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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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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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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Ϯᐝᄃฟ˘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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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2 頁。
5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69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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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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ѐĎѣ˘࣎ࢋϤܠٛұˠၹј۞ۤົĎଂ͐ઙ˿۞г˯
జాॲ٥ၨ໑Ąѣ 80 ༱ܠٛұˠజѣࢍထгᜭుဩĄ 7 ČČז
1948 ѐ֤ಞࡎ۞ԍᓏĎ͐ઙˠјࠎҋ઼̎छ྆۞͌ᇴϔĄࣇ
ˬ̶̝˟۞ˠј˞ᙱϔĎ̄ޢगĞࠎᇴࡗ 750 ༱ğ̶זፋ࣎ܠٛ
ұ͵ࠧďለ߷ď፫߷Δ࡚Ą౺˭ֱֽ֤Ďд 1967 ѐͽޢҊͽٺڇҒЕ

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0 頁。殷罡編《阿以衝突》附有詳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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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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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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ҫᅳ — ࡗόګҘثďΐՒгĎాТྮࡠڌᇩҽĎБј˞ҫᅳ

ડĄ 8
д 1948 ѐĎ̙ࡇٙѣ͐ઙˠ۞˿гĞ94ƦğజͽҒЕ઼ϡְ
߱͘ဳΝĎ༊ј൘͉ˠ۞˿гĎ҃ͷ˭ֽ۞͐ઙˠ — ࣇ̫͇
ࡗҫͽҒЕБˠ˾۞ 20Ʀ — ˵జ༰ͤጾѣЇң˿гĄͽҒЕ۞̂ొ̶
˿гౌߏ઼छͽ൘͉ˠ۞Щཌྷፆᓂдҋ̎྆͘۞Ą 9 ѨĎ1948 ѐѣα
Ѻк࣎ܠٛұՅఄజ໑Ďࠎ˫ޢᎸޙะវྺಞ۞ͽҒЕ͏ጩ۰ࢦޙĄ
ೱ֏̝ĎՏ࣎ͽҒЕ۞ะវྺಞ၁ౌߏޙϲܠٺٛұˠ۞யຽ̝
˯Ą……ͽҒЕౌଂ̙҂ᇋ͐ઙˠܔаछ۞ᝋӀ — ߏՏ˘࣎
͐ઙˠ۞͕̂ၖĄߏፋІְଐ۞८͕Ą 10
ͽҒЕဩ̰ѣ 20Ʀ۞̳ϔٙ۞זצ၆ૄޞώ˯ᄃ۞ܧݑโˠளĎ
҃நϤࡇ̙࿅ߏࣇ̙ߏ൘͉ˠ҃ߏ͐ઙˠĄࣇజࣤဳЧᝋӀĎ
̙జटధᔉ෴ď১ϡጾѣ˿гĄࣇ۞˿гͅೇజ՟ќ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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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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ČČ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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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༱剮͐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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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ᐌͽҒЕд 1948 ѐ઼ޙĎѣ 78Ʀ።Ϋ˯ࣧᛳ͐ٺઙˠ۞˿
гតј˞ͽҒЕ۞Ąּ࣎ͧᔘд˘ۡᆧΐ̚ĄࡗόګҘثΐՒг
ၹј˞ 22Ʀ።Ϋ˯۞͐ઙ˿઼۞Ď҃༊݈۞ጼĎಶߏ൴Ϡд࣎
г͞ĄٙͽᄲĎ͐ઙˠࠎ̝ጼ۞Ď̙ߏ̏གྷεΝ۞ 78Ʀ˿гĎ҃
ߏ֤ᔘܲ۞ 22Ʀ˿гĄҭд 22Ʀ̝̚ĎͽҒЕ̪ଠט 60Ʀ
