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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無前例的挑戰（上篇） 
 

   1

 
9.11 以後﹐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四年時間過去﹐不要命的恐

怖分子越殺越抓越多﹐自殺式的恐怖襲擊越打越烈越狠﹐不僅世界產

生懷疑﹐而且美國戰略研究主流智囊強烈困惑。2003 年以來﹐麥克納

馬拉著《歷史的教訓》﹐克拉克著《反擊一切敵人》﹐布熱津斯基著

《大抉擇》﹐2 亨廷頓著《我們是誰﹖》……。面對現實的理性反思﹐

一個比一個深刻﹐具有認識不斷深化的積極意義。但是﹐從美國國家

利益出發﹐政治哲學上找不到出路﹐順著強硬路線的慣性和實際利益

的糾纏﹐布什~賴斯政府一條道走到黑﹐勢必在今後幾年﹐對中國共

產黨的執政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1 2005 年 4 月初稿。承蒙至親師友推薦黎汝清的《皖南事變》﹐對主題思路之形成﹐受

益匪淺。全稿 13 萬字﹐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 
2 較早的臺灣譯本為《美國的抉擇》﹐本文用的是臺灣譯本。 



 
 

布熱津斯基的《大抉擇》﹐說的是不知道如何抉擇的苦惱。從頭

到尾﹐不是“兩難”就是“困境”﹐對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從基本理

念上﹐提出顛覆性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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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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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陣營對壘半個世紀﹐嚴重障礙資本流動。柏林墻倒塌﹐天塹

變通途。和平發展史無前例﹐資本自由流動的洪流﹐匯成美國獨霸的

全球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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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領導全球一體化﹐軍事﹑經濟﹑科技﹑文化﹐軟硬兼施﹐所

向披靡。世界各國改革開放﹐全方位與國際（主要是美國）慣例接軌。

                                        
4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46~47﹑60~61 頁。 
5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4 頁。 
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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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小小地球村渾然一體﹐變成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互動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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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57 頁。 
8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88﹑138~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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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熱津斯基敏銳過人。“全球首都”不是紐約 — 聯合國總部所

在地﹐是華盛頓﹐標示出全球化與美國獨霸的尖銳矛盾﹐頗具象徵意

義。全球化了的地球村﹐一體實行同一個國際慣例﹐急需相適應的統

一管理。全球化與聯合國越來越重要（而不是越來越不重要）﹐理應

水到渠成。最有說服力的案例﹐莫過於全球一體自由化最前衛的金融

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一場接一場巨大災難﹐從控制技術上說﹐祇

有統籌﹐纔能治理。深知箇中甘苦的索羅斯﹐多次著書立說﹐憧憬世

界中央銀行。明擺著的簡單事實是﹐如果大家都用美元﹐或者恢復布

雷斯頓森林機制﹐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固定匯率﹐絕大

多數（如果不是全部）金融危機根本不會發生。 
仗著獨一無二的美元霸權﹐美國不僅不會發生貨幣形態的金融危

機﹐而且從各國歷次危機佔大便宜。雖然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

衡﹐必須統籌管理﹐美國唯利是圖﹐不當氣吞山河的秦始皇。亨廷頓

拒絕美國應當對世界承擔責任﹐“美國若成為世界就不可能仍然是美

國。”10 布熱津斯基的理解﹐越發深奧得詰屈聱牙。 
 

                                        
9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39 頁。 
10 原因是“別國的人若成為美國人就不可能仍然是他們自己”（亨廷頓﹕《我們是

誰﹖》第 3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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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是美國公民選的﹐不是世界人民選的。“美國實施全球

獨裁”﹐口含天憲﹐生殺予奪﹐不管說得多麼好聽﹐衹能而且必須謀

求一己之私﹐不可遵循全球共同利益。且不說中東石油這樣明擺著的

物質利益﹐包括整天籲請各國參加的反恐戰爭﹐全是同樣邏輯。 
 

12

 

美國政府大聲疾呼“恐怖活動遍及全球”﹐要求各國政府必須積

極反恐﹐“不是同志﹐就是敵人”。13 所有國家衹配當親兵衛隊﹐追

隨冒頓的“飛鳴鏑”﹐反美國所反之恐。反對基地組織撞擊美國大樓﹐

是反恐。反對車臣武裝劫持俄羅斯人質﹐是反恐“遭到外國勢力的政

治綁架”。深為兩難困惑的布熱津斯基自己﹐都是這樣習慣霸道邏輯﹐

怎麼能不擔心﹐“美國的獨裁將帶來不安﹐並毀滅美國。” 
 

 
 

                                        
11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18~219 頁。 
12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50~51 頁。 
13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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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運動﹐沒有統一的哲學基礎﹐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被

布熱津斯基指作“全球動亂”。包括民族﹑宗教衝突在內的全球動亂﹐

衝擊全球一體美國化的正常秩序。“要有效解決全球動亂還得靠美國

的國力。因為﹐美國的國力是全球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 
 

                                        
14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58~159﹑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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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不“誤用”國力嗎﹖美國的國力用來維護美國利益﹐是主

權國家所以成為主權國家（而不是世界政府）的天經地義。換句話說﹐

即便真想大公無私幫忙全球安定﹐照樣必須以美國的私利為根據。明

顯的例子俯拾即是。非洲大屠殺﹐一百天殺人一百萬﹐常常是用大刀

砍死﹐國際社會無人問津。亞洲大海嘯﹐美軍救災奮勇爭先﹐遭遇各

國警惕懷疑。印度乾脆拒絕﹐印尼限期撤軍。 
一方面﹐“美國的國力是全球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一方面﹐

“美國要確保國家安全的時候﹐卻在世界各地掀起國家﹑族群﹑宗教

等衝突”。16 布熱津斯基勇敢面對這個矛盾﹐為“全球社區和國家霸

權”﹑“美國全球霸權及全球相互依存”史無前例的歷史相遇﹐百思

不得其解。 
 

 

17

 
 

 
全球一體美國化﹐美國的國家利益全球化。過去﹐美國一個後起

的帝國主義大國﹐提倡門戶開放﹐強調機會均等﹐著急利益均沾。現

在﹐美國雄霸天下﹐各國門窗敞開﹐不是利益均沾而是處處拿大頭了。

                                        
15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18﹑14 頁。 
1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29 頁。 
1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10﹑143﹑2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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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各地佔盡便宜的同時﹐美國的國家利益物化到世界各地。亨廷

頓趾高氣揚﹐“由於美國勝利成為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美國與世界

的區別正在消失。”18 北美是屬國番邦﹐拉美是祖傳後院﹐南美是特

區飛地。中東石油再沒有蘇聯爭霸。中亞油氣眼看成為美國的戰略儲

備。19 非洲的黃金珠寶﹐美國的囊中之物。亞洲的廉價勞力﹐美國的

生產基地﹐……除了盧旺達不毛之地種族屠殺﹐全世界哪個地方出現

麻煩﹐不管什麼原因造成﹐直接損害﹑間接威脅美國利益。 
為了捍衛全球化了的既得利益和潛在利益﹐美國擁有 13 個航空

母艦戰鬥群﹐七百多處軍事基地遍佈世界。從 1789 年《美國憲法》

頒佈以降﹐216 年時間﹐美國捲入海外軍事行動 235 次。“其中 25~30
次行動可以說是具備了全面戰爭的特征。”20 2003 年﹐美國軍費開支

佔全球總額的近一半（47％）。21

 

