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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曾经的辉煌与当下的衰败、曾经的核心与目前的边缘化所造成的失落感,三大圣地、古兰经 与先知穆罕默德的

相继蒙羞和遭辱所带来的受辱感,历史的创伤记忆与现实的生存困窘共同积淀成了一种顽强的集体潜意识, 形成阿拉伯 伊

斯兰民众仇恨与暴力相交织的心理死结,外现为以暴易暴、铤而走险甚至不断丧失自我。因此, 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应在不断

抵抗西方霸权主义对中东诸多利益的制衡中,努力变革滞后于全球化主潮的落后现状。否则, 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和地区

的倒退, 危及世界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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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陨落

所带来的失落隐痛

!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

伯纳德 ∀刘易斯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作了比较

后发现: #中华文明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地域性, 局

限在东亚一个地区和一个族群。虽然中华文明在一

定程度上也对外输出, 可仅仅传播到与之相邻的和

有宗教关系的民族。相比之下, 伊斯兰却创建了一

个世界性的文明, 多民族、多种族、跨越国界甚至可

以说是洲际的文明。∃ [ 1]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也

强调: #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

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

明快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 18世纪的唯物主义

作了准备。∃ [ 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阿拉伯人把

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

传的古希腊学术著作传入西欧,为欧洲的文艺启蒙

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

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
[ 3]

#无论西方人将如何看待
伊斯兰,我们都无法忽视一个现实, 即在政治和社会

意义上,伊斯兰教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相比, 它的实

际影响力都更为广泛,更为长久,也超越了差异更大

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令人

生畏的文化力量,一种在很长时期内、不同历史和地

区条件下,满足各种不同社会的社交、伦理和道德需

要的能力。∃
[ 4] ( P4 )

曾对世界文化作出卓越贡献、产生

巨大影响的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在历经阿拔斯王朝

的辉煌顶峰后渐趋保守和封闭,尤其是在 13世纪繁

荣的伊斯兰文明经受了欧洲 #十字军 ∃和成吉思汗蒙
古铁蹄的严重摧残后, 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展受到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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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伊斯兰世界陷入政治和思想上的停滞时

期
[ 4] ( P68)

。再加上,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在相

互较量中由强至衰,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位置发生

了根本性的调换,前者从世界最辉煌的文明顶峰跌

落,后者则跃升为全球最强盛的霸权。如果说西方

是在强盛的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和冲击下走出愚昧的

中世纪而日渐勃兴, 那么伊斯兰世界则是在欧洲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下走向衰落, 并将

在复兴的过程中继续直面欧洲的接替者美国及其代

表的西方霸权的冲击
[ 5] ( P73)

。因此,曾经威震寰宇的

伊斯兰文明的惨烈背影便成为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

的 #永远之痛 ∃。美国著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格雷厄

姆 ∀富勒曾在伊斯兰世界生活了十余年, 其真切、客

观的体会令人信服:

#如今穆斯林愤怒和失落的最深层的根源,在于

穆斯林世界的急剧衰落。在过去几个世纪, 穆斯林

世界从保持了 1000多年世界领导地位的文明,下降

为一个落后、无力和边缘化的地区。这种令人目眩

的命运的倒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当代伊斯兰主义

者多数言辞里所潜藏着的冲动%%西方文明过去曾

经远远落后于伊斯兰世界, 而今却占据具有压倒性

优势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 伊斯兰往日的辉煌在

穆斯林嘴里是一种特别苦涩的滋味。今天的穆斯林

在沉思存在的问题时因怀疑自我而遭受伤害, 这是

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对于一些人来说, 衰落等同于

失去真主的恩赐。导致这个有目共睹的历史性巨变

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穆斯林在面对西方时所承

受的无力,构成了当今政治伊斯兰运动关键性的心

理现实。这个现实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至关重要

的动力。他们寻求进一步深入伊斯兰这个宝库, 从

中汲取更多的养分, 以重建至今尚未取得成功的过

去荣耀的大厦,进而创造一个更加强盛的伊斯兰文

明。∃ [ 4] ( P1- 2 )

这是历史上曾经辉煌无比的阿拉伯 伊斯兰文

明陨落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失落隐痛。

(二 ) 全球化时代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被边缘化

所造成的失落之痛

! !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冲击世界各国的全球化

实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 其凶猛残酷性正如前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所概括的: #全世界数百万人体验全球

化,不是作为进步的媒介, 而是作为破坏性的力量,

其摧毁生命、工作和传统的能力近乎飓风一般。∃ [ 5 ]