۞ࡗόګҘ ث40Ʀ۞ΐՒгĄЯѩĎтڍѣഈ˘͟ົன˘࣎͐ઙ
઼Ďι۞ᅳ˿ົߏα̶̣ෘ۞Ąιົߏ˘̈˘̈۞ĎϤͽ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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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圖~4﹕過渡協議（奧斯陸第二協議）﹐

圖 ~5 ﹕ 沙 姆 沙 伊 協 議 （ Sharm Esh-Sheikh

1995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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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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ďಛᖒďଠטĄ 13
זౌѣͽҒЕˠĄࣇଠࡗ˞טόګĄᇹĎӈֹ͐ઙˠ
Ξͽ઼ޙĎࣇ۞઼छ˵̙ΞਕྫྷЇңܠٛұ઼छѣତᚓቢĄ࿅͏
ጩડְፂᕇĎͽҒЕଠ˞טٙѣ۞ᙝࠧ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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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ͽҒЕд֤ͯ˿гᄦౄ˞˘ֱߊјְ၁Ďឰ͐ઙˠڱଂ˘࣎г
͞זΩ˘࣎г͞ĎڱଂΔݑـΝٕଂـڌҘΝĄҫፋ࣎гડ̂ࡗ 4Ʀ˿
г۞ņ̂ࡠྮᇩҽŇ̏ࠎͽҒЕٙࣘ׀Ď֭ͷԆБ՟ѣۏᕩࣧ۞χ
ზĄͽҒЕχზԆБଠ࣎טгડĎ˘ග͐ઙҋع߆ڼგ۞ࡇ
ѣξ߆Ϡֱഌ͘۞ϔϠયᗟĄщБְચᙝࠧౌͽٺҒЕ۞ଠ
טĄُࣹߏ̫͇Ďܠٛڱপ՟ѣͽҒЕ۞ధΞౌڱซΐՒгĄ
ࣇΞͽᐌຍᙯౕ፟ಞĎࠤҌԯιࣇၨ໑Ğഅགྷᇹઇ࿅ğĎឰ͐ઙ
ˠજᇅ̙ĄனдĎ͐ઙˠԛТజಘᚎĎၙၙோिĄಶߏ
πซ۞ඕڍĄߏ͐ઙᅳጱˠд઼࡚۞ᇑଇ˭ᄃͽҒЕᘪࢎ֤৽
םᛉֽ۞խᙱ۞˘ొ̶Ď҃˵ߏࠎ̦˴םᛉົڽ഼۞ࣧЯ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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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50~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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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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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ι ٺ19 ͵ࡔ۞തϔཌྷĄ઼ڱдܠႬ̈́Ӏֲ၁Җ࿅߆
ඉĎࣇ൪˘ֱгડĎឰྖ۞˿ޙϲՅఄĎѣࢤܜგநĄࡻ
઼ˠдҘܧᇹઇ࿅ĎჍ̝ࠎņมତڼŇĎࣇԱֽ˘ֱώгˠ
ֱ֤ڼᙱͽዼ฿۞ࣧҝϔ — ҭ၁ᝋ༊ᔘߏፆдࡻ઼͘˯ĄТ
ᇹ۞߆ඉ˵జ۞ܧݑϨˠ߆ᝋଳϡĎࣇԯโˠะ̚д˘࣎࣎ٙᏜ
۞ņܲડŇĞreservationğٕņछŇĞhomelandğĎटధࣇֳ
ѣߙᝋ — ҭ˘ߏ၁ᝋĄ18 โˠ̙ਕଠ˿טгĄ̙ͪϤࣇ
ଠטĄซౌࢋזϨˠ۞ԲࣞĄ͐ઙ۞ሀёޫޫಶߏтѩĄ
͐ઙˠ۞اҝડజͽҒЕ̷౷ࠎ˘̈˘̈Ďளܧݑٺโ
ˠ۞ņछŇĄࡇѣܠٛڱপᇹ۞ˠ̖ົͽࠎҋ̎ߏᅳఞĎְ
၁˯ࡇߏο၌ࡦ۞ޢതϔҫᅳ۰۞ᐻ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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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ņజދѪдឫᐝ྆۞Ւ˚౦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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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ΐՒజᜠකშಛည࣎̂ᜠĄݱξᄃݱξม۞ྮߏ̙ࣞ͐ઙ
ˠϡ۞Ąፋ࣎ྮშրౌܲගͽҒЕ۞͏ጩ۰ֹϡĎ21 ҃ࣇاҝ
20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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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дࡗόګҘثΐՒгߏ̙Ъ۞ڱĄтڍԯజͽҒЕࡠڌ۞׀ࣘڱܧ
ྮᇩҽზซֽĎт̫۞͏ጩ۰࿅ 40 ༱ˠĄࣇజटధڠጡα
