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留言冷靜登錄於: Fri Jul 23 15:32:33 2004 
 

我並沒有說所儸門的文章就是字字真理，摸不得碰不得，不同意儘管批評。我也

沒打算用他 的文章來改變你們兩位的觀點，不過提供一個不同的視點而已。所
儸門也許有很多錯誤，但 他有一個可貴之處，就是敢於正視巴勒斯坦民族性中
邪惡的東西而且敢於說出來。另一方面，替巴勒 斯坦做宣傳的東西中有大量的
偏見和謊言，同樣容許別人批評。  
  
理性，客觀，中立，是三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希望陳真先生能把他們分辨清楚。

理性不等於 中立，中立不等於客觀。理性是一種思維方式，中立是一種處世態
度，客觀則是對思維或觀 察結果的描述，三者閒沒有必然的聯係。 

 

陳真登錄於: Fri Jul 23 06:09:00 2004 
 

何止 “兼聽”? 另一邊的聲音, 想不聽都不行, 如雷灌耳.  
  
企求客觀或中立, 不但是 “非理性” 之最, 恐怕也是一種罪。  
  
為何求客觀中立是 “非理性”? 一言難盡. 這需要寫至少十萬字才講得清楚—
如果我們真的要談理性和客觀.   
  
簡 單說, 有限心靈無法理解無限; 相對概念無法說明絕對; 低一等命題無法描
述高一等事物; 同屬一平面的命題皆等值; 在一個無限的平面上, 沒有個中心點; 
中立不存在, 因為意義隨著所屬 “舞臺” 而變, 語言哲學上, 用 Frege 的術語, 
這叫做 context principle; 意義的有限性, 使客觀不存在, 人們所談一言一句, 不
但不客觀, 而且只在某個像原子一般大小的範圍內成立.   
  
即便談的是數學邏輯, 也仍然是一種竊竊私語, 是主觀的. 因為所談 “對象” 
雖客觀, 但“談論”本身卻與客觀無涉. 表達方式不會因為表達對象的神聖或絕
對而跟著神聖絕對起來⋯..等等等.  
  
為何求客觀中立是一種罪? 因為:  
  
1. 一個人當他真的關心 “人” 時, 他就不可能還會意識到所謂客觀或中立這
回事. 就好像一個媽媽不會呼籲別的媽媽或告誡自己要客觀中立地愛她的每個
小孩一樣. 跟朋友相處時, 我們也不會想到什麼客觀中立. 或許你會跟某些朋友
較常連絡, 跟另外一些朋友較不常連絡, 但這無所謂, 這並不意味著什麼不公平. 
如果有人居然會想到應該客觀中立地跟每個朋友交往, 那他就是個俗人, 不知友



情為何物.  
2. 客觀中立不但反智, 更是一種道德虛榮, 以為比當事雙方更知道問題所在, 那
是對當事人的不敬.  
3. 當一個人腦子裏想著客觀中立時, 那意味著他並不把心放在該事情上, 他只
想當個清談者, 高高坐在牆上做評論. 當我們跟當事人處於同一平面時, 就不可
能去想到客觀中立這回事. 李敖說得對, 你可以左袒, 也可以右袒, 但你必須袒, 
騎牆做壁上觀、故作中立是可恥的.  
  
講這些, 純粹談一種概念, 無法針對你, 畢竟像你貼的“所羅門”寫的這樣的文
章, 何止胡扯瞎掰, 簡直是憑空幻想不是嗎? 這叫做理性分析? 台灣選舉多, 這
類“理性分析”很普遍, 但一個荒謬的東西, 不會因為非常普遍而變得不荒謬.  
  
我常感納悶的是, 為什麼有些人懂 1000, 卻遲遲無法完成 1 的工作, 文字潔癖
到簡直變態的地步, 有些人卻剛好相反, 他啥都不懂, 零, 也許負, 卻什麼都敢
講, 以無限自居.   
  
陳真 2004. 7. 22.  