22

23

10 43
2500

                                        
18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21 頁）。 
19 布熱津斯基強調美國戰略當務之急三件事。第二件是“將石油生產區自波斯灣轉移

到中亞”（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4~85 頁）。 
20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7 頁。 
21 世界權威軍控組織 —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報告〈2003 年世界軍費 9560
億美元﹐日本第二〉﹐人民網日本版（http://japan.people.com.cn）。 
22 弗里德曼如是說（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298 頁）。 
23 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297~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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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說﹐美國要提高國內富裕人口的比例﹐“就要有更多的

剝削主要是剝削第三世界人民。”結果是“一個相當富裕的﹑高度平

等的國家和一個經濟上完全兩級分化的世界體系。……一個又一個地

區的人們將開始要麼以伊拉克﹑要麼以伊朗為榜樣行事。對此﹐美國

不希望袖手旁觀（歐洲﹑日本也不會）﹐因為擔心這很可能引起全球

大火。”25

 

26

 

更令人在道德﹑信仰﹑意識形態上難以適應的殘酷現實是﹐社會

主義陣營崩潰﹐共產主義理想幻滅﹐追求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

理想社會﹐再沒有了正當理由。唯利是圖的叢林法則﹐成為全球一體

美國化的天經地義。 
 

27

 

世界各國人民的生產生活﹐史無前例地與美國政府﹑企業和個人

的商業﹑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活動﹐高度緊密糾纏在一起﹐形成

某種越緊密越緊張的特殊關係。美國霸權全球獨裁﹐張牙舞爪﹐驕橫

                                        
24 Branko Milanovic如是說（威廉‧迪法齊奧﹕〈時間﹑貧困與全球民主〉﹐阿羅諾維

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237 頁）。 
25 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第 477~478 頁。 
2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29~230 頁。 
27 奧爾汗‧帕穆克如是說（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3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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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狀﹐成為激發全球動亂的淵藪。911 事件的普遍反應是﹐“當叢林

之王受到襲擊時﹐其他動物皆大歡喜。”28 遍佈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館﹑

美軍基地﹑美國公司﹑美國公民﹑美國佔領軍﹐以及美軍扶持的偽政

府﹑偽軍﹑偽警察﹐成為各類恐怖組織人人喊打的襲擊目標﹐美國不

得不越來越經常到世界各地充當防暴警察。 
1959 年﹐社會學家李普塞特指出﹕“一個國家越是富有﹐它接受

民主的機會也越大。”1968 年﹐政治學家亨廷頓撰《轉變中社會的政

治秩序》﹐“提供了至今仍然是最有力﹑最尖銳的反對急進民主化的

案例。”29 因為“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與民主有密切關係。在 20 世

紀末期﹐自由經濟機制與作法確實與一個社會的整體財富和個人生活

水平有密切關係。”30 當代西方大師高深莫測﹐給出一個國家富足﹐

與民主自由之間的正比關係。翻譯成中國管子的老話﹐“倉廩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中國地大物博卻人口眾多﹐全球 9％的耕地養活全球 22％的人口﹐

不得不計劃生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講究了幾千年﹐眼看斷了

香火的草民百姓﹐再思想不通﹐再苦苦哀求也不行。強制結紮墮胎﹐

懷孕生產逃亡﹐抓人罰款﹐扒灶毀屋﹐雞飛狗跳﹐呼天搶地。更演化

出一樁樁拋棄﹑溺死女嬰的人間慘劇﹐慘絕人寰。美國地大物博卻限

制移民﹐全球 4.6％人口消耗全球 24％的能源﹐31 人權民主自由大撒

把﹐一個墮胎問題﹐每次都是總統競選的大題目。天賦人權﹐人同此

心﹐能不能懷孕﹑什麼時間懷孕尚不知道﹐先得找政府申請“準生

                                        
28 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314 頁。 
29 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334 頁。《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頓的成名之

作﹐集中展開人均GNP﹑識字率等指標與社會動亂﹑暴力衝突的統計分析﹐提出“社會

變動水準與經濟發展水準皆直接與政治穩定有關”（第 35 頁）。 
30 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理念》第 290 頁。 
31 根據美國能源部能源資訊署《世界能源年鑒 2002》資料計算﹐（http://www.eia.doe. 
gov/emeu/iea/wec.html）。 

 11 



證”。克林頓總統說得好﹐“自由的觀念是放之四海皆準的。”32 但
凡稍有一點點民主﹐哪個熱心計劃生育的能被群眾選上領導崗位﹖ 

在主權國家的邊界藩籬之間﹐經濟門戶開放﹐資本利益均沾。經

濟學的前提是稀缺和理性。因為財富有限﹐所以唯利是圖。小小一個

寰球﹐讓美國一家到處利益均沾得愈多﹐美麗尖的倉廩愈實﹐愈民主

自由而知榮辱﹐世界各國的衣食越不足﹐越篳路藍縷捉襟見肘沒禮

貌。美國越富﹐越民主﹐越瞧不上中國一黨專制。中國越窮﹐越計划

生育﹐越遠離美國式的民主自由﹐越是嚥不下一口氣﹐熱烈歡迎美國

來中國﹐頤使氣指人權民主﹐發號施令改革開放。 
結果是﹐窮富兩條各行其是而又相互交織﹑纏繞﹑強化的邏輯循

環。美國越是廣泛深入世界各地攫取越多利益﹐美國經濟越富足﹐社

會矛盾越寬鬆﹐越是民主自由﹐越是各國學習的榜樣﹐越是全球一體

美國化改革開放﹐與美國~國際慣例接軌﹐美國越是廣泛深入世界各

地攫取最多利益﹐世界各國越是著急發展不起來﹐對受剝削﹑受壓迫

的貧困現實越是憤憤不平﹐越羡慕美國首屈一指的富足和民主﹐越痛

恨美國獨霸獨裁的對外政策﹐各種原因的“全球動亂”越發此起彼

伏﹐美國越是不得不用強大國力和獨裁方式﹐到全球各地壓制動亂﹐

捍衛全球化了的美國利益﹐“全球動亂”越是集中針對美國﹐…… 
 

 
 

 

                                        
32 藍普頓﹕《同床異夢》第 3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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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共產主義理想幻滅﹐人類社會由落後到先進的不斷進步﹐迷失了

方向。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縱向逐

步昇級的歷史終結。環顧左右﹐橫著比較﹐經濟富裕﹐政治自由﹐美

國是現代化社會的最高境界﹐當今地面上的人間天堂。論強大﹐論富

裕﹐論民主﹐論自由﹐全世界小兩百個國家﹐找不出哪個比美國更完

美﹑更值得仿效學習﹑更令人心馳神往。 
落後國家實現現代化﹐尤其千呼萬喚的政治體制改革﹐最簡單便

捷﹑同時也是最徹底的途徑﹐莫過於直接加入美麗尖。犯不上流血犧

牲﹐找帝國主義鬧別扭﹐用不著矯情國情﹑白活特色﹐古巴﹑臺灣﹑

越南﹑朝鮮﹑伊朗﹑埃及﹑敘利亞﹑俄羅斯﹑中國﹐由近及遠﹐從小

到大﹐先親後疏﹐全民公投自決﹐加盟美國﹐成為合眾國的一個新州﹐

星條旗上一顆新星。34 聯邦政府統一管理。經濟﹑政治﹑文化﹑外交﹑

軍事﹐徹底實行美國的法律規章制度﹐與美國（或稱“國際”）慣例

全盤接軌﹐天衣無縫。一勞永逸﹐永不翻案。保證加入一個﹐現代化

一個。全部加入﹐全人類實現現代化。試問世界各族貧困人口﹐誰不

願意“今夜美國人”﹐一步到位實現四﹑五個現代化﹖— 包括魏京

生補充﹑唐德剛強調的政治現代化。 
真正可氣﹐美國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要別人門戶開放﹐為自