ΝĄ͐ઙˠૄώ˯ߏజᙯдछ྆ࢬ۞ĎՏ͇ౌѣೀ߱۞ܜޝ༰֖ॡ
มĎ̚มࡇົྋੵ˘ੱ̄ĎͽࣇܮΞͽγ෴Ы۞ĄࡗόګҘొ̂ث
Њ۞ૄώޙనౌ̏གྷዎזၨ໑ĄͽҒЕԯ֤྆ჍࠎņऻٍЊ̄۞૰ϱŇ
҃̂དྷᗼĎҭְ၁˯Ďࣇᗼ۞ೀͼౌߏϔϡన߉ē˧ďͪ˧ď
Ϡన߉Ąٙѣ߆۞ܝొعᏱ̳ౌވዎזၨ໑Ď̙ࡇߏ͐ઙņϔ
ᝋ˧፟ၹŇ۞Ᏹ̳ވዎ߯Ďాିֈొď౻̍ొď̚δࢍԊ۞ޙ˵Б
ౌజၨ໑ĄͽҒЕొฤᜀཝĎԯർჄᑫ९֕Ą˘Ѻ༱Њጯආᑫ
९జͽҒЕˠଟΝĄΩγĎ̈̚ጯ̂ጯౌߏ̂ొ̶ጯϠ۞˞̙זĄඈ
ࡍ࿅ࢦࢦ۞ྮᅪĎጯ७ѝ̏˭ኝĄଂ˘࣎г͞זΩ˘࣎г͞តᓞᙱ
ͧĄͧ͞ᄲҰຐଂ͐Ⴌङপזٛؒщٛ۞ᗁੰ࠻ঽĎҰॲώ˞̙זĄҰ
υืдྮᅪ݈ࢬଵрೀ̈ॡ۞ฤĎତצᑭߤĄѣрೀȈˠЯࠎ߾ڱඪ
҃ಉĄѣᙯˠࣇĞ̂ొЊߏπϔğдᑭߤ৭זצडᑝ۞ಡͧͧ࠰ߏĎ
ࠤҌд઼࡚྆˵זĄ 22
͐ઙˠඈߏٺజᙯдҋ̎छ྆Ą՟ѣˠజ̯ధᐌΝĎтڍҰ
ᇹઇĎಶົజडᑝĄ֘ዃົజၨ໑ĄͽҒЕಡ৽႕ߏѣᙯདྷຍᗼ۞
ಡጱĎ҃ଂ 4 ͡ĎͽҒЕ۞ᗼ߿જՀߏШ˞ϔшĄдှďฮگ
ֲďղโѠֱг͞Ďрೀ˼͗͐ઙϔшజ઼࡚ٙ೩ֻ۞ଯ˿፟ଯ
ࣆĄΩγĎҁৼݱοᎊξ͕̚జˢܬĎϤ 150 ዃͽҒЕҹҫᅳĄࢋ
ۢĎ֤྆۞ූ˫̈˫৫Ďҹฟ࿅Ďᙝϔш۞ᒒጨಶົజᑟᜀ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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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ņऻٍཌྷߏజᑅ࢝۰۞ڠጡŇ24
̂ໄߏЯࠎλ̂۞୕ຏజ༰ຏĄٙѣ͐ઙˠٙٚ۞צଐ
ჰᑅ˧ГިᆃҤౌ̙ࠎ࿅Ąԧࣇ˘ۡజ˘࣎ଐ۞ᇲˠ୭ᇜĎ҃˘
ਕѣ۞ٯԩ͞ёࡇߏያѐᅅˠШҹďࢳᇅڠ྅ۡچ፟ԸᕗϮĄ
ߏ˘࣎ૄώ۞ன၁Ąԧࣇѣ˘࣎ڱᅳጱ۞ᅳఞĎ҃நϤ̙ͤ˘ბĄ
̝̚˘ߏ࣎ᅳఞజᙯ˞ֽĄܠٛڱপజӧдٛؒщٛ̏གྷѣೀ࣎
͡ĄͽҒЕˠԯᙯд˘࣎̈྆ޏĎГԯ៑ટψଫĄΝ̙˞ΐՒгĄ
ΩγĎͽҒЕϒд၁Җ˘̙࣎ᓾᆶҿԔ۞ຳ୭߆ඉĎࡇࢋኡ༊˯͐ઙ
ˠ۞ᅳఞಶົԯኡଫĄ̂ొ̶͐ઙˠౌℚࢋĎ՟ѣ
Ξͽ෴ࢴۏಇ̃Ą̂ొ̶ˠ՟ѣ̍үĎ࿅ 50Ʀ۞ˠεຽĄ25 дߙ
࣎ຍཌྷ˭Ďԧࣇߏ؝ಏ۞ĄԧࣇజΒಛֽĄԧࣇд˘࣎ᇲˠ͘̚ଲ͙
˞˘ѺѐĎҭ࣎͵ࠧ၆ԧࣇ̪̙ჷ̙યĄ 26
ԧࣇညᄔᙀ˘ᇹజ୭Ď՟ѣˠྯֽᄲήྖĄ 27
πซࡇߏ၆ͽҒЕְҫᅳ۞ࢦາΒ྅ĎͽͽܮҒЕϡ̙˞͉
кొฤಶΞͽڼĄߏπซ۞˘ొ̶ĄᏝߏ۞וĎனдޝкͽҒ
ЕщБ۞ְౌآϹග˞͐ઙᛋ၅యĎٙͽֱ֤ͅതϔϯރ۰ٙࢬ
၆۞ᗉᑅֽــҋ͐ઙᛋ၅ĄČČ͐ઙˠ˘Ξઇ۞ٯԩࡇߏ
֕˯ූᐝĎгĞѣˠᄲߏຌгğШҹϴᕗϮᐝĄ
ԧࣇᔘȈѐ݈൴Ϡд͇щܝᇃಞ۞ְĄ༊ॡĎ˘࣎ѐᅅˠ৭д
24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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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3

˘ฤҹ۞݈ࢬĎ݈ͤܡซĄБ͵ࠧౌᆅᓏಅܚĄҭТᇹ۞ೠᓏݒ՟
ѣࠎ͐ઙˠᜩĄ઼࡚ಫវౌ͉ઐఝͽҒЕ˞Ďͽ˘ਠˠॲώ
ଂܑ྿ࣇ၆͐ઙˠ۞͚Ą͐ઙˠٙઇ۞Ď၁ᅫ˯ߏଯᖙത
ϔёְҫᅳ۞˘ဘྏ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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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Ď઼࡚ಫវՀಈᝌಡጱ۞ߏ͐ઙ۞ҋ୭ࠓᇅމĄಡጱ̚ົ
ܢѣ߹ҕனಞᕪಞࢬ۞ͯĎ࿃च۰۞ЩфᆷĄֱ֤ࠓ
ᇅԽᑝ༊ౌߏΞُ۞ְІĄયᗟߏĎಡ৽˯ೀͼՏ͇ౌѣᙯࡗٺόګ
ҘثΐՒгଐ۞ڶಡጱĎ҃тڍҰͿ࠻Ďົ൴னೀͼՏ˘ቔ۞
ົౌޢᄲ̫͇ѣα̱ٕ̣࣎͐࣎࣎ઙˠజ୭Ąಡ৽̙ົ൳ྶࣇ
۞ؖЩĄͽҒЀһ୭ࣇ˵՟ѣ̦ᆃপҾ۞நϤĄѪᙱ۰̙͌̚ߏ
ආĄ 30
͐ઙˠ۞Ѫ๋۰̝̚Ď̂ࡗ 80ƦߏπϔĄ̫֞ѣ˘ܕѐॡมĎ
ͽҒЕౌд၁߉ٙᏜ۞ņؠᕇੵŇĎ˵ಶߏຳ୭ҖજĄࡇࢋࣇᄮؠ
ኡߏऻٍҖજ۞ඉထ۰Ďಶົϡՠ֘ࠓᇅٕۡچ፟ࢳᇅٕF-16 ԯ
ଫĄଂ˘ߛF-16 ԸᇅזБ͵ࠧˠ༵۞г͞ĎΞᔖҺֽ
۞Ѫ๋Ąд˘ܕѨҖજ̚Ďѣαळޙజၨ໑Ą15 ࣎ˠజ୭Ď˝̚
࣎ߏ̈̄ޅĄޢĎՒษކჍߏࣇѣΫͽֽેҖ۞јΑ۞Җજ̝
˘Ą 31
28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49~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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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4

ְ၁˯Ďੵ˞ᛋ၅ጾѣ˘ֱ̈ڠݭጡͽγĎ͐ઙˠяڠጡΞ
֏Ďਕ၆ԩͽҒЕ۞ጱᇅďጼ፟ďҹͫ۞Ďૄώ˯ࡇѣѐᅅˠψ
۞ϮᐝĄČČͽ࿅Ν̱ߐഇ۞ᇴфࠎּĎ32 Вѣ 180 ࣎͐ઙˠ
14 ࣎ͽҒЕˠజ୭Ąಏߏ࣎ᇴфಶΞͽឰҰຏ۞࣎̚זצमளĄҭՀ
ࢦࢋ۞ߏĎͽҒЕˠ۞Ѫ۰̚ѣˣ࣎ߏ̀һĎ҃͐ઙˠБߏπϔĄ
