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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效率，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恆主題。在冷戰時
期，「資本主義的恐懼迫使社會主義放寬自由，社會主義的
恐懼也迫使資本主義增加平等」。1 社會主義陣營從已有的
公平出發，搞經濟改革，追求效率；資本主義陣營從已有的
效率出發，搞社會改良，注重公平。兩大陣營的對抗和競
爭，付出鉅大代價，畢竟從不同的方向，推動人類整體的社
會進步。2 那時候，在反抗西方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伊
斯蘭復興運動發揮過作用，卻不是主力，更別提國際政治的
主角了。穆斯林國家陸續獨立之後，更多展開的是社會主義
實踐。
在埃及，是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 3 在敘利亞和
黎巴嫩，是復興社會黨的復興社會主義。4 在伊拉克，是薩
達姆的統一自由社會主義。5 在利比亞，是卡扎菲的伊斯蘭
社會主義。在突尼斯，是布爾吉巴的憲政社會主義。6 在蘇
丹，是尼邁里的阿拉伯社會主義。 7 在阿爾及利亞，先是
本．貝拉的自管社會主義，後是布邁丁有阿爾及利亞特色的
社會主義。8 在黑非洲的索馬里，是西亞德．巴雷的原本科
學社會主義。9 在塞內加爾，是桑戈爾的民主社會主義。10
在亞洲的巴基斯坦，真納提倡、布托實行社會主義。11 在東
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蘇加諾也搞社會主義。 12 1965 年，布
邁丁靠軍事政變推翻本．貝拉，改了朝換了代，接著還搞社
會主義。13 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在發展中國家的
頑強生命力。14 雖然大家各有各的理解，社會主義是與西方
資本主義截然區別的一面大旗。15