对在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处劣势的穆斯林而

言,这种潮流的冲击波及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的政

治、经济、文化乃至穆斯林的世界观等多方面。在马

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看来, #穆斯林和穆斯林国家

正面临着一个艰巨而令人恐惧的挑战。现有形式下

的全球化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宗教的一个威胁。全球

化已经造成了混乱和绝望情绪 ∃ [ 6]
。具体来说, 阿拉

伯 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即使是海

湾石油国家也多因产业结构单一而制约了经济发展

速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约占

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其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世

界总量的 4. 5% ∃[ 7]
。经济发展迟缓必然导致贫困

加剧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人口的高增长不仅增加了

经济负担,也影响到社会民主进程, 近几年由阿拉伯

学者在联合国发表的 阿拉伯人发展报告  也不断凸

显出伊斯兰世界所存在的 #民主缺失 ∃和 #妇女权益

缺失∃等严酷现实;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困境带来的是

对伊斯兰信仰的重新定位。因此, 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世俗国家政权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较量将会使

人们在矛盾冲突中继续体味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逐

渐被边缘化所带来的失落之痛。

(三 ) 基地头目由美国 #先用后弃∃的境遇
易引发追随者的情感共鸣

! !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本 ∀拉登之所以在阿拉伯人

面前的形象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主权的最好担保人和

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最忠实保护者
[ 8]

, 是与

其遭受美国 #先用后弃 ∃的特殊境遇有关:基地组织

并非诞生于一次宗教争端, 而是诞生于一次政治事

件: 20世纪 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西方和美国

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标是打败苏联, 为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招募了许多在本国不受欢迎的阿拉伯人和世界

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到阿富汗参加宗教战争, 最终成

功地利用了这些圣战勇士打败了对手苏联, 但随后

美国却对这些圣战者弃之不理。 90年代初, 由于苏

联解体后中亚及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

化,美国及西方国家再度开始关注阿富汗,阿富汗境

内对美国人的仇恨正是在这期间产生的。由于当年

遭到美国人的抛弃, 那些仍然留在阿富汗的阿拉伯

人对美国有无比的仇恨, 这种仇恨胜于当年对苏联

的仇恨。他们认为, 既然当年能够打败苏联人, 为什

么不能把美国人打败并推翻那些反穆斯林的统治

呢? 这些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大多曾经经受过训

练,也比较好战,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是 #阿拉伯阿富
汗人 ∃。过去西方曾把他们看成是圣战斗士,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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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他们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是伊斯兰恐

怖主义分子,西方传媒也基本上附和这种说法来形

容并加以渲染的
[ 9]
。本 ∀拉登就是阿富汗抵制苏联

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一名成员, 且曾接受过美国中

央情报局的专门训练。但 # 9∀ 11∃事件发生后他却

被美国视为最大嫌犯而遭全球通缉。尤需指出的

是,本 ∀拉登这个反抗苏联侵略的圣战者更无法接

受美国在自己的祖国沙特阿拉伯圣地的军事存在,

1991年他要求沙特国王法赫德凭一己之力将萨达姆

∀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却遭拒绝后, 便与沙特政府决

裂并流亡海外。但他仍对美在波斯湾的 2万驻兵耿

耿于怀,将其视为伊斯兰圣地中的 #异教徒 ∃, 决心将

美军赶出沙特、把异教徒逐出中东: #我已经在真主
面前起誓,在巴勒斯坦获得和平之前,在异教徒的军

队从穆罕默德的领土上全部撤走之前, 美国将不会

有和平可言。∃为此,他呼吁: #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

奋起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之风正在刮起, 变革之

风正在刮起,以便将邪恶从穆罕默德的半岛上吹走,

愿真主赐予他们和平。∃ [ 10]
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 西

方特别是美国,一边高调宣扬民主与自由, 一边又强

力推行民主改造 #大中东 ∃战略, 并援助支持亲西方

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因此,敢和美国政府、亲美的阿

拉伯政府叫板的本∀拉登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侮

辱与被损害者对抗与反击的一种象征符号。在普遍

存在着一种不公平感觉的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里,

本 ∀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由美国 #栽培 ∃又被 #抛弃 ∃
的蒙羞遭辱感易引起中东穆斯林的情感共鸣, 对其