д࣎ࡦഀ˭ĎҰΞͽᄲऻٍཌྷߏజᑅ࢝۰۞ڠጡĄ 33
˵ಶߏᄲĎˠ۞ڠጡࡇΞਕߏऻٍ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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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ԧ࠻Ďฟ˾ౕ˾ऻٍཌྷ۞ઇڱԛТ˘ཋҖĄιឰ઼࡚Ξ
ͽд͵ࠧЇңг͞ࠎٙᇒࠎĄČČऻٍཌྷߏҽጼඕՁޢර߆۞ع
߆ඉؠט۰ٙ౹ౄ۞ᙳĎࠎ̝Ӟ಄۞ѣқԗғᐵϠĞSteven
EmersonğԲያѩࠎϠ۞ˠĄ֤ߏ˘࣎ϡֽឰˠϔຏऻזᛵ̲̲̙щ
Б۞ၹĄѣ˞ιĎ઼࡚ಶѣநϤΞͽдБ͵ࠧࠎٙ୬ࠎĄЇң၆Ӏ
ৈ۞ރĞ̙გߏঘ̈́̚۞ڌďϮ۞ڵĎᔘߏ઼࡚дг͞۞гቡጼ
ரӀৈ۞ğĎБౌົజ෭˯ऻٍཌྷ۞ᇾចĄͽҒЕҋଂ 1970 ѐ̚ཧ
ฟؕઇ˘ᇹ۞ְēԯ͐ઙˠ۞ٯԩᄲјߏऻٍཌྷĄܧ૱ѣ۞ߏĎ
32

2000 年 11 月 9 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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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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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ཌྷŇ˘ෟ˜ߏ઼ޓཌྷ۞யۏĄ઼ڱϡ࣎ෟֽЇңܠႬ̈́
Ӏֲˠͅԩ઼ڱҫᅳ۞ҖࠎĞҫᅳؕҋ 1830 ѐĎ ٺ1962 ѐğĄࡻ
઼ԯιϡдոďֽҘֲĄᓁ̝Ďд઼ޓཌྷ۰ீ̚Ďऻٍཌྷ
ܑ۞ߏ˘̷၆ņԧࣇŇຐࢋઇ۞ְ۞ӸᘣĄ 36

ݖం̶̂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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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ͽҒЕ˘ۡౌд˧ٺၨ໑͐ઙˠ۞˘វຏĄͽҒЕဩ̰۞͐
ઙˠౌߏͽҒЕ̳ϔĄҝдࡗόګҘ͐۞ثઙˠ࿅ΝߏࡗόˠĎ
னдٺᕩᛳېၗĄдΐՒгĎ͐ઙˠߏ઼̝ˠĎ࿅Νצ
ऄ̈́გڼĎனдٺϏېؠၗĄጌ့͐۞͐ઙˠ˵ߏ઼̝ˠĄ
ଂ።Ϋ֎࠻ֽޘĎ͐ྋᖐࢦࢋ۞˘ีјಶĎಶߏឰ̶Чг۞͐ઙ
ˠᛇࣇᕩᛳٺТ˘࣎ϔĄԧຐͽҒЕ઼࡚࿅Ν 20 ѐֽ۞߆
ඉౌߏࢋજອ͐ઙᄮТຏ۞Ďឰࣇ̙ົᛇҋ̎ߏТ˘၁វ۞˘

36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08~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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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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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ᛇࣇะវͽזצҒЕ۞ᑅ࢝Ď҃ࡦ۞ޢโ઼࡚͘ߏĄ 40
ͽҒЕ۞൘͉ೇ઼ཌྷ۰ߏຍᙊ͐זઙˠ۞хд۞Ąҭ઼࡚۞
൘͉ೇ઼ཌྷ۰ͅ࠹ݒĎࣇॲώ̙ԯ͐ઙˠ༊јৌ၁۞хдĄ
ࣇѣ˘ճຐĎᄮࠎٙᏜ͐ઙˠĎࡇߏ˘՟ѣॲፂ۞ຍᙊԛၗ
ၹĎߏࠎӧᕘͽҒЕ҃జ౹ౄֽ۞Ď˵Яѩߏͅ൘͉ཌྷ۞̼֗Ąྮ
ٽಶͅೇᇹᄲĎᄲ֤ߏ˘ܠٛұˠ۞ͅ൘͉ཌྷĄČČ઼࡚۞൘
͉ೇ઼ཌྷ۰ͧͽҒЕ۞൘͉ೇ઼ཌྷ۰ࢋПᐍధкĄࣇᄮࠎΞͽԯ
͐ઙˠ༊јϠ˘ۏᇹֽ၆ޞ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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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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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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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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ѐĮ઼ϔጳౢį̚ѣ˘୧①ځఢؠĎ͐ྋᖐ၆ņ༊ॡϤࡗό
ଠࡗ۞טόګҘثďऄ̈́გᔑ۞ΐՒг̈́ୃӀֲଠݣ۞ט
Ğal-Hammağгડ̙ҖֹᝋŇĄֱгડᓑЪ઼۞̶ڼՙᛉߏထᕩ
ܠٛұ઼۞Ąдௐ˘Ѩ̚ڌጼ̶̚ۋҾϤ˯઼छҫᅳĄѩγĎࠎ˞ᒔ
ܠٛұ઼छ۞͚Ď༊Ᏼ۞͐ྋᖐે؎ົयғݣᔙᇇĆන֧д
јϲ̂ົ˯۞൴֏̚ځቁކҶĎ͐ྋᖐņࡇ၆ྋٸϤ൘͉Ჺ઼ཌྷଠ