1.1 伊斯蘭與社會主義
當然，按照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理解，這些信仰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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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蘭教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統統不夠
純粹，更談不上科學。16 雖然堅決反對剝削，卻以為有了宗
教的「天課」和施捨，應當容忍、甚至鼓勵不剝削的私有
制，包括個體戶、合夥制和工人入股、參與管理等等。17 然
而，在土地改革和建立農村合作組織，石油和主要工業、金
融、商業國有化，實行計劃經濟，勞動者以所有者身份參加
管理，以及嚴格限制私人資本做大做強等大政方針上，這
些穆斯林國家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實踐，真說真練，異常堅
決。
譬如，埃及地少人多，納賽爾大力推動三次土改，無
償沒收王室和外國人的土地，強行徵購大地主的土地，分給
無地的貧雇農。在土改的基礎上，廣泛建立農村合作社，實
行農產品國家定價的徵購和代銷制度。18 在城市，政府頒佈
「社會主義法令」，把大批工商企業收歸國有或改為公私
合營，全面實行計劃經濟。19 經過 1961 年的社會主義國有
化運動，「到 1962 年，埃及政府已掌握 90％的出口貿易，
95％的工業和全部掌握銀行、保險業和進口貿易。」20 與此
同時，政府陸續推行小學、中學、大學免費教育，限定城市
最高收入，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降低房租，職工參與企業分
紅，實施生活必需品價格限制和價格補貼制度。納賽爾驕傲
地宣稱：
隨著革命的向前發展，在埃及解決經濟和落後的
社會主義措施，並不是自由選擇的問題，而是一種歷史
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是由現實和群眾的普遍願望、
並由 20 世紀後半個世紀正在變化中的世界形勢所決定
的。⋯⋯以富裕和正義為支柱的社會主義是社會解放的
道路。21
以埃及為榜樣，60 年代，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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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突尼斯、索馬里等穆斯林國
家，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在農村推動土地改革，組織
農村合作社，在城市推動工商業國有化，引進計劃經濟。22
為此，1964 年，修正主義的赫魯曉夫訪問埃及，授予納賽
爾「蘇聯英雄」稱號。1966 年，修正主義的蘇聯共產黨第
23 次代表大會，特邀殘酷鎮壓共產黨的埃及阿拉伯社會主
義聯盟，23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參加，以「同志」
相稱。24
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說：「宗教是
麻醉人民的鴉片。」25 古怪的是，篤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國家，從哪裡麻醉出如此廣泛而堅定的社會主義慧根，如醉
如痴？相比較而言，同是趨人向善的宗教，基督教重現實，
佛教講就因果輪迴，後起的伊斯蘭教兩世並重，更強調用出
世的精神入世。穆罕默德以摩西和耶穌的後來者自居，26 專
門衝著猶太教、基督教整治不了的唯利是圖、貪婪腐敗、貧
富分化和種族仇殺而來。伊斯蘭闡述的不僅是個人與上帝直
接溝通的親密關係，更多關注的是按照均貧富的原則改造社
會。
《古蘭經》－－穆罕默德於七世紀初給阿拉伯人帶
來的天啟聖經裡，就曾強調穆斯林的首要責任，就是去
創造一個公義、平等的社會，讓貧者、弱者都能得到尊
重。為了追求這樣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個層面，都
推動「吉哈德」（聖戰）：在精神、政治、社會、個
人、軍事、經濟諸層面皆然。27
眾所周知，《古蘭經》不僅重視人的信仰，而且也
重視人們在今世的生活。但基督教卻不是這樣，他們把
物質與精神、今世生活與後世生活分開看待。伊斯蘭把
今世作為獲取後世幸福的橋梁。⋯⋯《古蘭經》認為，
雖然後世是人類的最終目標，是永恆的幸福，但《古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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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也要求人們在今世建立美好的社會和政治。穆斯林
的社會和政治責任不亞於其宗教責任。⋯⋯在伊斯蘭世
界，伊斯蘭一出現就致力於建立文明和社會體制。28
穆罕默德強調：「虔誠信神的人都有責任打造公平美
好的社會。」在他看來，「清貧者是高尚的，是真主的寵
兒。」「穆罕默德在麥加的地位節節提昇，最為人稱道的就
是對窮人和奴隸十分關愛。」29 對勞苦大眾的道德關切，煥
發出追求公平正義的戰鬥精神。穆罕默德仰天長嘯，壯懷激
烈：
主啊！你使我生為無產者生，死為無產者死，讓
我在無產者的隊伍中再生吧！⋯⋯為人民從政，不忠於
職守者，與天堂無份；為官而騙人民者，與天堂無份；
⋯⋯真主與清官同在。30
高舉為無產者、為人民從政的道義旗幟，穆罕默德率
領一夥志同道合的同志，從繁華腐敗的商業都市－－麥加遷
徙到落後純樸的麥地那，與遊牧經商的原始部落相匹配，組
織成教、政、軍、民、學渾然一體的「烏瑪」共同體，用超
越血緣種族、超越階級國家、超越民族人種的平等理念相互
激勵，團結奮進，迅速開拓一片新天地，又從農村包圍城
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伊斯蘭與其他「鴉片」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在穆斯
林社會中，國家與宗教社團實際上是不分的。」31「伊斯蘭
教是政治的宗教或宗教的政治。」32 不僅拯救個人靈魂，而
且改造整個世界－－拯救靈魂是非理性宗教，改造世界是理
性政治。伊斯蘭從不提倡消極的虛無和遁世，歷來主張以積
極進取的姿態干預生活；不僅嚮往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的
理想社會，而且積極展開理論、制度、法律、組織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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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33 所以，「就伊斯蘭教本身來講，根本不存在政
治參與問題。因為在伊斯蘭學者看來，伊斯蘭就是政治，政
治就是伊斯蘭，它們是合二為一的東西。」34 用當代原教旨
主義宗師庫特卜的話說：伊斯蘭雖然是宗教信仰，但「它是
一種可按計劃實施的，可以提供給現實的範式。」35
先知穆罕默德在伊斯蘭史上的地位並非只是一位
傳遞神旨的使者，其最偉大之處乃是在麥地那時期為穆
斯林社群奠定了政教合一的體制，這種整合宗教、政治
權力相互配合的制度一直都是穆斯林社群追求的理想。
⋯⋯對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之所以偉大，並非只因為
他提昇了阿拉伯人的歷史地位，更是因為他為不分種族
的穆斯林建立了一個今世的樂園典範。36
《古蘭經》呼籲穆斯林要信靠神，建立一個弱勢
族群－－即老人、孤兒和幼兒－－都能享有全部人權並
且被公平對待的社會。37
於是，伊斯蘭的「律法」便和源自西歐、並推廣
