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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任何一個社會當權者的立場出發，為了維護不管什

麼樣的正常秩序，恐怖主義不能不堅決打擊。然而，面對

今天的恐怖主義全球化，就算是美國放棄利用伊斯蘭分裂

它國的一貫政策，全力以赴嚴厲打擊，能否遏制恐怖主義的

猖狂勢頭，仍然值得懷疑。歷史上，教族合一的猶太教，不

擇手段地反抗，曾經在埃及和塞浦路斯兩國慘遭種族滅絕的

命運。1 伊斯蘭教超民族、超國家、超種族地全球化蔓延，

即便實施最殘酷的種族滅絕，根本無從滅起。相反，面對龐

大、並且日益越發龐大的穆斯林人口，美國發動「反恐」鬥

爭，不致於使越來越多的穆斯林越來越反感得難以忍受，是

「反恐」可能反到什麼程度的前提條件。當前的「反恐」戰

爭，尚未演化成一場與 12 億人口為敵的「文明衝突」，已

經是值得再三慶幸的事情了。

薛爾說：「所有的穆斯林每天在電視上看到美國

佔領一個穆斯林國家，並且堅持要用人為的法律取代真

主昭示的語言。他們竊取伊拉克的石油，為建立大以色

列國家鋪平道路。」難怪，據民意調查，美國在穆斯林

國家的聲望跌進了谷底。在穆斯林眼裡，美國就是要主

宰穆斯林世界，保護以色列。

美國的政策促使穆斯林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

同時分裂了西方陣營。在美國的反恐盟友沙特阿拉伯和

巴基斯坦，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2

這一形勢日益加劇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對美

國的敵對情緒。美國人眼中的反恐怖主義戰爭，在

穆斯林看來卻是對伊斯蘭的戰爭。⋯⋯2001 年 12 月

至 2002 年 1 月在九個穆斯林國家對一萬人進行的一次

調查，表明他們認為美國是「殘酷無情的，侵略性的，

傲慢的，專橫的，易怒的，對外政策中有偏見的。」

2002 年，皮尤研究中心在埃及、約旦、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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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塞內加爾、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民意

調查，發現 56~58％的人反對美國的反恐戰爭。在土耳

其和黎巴嫩，多數人「不大贊成和很不贊成」美國的做

法。在埃及、約旦和黎巴嫩，多數人持「很不贊成」態

度。在調查過的穆斯林國家中，對美國持不贊成態度者

未超過半數的國家，只有孟加拉國和印度尼西亞。3

8.1	 不患寡而患不均

值得思索的是，穆斯林覆蓋的 12 億人口，並非都是當

今世界的貧窮落後。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達到中

等收入水平。海灣國家更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典型。經過

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大多數穆斯林不同程度接受了現代教

育。4 經歷過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他們

具有相對自覺的能力，思考人世間的種種不平。

如今，在阿拉伯半島以外大多數城市裡的富人和

未現代化的大眾人口，穿著不同的衣著、喫著不同的食

物、按著不同的社會規範在生活。多謝西方的傳播媒介

尤其是電影和電視，使得那些無福享有以上事物的大

眾，每時每刻都比從前更為瞭解自己和有錢人之間的不

同－－特別是他們所沒有享用到的那些事物。5

薩達姆總結的不一定對，「如果我們回顧阿拉伯的歷

史，就會發現，對社會主義的要求大多來自那些並非出身於

被壓迫階級的人們。阿拉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計劃並非總是

來自窮人，而是來自那些根本不知道壓迫並且成為窮人領袖

的人們。」6 阿拉法特估計，1967~1970 年間，巴勒斯坦人

死傷三萬。大多數犧牲了的突擊隊員，「既年輕又受過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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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7 以自殺式襲擊聞名於世的哈馬斯，三萬多成