͐۞טઙ̶ొĞӈ͐ઙઃጼቢ̰۞ͽҒЕొ̶ğຏᎸĄŇѩ
ޢĎڱᄿฟؕ۞ڠ྅ߏ˵ۋдͽҒЕҫᅳડ̰ซҖ۞Ąтڍ༊ॡд
˯ܠٛұ઼छҫᅳડ̰ޙϲ˘࣎͐ઙ઼छĎ˵ధ͐ઙયᗟಶ
Ξਕ̙ົߏ̫͇ᇹ۞ڶې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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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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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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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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གྷ࿅ܜഇ۞ۋኢĎܠ༖ј઼ࣶϒёٚᄮ͐ઙߊ۞јְ၁Ď˵ѣ
ܲгٚᄮ˞͐ઙᄃγࡗό۞Ъ׀ĄΗ࣎͵ࡔͽֽĎࡗόߏ͐ઙ
۞Ďᔘߏ͐ઙࡗߏό۞ۋኢĎ̙ҭӧᕘࡗ͐ᗕ҃͞ͷ˵ӧ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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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ܠٛұ઼छĄ˫ֽޢಛᖒࡗ͐ᓑ֣۞યᗟĎܠٛұЧ઼ிᄲ৾৻Ďంਾ
˘ߏĎѣॡࠤҌᚑࢦгᇆᜩܠٛұ઼छ۞ဥඕ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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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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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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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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၆ֱ˘ٺˠֽᄲĎࣇౝٺӧဩ۞ॲώࣧЯĎߏࣇ̙ဥඕĄഅೀ
ңॡߏ࣎ૻ̂ͧ۞ܠٛұ͵ࠧĎனд̶૪ᗓژј˘ሹՒĎكѩ̝ม
̙̏ેۋĎҋ̎՟ѣਕ˧Աԁ̝םĎݒԯჟ˧ౌঐਈдᏜ۞
ᇲ၆ࡎ̝̚Ąᙯ˘ٺᕇĎࣇԱ۞זྋՙ͞९ߏņܠھٛұ
ཌྷŇĎߏ˘நຐĎ၆˘࣎Հ̂۞઼ઇՀ۞ྕمĄЧ࣎ܠٛұ
઼छ̋ߏ۞ܑــᐝཌྷڼ߆ៅĎ઼҃࣎ࢋͧιࣇౌֽ৷
ሒإĄ࣎நຐĎд၆ԩ઼ޓཌྷଠ֤̄߱͟۞ט྿ᙹזपĄΞߏ
༊Ч઼࣎छՐזώ֗ϲҋ̝ޢĎ༊Ч઼࣎छ۞ᅳఞֽ̙ᙸຍ
ԯҋ̎۞ҋгҜᝋ˧ϹගΩ˘࣎Հ̂۞ဥវॡĎܠھٛұཌྷ۞
ӛ͔˧ૻޘಶഴऴ˞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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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ѐ 6 ͡ĎୃӀֲϒఢۡତ̬ˢ̰ጼĎ͚ૄ༛ିࠁᄃୃӀֲ
۞ņ͇༖̓Ň— ͐ྋᖐď᎗ڒүጼĄ 64 ͐ྋᖐ̰ొĎୃצӀ
ֲ͚۞੯ďˠੱĞᓁొğୃͽӀֲࠎૄг۞͐ઙྋٸ৭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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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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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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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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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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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ጹ۞ߏĎ͐ઙˠ̫֞ᔘ̙ځϨĎԧࣇٙᅮࢋ۞ߏ˘࣎ѣᖐ