追随者亦如此。

(四 ) 表现:原教旨主义发展日盛

姑且不论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 伊斯

兰世界所造成的极度失落的创伤, 只论经济全球化

所造成的地区边缘化, 使得阿拉伯各国经济程度不

同地陷入困境,加上政府的独裁与腐败带来的社会

分配不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实矛盾长期无法得

到妥善解决,民众便转向伊斯兰教寻求出路, 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便应运复生。原教旨主义 ( Fundamen tal

ism )一词源自基督教, 意指严格遵循基督教信仰中

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的派别, 后泛指各种宗

教中要求归返初始原典教义的主张和派别。具体而

言,在社会文化生活层面, 原教旨主义具有明显的保

守主义特征;在对外关系层面上, 原教旨主义具有强

烈的反西方色彩;在斗争方式上, 原教旨主义者以是

否有利于取得政权为标准,或采取政治斗争手段,或

实行武装暴力斗争。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早可上

溯至公元 7世纪的哈瓦利吉派及 14世纪著名伊斯

兰教法学家伊本 ∀泰米叶所倡导的宗教复兴运动。
他们认为 #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没有严格

遵守伊斯兰教所致∃,强调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
信仰和消除腐败,主张纠正对伊斯兰的误解, 回归基

本教义,依据 古兰经  和 圣训  来理解伊斯兰, 并

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各种规定, #寻求建立政教合一
的伊斯兰国家,并通过实行&沙里亚法 ∋ (即伊斯兰教

法 )来贯彻真主的意志 ∃ [ 5] ( P97- 98)
。后冷战以来, 阿

拉伯 伊斯兰世界面临全球化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的双重威压, 这不仅促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迅猛发展,更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实行武装暴力
斗争 ∃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二

曾任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哈米特 ∀吉尔

曾说: #美国人能够消灭本 ∀拉登。明天, 就会又出

现 10个本 ∀拉登。为了防止今后出现恐怖事件, 必

须找到罪恶的原因, 也就是美国的罪证,即只有它的

模式是有价值的。美国必须明白, 还有其他的价值

观、其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其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

得到尊重。美国人以自身的优越感来羞辱其他国家

的人民。而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 4%。他们不能把

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剩余的 96℅的人们。这是一种

与文化有关的新冲突。∃
[ 11]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

以自身优越感羞辱了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的人民。

(一 ) 伊斯兰教三大圣地

与美国、以色列的利益冲突

! ! 圣城麦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
地,其最神圣的克尔白清真寺又是世界各国穆斯林

去麦加朝觐礼拜的主要圣地。 古兰经  规定, 禁止

在此圣地凶杀、抢劫、械斗,故此寺又被称为 #禁寺 ∃。

据载,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时

曾遭到异教徒的反对和迫害, 于公元 622年出走麦

加至麦地那, 但在麦地那规定穆斯林面朝麦加方向

礼拜。自此至今,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朝向麦加做

礼拜。公元 630年,穆圣率兵攻占了麦加,控制了守

护克尔白圣殿之教权,并废弃多神教, 将圣殿改为伊

斯兰教的朝拜中心。尤其在每年伊历 12月, 来自世

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到麦加朝觐, 千百年来, 从未间

断。随着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 前往麦加朝觐的各

国穆斯林逐年增加, 1980 1988年间,虽受两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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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朝觐人数仍达 100多万。在 1987年的朝

觐日, 数千名伊朗穆斯林在朝觐中举行了反美、反苏

和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 并与前来劝阻的沙特警察

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造成上千人伤亡的 #麦加流
血惨案 ∃。但在 1300年的朝觐过程中, 麦加禁寺基

本远离武力与流血的世俗纷争, 一代又一代的穆斯

林不仅到麦加朝觐天房, 还到麦地那先知寺缅怀穆

圣,并将拥有两大圣地的沙特阿拉伯视为 #信仰之
都 ∃和 #精神净土 ∃,沙特王室的历代国王也以安拉仆

人自居而傲立伊斯兰世界。

但是,海湾战争却改写了这一切。中国军事科

学院战略研究部军事学博士王辉青曾在 国防报  上

撰文推翻了 #是萨达姆挑起了 1991年的海湾战争∃
这一公论,他指出, 早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 美国就

在中东地区实施了有计划的战略误导, 蓄意制造动

乱局势,为美 #重返中东 ∃制造条件; 60年代曾长期

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克拉克披露的情况也证实, 在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后不久, 美国就挑动伊拉克借