 

qegg登錄於: Fri Jul 23 03:59:31 2004 
 

給冷靜先生/女士:  
  
討論事情當然可以有立場 不用大家都裝作客觀中立 我覺得討論問題的底線是
不能扭曲事實 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假中立  
  
剛剛造訪了一下'走近以色列'網站 弄得不錯 也是有聲有色 網路世界本來就是
大家 exercise個別言論自由的好地方  
在'迦南論壇'上看到巴勒網被封為'第一個以反以爲目的中文網站' 還被 jeremiah
說成是'即使這些資訊並不正確，我相信大家也有分辨的能力。'  
  
我也很想多知道一些'正確'的資訊 既然巴勒網的留言板大家都能來 也不會亂刪
訊息 不如就請各位理性人士指正錯誤的資訊 這樣不是很好嗎?  
  
說到指正錯誤資訊 冷靜先生/女士所轉貼的這位所羅門先生所寫的文章 我覺得
以下這幾句話有待商榷  
『看見西方記者反復說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會引起巴勒斯坦的仇恨，我常常發出冷

笑，巴勒斯坦人對猶太人的仇恨是從小被教育出來的，而且被教育到了登峰造

極、無可複加的地步，跟以軍的實際行爲毫無關係。 』  



不知道所羅門先生是怎麼研判巴人對以色列的仇恨跟以軍的實際行為無關的  
還有『在這種歷史教育中長大的巴勒斯坦孩子，如果沒有親眼見過以色列軍隊的

神勇，根本不會相信以色列有什麽力量。他們固執地認爲只要殺幾個猶太人，扔

兩顆炸彈，顯示出巴勒斯坦人的勇氣，猶太人就會跪地求饒，四處逃竄。』  
就我所接觸的許多資料看來 巴勒斯坦的孩子是深知'以色列軍隊的神勇'的 不知
道該作者是不是也應該多實踐您所謂'理性的起點'“兼聽”各方的說法呢?  
  

 

訪客登錄於: Fri Jul 23 02:37:03 2004 
 

要瞭解另一面的東西，可以去 http://israel.xiloo.com訪問。那裏有很多關於以色
列的中文資訊。  

 

冷靜登錄於: Fri Jul 23 15:34:15 2004 
 

理性並不神秘，兼聼便是理性的起點。看看雙方是怎麽說的（而不是一面之詞）

並不困難。所要做的只是睜開眼睛而已。關注應該是以人 道為基礎的，而不是
爲了偏袒某一方。當然，我沒說大家偏袒的意思，只是覺得應該兩面都看看。 

 

陳真登錄於: Fri Jul 23 01:49:57 2004 
 

1. 菁英才會理性分析吧? 我們平凡人哪會!? 我看 Chomsky 好像也不會分析.  
  
2. 運動缺乏的是真誠的關注, 而不是缺乏論述分析. 那似乎是華人社會的特有
現象, 沒什麼好分析的簡單是事情卻分析得煞有介事.  
  
3. 書本和研討會多到不能再多了, 需要弄個網站寫些沒有幾個人看得懂的東西
自鳴得意嗎? 台灣社會知道巴勒斯坦是什麼的, 恐怕只有極少數人. 凡事應該從
最基本的做起, 不要高來高去, 那只是自欺欺人.  
  
陳真 2004. 7. 22. 

 

冷靜登錄於: Fri Jul 23 00:41:02 2004 
 

各位好，很佩服你們的網站，做得很好。但除了同情巴勒斯坦人之外，是不是也

應該多一點 理性分析？而不只是煽情。 
 

冷靜登錄於: Fri Jul 23 00:32:10 2004 



 

巴勒斯坦：一個歪曲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  
  
所羅門   
  
如 果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歷次中東戰爭的歷史，就會得出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
那就是：巴以之間大約平均每過二十年便要發生一次大規模衝突。雙方間的第一

次大規模 衝突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那一次是巴勒斯坦人試圖用暴力行
動驅趕猶太人，但在英國的鎮壓下失敗。第二次衝突發生在四十年代末，那一次

巴勒斯坦人糾合 了其阿拉伯親戚，試圖把新生的以色列國一舉扼殺在搖籃裏。
結果偷雞不著蝕把米，自己反而丟了大片領土。第三次衝突發生在一九六七年，

那一次約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與約旦和埃及串通一氣，躍躍欲試
地要消滅以色列國，結果大敗虧輸，連敍利亞和埃及也賠進了老本。第四次衝突