ّ۞ྻજ — ԧᄮࠎᇹ۞ྻજߏຣֽ۞Ą̂ཏ̂ཏ̶Чг۞͐
ઙˠ˘ۡ՟ѣజજֽࣶĄ̙გߏд͐ઙᔘߏܠٛұ͵ࠧĎౌ
ѣޝкྤ˘ۡϏజજࣶĄԧࣇ۞ۋᔘ۞ؕܐޝٺล߱Ďֶдࠎ
ᑕϤኡᅳጱࣹ࣎͞ـШ֕ۋӝ̙ЃĄ 81
7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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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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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ڌπ۞͑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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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ഭล߱Ď˵ధᑕྍАឰ͐ઙˠ઼ޙĎឰࣇ̙Гְזצҫ
ᅳĄޢĎ͐ઙ઼ΞͽٺҋϤຍԠĎՙͽྫྷؠҒЕ˘Ď҃ͷ̙ࡇΞ
ͽྫྷͽҒЕ˘ĎࠤҌΞͽྫྷࡗόďጌ့઼͐छ˘Ą̚˯ࠧ͵ߏڌ
ˠ˾ܧ૱༵۞г͞Ď˵எፋЪ۞ሕ˧ĄᗓߏҖ఼̙۞ĄЯࠎιࡇົឰ
˘͞តјऴ๕Ď҃ឰΩ˘͞តՀૻ๕ពߏ࣎γֽ߆ᝋĄࡇົᄦౄՀ
кયᗟĄҋ 1940 ѐĎᐌ̂ొ̶ܠٛұ઼छזϲͽҒЕ઼ޙĎ
યᗟᆧΐ˞рೀࢺĄιࣇ՟ѣഴ͌ĄˠࣇߏВхд˘ĎҭߏݒВхٺᜠක
ᨯ̝ޢĎВхٺடԟᄃᇷ˧̝ޢĄͽҒЕٕୃӀֲٕϿٛҹٙҖֹ۞઼छᇷ
˧Ďߏ̙ΞਕயϠˠˠౌഽ୕۞֤ᘦؠᄃπВх۞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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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ͽҒЕѣ˧۞̂ޝณ˘ۡᙒјдҫᅳડ̰јϲ͐ઙ઼Ď̚
ྵࢦࢋ۞ߏͽҒЕ۞၁ຽछĎࣇࠤҌдౙםᛉ̝݈ಶ៰ײјϲ˘
࣎͐ઙ઼ĄͽҒЕ၁ຽछົםᓁк͈Ć౻পતĞDov Lautmanğޙ
ᛉଳפNAFTAϒдםአ۞ሀё —ņଂതϔཌྷᖼொזາതϔཌྷŇĎ
̍ᛨಡ৽۞̍ˠ۰ෞኢᄲĎņଐᙷڶҬ઼ڱᄃధк݈߷ܧതϔг
۞ᙯܼĄŇͽҒЕдҫᅳડ۞үຽםአ۰ྋᛖᄲĎ۞̍үϫᇾߏņ
ҫᅳг۞གྷᑻᄃͽҒЕ۞གྷᑻፋЪŇĄޙϲ˘࣎ņဦŇԛၗ۞ϲ̈
઼ĎΞͽឰͽҒЕ۞̳Φ྅੨ᇄనд͐ઙᙝĎӀϡຆᆊ۞౻˧

82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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ᔇĎ̙υ҂ᇋᒖဩٕטࢨĎ˵̙υநົֱ֤ņ࡚ᚊ۞ីᅿŇᆚ৯Ď
ֱ֤ˠΞਕົڦຍҰтң၆̍ޞˠĎͽ̈́ࢋՐ̍үᒖဩᄃҲ̍ྤĄ 83
ͽҒЕЩᕄࠁܧ૱ౙπซ۞ૄώຍཌྷĄ͐ٛҹ߆ع
̰ొщБొܜď።ΫጯछధࠃᐵĆٛѼĞShlomo Ben-Amiğдጯఙࡁ
տ̚ēņְ၁˯Ďౙםᛉߏޙϲдາതϔཌྷ۞ૄᖂ˯Ďឰ˘
͞۞Ϡ߿ϖᅈֶᏥΩ˘͞ĄŇૄֱٺϫᇾĎҹڒďٛᄼᄃس۞
ؠםĎϫ۞ಶߏࢋૻ͐טઙˠņೀͼԆБֶᏥͽҒЕŇĎ౹ౄņ˘
࣎ᕖ̂۞തϔڶېŇĎ֭ͷഇ୕јࠎņϖᅈֶᏥ۞ڶېŇ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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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Ď઼࡚ͽҒЕд̚۞ڌӀৈ˵̙ߏԆБ˘ᇹ۞Ą઼࡚д̚ڌ
ѣࢋ۞ጼர̈́གྷᑻӀৈĄЯࠎ̚ڌਕᖳಱĄ઼࡚̙ҭᅮࢋ̚۞ڌҲ
ᆊਕĎՀԓ୕ᖣ઼࡚д̚ڌщБ˯۞гҜĎჯ˘࣎ТᇹֶᏥ̚
ڌਕ۞ለ߷ᅈ۞ڌมତ߆ڼၸĄჯՒপܠٛұ̈́ܠٛұᓑЪ
ࢤ۞઼ܜ։рᙯܼĎឰࣇᚶᜈֶᏥ઼࡚೩ֻ۞щБĎЪ઼࡚۞઼छ
ӀৈĄ઼࡚ᄃܠٛұ઼छ۞ᙯܼ၆ͽҒЕ҃֏࠹༊̙ӀĄᆸᙯܼࢨט
˞઼࡚дྍгડᑒӄͽҒЕ۞ޘĎՀឰ઼࡚ຏܠזצٛұ၆ͽҒЕ۞
̙႕Ą
ֱ̙႕྆Ď͐ઙયᗟߏࢵࢋ۞ĄͽҒЕԽҫࡗόګҘ̈́ث
ΐՒ֕ು 35 ѐ˞Ď͐ઙˠ۞гҜᔘ՟ྋՙĄ̙ኢдኡĎౌឰܠٛ
ұˠѣᇲෛͽҒЕ۞ᝋ˧ĄՀឰࣇԯͽҒЕ༊јᇶॡ۞γֽϒቁĄϤ
ܠٺٛұˠᄮࠎ઼࡚͚ͽҒЕᑅ࢝͐ઙˠĎ઼࡚ຐщᇬ࡚ͅଐჰ
ְࢺΑΗĄ઼࡚ͽҒЕᛸ͘д࣎гડଯજк઼߆ٕڼགྷᑻЪүಶ