阿拉伯河争端进攻伊朗, 结果引发一场持续八年之

久的两伊战争。伊朗受到削弱后, 美转而将打击对

象移向伊拉克:一面怂恿科威特要求伊拉克偿还 300

亿美元债款,并用压低世界石油价格等方式来激化

伊科矛盾;一面又制造不干预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

的 #中立者∃假象, 暗地却向伊拉克出售军民两用设

备,使之加深错觉。甚至就在战争爆发前的 1990年

7月 24日,美国务院还指示驻伊大使向伊拉克表明

美国无意介入伊科冲突。沙特亲王哈立德在战后指

出, #这些错误的外交信号一定毫无疑问地鼓励了萨

达姆采取行动∃。因美国的秘密撑腰, 8月 10日, 萨

达姆以圣战为名发号施令:

#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信奉真主的人,不论你们

在何处,现在是你们站起来并摆开阵势保卫麦加的

时候了。麦加今天处在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刺刀之下%%真主已选择了伊拉克在全世界传播伊

斯兰教义。∃
[ 12]

结果,约旦的 5000多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当日

就游行支持萨达姆,也门、苏丹等国的首都也举行了

大规模的声援活动%%岌岌可危的沙特政府被迫允

许美国军队进驻沙特。但是, 美军驻扎在伊斯兰诞

生地沙特之举却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公愤,因为,这

意味着伊斯兰第一、第二大圣地从此被 #异教徒∃染

指。而且,关于海湾危机的报道充斥着当时世界各

国的电台、广播和报刊, 美国的 CNN记者在巴格达

现场直播海湾战争的全过程, 全世界穆斯林便几乎

目睹了阿拉伯世界如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操

控下一步步陷入战乱、内讧、失国及丧权的整个过

程,尤其是 CNN提供的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的相关

画面便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受辱感中最痛楚的一抹记

忆, 此种不良的历史记忆也郁结为 #沙特圣战者 ∃心

中的块垒甚至形成一种精神病灶,在特定情形下便

以极端的方式予以宣泄, # 9∀ 11∃事件就是此种仇美

情绪的极致表达。而 # 9∀ 11∃最大嫌犯本 ∀拉登曾
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多次表露了圣地之子长期蒙

羞忍辱的特定心理, 他对自己祖国的美国驻军总是

耿耿于怀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西方传媒所爆出的有关本 ∀拉登及其基

地组织的内幕资料也印证了这一切: 1988年 2月 22

日,本 ∀拉登及其追随者以 #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东征

的参加者 ∃进行圣战的伊斯兰世界阵线的名义通过

了一项非常清楚的正式战争宣言: #杀死美国人及其

盟友的命令是每个有能力这样做的穆斯林的义务,

目的是解放阿克萨清真寺 (在耶路撒冷 )和圣地 (在

麦加 ) ,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撤离所有穆斯林

的土地,使它们不再有能力 (继续 )威胁穆斯林。∃ [ 13]

1996年 10月 12日, 本 ∀拉登发表了圣战宣言: #我
的穆斯林兄弟, 你们在巴勒斯坦和拥有两个圣地的

地方 (即沙特阿拉伯 )的兄弟呼吁你们帮忙, 请求你

们参加反对敌人 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的斗

争。他们请求你们尽一切可能把敌人赶出神圣的伊

斯兰土地。∃#对美国占领者采取恐怖活动是一种宗
教的、合乎逻辑的义务。∃ 1998年 12月 22日, 本∀拉

登接受 时代 周刊采访时表示: #为对美国和以色列

发动圣战而建立的国际伊斯兰圣战阵线承蒙天恩,

发布了非常明确的死刑令, 要求伊斯兰国家进行圣

战,解放圣地。穆罕默德的国家响应了这个号召。

如果鼓动对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圣战%%被认为是犯

罪,那就让历史见证我是罪犯。∃#那些为了让真主高

兴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努力为

伊斯兰国家洗刷耻辱。我们对他们怀着最崇高的敬

意。∃无论如何, # &信奉异教 ∋的美军在一个守卫着

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的国家驻军是本∀拉登最大

的抱怨之一 ∃ [ 14 ]
。对此, 西方学者探其内心作深入

分析: #我们非常了解本 ∀拉登, 他最关心的是他的

祖国沙特阿拉伯。促使他发起原教旨主义暴行的不

是以色列, 而是十年前海湾战争中的美国军队。

1990年 8月 4日,伊拉克 10万精锐部队深入到距沙

特边境一公里处的科 沙间的 &中立区 ∋ , 似有图谋
进攻沙特之嫌。吞并了科威特的伊拉克若再吞并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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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它就将控制世界石油储藏的最大量。历来拒绝

