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留言冷靜登錄於: Sat Jul 24 15:50:35 2004 
 

即使是上帝也不可能強迫你選擇理性或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因爲人是被賦予自由

意志的。陳真先生願意選擇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完全是他的自由， 這選擇本身
跟我們毫無關係。  
  
跟我們有關係的是這選擇的結果，陳真先生自己說如果有巴勒斯坦那樣的處境，

他也可能去 當肉彈，這就是非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這選擇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
係。因爲你自己不順心就破壞人類生存的基本價值，殘害無辜者，“一夫不得志，

四海行路 難”，這 就不再是個別問題的個別解決中的偏差，而是在毀滅人類文
明賴以存在的基礎。這就是我們 爲什麽要反對非理性，爲什麽要反對巴勒斯坦

恐怖主義。濫殺無辜，縂有一天會殺到我們或者我們的親友身上。而替恐怖分子

宣傳辯護，實際上也就是幫 助他們往自己身上下刀子。  
  
所以我對陳真先生的態度，跟我對這個網站一樣，支援巴勒斯坦或者支援以色列

是你的自由 。但應該想一想你自己到底在做什麽。像若雪這樣死於交通事故的

的受害者確實值得同情，但以此為幌子來達到別的非 理性目的就太過分了。 
 
怡靜登錄於: Sat Jul 24 10:56:47 2004 

 

曾經的我也是個 100％的以色列支持者，可後來我卻發現原來媒體等總是以歪曲
事實、玩弄 文字等方式引誘我們去仇恨巴勒斯坦，而在津津樂道於所謂巴勒斯
坦“暴 行”的同時，媒體等總是有意迴避以色列人的暴行，即使像以色列為了
成就大以色列國而屠 殺成千上萬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媒體等也總能淡然處之。
現 在我根本就不再相信什麽以色列的“正義事業”了。 
 
mengmeng71登錄於: Sat Jul 24 10:46:46 2004 

 

曾 經的我也是個 100％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可後來我卻發現原來媒體等總是以
歪曲事實、玩弄文字等方式引誘我們去仇恨以色列，而在津津樂道於所謂以色列

“暴 行”的同時，媒體等總是有意回避阿拉伯人的暴行，即使象蘇丹阿拉伯人
爲推行伊斯蘭教而屠殺成千上萬黑人並將婦幼掠賣爲奴的暴行，媒體等也總能淡

然處之。現 在我根本就不再相信什麽巴勒斯坦的“正義事業”了。 
 
怡靜登錄於: Sat Jul 24 09:42:01 2004 

 

To Naga,  
我已經將繁體文章中的亂碼修正。很抱歉，這是由於此留言版的程式問題，暫時



無法解決。 以後大家的留言如有亂碼，我會予以修正。所以不用擔心。  
  
怡靜 
 
陳真登錄於: Sat Jul 24 07:43:15 2004 

 

若雪父母在若雪死後，重返事件現場及若雪所居住的那一棟已夷為平地的家。在

記錄片中， 我看到翻譯若雪書信時所讀到的那些巴勒斯坦人，特別是開朗的男
主人以及那些小朋友。另 外也看到若雪男友，以及一位在巴勒斯坦認識的志工
兼愛慕者。  
  
在那當時，剛好又發生自殺攻擊，若雪父母於是要求親訪攻擊現場。記得好像是

個公車站， 死的是位少女，她當時正在等公車。報上登出偌大版面，上頭有死
者生活照；少女的微笑， 花樣般的年華。若雪的媽媽，捧起照片端詳，隨之發
出哀鳴。  
  
我不贊成自殺攻擊，但不好意思公開唱這種高調，更不用說給予譴責。因為天知

道我若是受 害者，會不會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我也仰慕甘地的非暴力，但總不能公開仰慕得太惡心。畢竟很多人間平凡事，做