至全球的現代法律概念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對穆斯林而
言，伊斯蘭的法律是人生所有規範的總和，伊斯蘭信仰
本身即規範著人類所有的行為，而對非行的懲罰，並非
僅具有現世意義，更具有來世意義。因此，在這種世界
觀之下，並不存在著政教分離的問題，而穆斯林政治認
同的基礎，也都必須以伊斯蘭為起點。38
西方公認的伊斯蘭教和中東史大師伯納德．路易斯指
出：「常有一說，曰：伊斯蘭教因征服而傳播。這個說法是
誤導的，雖然伊斯蘭教傳行天下在相當程度上，無法離開平
行進行的征服行動與殖民歷程。」在奴隸制晚期，腐朽的拜
占庭與同樣腐朽的波斯在中東地區爭霸拉鋸，軍隊燒殺搶
掠，帝國橫徵暴斂，政府貪污腐敗，教會烏煙瘴氣，富豪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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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淫逸，百姓水深火熱，社會兩極分化，人民信仰危機。
是該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時候了。就深層意義來
說，伊斯蘭教的到來本身就曾經是一種革命。這個新信
仰勝過了既存的教義與教會，沒有為前兩種聖約帶來第
三個版本，反而是帶來了替代兩者的新經典。在征服之
下成立的新君主，無論是在政治、靈修或社會方面，都
推翻了舊秩序，並在其上建立了一個新秩序。在伊斯蘭
教秩序之下，最理想的境界將不會有神職人員、沒有教
會體制、沒有王公貴族、沒有任何形式的特權社會組織
或是種姓階級和社會階層，惟一剩下的高下之別，就只
有接受真理者相對於剛愎自用、拒絕真理者的那一份自
明自見的優越－－當然，也包括了自然世界與現實社會
中明顯的男尊女卑與主崇奴賤。但就是連這些不平等，
新的教義也將它軟化，使之符合人道。伊斯蘭教世界不
像古代的世界，在此，奴隸不再是動產，而是一個人，
有著受到認可的法律與道德地位。婦女雖然還處在多妻
與妃妾的制度下，他們卻擁有一些財產權，這些財產權
在西方世界，一直到現代才有可資比擬的權益。39
為了這份「一直到現代才有可資比擬的權益」，伊斯
蘭揭竿而起，一呼百應：
只要回教徒一出現，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就跑去
參加他們的行列。而在北非－－奧古斯的老家－－所有
的人民，頃刻之間，都投入了伊斯蘭。穆罕默德死於西
元 632 年，到 641 年時，整個一性論教徒及景教徒的區
域，包括「泰默」與「阿凡土塔」的區域，都已為伊
斯蘭所佔領。在 717 年，伊斯蘭教已兵臨君士坦丁堡，
而希臘的教會幾瀕臨覆滅的境地。而早在 628 年，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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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的一位親戚，便曾攜帶禮物，來謁中國的皇帝宋太
宗，並蒙準予離去，設立傳道院，從 700 年起，回教寺
院已出現於山東。而在 720 年，大馬士革教主，向久已
定居在法國南部的阿拉伯人，發出指令，征服法蘭克人
的王國。兩個世紀以後，當西方一個新的宗教世界，於
舊的西方教會殘骸之中，興起的時候，伊斯蘭已經發展
到了蘇丹和爪哇。40
伊斯蘭教「五功」，祈禱、禮拜、天課、齋月、朝
聖，招招強調建立平等正義的現實社會。「信主唯一」是所
有穆斯林不分貧富貴賤文盲博士，人人自己與上帝直接溝
通，用不著供奉等級森嚴的教會組織，聆聽道貌岸然的牧師
哼哼教導。 41「天課」是均貧富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 42
「齋月」是「促使飽漢體驗餓漢飢」。43 朝聖是親身體驗人
人平等的生命旅途。44「伊斯蘭包裹住身體，象徵著它傾向
超脫塵俗，而衣著的統一廢除了階級區別，並強調社區重要
性高於西方個人主義。」45
穆斯林只是阿拉財富的受託者。因此，根據阿拉
的旨意去支配和運用他所賜予的財富，就成為穆斯林對
真主的一種責任。⋯⋯在《古蘭經》中有這樣的話：
「天地的寶藏只是他的。他慾使誰的給養寬裕，就使
他寬裕；慾使誰的給養窘迫，就使他窘迫」（第 42 章
12 條）。他「使你們之中的一部分超越另一部分人若
干級，以便考驗你們如何享受他賞賜你們的恩典」（第
6 章 165 條）。在所有這些諸如此類的言語中，明確阿
拉伯人世俗財富的所有權。這種對「產權」的明晰，一
下子把人的視野從自私和貪慾，引向了對創造主阿拉的
敬畏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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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代原教旨主義的理解，伊斯蘭是在根本否定資本
主義私有制之後，承認私有制和貧富差別的。「伊斯蘭教認
為世界的一切財富都屬於真主」。47 現實中，人們只是通過
社會分工，分頭管理真主~社會的財產。庫特卜說：「伊斯
蘭從來不承認沒有界定和限制的私有制。⋯⋯最廣義地說，
產權只屬於社會，（把財產）委託給社會的安拉，才是一
切事物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財產屬於社會，只是由私人
管理。一旦管理工作結束，財產自然交還最終所有者－－社
會。」48 有能力的人，所有更多的財產，不過是能者多勞，
代管更多真主~社會的財產。49 既然是代管真主~社會的財
產，只有勤勞致富值得鼓勵，投機賭博、50 放高利貸、詐騙
搶劫等巧取豪奪，既沒有必要，也不被允許。51 既然是代管
真主~社會的財產，自然無權濫用，所有不必要的消費，飲
酒、吸毒、嫖娼，揮霍、奢靡，全是罪過；52 只有「天課」
和施捨才是正途，因為「他們的財產中，有乞丐和貧民的權
利。」53 既然是代管真主~社會的財產，必須克盡厥職，努
力使資產增值。單純儲蓄意味著沒有能力、不夠資格代管，
拿利息不勞而獲更沒有道理。財產閒置，不是懶惰就是無
能，理應收回。54 窖藏金銀等於監守自盜，罪大惡極，炮烙
伺候！
窖藏金銀，而不用於主道者，你應當以痛苦的刑
罰向他們報喜。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銀放在火裡燒紅，
然後用來烙他們的前額、肋下和脊背。這是你們為自己
而窖藏的金銀。你們嚐嚐藏在窖裡的東西的滋味吧！55
這才是伊斯蘭教堅持私有制的邏輯。－－殫精竭誠資產
增值，廢寢忘食「天課」施捨。宵衣旰食，握髮吐哺，鞠
躬盡瘁，死而後己。56「在伊斯蘭教裡個體對財產的所有權
是一種社會職責。」57 任務是努力使真主~社會的財產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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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目的是通過「天課」施捨再分配，實現老有所終，幼
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58 所以，伊斯蘭講究按
勞分配，59 鼓勵多勞多得，60 反對不勞而獲，反對利息，反
對賭博，反對驕奢淫逸，更別提通過佔有財產，制度化出階
級、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了。在穆斯林眼裡，保護和鼓勵私
有制，是為了獎勤罰懶，提高為真主代管財產的服務質量，
哪裡聽說過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61 庫特卜說：
「伊斯蘭關於私有制的準確表達是：財產屬於社會是基本原
理，私有產權是在諸多條件限制下的（財產）管理。有些財
產屬於公有，私人沒有任何權利佔有。」62 所以，庫特卜有
針對性地反復強調，對個人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必須滿足三