8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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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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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ᙱࢦࢦ˞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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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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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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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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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ڍ੨Ъ઼ᅫВᙊĎ̯ధπྋՙĎͽҒЕົྍгડᏉЪĎ
઼࡚ಶົεΝ˘࣎ѣᆊࣃ۞ไһ઼छĄ၆઼ֽ࡚ٺᄲĎͽҒЕߏ࣎ܢ
઼Ďдְ˯;ࢦЇĎԫఙ˫АซĎͽҒЕ۞གྷᑻᄃְԆБֶᏥ࡚
઼ĎЯѩᙸຍࠎ઼࡚ઇЇңڇચĄ 93
1983 ѐĎͽҒЕЩ۞າჷ۰̜κĆጆᄼĞDanny Rubinsteinğ
ణય઼࡚Ď൴னٙᏜņͽҒЕྼᄲဥŇ۞ࢋ৵ѣ˘ӀचᙯܼĎಶߏ
ࢋჯְ၆ԩĄČČ઼࡚۞൘͉ˠะဥࡇᅮࢋͽҒЕ·༊ܠٛұണᇷ
Խᑝ۞ᜁࠗ۰ĄČČࣇᄮࠎĎЋဦᄃܠٛұ఼ďଯજᄃ͐ઙˠ
̢࠹ٚᄮďཌྷᕄࠁĎֱౌົӸᘣ๒ഠ̍үĄČČͽҒЕᕄ
ࠁགྷ૱೩۞ᛋӘĎֱ͚۰ņ۠ϫຑ઼ཌྷᄃব͕Ň①၁ౄј
ͽҒЕņଐ̙ԁݻ۞םၗŇ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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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ѐĎ൘͉ˠҫѣ۞˿гࢬ᎕่ҫ͐ઙᓁࢬ᎕۞ 7ƦĎҭߏ
̶ڼՙᛉထග൘઼͉۞˿гݒҫ͐ઙᓁࢬ᎕۞ 56ƦĞ1.45 ༱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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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95 頁。ğĄ
34

֧ğĄܠٛұˠጾѣ۞˿гࢬ᎕ࠎ 93ƦĎ҃ထගࣇ۞˿гࢬ᎕่ࠎᓁ
ࢬ᎕۞ 43ƦĞ1.18 ༱π̳֧͞ğĄ൘͉ˠͧࣧҫѣ۞˿гᕖ̂˞˛ࢺĎ
ܠٛұˠͧࣧҫѣ˿гഴ͌ 54ƦĄထගܠٛұˠ۞˿гкΗߏЄď
ళሰ۞̋ડĎ҃۲ա۞ڻঔг۞̂ొ̶ထග൘͉ˠĄ
ଂˠ˾ထ̶˯࠻Ďܠٛұ઼̰۞൘͉ˠ่ѣ˘༱ˠĎࡗҫܠٛұ઼
ˠ˾ᓁᇴ۞ 1.4ƦĎထග൘઼͉۞ܠٛұˠ 49.7 ༱ˠĎࡗҫ൘઼͉ˠ˾
۞ΗᇴĄдထග൘઼͉۞ͧႬᔁ͐гડĎ൘͉ˠ่ѣ 1020 ˠĎ҃ܠٛұ
ˠࠎ 1.382 ༱ˠĎ൘͉ˠᔘҫ̙ז༊гᓁˠ˾۞ 1ƦĎҭߏ̶ڼՙᛉݒ࿁
ࡦ 99Ʀܠٛұˠ۞ຍၖᝋৈΝឰ 1Ʀ۞൘͉ˠΝ࣎˘ڼԆБᛳܠٺ
ٛұˠ۞гડĞ൘͉ˠд༊гҫѣ۞˿г˵̙ ז1ƦğĄ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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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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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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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ઙ۞൘͉ϔ̙ົ̯ధЇң͵ܸ۞˧ณֽࣤဳࣇд˿
г˯ࠎࣇֱ֤ଂൎ̊ᚤ྆ࢂ߿˭ֽ۞छˠ˸۞Ꮠˠ೩ֻᔖᙱٙ۞ᝋ
Ӏཌྷચ — ࣇٙጾѣ۞Ď֭дĮཐགྷį̚അͅೇϦ۞ځপঅᙯ
ܼѝ̏ࠎЧг۞൘͉ˠٙ˘ᄮΞ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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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ώĆΟ֧щ̏གྷ˭ؠՙ͕ĎͽҒЕϖᅈ̙႕֖˘ٺгડĎᓑЪ઼
۞̶ڼՙᛉֹѣ˞˘ຐڱĄ۞ܲ୧ІΞͽநྋĎЯࠎᓑЪ઼۞
ՙᛉߏͽВхࠎሀёĄ၆ٺညྻᏮďϹ఼ďͪྤਕ۞Ӏϡᇹ۞
ࢦࢋӀৈд൘͉ొ̶ܠٛұొ̶̝มఢؠ၁Җ˘ᓑЪវטĄдѣ֨
ਕ˧۞ᙝဩڻቢ՟ѣ۞ؠထ̶Ą҃͐ઙˠ̂кᇴܠٛұ઼छ
ͅ၆၆͐ઙ۞ထ̶Ďࣇ۞ࢦ̂ͅԩֹВх۞ሀёεΝ˞
ૄᖂĄ
Ҍ઼ٺछᅳ˿યᗟĎԓ୕ਕૉޙϲ˘࣎֨ਕ˧ૻďᅳ˿ྵ̂۞
ͽҒЕĎଂ҃Ξͽܲᙋொˢྵк۞൘͉ˠĄЯѩĎдਨϲ֏ކॡĎ