起來卻一點 也不平凡。  
  
腦海常有這樣一幅景象：一些人往這邊走，一些人往那邊走，也許一邊光明燦爛，

一邊黑暗 。但中間灰色地帶卻有更多人，來回徬徨，不知何去何從。我就在這
一大群人中間。這不表 示不知善惡，這只意味著人之軟弱和無奈。  
  
沒有人會對死亡沒有感覺。即便是仇敵的死，時間也會逐漸撩起一絲哀傷，何況

無辜者的生 命。但是，對死之哀傷和生之憐憫，跟故做清高狀各打五十大板是
兩回事。  
  
至於小事哭天喊地，大事則一副溫和理性樣，不痛不癢，這是做作，不是正常人

性。我看過 有個台灣人對美軍被俘，公開做出反應，如喪考妣，顯示其心靈之
細膩與高貴。奇怪的是， 不過被俘而已，又沒砍頭，他就能感同身受其可悲。
但對於伊拉克人無日無之的痛苦，他卻 說那是一種博取世人同情的表達方式。
對於這種高貴人性，我其實很難體會其高貴。  
  
陳真 2004. 7. 24.  
 



Naga登錄於: Sat Jul 24 09:39:12 2004 
 

（剛剛怕繁體留言貼上來會有亂碼，特別將留言全文轉成簡體版，現在再貼繁體

版一次，若 造成貴網困擾，請刪去便是！）  
  
  真佩服此地諸君的修養，像我，就不敢說出自己對這些轉錄文章的想法，只

怕一開口就 是髒話。不過，對 xzg所轉錄文章最末那首寫得不三不四的〈孤雀〉，
我想我倒應該可以發 表一點保證冷靜中立又理性的意見。  
  
  要運用古詩爲形式載言，就該尊重其文體，弄一堆七字咒文來唬攏人，內容

又諸多可議，文質雙 失，未免可笑。職此，特作平起七律四首回敬〈孤雀〉一
詩，也藉此聊抒心頭憤懣於萬一。   
  
      其一    
  
離鄉背井曾嗟淚，何故今時欺近鄰？  
舊誓難成應顧守，新仇易起必呲瞋。  
巴兒有難雄兵擄，令子何辜異域屯？  
一旦惡牆聳日裏，定如高塔怒天神。  
  
      其二  
  
河西已陷實堪恨，倥傯飄零血作灰。  
空有邪名枵腹轆，實無憫性小民災！  
以軍勢壯孰相問？巴衆愁多誰解哀？  
行正何憂聲不正？負心巧佞總良才！  
  
      其三  
  
香消玉爇尋常事，玄白難分心盡盲。  
翻手騰雲邇國泣，曲肱造霧遠邦驚。  
出亡紅海已滄海，歸整新兵猶舊兵。  
驢覆虎皮藉虎爪，摧屠嬌女意難平！  
  
      其四  
  
名山金匱自珍重，青史從來信不誣。  
繞樹無依非巨鵠，懷珍有罪是孤雛。  



電光影外燭龍轉，蠻觸角尖雲漢趨。  
末日嚴旌威纛舉，恃強淩弱待天誅。  
 
Naga登錄於: Sat Jul 24 03:02:34 2004 

 