個條件：
其一是個人財產的來源必須是合法的，其二是個
人財產的擴充方法必須是合法的，其三是這些財產的使
用應該在適當的方面，不允許浪費和濫用。如果社會出
現不均衡，或出現了災難，那麼，國家有絕對的權利來
使用個人的財產。在特殊情況下，國家有權徵用個人財
產，以便應付緊急情況和保障社會安定。63
根據這樣的產權邏輯，沙特是當今全世界唯一一個以
家族姓氏命名的國家，明明是家天下，必須自動拿出大把錢
財，實行義務教育、免費醫療、住房補貼等種種社會福利。64
所以，納賽爾認為：「社會主義源於伊斯蘭教，世界上第一
個社會主義國家建於伊斯蘭教初期，先知穆罕默德是它的創
始人。」「伊斯蘭教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主持人間公正和
平等、提供機會均等的宗教。這一切可用『社會主義』一詞
表達。」65「穆斯林的宗教是一個 100％的社會主義宗教。」66
所以，卡扎菲認為「伊斯蘭教為實現公平和平等做了準備；
它不允許任何富人把他的財富用作壓迫或剝削他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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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如果私有制不產生危害，也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財
富和貧困，「在任何社會裡都不應被允許共同存在，國家的
職責就是要強制實施鏟富濟貧的法律。伊斯蘭教反對貧困，
並且堅定不移地站在勞動階級一邊。」67「在這個基礎上，
可以說伊斯蘭的精神和基本原則與社會主義沒有什麼矛盾，
即使不像今日的社會主義那樣明顯也罷。」68 所以，布托認
為：「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的原則並不互相排斥，伊斯蘭教
提倡平等，而社會主義則是實現平等的現代手段。」69 伊
斯蘭社會主義在印巴次大陸的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伊克巴
爾。
在他看來，伊斯蘭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差
別在於，一個是「敬畏真主的革命」，而另一個則是
「無神論的革命」。而二者的相似性更多：伊斯蘭教主
張社會平等、反對種族歧視，認為「天下穆斯林皆為兄
弟」，而社會主義也有相似的理論觀點，諸如民族團
結、各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自
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等等；伊斯蘭教堅信認主獨一，
反對偶像崇拜，而社會主義則批判商品拜物教，主張以
暴力粉碎舊的國家機器；伊斯蘭教反對貧富不均、兩極
分化，並以天課制度來調節社會財富的分配，而社會主
義則主張不勞動者不得果實，反對階級壓迫、階級剝
削，禁止少數人壟斷社會財富。如此等等。70
湯因比可能概括得不錯： 「伊斯蘭教和共產主義一
樣，創造了它為革除當代基督教實踐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惡習
的鬥爭方式。」71 可以說，在那東風壓倒西風的年代裡，正
是出於對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之大同世界的憧憬和追
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
來」聯合起來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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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斯蘭繼續革命
更有甚者，隨著計劃經濟出現官僚主義和集權弊端，
社會主義陣營因修正主義的辯論而分裂，特別是蘇修與美帝
爭霸，在中東唯利是圖，首鼠兩端，73 伊斯蘭國家反蘇防修
之後，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卡扎菲獨自躲進沙漠，苦思冥想了兩個多月，寫出《綠
皮書》三部曲，把資本主義稱為「世界第一理論」，把馬克思
主義稱為「世界第二理論」，自己提出一切權力歸人民的「世
界第三理論」，「宣告社會主義新社會必將到來，動員工人、
學生、農民、士兵等所有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為實現社會主義舉
行人民革命，建立沒有任何政治和社會弊病的社會。⋯⋯要變
革社會結構，為建立一個人民掌握政權、財富和武器的新社
會，一個以自然法則為人類關係的準繩、依據和唯一源泉的民
主社會而奠定基礎。」74
為此，卡扎菲發動了一場「中國式的文化革命」，撤
除所有政府機構，一切權力交給全國人民大會和各級人民大
會，所有官員改稱秘書，所有駐外機構改稱人民辦事處；取
消工資制，讓工人成為生產過程的合夥人；號召學生「把所
有在你們面前關閉政府機構大門的資產階級官僚踏翻在地，
⋯⋯撕碎所有不表述阿拉伯主義、伊斯蘭教、社會主義和進
步的進口書本。取消所有不講述真理的課程。」75
在政治體制上，卡扎菲反對議會制、政黨制、等級制
和公民投票制，因為這些代議制民主否認人民的直接參與，
本質上均屬具有欺騙性的專制制度。「人民大會是人民民主
的唯一途徑。」1977 年，利比亞宣佈成立阿拉伯利比亞人
民社會主義民眾國。卡扎菲認為，民眾國優於共和國，因為
人民可以直接掌握權力。
在經濟體制上，卡扎菲反對工資制，「國營和私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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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工人都同樣是僱傭勞動者。⋯⋯僱傭勞動者類似奴隸主
僱傭的奴隸，只不過是臨時的奴隸。」所以，「當代各種社
會從僱傭社會向夥伴社會的轉變，是當今世界各種互相矛盾
的經濟學主張必然的辯證結果，⋯⋯在社會主義企業勞動的
人是生產的夥伴。」76 1973 年，利比亞通過立法，「所有
雇員在十人以上的企業根據法規要將四分之一以上的利潤分
給工人－－30％用現金支付，其餘的為雇員保險賠償費。工
人在 50 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必須有兩名雇員參加董事會。」
1978 年，宗教界人士對取消私有制提出懷疑，卡扎菲強調：
「如果他們繼續反對他，他就會燒掉《綠皮書》而用毛澤東
的紅寶書取而代之。『這很快就會發生』，他威脅說。」77
1988 年，卡扎菲繼續革命，提出推倒監獄，釋放所
有犯人。 78 發表《民眾時代大綠色人權宣言》，宣佈公民
享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強迫勞動和長期監禁。
1993~1994 年，卡扎菲繼續革命，把全國分成 1500 個公社，
取消省、市、區級政權，將一切職權下放到公社。79 卡扎菲
心潮澎湃，豪言壯語：
如果「左派」是指反對反動派和反帝國主義，那
麼好，我就是在極左的一方；沒有人能比我更左了。如
果說「左」意味著「社會主義」，那麼以真主的名義，
我斷言社會主義源自我們的宗教和我們的聖經。我們是
社會主義的貯藏所，而先知是一切社會主義者的伊瑪目
－－最高領袖。80
在卡扎菲看來，伊斯蘭社會主義才是徹底純正的社會主
義。「通過社會主義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性只有在伊斯蘭教
（而非馬克思主義）的背景下才能取得正式認可，因為伊斯
蘭教和社會主義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顧及到了民族化和限
