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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福山縱情歡唱：「我們可能正在目睹⋯⋯這

樣的歷史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

類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1 十年以後，福山

莊嚴重申：「十多年前，我認為我們已經到達『歷史的終

點』：不是說歷史事件將終結，而是被認為是經過不同的政

府形式演變發展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在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和

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達到了頂點。」2 

10.1	否定之否定

亨廷頓引述高足的「歷史終結」之後，更上了一層

樓：「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衝

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

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

的衝突。」3 亨廷頓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是：如果西方（美

國）資本主義代表人類社會進步的最終形式，反美、非美、

不美的文明衝突，只能定義為復古反動。

令人無所適從的是，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的經驗已經

證明，在經濟制度上，越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由放任

的方案改革開放，越是加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兩極分

化，越是喚起原教旨主義復興；在政治制度上，越是按照福

山提倡的美國模式普及民主，越是阻擋不住原教旨主義通過

窮人大多數的合法選舉篡黨奪權。

譬如說「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1984 年

12 月，美國凍結經濟援助，「表達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迫使蘇丹引進經濟改革立場的支持」。老布什副總統訪問蘇

丹，提出解除援助凍結的四項條件，包括「接受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所要求的經濟改革。」「蘇丹政府屈服國際貨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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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壓力，取消了對食品的補貼，正是一個被證明為政

權失當的行動。」1985 年 4 月，尼邁里被軍事政變推翻。4  

80 年代末，阿爾及利亞沙德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指導下改革開放。90 年代初，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在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一系列自由放任的改革開

放，都在加劇貧富分化的同時，引起社會動蕩，激發原教旨

主義復興。亞洲金融風暴中，在印度尼西亞，又是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直接促成大規模社會動亂，穆斯林組

織走上街頭，蘇哈托獨裁政府垮臺。5

譬如說「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目前中東地區任

何的世俗政府都不安地瞭解到如果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則伊

斯蘭政府大有可能取得政權。」6

民主已成為現代伊斯蘭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有機組

成部分。⋯⋯許多伊斯蘭行動主義者已經把議會民主 

「伊斯蘭化」了，並在反對執政政權的過程中訴求民

主。伊斯蘭組織，諸如埃及、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巴

基斯坦、克什米爾、印度和孟加拉的伊斯蘭教促進會，

土耳其的繁榮黨，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

突尼斯的復興黨、科威特的改革學會、馬來西亞的穆斯

林青年運動和泛馬來伊斯蘭黨，他們都提倡民主選舉原

則，並在獲準的地方參加議會選舉。7 

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土耳其的繁榮黨、蘇

丹的烏瑪黨、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復興黨，都是通過民主選

舉奪取政權或者幾乎奪權。蘇丹的巴希爾、巴基斯坦的穆沙

拉夫先政變奪權，全面推動伊斯蘭化以後，再在大選中高票

當選。

1989 年 4 月，突尼斯舉行全國選舉，儘管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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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過程嚴加控制，並阻止伊斯蘭傾向運動或復興黨

以政黨形式參加選舉，然而，該組織的成員仍然贏得

了 18％的選票，在一些城鎮地區，這一比例甚至高達

40％。⋯⋯1992 年，真主黨在黎巴嫩的議會選舉中取

得極大的成功；同年 10 月，科威特議會的 50 個選舉席

位中，伊斯蘭主義者輕取三分之二。在整個穆斯林世

界，以合法的方式參與政治已不是某幾個伊斯蘭組織的

政治選擇，埃及和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馬來西亞的馬

來西亞青年運動和伊斯蘭黨等等，凡是允許參加選舉的

國家，伊斯蘭組織和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以合法的途徑

融入政治進程。8

這種趨勢，連亨廷頓都看明白了。

不論美國菁英人士目標如何，美國公眾一向不把

對外推廣民主制當作優先的對外政策目標。「民主制悖

論」認為，在別的社會中，實行民主制的結果往往導致

反美勢力上臺當權，例如在拉丁美洲國家導致民族主義

民粹派運動當權，在穆斯林國家導致原教旨主義運動當

權。⋯⋯在 21 世紀來臨的前後，阿拉伯世界凡是舉行

選舉的地方，伊斯蘭政黨幾乎都增強了自己的力量。9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打破了「現代的自由民

主制度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終結人類歷史的

迷夢。10 面對無法迴避的普遍現實，2001~2002 年，福山在

引述座師的「文明衝突」之後，不得不又上了一層樓：

如果我們認識到根本的鬥爭不僅僅是與實際恐怖

分子的鬥爭，而是與認為世界就是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

二元鬥爭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的鬥爭，那麼我們談論的

就不是一小群孤立的狂熱分子。由於勇於同美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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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以後，本．拉登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獲得了大量