  真佩服此地諸君的修養，像我，就不敢說出自己對這些轉錄文章的想法，只

怕一開口就是髒話。不過，對 xzg所轉錄文章最末那首寫得不三不四的〈孤雀〉，
我想我倒應該可以發表一點保證冷靜中立又理性的意見。  
  
  要運用古詩爲形式載言，就該尊重其文體，弄一堆七字咒文來唬攏人，內容

又諸多可議，文質雙失，未免可笑。職此，特作平起七律四首回敬〈孤雀〉一詩，

也藉此聊抒心頭憤懣于萬一。  
  
      其一    
  
離鄉背井曾嗟淚，何故今時欺近鄰？  
舊誓難成應顧守，新仇易起必呲瞋。  
巴兒有難雄兵擄，令子何辜異域屯？  
一旦惡牆聳日裏，定如高塔怒天神。  
  
      其二  
  
河西已陷實堪恨，倥傯飄零血作灰。  
空有邪名枵腹轆，實無憫性小民災！  
以軍勢壯孰相問？巴衆愁多誰解哀？  
行正何憂聲不正？負心巧佞總良才！  
  
      其三  
  
香消玉爇尋常事，玄白難分心盡盲。  
翻手騰雲邇國泣，曲肱造霧遠邦驚。  
出亡紅海已滄海，歸整新兵猶舊兵。  
驢覆虎皮藉虎爪，摧屠嬌女意難平！  
  
      其四  
  
名山金匱自珍重，青史從來信不誣。  
繞樹無依非巨鵠，懷珍有罪是孤雛。  



電光影外燭龍轉，蠻觸角尖雲漢趨。  
末日嚴旌威纛舉，恃強淩弱待天誅。  
 
陳真登錄於: Fri Jul 23 22:10:51 2004 

 

種種批評中，自謂中立卻說別人不中立的批評，最沒營養；種種觀點中，以為自

己客觀、別 人不客觀的 “觀點”，最反智。  
  
人不可能僅僅提供乾燥的事實。無限的各種事實就存在那裡，取之不盡。你唯一

能做的就是 根據對事實的選擇，提出觀點，或表達你對這些篩選過的事實之感
受。  
  
以為自己客觀中立，不做選擇，沒有比這更傻的事了。  
  
世界不是只有一種客觀面貌，沒有這種怪事。事實是死的，不會自行排列出一幅

世界的圖像 ，是 “我們” 藉著對事實的不同排列方式，產生不同的世界圖像。
如維根斯坦所說：“我不是要告訴你更 多你所不知道的事實，我是要藉著對於
已知事實的不同排列方式，來讓你看到一個不一樣的 世界。”  
  
陳真 2004. 7. 23.  
 
xzg登錄於: Fri Jul 23 21:39:31 2004 

 

【轉】 世界上 90%以上的恐怖活動與從伊斯蘭教中衍生出的原教旨主義邪教組
織有關，其他極端組織，如爭取巴斯克獨立的埃塔，雖也兇悍，但其攻擊目標一

般僅限於政 府官員、軍警人員，另一恐怖組織愛爾蘭共和軍在進行恐怖爆炸前，
還常打一下警告電話，儘量減少人員傷亡，而那些被某些媒體含蓄地稱爲激進組

織的伊斯蘭邪教 組織【與此相對的是，並不從事暴力活動的以色列“第三聖殿”
卻被某些媒體稱爲極端組織，這就是所謂的公正。巴勒斯坦之所以成爲“正義”

的一方，只因爲巴勒 斯坦人是阿拉伯人，又信奉伊斯蘭教，而在這個世界上，
阿拉伯國家有 20多個，伊斯蘭國家總計 50余個，穆斯林人口更達 10幾億之多，
於是誰也不想得罪這些 黑壓壓地佔據了聯合國四分之一席位的伊斯蘭國家而使
自己處於被動地位，只有 1200萬人口和一個國家的猶太人便自然成了“非正
義”的了。所以公正就是對伊 斯蘭國家在聯合國上四、五十張表決票和以色列
一張表決票的取捨而已，公正也只是嘩衆取寵以便在聯合國上撈票罷了（還有一