制財富。」81 蘇聯東歐的實踐證明，不信神的唯物主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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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變成唯利是圖的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國際關係上的霸
權主義。「社會主義必須以伊斯蘭教原則為指導思想。」82
「只有伊斯蘭教才能引導人類走向社會主義。」83
光陰荏苒，人老珠黃。卡扎菲、薩達姆們大搞個人崇
拜，殘酷鎮壓異己，深居簡出，一言九鼎，經過主流媒體百
口嘲嗙，萬目睚眥，早就是渾不講理的暴君、喪心病狂的魔
頭了。值得提一筆的是，這些被全球化大潮淘汰的過氣人
物，曾經有過輝煌。
1968~1977 年，伊拉克公營部門在國民生產中的比
重，從 31％上昇到 80％。到 1982 年，農村中共有 970 萬
杜諾姆土地分給了 26.44 萬農戶，並且建立了 1877 個合作
社和 82 個專業合作社。到 1980 年，小學入學率高達 116％
（女子高達 110％）。84 1960~1970 年 GDP 年平均增長率
為 6.1％，1970~1980 年 GDP 年平均增長率為 12.1％。85 人
均 GDP，從 1970 年的 330 美元猛增到 1980 年的三千美元，
伊拉克躍昇中等收入國家。86
人口更少的利比亞發展得更快。1962~1979 年，GDP 從
五億美元增長到 245 億美元；1951~1979 年，人均收入
從 40 美元增長到 8170 美元，超過了老牌發達國家－－英國
和意大利。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免費教育、公費醫
療、住房補貼等社會福利普遍實施，體現在住宅、汽車的人
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87
當然，這個高速發展，石油收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
用。但是，不應當忘記的歷史是，分散小國從西方跨國公司
手裡奪得石油利潤和石油資源所有權，飽經領袖犧牲、政權
傾覆乃至公開戰爭的浴血奮鬥。88 石油資源國有化，雖然有
領導人修官邸、買軍火，畢竟堅持了全體公民人人有份的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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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歷史終結的終結
人人有份的法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從越來越
多的東歐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到柏林牆
倒塌，共產黨下臺，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兩大陣營對壘的
冷戰結束了。福山彈冠相慶資本主義的輝煌勝利，暢銷書
《歷史的終結》引吭高歌，人類社會的進步最終完成。手舞
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接下來的年代裡，百川歸海
而且滄海橫流了。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一體化，成
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不僅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而且
強調政府參與的東亞模式灰頭土臉，甚至連歐洲資產階級苦
心經營的福利國家也難以為繼了。89 市場經濟的邏輯簡明扼
要：一旦資本掙脫國家政權的枷鎖束縛，你英國、德國、法
國工資高、福利好、抽稅重，禁止童工、法定最低工資、八
小時五天工作、帶薪休假、公費醫療、退休失業社會保障
多多關照勞工，我資本就上中國了。90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
爺處。用腳投票，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91 吸引不到資
本，外資引不來，內資流出去，就業和發展無從談起，安定
團結都成問題，設計再好的制度也維持不下去。於是乎，各
國政府不得不循著放任自由的方向深化改革，廣化開放，爭
先恐後，減少對資本的各項限制和稅收，減少對勞工的各項
社會保障和福利開支，以留住內資，吸引外資。優待資本，
虐待勞工，成為世界新潮流。 92 空前規模和速度的兩極分
化，是不請自來的全球化社會結果。93
兩大陣營對壘，一球兩制。社會主義迫使資本主義注
重公平，資本主義迫使社會主義追求效率。這個歷史一旦終
結，資本和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
天經地義。唯利是圖推動物慾橫流，物慾橫流引發信仰危
機，信仰危機強化唯利是圖。離開了理想和信仰的道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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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弄虛作假、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自然成為謀私利的最
佳捷徑。94 如今，人類社會以美國為龍頭－－「美國生活、
美國神話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追求個人財富」，95 由馬克思
描述過百分之多少利潤就可以殺人的動力所驅使，唯利是圖
的貪婪，以權謀私的腐敗，物慾橫流的奢靡，帶來全球一體
化的信仰危機。就是在美國，整個社會「道德原則和習慣的
淪喪、對當局和社會公共機構尊重的喪失、家庭的瓦解、禮
儀的衰退、高尚文化變得粗俗以及大眾文化的品位降低。」96
1964 年，四分之三的美國公眾說他們大多數時
間都信任聯邦政府做的事是正確的。1970 年以後，大
約還有四分之一的公眾擁有這種信任。⋯⋯過去 30 年
間，公眾對許多主要的社會公共機構的信任程度下降了
一半：對大學從 61％下降到 30％，對大公司從 55％下
降到 21％，對醫學界從 73％下降到 29％，對報紙雜誌
從 29％下降到 14％。97
福山在歡呼《歷史的終結》五年之後，匆忙急就《信
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驚呼道德淪喪不能熟視
無睹，疾呼唯利是圖不能肆無忌憚，對《歷史的終結》發出
無可奈何的哀嘆。98 接著 1999 年，福山手忙腳亂又攢了一
本《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光看書名就
知道，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歷史的終結》帶來了《大
分裂》，道德淪喪迷失了人類本性，唯利是圖搗亂了社會秩
序，需要《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福山博士加教
授，滿紙胡言亂語，呼天搶地不知所云，從《大分裂》中間
提煉出「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重建」的命題，徹底否定了
「歷史終結」的哲學邏輯。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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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 11 卷下冊，第 1180 頁。

