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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族群问题

２０ 世纪美国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

思想评析：以“伊斯兰民族”为例∗

王业昭

摘　 　 要： 分离主义是美国黑人诉求平等公民权，谋求自治的指导思想。 其核心内容

依据伊斯兰教教义，黑人穆斯林重塑自我民族性，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全面消解白人

对黑人的矮化与贬低。 ２０ 世纪初，美国处于种族主义最为甚嚣尘上的时期，而黑人穆

斯林的分离主义思想正是在此期间孕育发展。 在二战后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过程中，

黑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思想步入鼎盛发展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随着黑人社会地位的

提升和种族关系的变化，黑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思想进入转型期。 本文旨在以“伊斯兰

民族”组织的成长轨迹为例，全面剖析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揭

示 ２０ 世纪美国的民族矛盾与种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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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美国内战后，奴隶制虽已废除，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和体系化的种族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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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使得黑人无法获得应有的公民权，而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就是他们在反抗种族

压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不同指导思想。 所谓融入主义即黑人希望通过努力和斗争，

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内消除种族歧视，最终实现黑人与白人社会地位的完全平等。

分离主义者则认为，在白人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不管如何努力，黑人都不可能与白人

真正“平起平坐”。 因此，唯有自治，建立专属于自己的社会体制，黑人才能获得真正

的解放。 虽然融入主义在整个民权斗争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分离主义亦在不同

时期影响了黑人的斗争手段与目标。 在坚持分离主义思想的黑人中，黑人穆斯林是

主要力量，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容忽视。

在白人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基督教是其主要理论渊源，黑人穆斯林则用伊斯

兰教教义在思想层面解构白人对黑人的矮化与贬低，进而重塑民族性，增强民族自豪

感，从而在精神上摆脱白人的奴役。 “伊斯兰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正式建立，并在二战后发展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穆斯林政治组织。 本文

旨在以“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成长轨迹为例，全面剖析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思想的发

展历程，进一步揭示 ２０ 世纪美国的民族矛盾与种族关系。

二、 黑人穆斯林对自我民族性的塑造

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白人种族优越论，据此白人理应居于统治地位，而以

黑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均属于劣等种族。 移民北美的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

民，要在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故他们是天生的优等民族。 在“天赋使命”（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ｙ）思想驱动下，他们将掠夺、奴役其他民族视为拓展基督教文明和促进人

类发展的“必要手段”。 与此同时，种族主义者还要为有色人种的“劣等”种族性提供

理论依据。 例如，关于黑人的地位，他们引用《圣经·旧约》中的相关记载：当洪水退

却后，诺亚开始辛勤劳作以重建家园。 一次因太过劳累，他在赤身裸体情况下睡着

了。 含是诺亚之子，当发现父亲赤裸酣睡时，他不但未采取措施替父亲遮羞，反而嘲

笑，并喊其他两兄弟前来一起观看（被拒绝）。 诺亚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加之含之

前的不检点行为，他便惩罚其长出黑色皮肤。 大陆重新分割后，含被发配非洲。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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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诺亚还诅咒含的子孙世代为奴，此即“对含的诅咒”（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Ｈａｍ）。① 据此，

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黑人世代为奴是上帝的安排，理应接受白人的统治。 对于黑人

穆斯林分离主义者而言，他们就是要解构被种族主义者强加的劣等民族性。

２０ 世纪初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确切人数已很难考证，但有学者估计，在 ２００ 多年

间的黑奴贸易过程中，大约 １０００ 万黑奴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这其中就包括加纳、尼

日利亚等西非国家的大批黑人穆斯林，其比例约占黑奴总数的 ２０％。 到美国后，他

们中的大多数都改信了基督教。② 据此判断，１９ 世纪末美国黑人穆斯林的人数较为

有限，但 ２０ 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变。 内战后，黑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的美国公民，但他

们没有赖以生存的资源，而南方的种族歧视体制更是让他们几乎完全失去应有的社

会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黑人逃离南方，前往北方大城市寻求自己的美国梦。 由

于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他们居住在条件恶劣的贫民窟，美国梦无情破碎。 这些黑人

虽身处繁华的大都市，但却看不到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希望，因而开始思考自己

身处绝境的根源，质疑基督教对黑人的命运安排。 在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过程中，伊斯

兰教在他们中间得以快速发展。 “伊斯兰民族”的主要领导人伊莱贾·穆罕默德

（Ｅｌｉｊａ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马尔科姆·爱克斯（Ｍａｌｃｏｍ Ｘ）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后来改