個重要原因就是石油），在這所謂的 “公正”下，以色列擊斃邪教組織成員的行
動被稱爲暴力，巴勒斯坦邪教組織屠殺以平民的暴行卻被稱爲“正義”，以色列

人似乎只有挨了炸不還手才被認爲是正常 的【許多國家要求以保持克制，但不



知炸彈扔在他們頭上時，他們是否還會表現出他們要求以色列所保持的那種克

制】。也正因如此，人們不惜篡改歷史，把以色列 被妖魔化爲挑起五次“中東戰

爭”的侵略狂，而阿拉伯人在歷史上的侵略擴張卻全被描述爲“進入”，歷史上

“愛好和平”的阿拉伯人到底“進入”了多少地方：今 伊拉克、敍利亞、黎巴

嫩、約旦、巴勒斯坦、埃及、蘇丹、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等，

阿拉伯人以滅絕原居住民族的方式使自己成爲被占領土上的 “合法”居民，剽竊
了科普特等原居民所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産（如金字塔等），並掉頭反誣欲重返家

園的以色列人爲入侵者,而以色列人近 4000年來其實一直居 住在巴勒斯坦地
區，只是在“大流散”及阿拉伯人入侵後漸淪爲當地的少數民族,到 19世紀時，
留守故土的猶太人在當地的人口中的占比已降至 10％左右，這一 狀況直到流散
在外的部分猶太人回歸後才得到改變。一些伊斯蘭國家如今仍侵佔著“異教國

家”的土地，卻根本無人過問。而阿拉伯人的雙重標準那更叫絕，練得是 爐火
純青，甚至用到了足球場上。當初視聯合國決議爲廢紙，挑起第一次中東戰爭的

是這些阿拉伯人，如今屢屢祭出聯合國決議這一“法寶”來壓以色列的仍是他 
們。美國之所以在其一大批伊斯蘭“盟友”倒向蘇俄後選擇以色列，當然也絕非

完全出於同情，同樣也是以利益爲出發點的，一是當初冷戰的需要，二是因爲僅

占美 國人口 2％的猶太人卻爲其科學、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於人口比例十數倍

的貢獻，另外海外猶太人甘爲祖國傾囊頃力也是重要原因∙∙∙∙∙∙扯遠

了】，那些伊斯 蘭邪教組織如菲律濱的阿布沙耶夫組織（曾多次綁架和殺害華
人）、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同樣多次綁架和殺害華人）、車臣伊斯蘭叛軍、印尼

伊斯蘭極端分子（曾 殺害數千華人）、伊朗（波斯人曾遭阿拉伯人奴役，並被強
迫改信伊斯蘭教，如今他們卻成了狂熱的伊斯蘭衛道士）扶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哈馬斯組織、傑哈德組 織、阿克薩旅、本拉登集團、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叛軍、
東突真主党等等數不勝數的所謂伊斯蘭聖戰組織卻是濫殺無辜、無惡不做，其瘋

狂程度及癡迷程度較之*** 頑固分子有過之而無不及，***癡迷者以自焚來獲得
他們所謂的“圓滿”，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邪教徒卻以屠殺所謂的異教徒來獲取

宗教烈士之名，***癡迷者 以己之命來宣揚所謂的“真善仁”，而伊斯蘭原教旨
主義邪教徒卻以他人的血來獲取進入“天堂”的門票，它們在市場、 商場、居
民區、民航班機上安放炸彈；綁架、劫持、屠殺普通遊客；殘殺手無寸鐵的村民

及被它們稱爲異教徒的人。埃塔組織 30多年來造成 800人喪生，而這些 不許他
人稱其爲恐怖組織的邪教組織所製造的每一起爆炸案、屠村案都使幾十乃至數千

人喪生，幾十年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邪教組織除了給世界帶來邪惡的“聖 戰”
和消滅異教徒的瘋狂叫囂外，沒有帶來任何積極的東西，他們守著天上掉下的

“黑金”，享用著他人的發明創造，卻天天在製造事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不

會 象美國那樣受到自己所提倡的價值觀念的束縛，“聖戰”和“消滅異教徒”
本來就是其宗教所極力鼓吹的，而美國則作繭自縛，他所提倡並欲強加於人的那

套價值 觀，既得罪了人又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從古到今，所有的強權（包括地
方強權）都愛“舞槍弄棒”、威嚇弱小【其實大多國家都有此心態，只是是否有