2

1945~1990 年，聯合國安理會共出現 192 次否決票，蘇聯「行使
否決權的次數幾乎相當於美國的兩倍」（福斯卡斯．格卡伊：
《新美帝國主義》第 30 頁）。

3

納賽爾在《革命哲學》中強調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斯蘭教和社會
主義三位一體，立志在埃及建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民主合作
制度」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 14 頁）。1962 年，
《民族憲章》確認埃及信奉科學社會主義。1964 年，《臨時憲
法》規定埃及是以勞動人民力量為基礎的民主國家，經濟制度是
社會主義制度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
第 88 頁）。

4

「敘利亞復興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不管是米歇爾．阿弗萊克的
非宗教的社會主義，還是哈菲茲．阿薩德的溫和的社會主義，都
被認為既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也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甚至也不是
伊斯蘭社會主義，它被稱之為阿拉伯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
義不提倡工人階級專政，允許私有制的存在，但在生產工具和土
地方面實行合作化，財政、金融、工商業實行國有化」蔡德
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18 頁）。1970 年底，阿
薩德政變掌權，通過新憲法，規定敘利亞是「民主的、民眾的、
社會主義國家」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
動》第 365 頁）。

5

伊拉克通過革命掌權的也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1953 年，伊拉
克復興黨的地下報紙由《新阿拉伯》改名為《社會主義者》；
復興黨人自稱復興社會主義者。1968 年頒佈《臨時憲法》，
規定伊拉克是「人民民主國家」，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
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
第 98 頁）。「薩達姆」的意思是「堅定不移的戰鬥者」。他
說：「列寧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我最欣賞他的著作，
因為他以一種充滿生氣的態度對待生活。我也讀毛澤東的著作。
⋯⋯我們的夢想不僅是要進行阿拉伯民族鬥爭以達到阿拉伯的團
結，而且要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殷罡、
秦海波：《薩達姆．侯賽因》第 7、244、256 頁）。

6

50 年代，布爾吉巴的憲政黨改名為社會主義憲政黨，通過《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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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綱領》，宣佈要「實現『新憲政黨的社會主義』或『突
尼斯的社會主義』即『愛國主義加突尼斯傳統』，通過社會各
階層的對話，採取私人、國家、集體為一體的所有制，使突尼斯
成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
第 320 頁）。布爾吉巴 1957 年執政，1987 年底才卸任。突尼斯
1961 年開始搞「憲政社會主義」，國家、集體和私人經濟三種經
濟成分並存楊魯萍、林慶春：《突尼斯》第 101~105 頁）。

28

7

1969 年，尼邁里軍事政變掌權。1972 年，成立社會主義聯盟，
為蘇丹唯一合法的政治組織，全面推行植棉場、工商企業和金融
機構國有化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95~297 頁）。

8

本．貝拉的立論是：「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是不發達國家人民的根
本目標。不發達國家的落後，它們的政治與經濟結構是殖民帝國
主義造成的。一旦殖民統治被消滅，人民群眾中就會再次出現這
種嚮往，就要為它尋求出路。⋯⋯我們要建設一個考慮到了我們
阿拉伯和伊斯蘭傳統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本．貝拉言論集》
第 4、20 頁）。1964 年，《阿爾及利亞憲章》規定：「阿爾及利
亞國家是社會主義的，⋯⋯阿爾及利亞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是 1954 年 11 月 1 日革命的深入和必然結果」金
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37 頁）。「一切重要的民族
革命必然會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阿爾及利亞的社會主義就
是要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形式，實行土地改革和自管制度」藍
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 22、60~61 頁。