信伊斯兰教，这些便是最好的例证，而本土出生的黑人穆斯林则是分离主义运动的主

体力量。

黑人穆斯林真正意义上的分离主义运动起源于德鲁·阿里（Ｄｒｅｗ Ａｌｉ）。 阿里自

称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并于 １９１３ 年创建名为“摩尔人科学圣殿” （Ｔｈｅ Ｍｏｏｒｉｓｈ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Ｔｅｍｐｌｅ）的伊斯兰教组织。 之后，华莱士·法尔德·穆罕默德（Ｗａｌｌａｃｅ Ｆａｒ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继承了阿里的思想及组织原则，并在 １９３０ 年创立“伊斯兰民族组织”。

１９３４ 年，伊莱贾·穆罕默德成为“伊斯兰民族”新的领袖，并将其发展成 ２０ 世纪美国

最具影响的黑人穆斯林组织。 为将黑人塑造成优等民族，让他们在精神层面摆脱基

督教对黑人的奴化，“伊斯兰民族”指出：黑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此后一名叫雅各

布的黑人科学家反叛真主安拉，从黑人大脑中提取基因制造了白人。 白人是天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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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种族，拒不接受真主安拉的布道，因而被驱逐到蛮荒的高加索山脉中，过着原始

的洞穴生活。 同时，白人还通过各种方式诱惑黑人，让他们反叛真主。 为此，他们应

该远离白人，建立一个没有白人的黑人社会，这是解决美国种族问题一劳永逸的途

径。① 可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穆斯林分离主义者将白人描绘成邪恶的化身。 为

了保持自身的纯洁与高尚，他们必须独立、自治，以最大限度地抵御白人的诱惑。

此后，黑人穆斯林开始在理论上进一步提升黑人的民族自豪感。 伊莱贾·穆罕

默德称：随着“白人恶魔”势力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统治欧洲和美洲大陆，并对黑人

实行了残暴统治，而这正是黑人在历史上经历诸多苦难的根源。 现在，“白人恶魔”

的时代即将终结，神旨已经降临底特律来寻找“失散而被重新发现的伊斯兰民族”

（ ｔｈｅ Ｌｏｓｔ⁃Ｆｏｕ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４００ 年前，黑人从部落中失散，流落到美洲而受到

白人压迫。 真主派使者穆罕默德来发现他们，而他们是真主的选民，白人统治就将终

结，世界将重新确立黑人的正义统治，成为自由、平等的天堂。② 伊莱贾将黑人尤其

是美国黑人诠释成真主安拉的选民，从而把黑人塑造成天生的优等民族。 为进一步

突出黑人穆斯林的优越性，伊莱贾声言：“我们（黑人穆斯林）创造了自我，而其他民

族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黑人的祖先创造了天地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其中就包括

白人（邪恶的化身）。”③可见，伊莱贾的观点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利用基督教教义划分

优劣种族的手段殊途同归，都是要将自己塑造成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优等民族。

为彻底摆脱基督教对黑人思想的奴役，黑人穆斯林将基督教视为白人的专属宗

教，并认为伊斯兰教才是黑人的精神家园。 伊莱贾·穆罕默德说：“在真主安拉降临

到黑人族群之前，我们都是盲人，聋哑人，受到基督教的蒙蔽……，感谢真主，他让我

们又一次耳聪目明，明白了基督教就是要把白人置于统治地位，而黑人则应永远被奴

役。”④这是伊莱贾在强调基督教的罪恶，所以黑人只有皈依伊斯兰教才能获得自由、

平等和新生。 正因如此，“伊斯兰民族”反对黑人基督徒的民权斗争目标与方式，反

对将融入主义作为斗争的指导思想。 对于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与现状，黑人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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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黑人族群早在亚当、夏娃之前就已在地球上生活了亿万年。 雅各布创造白人

后，他们开始统治地球，并在近 ４００ 多年将北美的黑人置于被奴役地位。 ４００ 年期限

在 １９５５ 年终止，安拉要让黑人要重新掌控世界，建立属于自己的人间天堂。① 就这

样，黑人穆斯林用真主的名义来断言白人的统治即将结束，黑人将成为这个世界新的

主人，而这样的论断与白人“天赋使命”的宣传异曲同工。 可以说，在用伊斯兰教义

塑造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之时，分离主义者在有意或无意借用了白人宗教种族主义者

的惯用手段和伎俩。 作为受害者，黑人穆斯林却用压迫自己的逻辑和手段来反抗压

迫，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种族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全方位的深远影响。

“伊斯兰民族”之所以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发展成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穆斯