能力去實現罷 了】，昔日的羅馬、中國、蒙古、英國等是如此（程度不同而已），
當今的美國又怎會例外，但就其在如今世界的經濟、軍事實力而言，美國的“舞

棒”本領並不高 強，由於受到自己所鼓吹的價值觀念的掣肘，美國並不敢隨心
所欲地“使棒”，更不能以“擴大生存空間”之類霸氣十足的口號進行明目張膽

地擴張，而充其量只能 以“人權”之類的理由來打壓打壓對手，進行一些不以
侵佔土地爲目的的戰爭，其“舞棒”手段其實只比古時的中國強那麽一點，我們

中國人（漢人）似乎對對外戰 爭並無太大的興趣，也不擅于對外征戰，因此歷
史上我們用來表現自己強大的方式大多是要求弱國稱臣納貢，較少訴諸戰爭。但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則不同，屠殺和 戰爭是他們信仰的重要組成，只要有條件，
他們就會將所謂的“聖戰”進行到底，他們很樂意爲成千上萬異教平民的死亡而

上街歡呼慶祝，所幸的是，當今世界上還 沒有那個伊斯蘭國家是足夠強大的，
否則他們將表現出的那種侵略狂勁絕非其他國家所能比擬，歷史上的阿拉伯帝

國、土耳其帝國、帖木爾帝國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而現今那個小小的伊拉克就
已表現出了遠超其實力的野心【薩達姆“舞槍弄棒”的欲望強於布希百倍，還好

他生不逢地，若他統治的國家強似美國，那世界上大概天 天都要聽到他的“棒
喝聲”了，他現在的處境就如希特勒被流放到義大利當元首，那即使他有天大的

野心，也打不出一個夠上世界規模的戰爭來】。伊斯蘭原教旨主 義者可爲了宗教

背棄一切異教朋友，歷史上波斯人曾“幫助”（順手而已）過以色列人，以色列

人卻一直對此感恩戴德，以至在“巴比倫囚虜”事件數百年後的波斯 －羅馬戰
爭中，他們仍堅定地站在波斯一邊，並因此遭至羅馬人的大屠殺，近代的伊朗巴

列維王朝也曾和以色列保持著較好的關係，但霍梅尼之流的原教旨主義者一 上
臺，馬上一腳踹開與己無怨無仇的以色列，把熱臉直貼阿拉伯教友的冷屁股，可

笑的是阿拉伯人並不買它的賬，僅過了一年，薩達姆便向它揮來大棒，而在這場

長 達 8年的戰爭中，幾乎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站在伊拉克一邊，借貸了大量資
金給薩達姆『1990年，薩達姆急於賴賬，又棒打科威特，理由是科威特曾是巴
士拉省 （今屬伊拉克）轄下的一個縣，只不過當科威特轄屬於巴士拉時，還沒
有伊拉克這麽一個國家呢』；而另一個表面上與以色列保持較好關係的伊斯蘭國

家土耳其（其 所有領土均掠自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等），這個在一戰
前後曾屠殺 200萬亞美尼亞人且至今仍侵佔著塞浦路斯三分之一國土的國家，卻
還厚顔無恥地站 出來譴責以色列的“暴行”，在這些伊斯蘭國家看來，穆斯林
屠殺異教徒是天經地義的，但異教徒“欺壓”穆斯林卻是無法容忍的。伊斯蘭原

教旨主義者判定是非的 標準就是是否信奉伊斯蘭教，他們支援一切穆斯林的叛
亂行爲【如波黑、科索沃、車臣、克什米爾、新疆等，在所有的穆斯林叛亂區都

不乏來自阿拉伯和其他伊斯蘭 國家的參與者】，而反對一切異教徒對穆斯林的統
治，這也是它們反對以色列的根本原因。如今許多國家（包括國內有伊斯蘭原教

旨主義爲禍的國家）或可爲眼前利 益而附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但一旦以色
列這一抗邪孤軍倒下，那些原以以國爲主要目標的邪教組織必將另辟戰場，去