િᇶ̙ྋՙϏֽͽҒЕ઼۞ᙝဩય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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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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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ڌኜ઼ڌ̚Чϔ۞ٙѣጼְ̚Ďͽܠࡎஎஎгӛ͔ҝγ
ม͵ࠧĄొ̶ߏϤٺᇲ၆۞৺ૻᝋۡତঘˢĎొ̶Яࠎְ࣎І
۞ᛉᗟΑ࿅̙֭ົ၆γม͵ࠧ۞Ӏৈౄјк̂ᇆᜩĄֱߏٺγม۞
ᙯ̷ĎࡇߏवֹಞࡎڱᖣϤٕ֤͞͞۞౼Ӏ҃ځפቁ۞̼
ྋ͞ёĄЯѩĎಞۋ၁ᅫ˯Β߁۞ߏ˘րЕൺᇶ҃ыዟ۞ጼۋĎ
ֱጼְౌд઼ᅫ̝̒˭ඕՁĎҭߏ·۞זณ̙࿅ߏጼఙ˯̙҃ߏ
ጼர˯۞౼Ӏ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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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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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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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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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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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னдߏ࣎ᆉԊĄੵ˞ຐа࣎˘זՀࣧАďೀͼߏࣧؕ۞ϲಞͽγ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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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ۋՐဥ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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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2 頁。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89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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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ᇹࣃ˘೩۞ߏܠٛұ͵ࠧώ֗˵˘ٺޝᒷᎣ۞ېၗĄιࣇ
۞ڼ۰˘̙ߏ۰ͅϔཌྷ۰Ą՟ѣϔޘטΞ֏Ąܠٛұ
ˠࠎѩ;˞ၝࢦ۞ᆊĄ֤ᆊ̙ߏ઼࡚;۞Ď҃ߏܠٛұˠ;۞Ď
ࣇ۞࿆ဩ — ̙გߏઉďିֈďќˢͪπďૄᖂޙనď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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Ꮾٕᒖဩ — ࿅ΝೀȈѐֽౌᘦՎೋ̼Ď҃ͷҋπซд 1990 ѐܐ
ഇणฟͽֽĎՀߏާి˭Ąԧຐ˵ྋᛖ˞ࠎ̦ᆃՏ˘࣎ܠٛұ઼छ
۞ϔຍౌߏ৭д͐ઙˠ۞˘ᙝĄ֤ͅߍ۞ߏˠࣇ၆ڼ۰۞̙̳ཌྷ
۞ᇙೖĎ̙გ֤ڼ۰ߏְҫᅳ͐ઙ˿г۞ͽҒЕĎᔘߏүࠎͽ
ҒЕᐻ۞͐ઙҋع߆ڼĎᔘߏᇝࠃ࣯ٕऄ̈́߆ֱعᗉᑅˠϔ۞
߆ᝋĄ˘̷Бߏѣ઼࡚͚۞Ą 126
ԧࣣᆷ˞ቔ͛ౢĎΨņቤၙѪēజᘂჳŇĄԧຐĎಶߏՒษ
۞ࢍထĎᘂჳ͐ઙˠĎឰࣇၙၙѪΝĄዴࣇĎ೦ࣇĎឰ
ࣇ˞̙צĎҋ̎֕ˠĄČČՒษ̰̈́ᅦ۞ϫ۞ࢋߏݒԯ͐ઙˠ
ཋϚ̼ď؝ϲ̼ܧˠ̼Ďឰࣇညᓬኃ˘ᇹѪΝĄČČҭ֭՟ѣ
ృĄ͐ઙˠᔘߏдҋ̎۞˿гĎ՟ѣᗓฟĄࣇߏ୕Ďߏ̙ԣ
ሄĎҭಶтٙѣ۞ͅതϔጼ۞ۋଐ˘ڶᇹĎᑅ࢝҃ͅΐૻ˞ࣇ۞ิّ
ٯԩຍԠ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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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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