員，「他們主要來自社會中下層，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尤其

是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但領導人均來自城鎮，且多半出身於

中上階層，尤以經商者居多。」8  2002年，美國公佈 9.11 事

件的劫機嫌疑犯，大多生活富裕，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包

括警察局長的兄弟和部落酋長的兒子）。9 他們並非飢寒交

迫、目不識丁的「弱勢群體」，單憑那份兒駕駛大飛機的嫻

熟技藝，這夥亡命徒完全可以掙一份幾十萬美元年薪的穩定

工作，成為令人心羨的中產階級。他們圖什麼？他們視死

如歸的心理素質從哪裡來？10

多少錢也買不到 9月 11 日攻擊者所展現的紀律：沒

有人吹噓自己的策劃多了不起，以致事機敗露，也沒有

人因為微不足道的小罪被捕而遭驅除出境。有位曾經督

導數十名探員的 CIA 高層官員，就對這些策劃者的「能

耐」佩服不已。11

如大多數革命運動一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核心

成份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一項對埃及伊斯蘭教團體

的好戰領導人的研究發現他們有五大特徵，這些看起來

也是其他國家伊斯蘭主義者的典型特徵。他們年輕，大

多數是 20 和 30 多歲；80％的人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半

數以上來自精英院校或來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術專業領

域，如醫學和工程領域；70％以上的人來自下層中間階

級，即「中等而不貧窮的背景」，是他們家庭中第一代

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在小城鎮和農村度過童年，但

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了伊斯蘭運動中好戰的骨

幹和突擊隊，城市中間階級構成了大多數活躍分子。

⋯⋯原教旨主義者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中間階級中更「現

代」的部分。伊斯蘭積極分子「可能包括受過最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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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聰明的各類年輕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數量」，醫

生、律師、工程師、科學家、教師和文官。12

這些基本特徵，自然令人想起當年世界各國革命黨的

骨幹構成。13 面對今天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回顧伊斯蘭崛起

的歷史，不能不欽佩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正如

聖戰研究專家佩佩．埃斯科巴爾所說：

前蘇聯及其東歐帝國解體後，「聖戰」思想開始

為伊斯蘭國家的窮人所接受。這些窮人對西方富人發起

了階級鬥爭。「聖戰」變成了穆斯林國家窮人手中的一

顆熱核炸彈。因此，假如馬克思還在世，他會指出新的

階級鬥爭就是伊斯蘭窮人反對西方富人的鬥爭。或許馬

克思不會同意這種觀點，因為他提倡不涉及宗教的階級

鬥爭。但他會說，這是階級戰爭的一種形式，沒錯。14 

沒錯，當年的文明衝突，與今天的文明衝突，具有某種

相似性。所謂「文明衝突」的背後，是少數人暴富、鉅富還

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衝突；是唯利是圖與精神文明的衝突；

是優待資本、虐待勞工與追求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之理想

社會的衝突；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重蹈資本主義舊路走不

通，還是另辟蹊徑，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衝突。近年來，受

南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的嚴峻挑戰，世界第三大宗教 

－－印度教，也原教旨主義復興了。15 與伊斯蘭大規模流血

衝突激發出來的結論，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深惡痛詆：

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享樂的、滿足肉體歡樂的類型。

現世的享樂是西方文明的最高理想。他們的個人

自由觀念就在於允許各種情感充分地放縱出來，而對心

思不加以控制，故使人自身這個奴隸變成了本能的獸

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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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95 年，座落在美國俄克拉荷

馬的聯邦政府大樓被徹底炸毀。這是 9.11 以前，美國本土傷

亡最大的一次恐怖襲擊。當時人們異口同聲，肯定是伊斯蘭

極端組織幹的。最後逮住的兇手竟是純種白色美國人。17  臨

上電椅，凶手邁克威夫（Timothy McVeigh）交代了作案動

機：

我選擇炸聯邦大樓，是因為這樣幹比其他方法更

符合多種理由。首先，爆炸是一次報復性襲擊－－一個

反擊，因為在前些年，聯邦特工參與了一系列（包括但

不僅限於韋科）搜捕以及隨後的暴行和殘害。80 年代

以來，聯邦特工組建了諸如聯邦調查局「解救人質」小

組這類單位和其他突擊部隊，聯邦的行動變得日益軍國

主義和暴力，韋科事件達到頂點⋯⋯

為了各種企圖和目的，聯邦特工們已經變成了 

「戰士」（運用軍事訓練、戰術、技術、設備、語言、

服裝、組織和理念），並且這種趨勢還在持續加強。因

此，這次爆炸也是對他們在聯邦大樓裡的指揮和控制中

心，先發制人的打擊。當這些侵略者從一個運作基地

持續發動攻擊，反擊敵人就是（我們的）軍事戰略。另

外，針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我決定，通過炸毀政府大樓

和大樓裡代表政府的政府雇員，向政府發出一個信息：

敵意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烈。炸 Murrash 聯邦大樓，在道

義上和戰略上等同於美國襲擊塞爾維亞、伊拉克或者其

他國家的政府大樓。基於對自己政府政策的觀察，我認

為這個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選擇。從這種認知看，發生在

俄克拉荷馬城的事件，同美國歷來強加他人頭上的事情

沒有什麼不同。最後，我的精神狀態過去和現在都是冷

靜而客觀的。炸 Murrah 大樓，並不比空軍、陸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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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或海軍陸戰隊向（外國）政府設施和人員投放炸彈或