“解放”他們所稱之爲的“受異教徒迫害” 的其他穆斯林兄弟，到時候許多國



家恐怕會爲此“頭大不已”。現在我們或可對伊斯蘭邪教徒劫機撞樓事件採取隔

岸觀火的態度，但一旦中國那一天也擁有了美國如 今在世界上的地位，那只斬
不斷的黑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邪教組織必將成爲中國最大、最難對付的敵

人，因爲作爲超級大國，想超脫於世外是決不可能的，多多 少少要管一些“閒
事”【到目前爲止，似乎並無哪個國家能真正做到不干涉外部事務，只是國有強

弱，干涉手法亦有差別。我個人倒認爲最理想的世界格局是每個民 族都有自己
的家園，每個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互不侵犯，但在現實社會中，這無異於癡人說

夢】，作爲超級大國，“出頭露臉”的機會自然也多了，理所當然會成爲 恐怖分
子製造轟動效應的首選目標，除非我國真的永遠不做超級大國而只甘當一個中等

國家，而繼續讓其他國家去做招風的大樹，那受到攻擊的機率自然就小多了。   
猶太人爲人類科學、文化、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但 2000多年來卻一
直遭受誣衊、中傷、屠殺、排擠，原因無他，蓋因妒爾。許多國人討厭 以色列，
喜歡巴勒斯坦那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邪教組織的理由僅僅是因爲美國支援了以

色列，如按他們這種“美國支援的就是壞的、美國反對的就是好的”的邏輯， 我
倒很想知道他們是否會因二戰中美國支援中國抗戰而認爲侵華日軍才是正義的

一方呢？何況美國所爲雖不能說是全對，但至少也只能算是對錯參半吧。以色列

得以 複國靠得是猶太民族的頑強堅韌精神和海內外猶太人的團結努力，而非什
麽其他國家的支援，且莫說最初的幾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並未得到美國的分毫支

援，就是後來 的幾次中東戰爭美國也從未爲以色列派過一兵一卒，相反，美國

倒是爲南越等政權投入了數十萬兵力，但“阿斗”終究是扶不起來的。在 1800
年的飄零生涯中， 猶太民族從未得到任何民族的同情和支援，但他們仍頑強地
生存下來，並延續了自己的文明，而其他民族疆土淪喪的民族卻早已湮沒於歷史

之中了。  
孤雀  
流散飄零兩千載，今返故里與鳩鄰。  
百世坎途血凝成，千年淚路無盡時。  
屢蒙肉彈無慰言，奮起擊邪衆口責。  
毀言咒語彌天來，質雖本潔猶沾汙。  
聰穎精明本非過，怨謗多因由妒生。  
世間善惡今難辨，正氣良知已無存。  
公理正義倚衆論，良心道德稱金賣。  
汝道善來吾曰惡，揚棄概以利爲秤。  
鳩描爲主雀成客，勢單民寡人皆棄。  
更兼群蠹蠕於側，腹懷利刃口含蜜。  
爪擎欖枝涎對巢，己所不欲施於人。  
可憐孤雀空啼血，無枝可依四面歌。  
縱有千行血和淚，灑向人間難博愛。  
前路坎坷遍荊棘，獨作孤舟泛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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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不知道這位不太冷靜的冷靜先生在講啥了。這印證一個結論：理性其實還