                                        
33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90 頁。 
34 2003 年﹐臺灣TVBS民意調查中心調查 1030 名 13~22 歲學生﹐79％認為自己是臺灣

人﹐55％希望臺灣成為美國的一州（http://www.tvbs.com.tw/file_db/files/osaka/200310/os 
aka-200310301826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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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利益均沾﹔美國門戶緊閉﹐自家有福獨悶。麥克納馬拉莊嚴聲明﹐

“美國沒有殖民主義的目標。”35 小布什莊嚴聲明﹐“美國並不是一

個需要擴張的帝國﹐也不準備建立一個烏托邦。”美國“沒有領土野

心﹐我們並沒有建立一個帝國的企圖。”36 因為殘害人權民主﹐美軍

先後解放阿富汗﹑伊拉克。水深火熱的當地百姓﹐上過一次搖頭晃腦

的電視鏡頭之後﹐該受窮受窮﹐該動亂動亂﹐誰也圓不了自由民主的

美國夢。不要說全民公投加入美國了﹐少數個人﹐衹要不是各國急需

的有用人才﹐無論是哪個﹐再痛恨貧窮專制﹐再熱愛富裕民主﹐申請

入境美國簽証﹐嚴格審查“移民傾向”。 
不能一步到位加盟美國﹐還得一體美國化門戶開放﹐隨時隨地隨

叫隨到﹐一天到晚貼身面對鬥不過﹑躲不開的巨無霸﹐察言觀色﹐陽

奉陰違﹐儘可能讓當地利益少被拿走一點。以小事大﹐以弱處強﹐俯

仰由人﹐動輒得咎。口口聲聲自由民主﹐時時處處唯利是圖﹐伴虎如

伴君。與獨霸獨裁的美國“雙贏”﹐應當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所有難題

之根本。 
美國領導全球一體美國化﹐祇為自己謀私利。車同軌﹑書同文﹑

統一度量衡﹐全是強秦奴役列國人民﹑掠奪列國財富的有利工具。世

界人民越是向往美國標榜的民主自由﹐越是痛恨美國霸權蠻不講理。

布熱津斯基瞧著別扭﹐“實際上﹐美國希望獲取戰略利益的時候﹐美

國文化上的吸引力反倒是政治不安定的來源。”37 美國利益全球化﹐

美國安全全球化。滿世界佔便宜的美國人不安全﹐全體人類雞犬不

寧。改革開放的各國人民越愛美國﹐越恨美國。美國高懸民主招牌﹐

用公義謀私利﹐在貞節祠裡開窯子﹐眾人側目﹐千夫所指。波蘭裔美

人布熱津斯基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35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52~53 頁。 
36 布什在西點軍校的講話（伊格納蒂夫﹕〈負擔〉﹐《香港傳真》No.2003~3）。 
3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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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

 

39

 
 

 
亨廷頓隆重推薦布熱津斯基的《大抉擇》之後﹐再寫《我們是

                                        
38 亨廷頓如是說（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40 頁）。 
39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57﹑167~168﹑15~16﹑210﹑2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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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沿著文明衝突的路線﹐把美國

稱孤道寡的獨霸獨裁﹐描繪成神聖不可理喻的宗教宿命。 
 

 
 
9.11 之後﹐美國人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美國人愛國為哪般﹖當

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制﹐種種人類美麗理想組合成的“美

國信念”。40 在歐洲﹐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反對教會~貴族黑暗統治

的旗幟性訴求。在美國﹐民主自由的思想基礎為“盎格魯~新教文化”

所獨有。41

 

~
~ ~

42

 

 

43

 

                                        
40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81 頁。 
41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73 頁。 
42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82 頁。 
43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58~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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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以是美國不是法國﹐法國所以是法國不是美國﹐由諸多獨

特的地理﹑歷史﹑人文因素造就。宗教信仰的區別﹐可能發生超出人

們想象的巨大作用。這點淺顯道理﹐不用高才大學勞神。亨廷頓的著

力點﹐是把民主自由說成盎格魯~新教的專利。一旦祇有盎格魯~新教

對民主自由情有獨鍾﹐美國不再是人們通常以為的移民社會了。 
 

17~18

18~19

~
44

 

這裡的關鍵樞紐是﹐嚴格區分“定居者”與“移民”的概念差

異﹐具有巧不可階的理論意義。 
 

                                        
44“進入 19 世紀以後的很長時期內﹐最高法院和眾議院都在星期日舉行禮拜儀式。《獨

立宣言》呼籲‘自然之神’﹑‘造物主’﹑‘世界的最高裁判’和‘上帝’賜予恩允﹐

使他們得到合法性和保護。……憲法沒有包含這類詞句﹐是嚴格的世俗文獻。但憲法的

制訂者相信﹐他們正在建立的共和制政府祇有植根於道義和宗教﹐纔能存在下去。……

總統宣誓就職時總是手撫聖經﹐宣誓末尾總說‘願上帝助我’。除了華盛頓第二次就職

時的兩段簡短演說以外﹐所有的總統就職演說中都談到了上帝。其他重大演說大抵如

是。有些總統﹐尤其是林肯﹐演說中充滿宗教感情和聖經語錄。美國的錢幣﹐包括紙幣

和硬幣﹐除了印有‘美利堅合眾國’以外﹐再有唯一一句就是‘我們信仰上帝’。……

軍隊裡配有大量牧師。國會每天會議開始時都先做禱告”（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36﹑7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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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45

 

經過從“移民”到“定居者”的概念轉換﹐亨廷頓賦予美國建國

極端神聖的宗教使命。“美國人曾長期奴役黑人﹐後來又對黑人實行

隔離﹔曾屠殺印第安人﹐讓印第安人處於社會邊緣﹔曾排擠亞洲人並

歧視天主教徒﹐還對西北歐以外地區來的移民設置障礙”﹔所有這

些﹐全是為了“努力創建塵世天堂﹐即山巔之城。”46

 

2000 60

20
19

 

17 18

                                        
45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35 頁。 
46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4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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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47

 

獻身頂極崇高﹐犧牲在所不惜﹐美國歷史重寫。印第安人趕盡殺

絕之後缺乏勞動力﹐販賣非洲黑人當奴隸。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

殺和奴役﹐實踐平等自由的“美國信念”。不讓買賣黑奴了﹐脩鐵路

缺勞動力就販“豬仔”— 梳小辮兒的華工。鐵路脩好以後﹐大規模

排華﹐捍衛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純潔性。 
 

1875
1882

1889

48

 

當然﹐一本書裡﹐亨廷頓來不及詳細論述﹐在加拿大﹑澳大利亞﹑

拉丁美洲﹑南美洲﹑非洲﹑亞洲﹐法國人到埃及﹐英國人到印度﹐日

本人到臺灣﹐美國人到菲律賓﹐八國聯軍進到中國﹐一個賽一個殘忍

貪婪﹐燒殺搶掠﹐都是履行什麼“合乎憲法”的神聖使命。 

                                        
47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53~55﹑88 頁）。 
48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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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80~85
50

 
— 

 
21

美國人將自己

的國家由“希望的樂土”重新定位為“十字軍之國” 51

 
 