外国军队驻扎或建基地的沙特政府被迫以 &金钱保

和平 ∋ , 请求美英等国的军队进驻沙特, 并全力承担

军需费用。从此, 沙特政府就有 &两大圣地的叛逆
者 ∋之嫌使其在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信仰领袖的威

望大减。∃作为圣地之子的本 ∀拉登就认为是美国人

败坏和亵渎了沙特阿拉伯国父伊本∀沙特纯正的伊

斯兰信仰, 而伊本 ∀沙特一直是原教旨主义者心目
中的英雄。从那以来, 本 ∀拉登决心恢复沙特阿拉

伯的昔日风采,使其重新成为伊斯兰教的护卫者和

圣地。显而易见,他在 # 9∀ 11∃袭击中选择双子塔楼

作为主要目标的原因在于, 它们标志着他所痛恨的

美国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景观比它们的倒塌更能引

起世人的关注。但他想必也知道, 这件事将激起美

国人的怒火,他们将强烈要求报复。但 #这正是他的

下一步棋: 让美国向全世界展示其军事实力。迄今

为止, 他如愿以偿, 美国的舰队驶向波斯湾, 英国军

舰早就计划在阿曼海岸举行军事演习。沙特阿拉伯

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就以海湾战争为耻辱, 西方舰

队严阵以待的形象将给他们火上浇油 ∃ [ 15]
。

也许将海湾战争与 # 9∀ 11∃事件相比较有牵强
之嫌, 但 # 9∀ 11∃事件的 19名自杀式袭击者中包括

15名沙特人这一事实不容忽视。而且, 在伊拉克等

地的 #圣战者 ∃当中, 沙特籍的人数呈上升趋势。

2005年 6月 20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份分

析报告也指出,在对发布两年来先后来自 21个国家

的 400多名武装分子 #壮烈牺牲∃在伊拉克而受到同

伙们 #沉痛哀悼∃消息的一些伊斯兰网站进行分析后

发现, #在伊拉克的外籍战斗人员中有 55%来自沙

特, 13%来自叙利亚, 9%来自北非, 还有 3%来自欧

洲 ∃。美国恐怖主义专家科尔曼也承认, #到目前为

止,来自沙特的武装分子是最多的。在他们当中,既

有来自贫困家庭,没有工作的人, 也有一些来自非常

富有的家庭,他们不但衣食无忧甚至拥有显赫的地

位 ∃。如名叫艾哈迈德 ∀加马蒂的医学院学生就是
一名沙特外交官的儿子, 他在 2004年 12月驾驶一

辆卡车在伊拉克摩苏尔实施了自杀式爆炸
[ 16]
。可

见, #沙特圣战者 ∃内心的受辱感是复杂难言的,包括

文化的、祖国的、家族的、个人的、物质的、精神的等

诸多方面的蒙羞受辱。因此, 美沙关系在海湾战争

和 # 9∀ 11∃事件后均成为牵动伊斯兰世界最敏感的

神经, 可惜布什父子终难体察到 #沙特圣战者 ∃忍辱

负重的累累心伤, 美 阿双方的矛盾冲突也就难以

得到彻底根除。

如果说海湾战争使伊斯兰教第一、第二大圣地

蒙羞的话,那么,跨世纪的巴以冲突也总绕不开对伊

斯兰教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夺。作为重

叠的宗教领地, 耶路撒冷历来成为三大宗教的争夺

焦点。伊斯兰教和这座圣城的渊源, 既有 古兰经  

的明确昭示, 更有穆斯林中代代流传的 #登霄说 ∃和

年年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 且金顶清真寺和阿克萨

清真寺傲立于耶城的壮观景象,又将穆斯林纪念先

知 #登霄∃壮举的敬畏情怀表露无遗。但在英国助长

与美国偏袒下造成以色列在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建

国这一现实刺激对全世界穆斯林的伤害程度是可想

而知的,巴以冲突也成了阿以冲突,甚至是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与整个西方的冲突。为此, 捍卫第三大

圣地的斗争从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1948年 5月 14日以色列宣布成立, 5月 15日,埃及、

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对以色列发起

保卫第三大圣地、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 #圣战∃, 第一
次中东战争爆发。结果以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告终,

还使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为 20850平方公里, 竟比联

合国 181号分治决议所规定的 14 200平方公里多

出了 6 000多平方公里, 占整个巴勒斯坦面积的

80%, 为长期、激烈的阿以冲突埋下了祸根; 1967年

6月 5日,以色列空袭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

国家, 阿以之间爆发了 #六 ∀五战争 ∃,结果在美国武

装下的以色列获胜, 并侵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

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

岸和耶路撒冷旧城, 共达 8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

是它原有面积的 4倍。战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242号决议有其积极意义,但却将巴勒斯坦问题仅视