的同情，從卡拉奇貧民窟裡的居民到貝魯特和開羅的專

業人士，再到生活在英國和法國的巴基斯坦人和阿爾及

利亞人。中東問題專家丹尼爾．派普斯估計，這類激進

人口約佔穆斯林世界的 10~15％。

多少人？按 12 億穆斯林算下來，是 1.2~1.8 億。福山想

給眾多人口戴上一頂綠帽子－－「伊斯蘭~法西斯主義」。11 

正好和希特勒上臺一樣，也是民主選舉的產物。怎麼辦？不

能推廣美國的民主制度了。上層樓又上層樓，螺旋上昇，否

定之否定，終結了的歷史還得重新來過，正好也和希特勒完

蛋一樣：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是因為其內在的道德矛盾而

崩潰的，他的消亡是因為德國被炸成了瓦礫堆，而且已

被盟軍佔領。本．拉登因成功地襲擊了雙子塔樓而在穆

斯林世界大受歡迎。打個比方，如果美軍在廣場的路燈

柱上對拉登和他的塔利班保護者施以絞刑，那麼其運動

的吸引力會小得多。12

真惹急了，哈佛教授一樣殺氣騰騰！可惜是君子之心

度小人之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今讓「反恐」

專家最頭痛的是，「自殺炸彈不可能被常規懲罰嚇住。死刑

懲罰對那些準備赴死的人有什麼意義？更嚴厲的法律制裁和

國際慣例肯定無效。」13 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家人為自己的

孩子成為自殺炸彈而自豪，而祝福。「他們不但不怕死，甚

至還甘願在攻擊行動中英勇就義。事實上，在執行恐怖行動

的過程中，人們還常常發現這些自殺式炸彈手根本不想逃

跑，甚至認為在行動中生存下來是很不光彩的。」14  為此，

金維宜寫文章〈求活的怎敵求死的〉，肯定「珍惜生命的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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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以死為榮的。」15

比這更麻煩的是，本．拉登還沒抓住，「第二代本．

拉登」－－扎卡維走到前臺。16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專家羅

蘭．賈卡指出：

儘管華盛頓或利雅德視他為恐怖分子、異端分子，

然而對於千百萬回教徒而言，他膽敢與美國人、猶太人

和腐敗的國王公開作對，成了一個神話人物、一個對抗

西方「邪惡」的烈士。在某些清真寺裡（包括法國境

內）人們稱他為「義勇的奧薩瑪」，成千上萬的父母為

他們的小孩命名為奧薩瑪，某些回教國家的農莊、學校

及商店也都以這個名字作為招牌，表示對他的敬重。17 

因為這份頭痛，2003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

爾德在《反恐戰爭備忘錄》裡垂頭喪氣。這份人稱「迄今最

重要且令人目瞪口呆的官方文件」，等於承認「反恐」戰爭

徹底失敗：

我們無法衡量在反恐戰爭是勝利或失敗，因為我

們不知道每天捕獲和消滅的恐怖分子的人數，是否超過

伊斯蘭學院和激進伊斯蘭教士每天招募和訓練與我們作

對的恐怖分子的人數。

要怎樣阻嚇向激進的伊斯蘭學院提供資金的幕後

人物，目前的形勢是否顯示我們愈努力就愈落後，是否

可以建立一項秘密基金，以誘使伊斯蘭學院不與我們作

對。18

即便如此，美軍還是比哈佛教授更著急想吊死本．拉

登。美國警方抓人，最高懸賞從未超過兩百萬美元。如今

懸賞本．拉登的花紅，從五百萬美金漲到了 2500 萬。19 後

來連基地組織的三把手－－扎卡維的懸賞也漲到 2500 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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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  重賞史無前例，不知有多少智勇雙全的蘭博，在掘地

三尺，刨本．拉登的祖墳哩。到底難在哪兒了？福山振振有

辭，交代得明白：

美國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與一小撮恐怖分

子的鬥爭。恐怖分子賴以游泳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海

洋構成了一種思想挑戰，在某些方面這種挑戰比共產主

義的挑戰還要嚴峻。21

靠歷史哲學成名的福山肯定聽說過，德國法西斯橫掃

歐洲如捲席，終於被盟軍佔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共產主

義蘇聯傷亡兩千多萬人，從莫斯科一路反攻到柏林。而德

國法西斯與世界穆斯林相比，實在算不上「海洋」。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當年希特勒是被資本主義加社會主義的世