 
信仰無祖國。和猶太復國主義曾經四處尋找“應許之地”一樣﹐

“美國信念”是盎格魯~新教的文化結晶﹐與上帝立約的選民﹐從來

不在乎國界。— 美國人愛國不愛土﹐也成為民主自由專屬盎格魯~新
教的重要論據﹐大書而特書。 

 

                                        
49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2 章的一個小標題（第 283 頁）。 
50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70﹑72~73﹑75 頁。 
51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87﹑296﹑107﹑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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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land motherland

5 10
17 22 25

85 46
30 7 3

52

 

美國的國土﹐根據當代人的記憶﹐原本屬於印第安人。許多離開

fatherland 或 motherland 的移民﹐不好意思為霸佔他人國土而自豪﹐並

不奇怪。值得認真對待的是﹐當美國在全球化與一國獨霸的困惑中找

不到出路之際﹐亨廷頓的學術宣教﹐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職演說》

中﹐得到最強烈的政治反響。以上帝的名義宣戰﹐從“山巔之城”出

發﹐全球討伐暴政﹐充滿戰鬥豪情。 
 

 

 

                                        
52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44~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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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小布什成了獅心王查理。

孔雀開屏﹐五彩斑斕﹐翩翩起舞﹐左顧右盼。一不留神﹐露出大不雅

觀的屁股眼。“猶太人擁抱所有自稱是猶太人的人”。53 以色列建國

伊始﹐鄭重宣告﹐全世界所有猶太人﹐任何時候有權申請成為以色列

公民。說改信盎格魯~新教﹐美國政府發綠卡﹐那纔是騙人呢。不以

國土而以體制自豪的美國人﹐僅僅是不把別國的邊界當回事。試問﹐

哪一位純種盎格魯並新教的虔誠信徒﹐忍耐不住貧窮暴政﹐可以自由

申請移居美國﹖既然連志同道合的同胞手足都不伸援手﹐哪裡來的大

義凜然﹐全球討伐暴政﹐解救世界人民的不幸呢﹖ 
 

1954~2002 19
14 14 10 20 90

1995~1997
62.3

44
54

 
 

 
因為理性分析不是“困境”就是“兩難”﹐情願不情願﹐衹好求

助非理性的上帝﹐轉入宗教了。亨廷頓的闡述﹐無論如何穿鑿附會﹐

                                        
53 馬庫斯﹕《美國猶太人》第 275 頁。 
54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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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牽引的目的地﹐是發揚一股子愛國主義的戰鬥熱情。值得體諒﹐

風車不曾傷害任何人﹐戰鬥的渴望來自唐‧吉訶德賴以存活的內在需

求。 
 

 
 
不管亨廷頓把盎格魯~新教的作用誇大到什麼程度﹐美國是全世

界絕無僅有的多種族﹑多國籍﹑多種信仰﹑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 
2005 年 6 月 9 日﹐美國人口普查局發佈最新估計數據。西班牙裔

美人 4130 萬﹐亞裔美人 1400 萬﹐非洲裔美人 3920 萬﹐印第安和阿

拉斯加美人 440 萬﹐夏威夷和太平洋群島土著美人 98 萬﹐合計 9988
萬﹐佔 2.96 億美國總人口的 33.74％。55 值得認真統計﹐餘下不到 66％
的美人中間﹐又純種盎格魯又正版新教的﹐究竟佔多大比例﹖ 

“歐洲裔佔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西班牙裔及亞裔由於出生率

高﹐正在成長。”56 1956~2000 年﹐2300 萬移民到美國﹐大多來自拉

丁美洲和亞洲。1998 年﹐出生國外者佔美國人口的 10％。57“據估計﹐

移民及移民母親生下的孩子﹐將佔美國人口成長的三分之二”。58 羅
貝引述鮑威爾﹐“如果人口發展趨勢繼續保持下去﹐2080 年美國人口

中將有 40％是 1980 年以後來到美國的移民及其後代。或許其中的

80％是拉丁美洲人﹑加勒比人或亞洲人。”59

世界各地涌來的移民﹐向往美國生活方式﹐不一定都信新教。中

國城﹑韓國城﹑小意大利﹑新墨西哥州﹐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

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法輪功﹐印第安人﹑非洲人﹑猶

                                        
55〈美公佈最新人口估測資料〉﹐《參考消息》2005 年 6 月 11 日﹐第 6 頁。 
5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95 頁。 
57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49~150 頁。 
58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77 頁。 
59 羅貝﹕《美國人民》第 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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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日本人﹑菲律賓人﹑韓國人﹑越南人﹑老撾人﹑中國人﹑墨西

哥人﹑古巴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各說各話﹐60 各居各地﹐61 各
信各教﹐各有各的雙重國籍。62  

祇有在美國﹐二戰期間﹐不分青紅皂白﹐把日裔美人統統關進集

中營。祇有在美國﹐官方雙語教育﹐各地舉行無數次公投裁決爭議。63 

                                        
60“2000 年有 2100 萬移民說他們英語不行﹐……2002 年﹐馬薩諸塞州有 46 萬人說不

好英語﹐這數字佔全州人口的 7.7％﹐而在該州兩個城市﹐這比例高達 30％﹐還有幾個

城市中為 15％以上。……邁阿密三分之二的人為拉美裔﹐半數以上是古巴人及其後裔。

2000 年﹐邁阿密居民中有 75.2％的人在家裡說的不是英語（同類比例在洛杉磯為 55.7％﹐

在紐約為 47.6％）”（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67﹑206﹑208 頁）。 
61 譬如﹐“古巴人集中到了邁阿密﹐墨西哥人集中到了西南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地

區。”紐約Low East Side﹐51％的居民是華人。“據 1990 年統計資料﹐美國各縣當中﹐

從一個國家來的移民高度集中者﹐英語熟練的外來移民祇有 11％。……例如﹐在康涅

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拉美裔人（主要是波多黎各人）2003 年已佔全市人口的 48％﹐……

該市第一次選出的拉美裔市長宣稱﹐‘哈特福德市可以說已經成了一個拉丁城市﹐它是

正在到來的事情的一個標誌’﹐即西班牙語正日益成為商用和官用語言。……例如在洛

杉磯﹐拉美裔人遠遠超過其他群體﹐在 2000 年佔洛杉磯總人口的 46.5％﹐……在拉美

裔人口中﹐墨西哥人又佔 64％。據估計﹐到 2010 年﹐拉美裔人在洛杉磯人口中所佔的

比例將高達 60％。……這使得有些人把美國西南部 — 有時還捎帶墨西哥北部 — 叫
做‘墨美’﹑‘美西哥’和‘墨西福尼亞’。……2003 年﹐墨西哥的洛杉磯總領事瑪

爾塔‧拉臘宣稱﹐‘我擁有的選民比洛杉磯市長的選民更多。’從一個意義上說﹐她的

話是正確的﹕在大洛杉磯地區共有 470 萬墨裔美國人﹐而洛杉磯市區的人口祇有 360 萬

人”（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62﹑187~188﹑234﹑204 頁）。 
62 譬如﹐“在美國 2000 年 1060 萬出生於外國的公民當中﹐具有雙重公民身份的人佔

幾乎四分之三。……1996 年﹐17 個拉丁美洲國家中﹐有七個國家公民允許雙重國籍。

2000 年﹐這數字增加到 14 個。斯坦利‧倫蕭恩估計﹐正式或非正式多多少少允許雙重

國籍的國家在 2000 年已經大約有 93 個之多。……1994~1998 年期間向美國移民最多的

20 個國家中﹐允許雙重國籍的國家多達 17 個（不允許雙重國籍的三個國家是中國﹑古

巴和韓國）。這五年中﹐從這 20 個國家到美國的合法移民超過 260 萬人﹐其中有 220
萬（86％）是來自那 17 國。……此外﹐每年在美國出生的雙重國籍者約有 50 萬人”（亨