發射巡航導彈，具有更多私人性質。18

8.2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現代化必須發展市場經濟。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必然

會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但

是，承認這個現實，不等於放棄對公平社會的理想追求。

湯因比說過，「沒有相當程度的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人類

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19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千古不易。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原教旨主義復興。

犯罪猖獗，恐怖襲擊。只要繁榮娼盛，一定雞犬不寧。普遍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富人提前超級現代化也不可持續。

連佔盡全球化便宜的索羅斯都明白：「市場是非道德的，

⋯⋯然而，社會不能在善惡不分的情況之下運作。⋯⋯市場

已經全球化，但國際政治與社會措施卻沒有顯著強化，造成

非常偏頗的社會發展。」20 

經過割地賠款的苦難歷史，經過文化革命的極端嘗

試，經過改革開放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人們越來越清楚看

到，實現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多麼不容

易。但是，無論科技多麼發達，生活多麼富裕，到什麼時

候，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相對無助的人民，永遠是人類

的大多數。只要多數人沒有共同富裕，人類社會的公平正義

沒有大致實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好，社會主義陣營崛起

也好，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也好，「革命神學」也好，印

度教原教旨主義復興也好，多數窮人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

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主流。這才是少數人拗不過、擋

不住的歷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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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見，波瀾壯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席捲了世界五

分之一的人口。加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又一個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加上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又

一個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加上非洲多數國家的社會主

義探索，21 加上南美一個又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左派掌

權，加上日本和南韓、新加坡小龍小虎們的東亞模式，加上

歐洲《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

主主義的復興》，22 加上以色列種種「喫大鍋飯」的社會主

義實踐，23 從全球範圍看，簡單唯利是圖的美國模式，始終

是煢煢孑立的個案孤例。一時間不可一世，反彈回來的是日

益廣泛和日益強烈的反美情緒。

極端的宗教勢力不再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當成主要

的敵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單極化的世界，

這些極端的勢力重新找到了一個共同的仇恨對象和不共

戴天之敵：美國。24

如日中天，日中則昃。老布什第一次海灣戰爭，乘

著冷戰勝利的凱旋西風，為了一個專制腐敗的部落酋長，

39 國聯軍高舉聯合國大旗，以石擊卵，牛刀殺雞。小布什

第二次海灣戰爭，拿美國國防部、世貿雙子星和世界各地一

樁樁血肉橫飛的平民慘劇說事，聯合國不愛聽。不僅沒有阿

拉伯、穆斯林再趟混水，而且德、法、俄、日個個搖頭，八

國聯軍都湊不起來了。仗還沒有開打，上千萬人全球一體化

反戰遊行。轉眼功夫，專制魔頭薩達姆變成了不畏強暴的漢

子；人權總統布什的模型肖像被幾乎每一次群眾示威焚燒。

軍事上勝之不武，政治上理屈詞窮。前後短短 13 年功夫，

美國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全球獨霸，在阿拉伯、在穆斯林、

在全世界失道寡助，形影相吊。就說純種白色美國人自己，

先有邁克威夫在美國本土爆炸政府大樓，後有林德到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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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塔利班英勇作戰，25 更有慘遭恐怖襲擊的紐約、華盛頓居

民，強烈抗議美軍去伊拉克「反恐」，萬人空巷，民怨沸

騰！

歷史前進的步伐，再次驗證了毛澤東的至理名言：「為

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26  是維

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還是執政為民，真

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是歷史前進中最根本的大

是大非。

註釋和出處：

1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98 頁。

2  趙景倫：〈反恐戰爭三年總結〉，香港《信報》2004 年 9 月

15 日，第 16 頁。

3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299~300 頁。

4  譬如，「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1980~1993 年，沙特阿拉

伯男性文盲的比例由 70.1％降至 15％，女性文盲則由 97.9％降為

25％」（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217 頁）。

5  伯納德．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509 頁。

6  福阿德．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181~182 頁。

7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93~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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