为 #难民问题 ∃, 致使以色列得以长期霸占 #被占领
土∃。丢了圣地的 #六 ∀五战争 ∃给阿拉伯民族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 更使全世界穆斯林背负了极大的屈

辱。从此,不单是巴勒斯坦人在强调着耶路撒冷的

归属问题,而且这座城市也变为鼓动世界穆斯林思

想的一股强大动力, 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因而成为伊

斯兰世界的整体事业, 1967年也被视为世界穆斯林

的 #屈辱年 ∃。巴以双方就领土、难民和永久地位等

问题一直冲突不断, 争夺耶路撒冷更为激烈: 1982年

的 #阿拉伯非斯方案 ∃强调 #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
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 1988年巴解组织在 独立

宣言  中宣布将耶城定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尽管

以方在 1980年已将东耶、西耶合而治之且宣布为以

色列的 #永久的首都 ∃, 但国际社会并不承认以方对
东耶的非法吞并, 阿方一直视东耶为被占领土且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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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将其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归

属问题一直是阿以双方难以逾越的 #和平死结 ∃, 近

来因哈马斯政府的内忧外患、奥尔默特的信任危机

以及黎以战争等因素的渗入, 巴以和平充满更多变

数,耶路撒冷的归属实难预料, 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

与美、以之间因伊斯兰三大圣地所引发冲突甚至战

争的隐患仍然存在,危及地区与世界的安全。

事实证明,美国在拥有伊斯兰第一、第二大圣地

沙特的驻兵,以色列在美国的偏袒下长期侵占伊斯

兰第三大圣地,全世界穆斯林因圣地遭异教徒亵渎

而备感屈辱与愤怒,而沙龙强行 #访问 ∃阿克萨清真

寺的挑衅之举,又激化了本 ∀拉登等沙特籍 #圣地之

子 ∃与西方异教徒的敌意与仇视, 旋即发生的 # 9∀
11∃事件也可视作蒙羞者的一种极端性的文化反弹。

亦即, 当西方社会在反思纽约遭袭、伦敦被炸时, 也

不该忽略世界穆斯林所面临的如此严酷的事实

#以色列控制了伊斯兰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美军在沙

特阿拉伯驻军∃ [ 17]
。而且, #北美人民忽略了伊拉克

平民的痛苦,但是阿拉伯世界却以恐怖的眼光注视

这一切,就如同我们对 9∀ 11事件的感觉, 只不过这

是一种多年来慢慢增长的情绪 ∃。 #美国对以色列的
支持被证明是一些人感到沮丧的另一个根源。和美

国一样,以色列也有好坏两面。以色列是犹太人的

天堂, 但却又压迫巴勒斯坦人,迫使其背井离乡。然

而北美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两面性 ∃ [ 18]
。据传媒近日

披露, 尽管欧美民众普遍对美国主导世界持反对意

见,但欧洲也在美国偏袒以色列的问题上紧跟其后,

甚至在黎以战后问题的处理上立场趋于一致。可以

预见, 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斯兰三大圣地上或驻军或

占领给世界穆斯林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尚难消除, 若

欧洲再 #紧跟 ∃美以染指伊斯兰教圣地的话,后果将

不堪设想。

(二 ) 美国媒体亵渎 古兰经 案始末

2004年 4月 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次

公开了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

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 布什总统被迫公开承认这

些美军士兵的行为令美国蒙羞。据法新社报道,

2006年 2月 15日澳大利亚民族电视台 ( SBS )又公

布了数十张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最新照

片,并表明 #美军中虐杀、拷打和对囚犯进行性羞辱

的丑行是多么的普遍 ∃。对此, 有美国学者担忧, 虐

囚事件给美国声誉所造成的消蚀力在 10年内都难

以消除。但更触目惊心的丑闻再次传来: 美国颇具

影响力的 新闻周刊  ( N ew sw eek )于 2005年 5月 9

日载文披露, 美军在关塔那摩海湾监狱审讯犯人时

涉嫌亵渎了 古兰经 。此消息一传出, 旋即在全世

界引起轩然大波,尤其令世界穆斯林极度愤慨。 新

闻周刊 编辑马克 ∀惠特克在消息曝光的第二天就

以 #文章内容可能有误∃为由立即撤回该文。白宫发

言人斯考特 ∀ 麦克莱伦在 5月 17日的受访中说:

#这篇报道在国外伤害了美国的形象,在国内破坏了

媒体的可信度。全体美国人,包括布什总统在内, 都

对这篇文章竟然最初会被刊登出来, 表示愤慨。∃ 5

月 23日,马克∀惠特克在 #编者按∃中对事件始末作

了说明,将美军涉嫌把 古兰经  冲倒马桶里一事归

为两名周刊记者过于相信单一信源且未作反复查证

所致。而 纽约时报  于 5月 27日披露, #五角大楼

首度证实在关塔那摩海湾监狱有 5起 古兰经 遭到

不当对待的事件,即使并没有证据显示 古兰经  曾

被冲下马桶。美国民权联盟 ( TheAmerican C iv ilL ib

erties Un ion)此前所公布的 FB I内部调查文件也显

示,关塔那摩海湾监狱人犯曾抱怨狱卒对 古兰经  

有不当对待∃。从巴基斯坦来的海德尔认为: #在 新

闻周刊 的报道之后, 白宫应该做的是, 立即宣布针

对相关指控进行内部调查并严加追究,而不是责怪

新闻周刊  做出不实报道。毕竟, 新闻周刊  身为

媒体,责任就是去追踪调查和报道这类信息。∃尽管

新闻周刊  已公开道歉, #但伤害已然造成, 不仅美

国媒体可信度再度受到质疑, 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濒

临破产的信用和斑驳的争议形象恐怕也熬不过这一

重创 ∃[ 19]
。2005年 5月 14日, 在阿富汗爆发了自

2001年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最

大规模的反美抗议活动; 拥有 57个成员的伊斯兰会

议组织则表示,美军亵渎 古兰经 的报道触怒了上

亿宗教人士,并将给 #宗教狂热者和极端分子提供借

口%%证明他们的暴力和恐怖活动具有正当

性∃ [ 20]
。因为,与 #道成肉身 ∃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

教是 #道成经典 ∃, 作为 #真主旨意的记录 ∃的 古兰

经 , 是穆斯林每日颂念 5遍的圣经, 也是其精神与

物质生活的指南,且 #信经典 ∃即指伊斯兰信徒必须

要信奉 古兰经  , 这是穆斯林六大信条之一。正是

由于 古兰经  在穆斯林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 虔

诚的穆斯林非燃香、沐浴而不轻易触之。但异教徒

的美军却将 古兰经  掷入马桶加以亵渎,如此辱没

圣经的挑衅之举给穆斯林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可想而

知,这种伤害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重, 产生深

远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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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丹麦媒体亵渎先知漫画案实质

2005年 9月,丹麦最大的日报 日德兰邮报 刊

登了以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 12幅

漫画。一些伊斯兰国家认为这些漫画内容侮辱了先

知穆罕默德,纷纷向丹麦政府及 日德兰邮报  提出

抗议。但对方以维护社会言论自由为由, 拒绝就此

事进行道歉。2006年 2月 1日, 欧洲近 10个国家的

大报也以捍卫新闻言论自由的名义同时刊登了这些

备受争议的讽刺漫画,再度激怒了伊斯兰世界:叙利

亚关闭了驻丹麦使馆, 沙特阿拉伯召回了驻丹麦大

使,埃及议会通过了抵制丹麦商品的决议, 伊朗总统

下令撤销与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合同, 并在这份书

面命令中指责 #某些欧洲国家的媒体登载以亵渎穆

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 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伊斯

兰教的无礼与粗暴∃, 伊拉克政府就该事件召见了驻

丹麦大使,加沙地区还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游行示威,

印度尼西亚也对丹麦进行了谴责, 指出 #言论自由不

可滥用于对宗教的侮辱∃。与此同时, #丹麦奶制品

在阿拉伯半岛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使价值约 80亿

丹麦克朗 ( 1美元约等于 6. 19丹麦克朗 )的商品出

口遭遇危机,数千名丹麦奶制品工厂的工人面临失

业危险。在一些阿拉伯国家, 挪威的商品也遭到了

抵制∃ [ 21 ]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强烈呼吁: #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先知! 伊斯兰教不容亵渎! ∃一些激动的穆