廷頓﹕《我們是誰﹖》第 174﹑173 頁）。 
63 因為語言涉及選舉﹐成為重大政治問題。“1980 年﹐為了對聯邦法院一宗訴訟案做

出反應﹐舊金山選民登記處同意提供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三種文字的選票和選民小冊

子﹐投票站監督員和選民登記車工作人員使用以上三種語言。到 2002 年﹐已有 30 個洲

的 335 個行政區不得不提供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的書面和口頭服務﹐其中西班牙語的多

達 220 個”（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39﹒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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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有在美國﹐每逢佳節倍思親﹐全世界小兩百個國家的國慶﹐美國人

民都慶。走到哪兒都有的中國城﹐“十一”大陸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慶﹐

“雙十”臺灣人中華民國慶。誰有錢﹐誰慶得歡。猶太人有錢集中住

紐約﹐以色列國慶﹐紐約市花車遊行﹐萬人空巷﹐舉城歡騰。祇有在

美國﹐世界各國人民不僅大慶世界各國國慶﹐而且回世界各國參加投

票選舉﹑政治捐款﹑組黨辦刊等等各類政治活動﹐甚至當兵參戰。這

在美籍以色列公民表現得最突出。64

 

美國人口組成的實際狀況與美國社會主流和意識形態之間存在

著錯位﹐後者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人口的實際構成。

65

66

1998 2 91255

67

                                        
64“約有 50 萬美國猶太人擁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

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01~302 頁）。 
65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傑弗里‧布索里尼﹕〈從李文和事件看種族問題與國家安全〉﹐

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48﹑52 頁）。 
66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43 頁。 
67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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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3
68  

 

無論亨廷頓怎麼白活﹐與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俄羅斯﹑中

國等傳統民族國家相比較﹐美國移民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是缺乏規範

百姓行為的統一文化。歐洲白人習以為常﹐非洲黑人格格不入。意大

利人的天經地義﹐在猶太人可能是大逆不道。中國人男女大防﹐授受

不親。歐洲人見面分手又摟又抱﹐又親又吻﹐咂咂有聲。阿拉伯一夫

四妻﹐摩尼教一夫多妻﹐多多益善。社會生活沒有統一的價值觀和道

德觀﹐缺少共同的是非判斷和生活習慣。男女見面不能大家都吻﹐不

能不讓願意吻的吻﹐祇能自由民主﹐誰想吻誰吻﹐誰想不吻誰不吻。

願信新教信新教﹐願信舊教信舊教。中國人煙熏火燎關雲長﹐穆斯林

頂禮膜拜幾何三角﹐印度寺廟牛鬼蛇神你推我搡﹐擠滿牆頭房頂﹐黑

人上教堂弘法佈道﹐扯脖子﹐吊嗓子﹐引吭高歌﹐手舞足蹈﹐《脩女

也瘋狂》﹐……有理講不清﹐因為各有各的理。衹好聽其自便﹐隨其

所好。風馬牛不相及歡聚一堂﹐喫喝拉撒衣食住行﹐想吻的遇見不讓

吻的﹐什麼都尊敬的踫上嚴禁偶像崇拜的﹐誤解﹑不滿﹑糾紛﹑衝突﹐

隨時隨地發生。 
求同存異﹐異的是不同的膚色人種﹐不同的國慶時間﹐不同的宗

教信仰﹐不同的語言邏輯﹐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生活習慣。文化

不同﹐哪兒哪兒都不同﹐同的祇剩下一個經濟﹕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

海﹐為了一個共同的賺錢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於是﹐依照做生意的

交易程序﹐制定一視同仁的遊戲規則。祇講法律條文﹐不說好壞情理。

祇有輸贏﹐不論是非。祇能法制﹐無從教化。美國政府不得不依法治

                                        
68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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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國居民不得不大事小事上法庭﹑打官司。按人口密度計算﹐美

國觸犯法律的犯罪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利用法律的頻率﹐絕無僅有﹐

世界第一﹐遠遠高於所有其他具有共同文化﹑得以理論是非的傳統民

族國家。 
更重要的是﹐美國從來是兩級分化最嚴重的社會。富人揮靃奢侈﹐

窮人貧困無助。90 年代﹐美國的基尼系數﹐不僅在所有發達國家遙遙

領先﹐而且超過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約旦﹑摩洛哥﹑埃及﹑毛里塔

尼亞﹑也門﹑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巴基斯坦﹑

土庫曼斯坦﹑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越南﹑印度﹑孟加拉﹑老撾﹑

尼泊爾﹑柬埔寨﹑烏干達﹑幾內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許多著名

社會長期動亂國家。1997 年﹐美國最富 10％人口佔社會收入或消費總

額的 30.5％﹐最窮 10％人口祇佔 1.8％。69 菲裔美人蔡愛眉引證說﹐

1998 年 3450 萬美國人（佔總人口的 12.7％）處於貧困線以下。70

同樣重要的是﹐倘若把土著印第安人﹐後來的黑人和華人﹐看成

是美國社會的當然成員﹐對本國居民如此大規模趕盡殺絕﹐如此大規

模買賣奴役﹐如此大規模歧視排斥﹐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無與倫比。

回眸趕走西方殖民者的民族獨立運動﹐參照滿清入關三百年後難逃

“驅逐韃虜”的厄運﹐看看今天巴勒斯坦﹑科索沃﹑盧旺達的種族屠

殺﹐沒有一個當代國家能像美國這樣﹐建立在屍骨﹑血淚的深讎大恨

之上。更嚴重的是﹐歷史沒有過去。低檔職業領域﹐貧窮和犯罪﹐帶

有強烈的種族人群色彩﹐從來是美國社會的鮮明特色。 
兩級分化﹑階級矛盾﹑貧困問題與种族歧視﹑文化差異交織在一

起﹐吸毒﹑暴力﹑色情﹑犯罪﹑自殺﹑精神病﹐美國成為全世界犯罪﹑

囚犯﹑警察﹑律師佔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美國每年有 1.5 萬多人

                                        
69 CIA﹕World fact-book 1999﹔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70 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2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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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害”。71“在這個國家﹐每半小時發生一次謀殺﹐每 54 秒鐘發生

一次暴力犯罪﹐諸如強奸﹑搶劫和暗殺。……黑人被搶劫﹑強奸或暴

力攻擊的機會為白人的 2.5 倍。”黑人精神分裂癥住院是白人的 2.28
倍。72 1994 年﹐美國每十萬青少年有殺人行為 13 起。“這個比率是

西歐國家的十倍。男性就業人口中差不多 2％被關進監獄裡。……黑

人佔美國總人口 13％﹐但是佔囚犯總數 49％。”73“黑人駕車”成為

被警察攔截搜查的喻語。74 90 年代末﹐兩百萬美國人坐牢﹐另有超過

四百萬刑滿釋放者被終身剝奪投票權。75“眾所周知﹐大多數美國囚

犯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的美國人。”76

從這個觀察角度看問題﹐亨廷頓拼命拔高宗教的作用﹐脫離現實

距離甚遠﹐出於公忠體國的良苦用心。換句話說﹐靠什麼更高層次的

精神要素﹐籠罩矛盾﹐凝聚人心﹐從始至終﹐是美國菁英治國的首要

難題。 
 

77

                                        
71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97﹑42 頁。 
72“在所有少數民族集團中﹐墨西哥~美國人的收入居倒數第二位﹐祇有印第安人掙的