發生在一九八二年，那一次， 盤踞在黎巴嫩的巴解組織試圖通過恐怖襲擊搞垮
以色列，卻遭到以色列的迎頭痛擊，阿拉法特不得不跟以色列定城下之盟，狼狽

不堪地逃往突尼斯。第五次衝突便是 今年以軍的防護牆行動，離黎巴嫩戰爭隔
了整整二十年。這期間，曾有兩次大規模的阿以衝突，即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中

東戰爭即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不過這 兩次巴勒斯坦人都沒怎麽參與。所

以算來巴以間的衝突，差不多正好是二十年一次。   
  
在這五次衝突中，第一次雙方都還沒有正規的組織，衝突局限於民間行爲。第二

次則是雙方軍事力量的首次較量。除了這兩次以外，剩下的三次都有著某些共同

的特徵。   
  
第一，從衝突的主體來看，巴勒斯坦方面主要由二三十歲的青年人組成，其主要

的特點是對上一次衝突的情況不甚瞭解，也沒有親身經歷過與以色列軍隊的較

量。   
  
第二，特別是在後兩次衝突中，這些青年人都表現出讓人難以理解的激進態度。

其激進行爲完全失控，愈演愈烈，並最終構成了大規模衝突發生的導火索。   
  
第三，一旦衝突爆發，以色列忍無可忍投入正規作戰，則這些青年馬上變得不堪

一擊，四處逃竄，並從此安安心心勞動，老老實實做人，直到二十年以後，再出

一批“好漢”。   
  
要理解這種令人費解的現象，只有一條途徑，那就是審查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教

育，特別是現代史的教育。由於以色列是民主國家，即使在佔領期間，通常也不

干涉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教育體系。所以巴勒斯坦人雖然五十年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教育系統倒一直是獨立的。   
  
翻 開阿拉伯語的歷史課本，首先映入眼幕的是大量反猶主義宣傳。除了對大量
從未發生過的這個那個大屠殺的描述之外，否認納粹大屠殺的存在也是重要的內

容之一。 在古代史方面，盡人皆知的古代猶太國莫名其妙地從巴勒斯坦土地上
消失了，而聞名世界的古代聖殿也從不存在，相反，阿拉伯人抵達巴勒斯坦的時

間倒被大大提前 了。除了被歪曲的歷史，剩下的便是大量蠱惑人心的口號，巴
勒斯坦人的課本教導自己的孩子不要跟猶太人來往，交友甚至說話。看見西方記

者反復說以色列的軍事 行動會引起巴勒斯坦的仇恨，我常常發出冷笑，巴勒斯
坦人對猶太人的仇恨是從小被教育出來的，而且被教育到了登峰造極、無可複加

的地步，跟以軍的實際行爲毫 無關係。   
  
巴勒斯坦歷史課本的第二個特點是大量鼓吹阿拉伯人的英勇善戰，穆斯林的天下

無敵。這其中有些是對歷史事實的誇大，比如阿拉 伯人與十字軍的戰爭。還有
一些，特別是再現代史部分，則是對極端分子及恐怖分子不知羞恥的吹噓，歷次

戰爭中阿拉伯人的失敗在這裏變成了一連串的英雄故事， 而以色列軍隊則被描
繪爲既兇狠殘暴，又貪生怕死，完全不堪一擊的孬種。   
  
既然阿拉伯人戰無不勝，而以色列人又不堪一擊，那麽巴勒斯坦 爲什麽至今沒

有自己的國家呢？對此巴勒斯坦的歷史課本把所有的罪過都推在美國和阿拉伯

人中的叛徒頭上。約旦老國王阿普杜拉，埃及前總統薩達特，以及海灣國 家的
溫和派阿拉伯領導人，都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被說成是導致阿拉伯方面沒能成