林组织，与马尔科姆·爱克斯（Ｍａｌｃｏｍ Ｘ）密不可分。 马尔科姆·爱克斯原名利特尔

（Ｍａｌｃｏｍ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ｉｔｔｌｅ”是白人奴隶主给马尔科姆父亲起的姓，含有“无足轻重”之

意。 马尔科姆 １９２５ 年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但父亲的惨死和母亲因承受不了太多

打击而疯癫，让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１９４６ 年，马尔科姆因盗窃等罪名入狱，而他

在狱中接触、了解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为和基督教彻底划清界限，马尔科姆改姓为

“爱克斯”（Ｘ）。 马尔科姆改姓一方面是为了从心理上摆脱白人基督教控制的阴影，

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自己“未知人”的新身份。② １９５２ 年出狱后，凭借出色的演说天

赋和组织能力，马尔科姆·爱克斯逐步成长为伊莱贾·穆罕默德的最重要助手———

“伊斯兰民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关于美国黑人与基督教的关系，马尔科姆·爱克斯指出：我们不是乘坐“五月

花”来到北美大陆，而是像牛马等牲口一样被铁链锁着贩卖到这里，而那些人贩子正

是乘坐“五月花”的清教徒……我们有共同的压迫者、敌人，那就是白人。 或许还有

人将他们视为朋友，但时间能证明一切。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团结起来。③

北美最早的黑人穆斯林源于黑奴贸易，马尔科姆正是用这一事实将美国黑人从根本

上与基督教对立起来，让他们意识到白人万能的上帝对黑人却意味着枷锁、屈辱、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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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和死亡。 马尔科姆还声称：“当黑人受尽剥削与奴役时，基督教让他们忍让，不反

抗，以今生的痛苦来换取来世的幸福。 因此，《圣经》就是白人编撰出来充当奴役其

他民族的工具，是邪恶之根，而伊斯兰教让黑人有了民族归属感。”①可见，马尔科姆

已将基督教视为白人控制、奴役黑人的理论武器。 在黑奴制下，白人向黑人灌输基督

教思想，就是要从灵魂上麻痹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智能低下的劣等种族，并因而

滋生民族自卑感，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的宿命。 与之相反，伊斯兰教是黑人真

正的救星与福音。 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才能团结起来，通过斗争来获得民族解放。

综上所述，在备受压迫与奴役，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情况下，持分离主义思想的

黑人穆斯林认为，基督教是白人的专属宗教，也是他们统治、奴役黑人的思想武器和

理论依据。 即使黑人信仰上帝，白人基督徒也永远不可能将自己视为平等的兄弟姐

妹，所以马丁·路德·金等黑人基督徒所领导的民权运动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 黑

人应该信仰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也是他们摆脱白人的思想奴役，重塑民族性和民族

自豪感的力量源泉。 只有依据真主安拉的教导，在各个层面与白人完全脱离，黑人族

群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三、 分离主义的发展历程

美国内战后，联邦政府主导的“南方重建”旨在进一步消除黑奴制的影响。 这

样，虽然在各方面仍遭受严重的歧视与奴役，但融入主义一直是黑人民权运动的指导

思想，他们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国梦”。 布克·华盛顿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美国杰出的黑人领袖，其思想核心便是黑人需要内化白人的主流价值观，暂时放弃对

平等社会地位的诉求，以牺牲政治权利来换取白人在其他方面的支持，以便尽快融入

美国社会，进而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和创造财富的综合能力。② 但事与愿违，根深蒂

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使白人难以接受与黑人“平起平坐”，３Ｋ 党等极端组织更是血腥

迫害敢于挑战白人主导地位的黑人。 在此环境下，２０ 世纪初分离主义开始在黑人中

不断发展壮大，其中马库斯·加维（Ｍａｒｃｕｓ Ｇａｒｖｅｙ）的分离主义思想与实践极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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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

（一） 分离主义的孕育发展期

马库斯·加维是出生于牙买加的黑人政治家。 １９１６ 年，加维来到美国，此时也

正值美国隔离制度基本形成，种族迫害最为甚嚣尘上的时期。 加维倡导的分离主义

思想的核心是黑人自治和泛非主义（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号召全世界黑人团结起来，在

政治、经济等方面完全独立，并重建非洲，复兴伟大的黑人民族。

加维虽不是穆斯林，但他知道要消除黑人的民族自卑感，必须从宗教层面着手。

加维致力于清除白人原先灌输给黑人的宗教观念，强调上帝的皮肤是黑色的，而白人

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凭空捏造，将基督教描述成白人的专属宗教。 一旦黑人崇拜白人