錢比他們少。在每一個職業範圍內﹐墨西哥~美國人掙的錢比盎格魯~美國人要少

20~40％。”在紐約市﹐“講西班牙語的學生中﹐有 86％的人閱讀能力低於正常水平”。

“據估計﹐黑人犯罪率為黑人在總人口中比例的 2~5 倍﹐但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於警

方執法不公的結果”（斯卡皮蒂﹕《美國社會問題》第 90~91﹑245﹑292 頁）。 
73 馬也﹕《歷史是誰的朋友》第 147﹑151 頁。 
74 說今天DWB了（driving while black）﹐意思是說被警察攔截搜查了。 
75 曼寧‧麥洛博﹕〈911 事件﹕恐怖時代的種族主義〉﹐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

帝國》第 35 頁。 
76 傑弗里‧布索里尼﹕〈從李文和事件看種族問題與國家安全〉﹐阿羅諾維茨﹑高特

內﹕《控訴帝國》第 51~52 頁。 
7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00﹑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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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罩多元紛爭的立國之本﹐是非理性的極端愛國主義﹐人稱“超

級愛國主義”。78 沒有統一文化收攏人心﹐聚沙成塔﹐不許對內斤斤

計較﹐祇准對外敵愾同讎﹐必須把愛國主義超自然人為拔高。拔高的

前提條件﹐必須有真實﹑強大﹑可怕﹑持續的外敵威脅。為了滿足這

個條件﹐美國刻畫對手﹐超越理性分析﹐高度意識形態化（沒有妥協

餘地）﹐極端妖魔化（脫離事實根據）。麥卡錫時代﹐社會各界捕風

捉影抓共產黨﹐與蘇聯肅反不相伯仲﹔好萊塢對蘇聯威脅極力誇大的

浪漫情懷﹐幾十年如一日﹔均為經典案例。這也是一些善良知識分子﹐

殫精竭誠與美國溝通﹐最終總是溝而不通的原因。不是美國人頭腦簡

單﹐理解不了歷史悠久彎彎繞。因為祇有“當國民面對共同的敵人時﹐

全國的團結增強﹐而可能引起內部分裂的彼此敵對情緒被壓抑下去

了。社會矛盾和經濟分歧會減少。”79

 

1987

 — 
80

1994

81

 

冷戰勝利的驚喜過後﹐雖然美國對外連年用兵不斷﹐社會飽嚐迷

失強敵的可怕煎熬。1992 年﹐“毆打黑人青年羅德尼‧金的白人警察

無罪開釋﹐在因此而引發的洛杉磯騷亂中﹐非洲裔燒﹑搶了大約兩百

                                        
78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71 頁。 
79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16 頁。 
80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15~216 頁。 
81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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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韓裔店鋪﹐他們打碎門窗玻璃﹐用刀﹑槍和棍棒襲擊韓裔商家。

在這場騷亂中最終有 55 人死亡﹐另外還有兩千多人受傷﹐財產損失

共約十億美元。” 
 

1994 12 31

2000 11

82

 

2005 年兩場颶風﹐美國南部天昏地暗﹐社會治安一片混亂﹐大街

上搶劫﹐避難所裡強奸﹐匪徒與警察槍戰﹐嚇得新奧爾良市 1600 名

警察 4~5 百名失蹤﹐上百人以心理壓力太大為由﹐交出警徽﹐臨陣辭

職當逃兵了。83 混亂之中﹐一名退休警察的感慨﹐成為法國《新觀察

家》週刊文章的小標題 —“敵人就是我們自己。”84

著名殖民主義者羅得斯早有名言﹐“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

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85 正是在這個極端分化的多元文化移民社

會中﹐亨廷頓一天到晚﹐時時處處﹐切身體會噴火冒煙的“文明衝

突”。毛澤東講至理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

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86 對弱小國家而言﹐最好到處都是朋友﹐

沒有敵人。美國國力世界第一﹐內部紛爭隨時隨地﹐對外征戰天下無

敵。對美國菁英來說﹐“誰是我們的敵人”比“誰是我們的朋友”﹐

更迫切﹐更急需。中國老祖宗講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82 蔡愛眉﹕《起火的世界》第 265~266 頁。 
83 高昱﹕〈卡特里娜颶風的寓言〉﹐《商務週刊》2005 年 9 月﹐第 10 頁。 
84 菲利普‧布萊－熱爾古﹕〈被剝光衣服的美國〉﹐《參考消息》2005 年 9 月 28 日﹐

第 9 頁。 
85 羅得西亞因此人得名（哈特﹑奈格里﹕《帝國》第 270 頁）。 
86《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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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患者﹐國恒亡。”87 美麗尖的特殊國情是﹐對外強敵不到位﹐對內

法制壓不住無與倫比的多元紛爭。一旦把瀕臨滅絕的印第安人圈進保

留地﹐美國由世界各國移民組成。美國與世界各國為友﹐等於鼓勵美

國公民為各自祖國謀利﹐和美國自己過不去。冷戰結束﹐兩大陣營對

抗的歷史終結。全球一體美國化的致命缺陷是﹐美國難以理直氣壯地

樹敵。亨廷頓的學術研究﹐小布什的政治智慧﹐心往一處想﹐勁兒往

一處使﹐維繫美國登峰造極的輝煌﹐必須大敵當前﹐槍口朝外。 
用無與倫比的愛國主義滿世界利益均沾﹐用無與倫比的富足支撐

無與倫比的民主自由﹐強化無與倫比的愛國主義。— 實現這個獨特

的互動循環﹐前提是真的假的﹑假的也得是真的大敵當前。 
 

 
 

20 世紀 90 年代對外政策辯論中

的主要問題就是誰可能是這樣的敵人。88

 

根據這三個標準﹐蘇聯加社會主義陣營﹐一直是最理想的敵人。

根據這三個標準﹐冷戰後十餘年時間﹐美國戰略智囊們費盡心機﹐找

不到同等理想的敵人。“這一辯論的參加者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可能

性﹐但直到 20 世紀末﹐沒有任何一種贏得公認。” 
 

20

                                        
87《孟子‧告子》。 
88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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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敵人差強人意﹐符合第一﹑第二個條件 —“意識形態上與己

為敵﹐種族上和文化上與己不同”﹐明顯不夠第三個條件﹐—“軍事

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缺乏足夠強大的可

怕威脅威脅民主自由的“美國信念”﹐說不成盎格魯~新教文化﹐調不

動多元文化同讎敵愾﹐罩不住移民社會兩級分化的矛盾紛爭。 
如何讓敵人符合需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問題接踵而

來。武器擴散﹐順藤摸瓜﹐不言而喻的結論不請自來。 
 

9.11 20

                                        
89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17﹑218﹑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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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綠禍”加“黃禍”﹐恰好頂替蘇聯加社會主義陣營的缺﹐充分

滿足美國特殊國情內在的外敵需求。為了鑿實這個十年辛苦尋敵的成

果﹐亨廷頓的結論﹐另含兩點新意﹕ 
第一﹐中國沒處躲。 
選擇中國當敵人﹐不完全是因為意識形態了。中國共產黨政權﹐

是冷戰結束之沒有最後勝利。全球孑遺四個共產黨國家。卡斯特羅偏

居一隅﹐在美國腳下風燭殘年。“邁阿密拉美化”的反面﹐是古巴美

國化。91 不過是時間早晚的事情。祇要中國共產黨房倒屋塌﹐強震過

後的瓦礫堆邊﹐朝鮮﹑越南絕無可能繼續巍然屹立。這層淺顯道理﹐

人人心知肚明。多少年來﹐美國把愛國主義與反共融為一體﹐深入人

心。唯獨共產黨中國﹐韓戰﹑越戰﹐兩次打破美國的不敗紀錄。《即

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原本是贏得冷戰最後勝利的題中應有之義。 
亨廷頓進一步挑明的要害是﹐即便中國共產黨改名國民黨﹐市場