斯林甚至当众焚毁丹麦国旗,声讨 #欧洲政府纵容媒
体渎神 ∃,要求这些国家正式道歉。尽管 日德兰邮

报  主编卡斯滕 ∀尤斯特通过该报网站就此事作出

了公开道歉,但世界各地穆斯林抗议示威在不断升

级,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呼吁伊斯兰世界保持

克制与理性。据 泰晤士报  披露, 日德兰邮报  文

化版主编曾邀丹麦 25名漫画家绘出各自心目中先

知穆罕默德的形象,被选中的 12名漫画家的画作于

2005年 9月刊登在该报文化版上,每位漫画家收到

73英镑的稿费。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抗议浪潮,这些

漫画家惶惶不可终日, 唯恐身家性命难保。据一名

漫画家的发言人透露: #他们都是低调的人, 生活在

丹麦各地。他们中一些人现在真的非常恐惧。他们

不希望自己的画作被世界各国的媒体转载。然而,

我们不能阻止那些媒体。我们试图让那些媒体不要

这样做, 但是失败了。∃不过, 部分漫画家已经决定,

将创作这些漫画所得的稿费捐给一个鼓励新闻自由

的国际基金会。他们呼吁各国传媒在保证新闻自由

的同时,也要兼顾不同民族的信仰,希望传媒不要在

这个非常时期继续转载那组有争议的漫画了
[ 22]
。

其实, #信先知∃也是穆斯林六大信条之一,穆斯林对

先知穆罕默德的尊崇尤其虔诚,此种宗教情感非一

般教外人士所能理解和体验到的。因此, 亵渎先知

穆罕默德事件给全世界穆斯林心灵所造成的伤害也

就更加严重。而且, 这场漫画风波已演变成一场 #西

方媒体捍卫言论自由∃与 #应该如何尊重伊斯兰 ∃两

种观点的争辩。欧洲社会对漫画事件的反应固然不

一,但绝大多数人却认为必须捍卫欧洲的文化价值,

绝不能对伊斯兰教世界低头, 许多传媒以醒目的 #文

化斗争∃、#文化冲突 ∃为标题, 大篇幅对比两个文化

圈相异的价值观, 甚至继续转载这组漫画以示对丹

麦传媒的支持。言论自由固然重要, 而丹麦 日德兰

邮报  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严重伤害了穆

斯林的情感和尊严, 西方其他传媒的跟风式转载又

会触发更多穆斯林在极度愤怒之际的激烈反击, 针

对西方的恐怖袭击必有增无减。因为, 全球化时代

更需要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彼此

理解。同时,传媒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该拥有相应

的责任感和判断力, 必须学会尊重其他宗教的信仰

和教义,让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在共同体验民主与自

由的过程中能够享有最起码的信仰自由与文化尊

严。否则,就背离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四 ) 表现: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发展日盛

伊斯兰激进主义, 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既有关

联又有不同:所有激进主义者都是原教旨主义者; 大

多数原教旨主义者却不属于激进主义者。激进主义

更为充分地继承和显示了政治伊斯兰中的激进派的

思想观念,尤其是泰米叶、库特卜等人的激进思想。

但其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是 #吉哈德 ∃ ( Jihad) , 亦即

#圣战 ∃思想。在穆斯林世界相继遭受了三大圣地被

羞辱、古兰经 被亵渎、先知穆罕默德被讽刺乃至阿

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阿富汗的焚尸等骇人听闻事

件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后, # &吉哈德 ∋已不再像过去

那样是一种集体责任,而成了一种个人的神圣义务,

每个穆斯林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约束, 可

以随时随地地向伊斯兰的敌人发起进攻,以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为安拉奋斗 ∃ [ 23]
。因为, #只要国内政

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伊斯兰国家在地区和

国际事务中受屈辱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那么激进

主义就将继续存在, 而且可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

件下再度兴起 ∃ [ 5] ( P1013)
。西方学者也确信 #当代政

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令人变得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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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环境致使招募被视

为异己而愿意实施暴力活动的穆斯林变得容易。所

以,激进伊斯兰的时代远未结束 ∃ [ 4] ( P53- 54)
。因此,

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发展日盛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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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core and present periphera;l the feeling of being shame which brought by the cond itong tha t the three Sa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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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a ld ilemma o f life today accumulated a k ind of indom itab le collective subconsc ious, and formedA rabM us

lim s encased knot of enm ity and force in m ind, wh ich expressing as the se izure pow er by v io lence even se lf los.t

TheA rab Islam icw orldmakes great efforts to refor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falling behind the t ide o f g loba lization

in checks and balances of f ighting againstw esternHegemonism unceasing ly to a lo t of benefit ofM iddle Eas.t O ther

w ise, A rab Islam ic wo rld w ill face grave backw ard both on nat ions and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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