶太復國主義者在 20 世紀初期抵達巴勒斯坦的時候﹐使用的是同樣的

語言。他們自認為是從原住民那裡把土地‘救贖’回來﹐而原住民則被形容為不過是遊

牧民族”（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59﹑161﹑201~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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