經濟﹐民主政治﹐祇要不是民進黨﹐“完全非意識形態的中國民族主

義”﹐仍然是美國的“潛在大敵”。祇有中國徹底分裂﹐大卸八塊﹐

纔會從中分裂出沙特﹑科威特一樣的美國盟友﹐伊拉克﹑敘利亞一樣

的流氓國家。— 暴政流氓膽敢招惹民主臺灣﹐滿洲國﹑大蒙古﹑東

突厥斯坦﹑雪山獅子國﹑雲南大理國﹑寧夏回回國﹐爭先恐後出兵助

餉﹐參加美日協防聯軍﹐趁火打劫邊界糾紛﹐廣西﹑貴州﹑雲南﹑四

川﹑青海﹑甘肅﹑陝西﹑寧夏﹑內蒙﹑山西﹑河北﹑遼寧﹐四面八方

烽火連天。 

第二﹐美國單邊來。 
既然民主自由是盎格魯~新教的專利﹐“美國特性的宗教組織部

分具有新的意義”。美國對付“綠禍”﹑“黃禍”﹐屬於文明的衝突﹐

                                        
90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82 頁。 
91“邁阿密的拉美裔化”是亨廷頓《我們是誰﹖》第九章的一個小標題（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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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傳統國際準則﹑聯合國認可與否沒有瓜葛。盎格魯~新教與伊斯蘭﹑

共產黨不共戴天。伊斯蘭一夫四妻奴役婦女﹐共產黨計劃生育殘害兒

童。一個墮胎問題﹐“美國信念”爭論了幾個世紀。“2000 年﹐14％
的選民認為墮胎是頭號問題。”92 全球小四分之一人口﹐妖魔化計劃

生育幾十年一貫制﹐單憑這一條﹐中國再政治改革﹐民主自由﹐也無

法與十字軍的國際慣例接軌。— 這個大敵一經確定﹐且有得用呢。 
《我們是誰﹖》的最後一段文字﹐亨廷頓如釋重負﹐重返布熱津

斯基的兩難困境。 
 

93

 

美國永遠是美國﹐永遠為美國一家謀私利。美國變成以色列﹐從

“山巔之城”出發的十字軍﹐全球征討暴政。中國是冷戰結束之沒有

最後勝利﹐普天下計劃生育的最大暴政。小布什連選連任﹐第一屆反

恐戰爭﹐自衛反擊﹔第二屆討伐暴政﹐聖戰出征。站在美國政治家當

前決策的立場﹐布熱津斯基的兩難困惑﹐亨廷頓的兩個敵人﹐孰優孰

劣﹐一目瞭然。美國戰略思想界長達十年的探索和爭論﹐由堅決反對

墮胎的小布什﹐用《第二任期就職演說》拍板定論。 
 

 
 

                                        
92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91 頁。 
93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3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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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綠禍”﹑“黃禍”兩個敵人﹐“好鬥的穆斯林集團”接過“好

鬥的共產黨國家”之棒﹐外加最後一個共產黨大國﹐既有創新﹐更是

敘舊﹐直接與冷戰﹑韓戰﹑越戰緊密銜接。現實利益衝突﹐歷史文化

悠久﹐耳熟能詳﹐心領神會﹐操作起來﹐得心應手。95

三年反恐戰爭﹐美國出兵推翻塔利班﹑薩達姆﹐佔領阿富汗﹑伊

拉克﹐威逼利比亞低頭認錯﹐譴責沙特支持恐怖活動﹐窮追猛打伊朗

的核計劃﹐強迫敘利亞從自認為本國領土的黎巴嫩全部撤軍﹐…… 
 

2001 12 2002 1

2002

56~58
 

96

 

                                        
94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98 頁。 
95“支撐亨廷頓這樣的歷史哲學和國際關係論的兩個支柱是﹕製造恐懼的文化和製造

敵人的文化。”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全書都在不停地煽動讀者的恐懼。他惟一

的目的是﹕除了讓美國人對於伊斯蘭社會和中國心生恐懼之外﹐沒有別的企圖”（馬

可‧克黑明《製造敵人的文化》第 54 頁）。 
96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99~300 頁。 

 35 



穆斯林世界人口 12 億﹐除了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尚未批準﹐眾

多穆斯林國家﹐不是部落酋長就是強人專制。美國高調“文明的衝

突”﹐討伐暴政人人自危﹐不怕犯了眾怒﹖不怕。伊斯蘭統一宗教信

仰不假﹐一問如何實現現代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亨廷頓十年前

就喫透了這個致命弱點。“沒有凝聚力的意識是伊斯蘭虛弱的一個根

源”。97 有了這個根源﹐穆斯林國家分崩離析﹐勾心鬥角﹐兄弟鬩墻﹐

同室操戈。美國用不著歐洲幫忙﹐豢養一隻以色列﹐足以狼衝羊群﹐

各個擊破﹐一個接一個收拾過來﹐分化瓦解﹐遊刃有餘。 
 

86 32 65~85 41

11 98

 

換句話說﹐按照十字軍的標準﹐拿任何理由﹐折騰哪個穆斯林國

家都罪有應得。靃羅威茨咬牙切齒﹕“30 個穆斯林國家﹐就是 30 個

沒有民主的國家。除非穆斯林國家去掉神權思想﹐學會容忍﹐否則﹐

猶太人就必須武裝到牙齒﹐比現在更無情地對待他們的敵人”。這樣

一副猙獰嘴臉﹐“小布什當權時﹐則讓他在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裡

負責中東事務。”99

耐人尋味的是﹐布熱津斯基重新編篡最惡劣的 11 個“人民被壓

迫”國家﹐去掉七個穆斯林﹐剩下四個並非正好都是共產黨﹐而是朝

                                        
97“也是它對其他文明構成威脅的根源”（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193 頁）。 
98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45﹑66 頁。 
99 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第 50~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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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古巴﹑緬甸﹑西藏（中國）。與中國翻過臉的越南﹐換成與中國