界人民淹死的。二戰以後，不算遭美國中央情報局顛覆的政

權和美國政府經濟制裁的國家，僅美國軍隊親手打過的國家 

（包括直接戰爭和狂轟濫炸），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一口

氣數出 20 多個，包括中國（1945~1946、1950~1953）、朝

鮮（1950~1953）、危地馬拉（1954、1967~1969）、印度尼

西亞（1958）、古巴（1959~1960）、扎伊爾（1964）、秘魯 

（1965）、老撾（1964~1973）、越南（1961~1973）、柬埔寨

（1969~1970）、格林納達（1983）、利比亞（1986）、薩爾

瓦多（80 年代）、尼加拉瓜（80 年代）、巴拿馬（1989）、

伊拉克（1991~2002）、波斯尼亞（1995）、蘇丹（1998）、

南斯拉夫（1999）、阿富汗（2001）。22 接下來要還整治的

名單早開出來了：伊拉克（2003 年佔領）、伊朗、敘利亞、

朝鮮、利比亞、古巴、蘇丹。23 一天也沒閑著，天天恃強淩

弱，滿世界欺負過來非弱即小，沒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就這點兒出息，遠不如當年的德國法西斯。如今，眼看身陷

淹死過希特勒的波濤洶湧，又哪裡來得辦法把「海洋」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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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燈柱上呢？－－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日裔美人福山的《歷 

史的終結》，恐怕只能是日裔美人福山自己的歷史的終結

了。

最後再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作為全書立論的

結尾，亨廷頓煞有介事地詳細預言，不久的將來（21 世紀

初），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對穆斯林國家石油資源

無法遏止的渴求，勢必促成儒教~伊斯蘭教結盟。於是乎， 

「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

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文明衝突的格局一

清二楚：「黃禍」加「綠禍」反對西方基督教文明。24 何謂

「大多數伊斯蘭國家」？70 年代中期以來，伊斯蘭教在黑

非洲迅猛發展，穆斯林人口翻了一番，已佔總人口的三分之

一。25 印度不僅是非伊斯蘭國家中穆斯林最多的國家，而且

是僅次於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人口第二大國家，因為貧富懸

殊和種姓制度，伊斯蘭教發展尤其迅猛。26 暫且不論日本、

印度的陣營安排值得商榷，籠而統之望過去，亨廷頓的這場

「全球文明之戰」，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黑人、黃人、南亞北

非南美黃裡透白的多數南方窮人，與少數北方富有白人的衝

突；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過去殖民地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人

民，反抗一小撮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

全球「反恐」戰爭大張旗鼓五年之後，布熱津斯基概

括世界形勢：「全球人民在政治上已經覺醒，對人類不公狀

況越來越無法忍受了。」27

10.2	宗教復興的社會啟迪

西 方 媒 體 通 常 製 造 一 種 印 象 ， 就 是 將 弊 端 叢

生，而且偶有暴力形態的宗教狂熱（稱為「基本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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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皆視為是伊斯蘭的現象，但是實情並非如此。

基本教義派是一種全球的事實，而且在每一種主要的宗

教裡面都會出現，此一現象乃是對現代化的回應。世上

有基本教義派的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教、基本教

義派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佛教、基本教義派的錫克

教，甚至基本教義派的儒教。⋯⋯所有信仰中的基本教

義派運動都有共同的特徵，他們所表現出對於現代試驗

的深沉失望與幻滅，而這種現代的試驗尚未實踐自己承

諾的所有事情。28

恩格斯說過，「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

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鉅大的保守

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

們的階級關係即經濟關係引起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

有宗教變遷相伴隨，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種世界宗教－－佛

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言。」29 歐洲從奴隸制轉入封建社

會，伴隨的是基督教的崛起和教會的黑暗統治；從文藝復興

步入資本主義，伴隨的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令人好奇

和期待的是，在社會主義迫使資本主義注重公平、資本主義

迫使社會主義追求效率的歷史終結之後，全球化信仰危機，

危機到不僅所有宗教統統原教旨主義復興了，而且奧姆真理

教、法輪功等歪門邪教蔓延橫行。「有宗教變遷相伴隨」的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轉去哪裡？

湯因比引述托馬斯：

熱望停止了，理解也停止了；

理解停止了，生存也停止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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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一詞。一個和諧世界的範式顯然距離現

實太遙遠，它不能對後冷戰世界作有用的指導」（亨廷頓：《文

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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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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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51~252 頁）。

7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288~291 頁。

8  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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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和自由」（博萊索：《真納傳》第 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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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

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80~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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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80~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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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基督教（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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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三分之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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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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