功的主要原因。課本還進一步暗示說只要除掉了叛徒，出現更多的英雄，巴勒斯 
坦人就可以輕易戰勝以色列人，把猶太人趕下地中海去。   
  
在這種歷史教育中長大的巴勒斯坦孩子，如果沒有親眼見過以色列軍隊的神勇，

根 本不會相信以色列有什麽力量。他們固執地認爲只要殺幾個猶太人，扔兩顆

炸彈，顯示出巴勒斯坦人的勇氣，猶太人就會跪地求饒，四處逃竄。這樣好的買

賣，如果 還有人說不要做，要跟猶太人談判，那就一定是叛徒，就一定要除掉。
所以每次大衝突爆發前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畫面，巴勒斯坦人的激進活動一步

步失控，內部 制約力量在對叛徒的處決聲中一點點減少，最終引起以色列大規
模反擊。而聽慣了以色列不堪一擊的巴勒斯坦青年根本不可能認真準備對抗以色

列軍隊，當他們發現 那點勇氣毫無作用之後，便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除
了投降跟逃跑，沒別的法子可想。   
  
由於這樣的歷史教育，以色列軍隊實際上擔負起了糾正巴勒斯坦歷史課本錯誤的

使命，每過二十年，便要給巴勒斯坦的新一代青年上一堂活生生的歷史課，讓他

們懂得阿拉伯人失敗的真正原因。換來一代人的相對安定，直到巴勒斯坦教育出



另一代曲解歷史的孩子，開始下一個歷史迴圈。   
  
歪曲歷史的人必然遭到歷史的報復。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教育讓他們付出了世人有

目共睹的慘重代價，也給別人帶來巨大的悲劇。   
  

 

董事長登錄於: Sun Jul 11 18:44:48 2004 
 

英國這個古蹟國, 科技落後台灣大約二十年, 不時有各種 technical problems, 班
機取消, 公車誤點兩小時, 火車出軌等, 乃稀鬆平常, 取消一部電影根本不算一
回事.  
  
想 建議哈巴狗集團董事會, 通過一項決議, 擴大 "觀影讀書" 這部份的涵蓋範
圍, 不需侷限於表面字眼是否與巴勒斯坦有關, 那樣的所謂 "相關性" 太僵硬, 
應予擴大. 畢竟這件事跟那件事之間都仍是有所關聯的. 資訊網和資料網還是有
點不一樣. 資料是死的, 藏在圖書館, 資訊卻是活的, 帶有價值判斷.  
  
很多媒體喜歡故做客觀狀, 實在沒必要. 上帝不是說: "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嗎?" 
連祂都不客觀了, 何況是人? 既然資訊帶有價值取向, 總該有個適當欄位來發揚. 
之後就可以接受更多不同議題和想法的文章.  
  
董事長寫東西雖然快, 寫完卻不敢回頭看, 有一種厭惡感,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
常賣文維生, 給報社投稿, 無非也只是當做給黨外雜誌寫稿. 這社會太單調, 給
它製造點噪音. 製造噪音者知道那只是一種噪音, 陳董有自知之明.  
  
陳真 2004. 7. 11.  
  
p.s.: 明晚跟 Emir Kusturica 有約. 公告周知, 讓大家羨慕一下. 另, 張曼玉十五
號要來劍橋隨片登臺, 順便插播, 狗仔隊請密切注意. 哇達西哇是不會去啦, 我
不是她的迷, 對英雌豪傑偉人明星沒什麼興趣. 我只迷那些隱士型或苦力型或不
為人所知的人. 那些厭世離世、想逃的人, 心靈脆弱, 比較討人喜歡. 馬龍白蘭度
說得沒錯: “真正的好漢容易受傷, 十分脆弱.” 好漢如此, 好女應該也一樣吧.  

 

qegg登錄於: Sat Jul 10 06:04:59 2004 
 

陳董  
  
其實我正在打造一篇關於 IDF sniper影片的觀後感 但是我老闆拿槍來逼我寫一



篇叫做[二維電子氣等效質量之ＯＯＸＸ]的文章 所以那篇 IDF的還在難產中  
我不像陳董下筆有如神助 我是屬於"便秘型"的寫手啦！  
你們放電影的活動怎麼可以出爾反爾! 我在 ARNA的官方網站上有看到他們打
算發行 DVD，有個可以輸入 email，等待通知的地方。不 過我一直沒得到回應。
也聽說有在電視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