關係始終友好的緬甸。中國明明不自由﹐名列前茅的是“西藏（中

國）”。100 共產黨中國﹐全球小四分之一人口﹐於情於理於利害﹐

怎麼說都是十字軍討伐暴政﹐想繞都繞不開的攔路虎。揆情度理﹐抑

或布熱津斯基意味深長﹐祇要中國答應推動分裂﹐“兩國論”也行﹐

“東南互保”也行﹐有的是各類花樣﹐一切都好商量﹖ 
中華民族大一統文化幾千年﹐推翻共產黨﹐穩定肯定壓不倒一切

了﹐必然出現對誰都不好的動亂。“對誰”﹖王力雄寫《黃禍》﹐治

大國如烹小鮮﹐一招不慎﹐全球一體化遭殃。曲折情節絲絲入扣﹐細

心一點可以發現﹐從中國動亂﹐亂得一塌糊塗﹐到最終導致全人類萬

劫不復的核冬天﹐必須一個偶然誤會﹐引爆美蘇之間核大戰。蘇聯解

體的成功經驗﹐已經並且還在繼續證明﹐從外圍邊緣下手﹐先南斯拉

夫﹑匈牙利﹐再波蘭﹑東德﹐再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再波羅的

海三國﹐再高加索諸國﹐再中亞五國﹐再正面攻陷烏克蘭 — 石油﹑

糧倉加黑海艦隊的曾經核大國﹐再車臣﹐再白俄羅斯﹐再遠東的北方

四島﹐……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不會必然引爆核大國的原子彈。中

國本是核小國﹐早已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祇要美國幫忙照看有數

的幾粒飛彈﹐單靠中國人自己窩裡鬥﹐再亂﹐主要是大中華四分五裂。 
一旦“沒有凝聚力的意識”﹐信仰危機的各地華人﹐內戰內行﹐

外戰外行﹐不會比統一信仰伊斯蘭的阿拉伯人高明多少。南懷瑾概括﹐

帝國主義從來擅長打“代理人戰爭”。何以見得﹖以史為鑒。 
鴉片戰爭﹐電影演的是華夷血戰﹐三元里抗英。另有歷史記載﹐

“夷人全恃漢奸”。遍佈全國的鴉片營銷網絡﹐全由華人建設經營。

                                        
100“自由之家”把全世界 193 個國家排隊﹐從自由到不自由﹐按 1 到 7 分成等級。另外

附有 18 個相對特殊的地區﹐包括香港（中國）和澳門（中國）。最不自由的（7 分）

國家有九個﹐最不自由的（7 分）地區是車臣（俄羅斯）和西藏（中國）。中國作為國

家﹐排在次不自由的 6.5 分一檔。布熱津斯基把國家和地區的兩個排名系列中的九個 7
分國家和兩個 7 分地區﹐混編成一張名單了（http://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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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開戰﹐漢奸不光打探軍情﹐通風報信﹐獻策帶路﹐而且沖鋒陷陣﹐

奮勇殺敵。101  
庚子之亂﹐更熱鬧了。慈禧太后忍無可忍破罐破摔﹐利用義和團

打人民戰爭﹐天津﹑北京浴血奮戰﹐血流成河。中央政府魚死網破﹐

在首都向侵略者正式宣戰﹔地方政府“東南互保”﹐在上海與交戰國

私訂和約。八國聯軍用不著顧忌各地洋人安全﹐向上海﹑福州﹑廈門﹑

廣州等地分散兵力﹐全力以赴對付紫禁城裡的娘兒倆﹐猛打窮追﹐不

依不饒。 
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戰同盟國。蔣介石唸“挺字經”﹐尚未

來得及投降﹐幫忙皇軍的胡傳魁蜂擁而至上百萬。“雖名目繁多﹐卻

皆由日軍訓練﹑裝備﹑補給並控制指揮﹐負責替日軍把守點線﹐助日

軍清鄉﹑掃蕩﹐進攻抗日根據地。”102 中國偽軍人多勢眾﹐不僅在

軸心國佔領的諸多國家﹐恐怕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勘稱世界之最﹐

能進吉尼斯大全了。 
以史方今﹐展望未來。全球一體化市場經濟﹐都是唯利是圖﹐祇

有咱們中國﹐假煙﹑假酒﹑假藥﹑假米﹑假面﹑假種子﹑假奶粉﹐發

家致富喪心病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張承志寫〈魯迅路口〉﹐醉死

夢生的趙老太爺﹐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水深火熱的阿 Q 小 B﹐個個

精神抖擻﹐忙著把魯迅﹑秋瑾﹑徐錫麟的資源優勢轉化產業優勢﹐熙

                                        
101 為了推託戰敗的責任﹐各地腐敗官員強調漢奸的作用。浙江巡撫劉韻珂解釋定海﹑

鎮江失陷說﹐洋人勢如破竹﹐“無一處不勾結漢奸﹐無一漢奸不得其重賄﹐為之致死﹐

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勝之實情也”。琦善也說﹐洋人不僅船堅炮利﹐“並有

內地奸徒﹐串囑打仗。故該夷之虛實﹐我則無由而知﹐而此間之動靜﹐無時不窺探通報。”

奕經也說﹐“所有寧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引導﹐反較我兵熟悉。……官兵

虛實﹐逆夷無不盡知”（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 46~47 頁）。林則徐家書

記載﹕“本月 15 日﹐逆夷突率多船﹐來攻沙角炮臺。後面有二千人﹐用竹梯爬上後

山。……後隊逆夷並漢奸﹐復擁而進﹐打至申刻﹐我兵止六百名﹐彼有五倍。……並漢

奸船數十隻。……此次爬沙角後山之人﹐大半皆漢奸”（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 16~19 頁）。 
102 楚雲﹕《中日戰爭內幕全公開》第 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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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攘攘﹐興高采烈。倘若這樣一盤散沙亂起來﹐篤定沙塵暴一場接一

場﹐當地烏煙瘴氣﹐很難飄洋過海。中東四次大規模戰爭﹐巴勒斯坦

半個多世紀你死我活﹐兩伊戰爭八年傷亡上百萬﹐細菌武器全用上了﹐

祇要蘇聯不出手摔核彈﹐再亂﹐且夠不著“山巔之城”美麗尖哩。 
不惟寧是﹐一定要竭盡全力攪和出這樣的亂局﹐美國纔能在不僅

以色列﹑約旦﹑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巴林﹑

卡塔爾﹐而且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南韓﹑朝鮮﹑臺灣美麗島﹑雪

山獅子國﹑大草原蒙古﹑戈壁東突厥斯坦……﹐美國出口軍火佔世界

軍火交易的 70％﹐發不完的國難財。103 國家分裂越多﹐糾紛衝突越

多﹐軍火需求越旺。“在過去的 60 年間﹐美國大部分的工業和技術

基礎部門被用來開發製造新式武器﹐這種‘永久性戰爭經濟’在美國

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絕不能被低估。”104 美國耐用消費品製造產業﹐

大部分轉移東亞。在全球貨幣緊縮﹑需求不足的今天﹐高技術含量﹑

高附加價值﹑一次性戰爭消費的軍工製造﹐越來越成為美國經濟和就

業的支柱產業。105 連日本人都看明白了﹕“美國需要衝突來維持其

經濟運行。”106

總而言之﹐既然美國比誰都更需要敵人﹐自然比誰都更會選擇敵

人﹐更會利用敵人。根據亞瑟‧斯坦令人折服的經驗總結﹐亨廷頓總

結出令人折服的兩條交叉定律。 
 

                                        
103 1999 年﹐軍火貿易“美國的出口額在世界總銷售額中佔 64％﹐而且根據已經簽訂的

銷售協議﹐美國的份額在將來還有可能接近 70％”（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184 頁）。 
104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傑弗里‧布索里尼﹕〈從李文和事件看種族問題與國家安全〉﹐

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47 頁）。 
105 全球一體化帶來史無前例的高速度兩級分化。廣大窮人沒有購買力﹐耐用消費品全

球性生產過剩。軍工成為美國經濟和就業的支柱產業（曉曉﹕〈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挑戰〉﹐

《香港傳真》No.2002-13）。 
106 前日本駐泰國大使如是說（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89~2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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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的水平 感受到的 
威脅水平 高 低 

高 A﹒最初團結﹐逐漸出現不團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 
D﹒持續團結 
（反恐戰爭） 

低 B﹒始終不團結 
（越南戰爭） 

C﹒慢慢出現不團結 
（第一次海灣戰爭） 

 

9.11

 

107  

                                        
107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300~3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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