是挺重要。   
  
不過，如 Hume 所說，感性依然是老大，理性是老二。人的理性是為感性服務，
只有機器人才會以為自己的 理性是純粹而客觀。  
  
不要跟我談什麼理性分析客觀中立等等這些概念吧，就好像不要跟我談電腦知識

一樣。因為 講到這些東西，我們之間幾乎就失去了談話的基礎，理性分析能力
落差太大了。  
  
這位冷靜先生急於批評，卻疏於冷靜理解事物。批評總應批評自己所理解的東

西，而不是根 據想像、根據推測、根據猜疑、根據個人興趣愛好而 “批評”，
那不是批評，那是扣帽子。  
  
批評應銳利如刀，打擊一個點，而不是憑空打擊一整個面，否則別人將不知道你

在打擊什麼 。  
  
你提供一個品質低劣、與謾罵無異的爛文章，然後說是 “提供一個不同的視
點”，一邊卻又說別人沒有理性分析能力，豈不荒唐？你應證明你的理 性分析
能力給人看才是啊。  
  
再說，光是罵別人沒有理性分析沒有用，你應指出是怎麼個沒有理性分析法，以

及它為何如 此重要。  
  
光是罵別人不中立也沒有用，我看你更是超級不中立、不理性啊，要不然也不會

把一篇帶有 歧視、侮辱、戲謔性質的爛文章視為什麼可貴的 “視點” 了。毫無
程度可言。  
  
罵 巴勒斯坦自殺攻擊誰都會。巴勒斯坦教育 “偏頗”，誰不知道？談論這些老
掉牙的的東西，需要什麼勇氣？可貴在哪？(誰有什麼能 耐 ， “不許” 人家
批評巴勒斯坦？) 這種 “視點” 簡直瀰漫整個媒體版面和電視螢光幕。在這種
鋪天蓋地的宣傳下，哪個人不知道這種 “視點”？需要我們花時間去覆述一遍以
示客觀中立嗎？誰都知道要反恐啊、打擊 “恐怖份子” 啊，至於風涼話，大家
更會講。  
  
另一方面，以色列教育之偏頗，幾個人知道？你不是要中立嗎？幹嘛不談？幹嘛



不為巴勒斯 坦人講話，而只為以色列人美言？  
  
凡自以為客觀中立者，intellectual 上之所以反智，我不談了。但它道德上之所以
可鄙，是因為它意味著一種可怕而巨大的虛榮 和冷血，簡單說就是吃弱勢者豆
腐。當強者壓迫弱者時，強者不被檢討、不被譴責，聰明而 有前途的人們總知
道要勸弱勢者一方要溫和，罵弱勢者一方太偏激。然後把這種向當權靠攏 的行
為，美其名為客觀中立。  
  
不但可鄙，它也是一種武裝，兵不血刃，殺人不見血。因此我們總是可以在強勢

一方身上看 到這些空洞的漂亮辭彙。  
  
比方說，國民黨當家時，最大防衛利器就是四個字：“溫和理性”。每次選舉，

他不需任何 政策，只要反覆宣揚 “溫和理性” 四個字就大獲全勝了。於是，
當年的民進黨變成暴力份子，變成非理性，變成彷彿一堆地痞 流氓或有心人士
的組合，從不循 “正常管道” 提出申訴，只會抗爭，只會批評，只會 “為反對
而反對”，沒有建設性意見，不知道大局，偏激且偏頗。  
  
當民進黨上臺後，這些辭彙和罪名幾乎全部照抄一遍，套在成為在野的國民黨身

上。  
  
當我們聽到諸如客觀理性這類吃人臭豆腐的空洞話語時，馬上能知道，對方若不

是心向強者 一方，就是他其實只是在清談，當成一種不痛不癢的議論素材。所
謂讀書人之所以討人厭就 是這樣，他喜歡議論，但卻不痛不癢，空洞且缺乏實
質意義，但他卻自鳴得意，彷彿思想高 人一等。  
  
還好我們都是讀書人，舞文弄墨、分析解構很內行，要不然，若沒有這些學經歷

做為一種護 身符，在台灣或華人世界，簡直連個 “水溝該不該挖” 這樣的公共
議題恐怕都沒有插嘴的餘地。  
  
陳真 2004. 7.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