9

1969 年，西亞德．巴雷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任索馬里民主共
和國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1976 年任總統、索馬里革命社會主
義黨總書記。西亞德·巴雷說：科學社會主義「在任何方面都不
會與我們的好風俗、積極的習慣、偉大的傳統和伊斯蘭教發生抵
觸」，「伊斯蘭教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把社會主義
不是當作一種宗教，而是當作一種經濟和政治制度，藉以迅速發
展我國的經濟。我們要在索馬里證明，社會主義是能夠與宗教和
諧一致的。採取社會主義原則，使之適應現實（宗教就是索馬里
的一種現實），就能使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區別於教條主義」
唐大盾等：《非洲社會主義》第 25 頁）。「索馬里決心使宗
教和社會主義相協調一致」，「我們的宗教是伊斯蘭，我們的人
民是穆斯林，我們發展經濟的政策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
義」，「有伊斯蘭教為伴的社會主義萬歲！」金宜久：《當代
伊斯蘭教》第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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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桑戈爾標榜「民主」和「社會正義」，認為「應當把社會主義納
入我們的精神標準，既宗教標準」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
政治》第 148 頁）。

11

真納認為，「巴基斯坦應以社會正義和強調人的平等與兄弟情
誼的那種伊斯蘭社會主義 －－ 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 －－ 為穩固
的立國根基」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5~186 頁）。
1949 年，總理阿里汗宣佈：「我們只有一個主義，即伊斯蘭社
會主義。概括地說，它意味著在本國內每個人在分配的食物、住
所、衣服、教育和醫藥福利方面有平等的權利」金宜久：《伊
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33 頁）。

12

蘇加諾說：「真正的伊斯蘭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徵。雖然社會
主義的特徵並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雖然我們知道伊斯蘭教
的這種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是一回事，因為伊斯蘭教
的社會主義建立在精神原則之上，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立
在唯物主義的原則之上；即便如此，如果我們證明真正的伊斯蘭
教是社會主義的，這對我們的目的顯然是有意義的」金宜久：
《當代伊斯蘭教》第 183~184 頁）。

13

本．貝拉偏蘇聯模式，布邁丁指責他推行「不按客觀實際，任意
發揮的廣告性的社會主義」，提出實行有阿爾及利亞特色的社會
主義，把「工人自管制」改成「社會主義管理」，強調生產資料
國有化，主張「勞動人民參加企業管理」，建立「以社會主義民
主規律為指導的新型社會主義企業組織形式」藍瑛：《非洲社
會主義小詞典》第 15 頁）。布邁丁說：「當我們試圖從各種不
同的社會主義吸取教益時，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的本質只有一
個，其目的是要把人從剝削中解放出來，使生產者掌握經濟和政
治權力」《布邁丁言論集》第77頁）。1976 年通過憲法，規
定「建設具有民族和伊斯蘭價值的社會主義，⋯⋯為建設一個沒
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為公民的阿拉伯伊斯蘭個性解放和發展創造
條件」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225 頁）。

14

非洲 50 多個國家陸續獨立，42 個搞社會主義。尼赫魯不信伊斯
蘭，在印度搞的還是社會主義。

15

直到 21 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之後，霍梅尼的繼承人、
伊朗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博士依然一往情深：「儘管社會主義
的原有目標並沒有得到實現，但是，它卻使千百萬殖民地受苦受
難的人民擺脫了殖民主義的統治及其壓迫。社會主義令人神往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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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使得各受壓迫的民族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希望，並使他們也
找到了自己遭到踐踏的人格與尊嚴，同時也使他們傷痕纍纍的心
得到了慰藉」穆罕默德．哈塔米：《從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
第 162 頁）。

30

16

1962 年，納賽爾提出埃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五項區別：「第
一個區別是，我們信仰宗教，馬克思主義否認宗教，我們相信哈
里發，馬克思主義否認哈里發。第二個區別是，我們說過我們要
從反動派專政過渡到全民民主，共產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卻要
從反動派專政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個區別是，馬克思主義
和共產主義規定土地國有化。我們沒有規定土地國有化，我們相
信在合作範圍內的土地私人所有制。第四個區別是，共產主義不
相信私有制。我們說過，我們把所有制分成剝削的所有制和非剝
削的所有制，我們相信私有制，但我們不相信剝削的所有制，我
們說過，我們正在消滅剝削的所有制。第五個區別是，馬克思主
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要通過暴力無情地消滅和粉碎資產階級
或者說是我們所說的反動派，我們不這樣做，我們說過，我們要
在不使用暴力消滅統治階級的情況下，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衝突
和矛盾」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40~141 頁）。

17

埃及 1961 年頒佈「社會主義法令」規定：「凡擁有一萬埃鎊以
上股票的資本家或擁有 200 費丹土地以上的地主被稱為壟斷資本
家和封建地主，屬反動力量陣營，係剝削所有制；在此數量以下
的資本家或地主被稱為民族資本家和非封建地主，屬勞動人民範
疇，係非剝削所有制」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
的埃及》第 93 頁）。

18

1952 年 9 月，埃及頒佈《土地改革法》，規定地主不得擁有
100 費丹以上的土地。多出的土地，政府以四倍地租的地價強行
徵購，然後賣給農民，貧雇農優先，地價分 30 年償還納忠：
《阿拉伯通史》下卷，第 588~589 頁）。1952~1965 年，經過三
次土改，佔地上百費丹的大地主絕跡，佔地 50 費丹以上的大地
主的佔地面積從 34.2％下降到 12.6％，佔地 5~50 費丹的中小地
主和富農的佔地面積從 40.4％下降到 30.3％，中農和貧農的佔地
面積從 35.4％上昇到 57.1％。「未分得土地的大部分佃農也因地
租幾乎長期固定不變而增加了收入，成了事實上的半自耕農。」
1970 年，埃及農村合作社發展到 5049 個楊灝城、江淳：《納
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100~151 頁）。

19

1965 年，「國家掌握了全部銀行、保險公司、重工業、中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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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採礦業、進口業和三分之四的出口業以及相當一部分輕紡工
業。1966 年，公營企業產值佔全國工業增加價值的 64％，佔十
人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價值的 90％」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
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100~111 頁）。
20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9 頁。

21

唐大盾等：《非洲社會主義》第 101 頁。

22

譬如，卡扎菲「提出的經濟原則主要有：第一，任何人不能擁有
大量資本，剝削他人，在伊斯蘭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存在僱傭勞動
者，大家都是兄弟夥伴；第二，禁止人們從事謀取自身需求以外
的任何經濟活動；第三，人人都平等地參加生產和分配產品；第
四，對所有制的主宰和管理應屬於全體人民。從上述原則出發，
卡扎菲領導的利比亞伊斯蘭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有四個
方面：其一，國家在一定範圍內實行企業國有化政策，將外國石
油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大的工礦企業收歸國有；其二，
頒佈《天課稅》，規定完納『天課』為法定義務，責成財政部、
司法部徵收；其三，修改商法等經濟法律，在法律中明文規定禁
止在商業交易中支付、收取利息；其四，在精神文化消費領域進
行『革命』，禁毀反經、訓的『有害』書籍，封閉放映色情片的
電影院，搗毀酒吧、夜總會等傳播西方生活方式的場所」劉天
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191 頁）。

23

「1958~1959 年，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被關進監獄，被當做民主的
敵人和外部大國的代理人而受到壓制」蔡德貴：《當代伊斯蘭
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531 頁）。

24

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 1962 年成立，納賽爾任主席。赫魯曉夫訪
問埃及時，肯定埃及「正走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1965 年，
民族解放運動和埃及共產黨在蘇聯影響下宣佈自行解散楊
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142~143、
161~192、445 頁）。

25

列寧曾著〈社會主義和宗教〉一文，專門討論布爾什維克如何看
待宗教－－東正教：「對於工作一生而貧窮一生的人，宗教教導
他們在人間要順從和忍耐，勸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天國的恩賜上。
對於依靠他人勞動而過活的人，宗教教導他們要在人間行善，廉
價地為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辯護，廉價地售給他們享受天國幸福
的門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列寧全集》第 10 卷，第
62~63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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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6

伊斯蘭不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否定，而是繼承和發展。伊斯蘭與猶
太教和基督教共奉一個上帝，充分肯定所有六位先知。「安拉即
是上帝即耶和華，安拉是 al-Ilah 的縮寫，⋯⋯有近百段《古
蘭經》經文反映出猶太《法典本文》與《註釋》的精神。《古蘭
經》上關於天使、復活、天堂等的記述，是倣自猶太《法典》
而非《舊約》。佔了《古蘭經》四分之一篇幅的各種故事，也
可以從《猶太法典》的注解裡的註文或寓言裡尋找脈絡經緯」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 4 卷上冊，第 263 頁。《古
蘭經》包括大量《聖經》的故事，93 次提到耶穌。「事實上，在
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的典故中，從亞當到亞伯拉罕這一段完全
相同」21 世紀研究會：《民族的世界地圖》第 193 頁。伊斯
蘭只是強調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知，強調不搞「以物配主」的
偶像崇拜，不要任何人為的中介，直接崇拜真主孫承熙：《阿
拉伯伊斯蘭文化大綱》第 122~141 頁。「當時，麥加的大多數
居民都是基督徒和猶太人，他們認為穆罕默德的佈道是最純正、
最徹底地歸依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上帝的方式，因而真誠地予以接
受」小約翰．威爾斯：《1688 年的全球史》第 397~398 頁。
所以，原教旨主義大師、蘇丹穆斯林兄弟會領袖、政府人民議會
議長－－哈桑．圖拉比說，自從有了人類，上帝通過一個又一個
先知更新天啟。先是亞伯拉罕在阿拉伯傳教，然後是摩西從埃及
到巴勒斯坦，然後是耶穌革新宗教，最後是穆罕默德集大成，
把猶太、基督一鍋燴在伊斯蘭了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
東》第 167 頁。所以，湯因比說：「伊斯蘭教不是與預言家耶
穌存有爭端，而是與基督教會有爭端。基督教會由於向異教的希
臘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投降而欺騙了羅馬尼亞人。從對這種唯一
真正的上帝的啟示的可恥背叛中，伊斯蘭人恢復了亞伯拉罕的純
潔的宗教」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第 66 頁。所以，
阿姆斯壯說：「現今的穆斯林學者認為，如果穆罕默德當時就熟
悉佛教、印度教、澳洲的原住民或道地的美國人，則《古蘭經》
也會認同這些宗教的聖人」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75 頁。

27

「沙里阿地強調，伊斯蘭較任何其他信仰都來得有活力。從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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