上帝，轻则不辨是非，盲从白人说教，重则妄自菲薄，丧失民族自信心。 在 １９２４ 年第

四届世界黑人民族国际大会上，加维向与会者发出号召，要求黑人族群应崇拜黑人形

象耶稣。 他的支持者更是明确要求所有黑人应把白人形象的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画像

从自家墙上取下烧毁，换上黑人形象的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画像。① 通过将基督教“黑

化”，加维旨在重塑黑人的民族性，进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只有这

样，他们才能团结起来去争取黑人的独立，而这与“伊斯兰民族”组织对黑人民族自

豪感的塑造殊途同归。 同时，加维特别强调经济的独立，并和支持者们先后建立“黑

人工厂联合公司”等经济实体来践行黑人自治的理想。 后来，随着加维被捕入狱，并

于 １９２８ 年被驱逐出美国，他所创建的经济实体都以失败告终，但加维的分离主义思

想却在美国黑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伊斯兰民族”等黑人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下，

分离主义思想开始渗入到民权斗争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民族关系和政府

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因将黑人视为纯洁、善良的优等民族，为确保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被白人所

玷污，自建立之日起，“伊斯兰民族”就限制其成员介入白人主导的经济活动。 伊莱

贾提出：黑人要与白人奴隶主分离；积聚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提高自身素质以实现自

立；不要强迫自己到不欢迎黑人的场所去；将自己的社区建设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地

方；联合起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建造自己的家园、学校、医院与工厂；在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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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体内部消费；建设黑人内部的经济体系等。① 可见，分离主义是伊莱贾的指导思

想，而其主张与马库斯·加维的经济自立主张一脉相承，都是要建立专属于黑人的经

济、社会体系，并最终实现黑人在经济上的全面独立。 在政治上，“伊斯兰民族”要脱

离白人而实现自治，而在黑人聚居区建立独立的国家是其首要斗争目标。 马尔科

姆·爱克斯公开宣称：“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领土，在那里建立黑人的团结、和谐和

兄弟情谊……事实已证明，在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融合与联姻根本不起作用，因

此美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划出一定的领土让黑人实行自治。”②在这种思想的

指导下，“伊斯兰民族”成员很少愿意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甚至拒绝服兵役。 “伊斯

兰民族”要建立所谓的国中之国，而马库斯·加维则号召美国黑人返回非洲，这是黑

人穆斯林分离主义与加维思想的主要区别之一。

黑人的分离主义思想是内战后美国种族隔离与压迫日益制度化、体系化的产物。

２０ 世纪初，借助伊斯兰教教义，黑人穆斯林能够在精神层面摆脱基督教的奴役，并成

为塑造自己新的民族身份与自豪感的理论依据，使分离主义思想得以快速发展。 二

战后，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使得分离主义思想步入其鼎盛发展期。

（二） 分离主义的鼎盛发展期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后，黑人民权运动席卷全美。 通过举行集会、游行等非暴力

活动，黑人民权运动意在让美国民众意识到黑人所处的悲惨境遇，促使政府和社会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对黑人的歧视与压迫，从而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 融入主义是

此次运动的指导思想，而马丁·路德·金等领导人基本都是基督徒。 主流民权运动

的指导思想与斗争手段与“伊斯兰民族”的主张格格不入，自然遭到其反对。 同时，

美国政府虽颁布和实施了一些重要法规来提升黑人的社会地位，但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思想和体系化的种族歧视制度，使得黑人的境遇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而种族主

义者的“反扑”却相当猛烈。 在此环境下，分离主义有了更大的市场，寻求民族自治、

独立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为使民族独立主张更具说服力，“伊斯兰民族”经常论及 １９５５ 年在万隆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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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亚非领导人峰会，并在纽约积极和亚非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取得联系。

他们认为，埃及代表着黑人的辉煌文明史，埃及的穆斯林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

取得了伟大胜利，其领导人纳赛尔更是被视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帜。 在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

运河危机爆发后，“伊斯兰民族”组织了一次有埃及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来声援埃

及。 伊莱贾·穆罕默德以西方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的身份给纳赛尔总统发去一份电

报，并声称：在美国失散的穆斯林兄弟祈祷亚非穆斯林同胞能感受到真主安拉，让我

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自由、正义和平等不仅对你们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身处西方世

界的一千七百万穆斯林兄弟也同样重要……愿我们对人类和平的真诚愿望能够带来

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与兄弟情谊。① 通过这些举措，“伊斯兰民族”将美国的黑人穆斯

林与伊斯兰世界联系到一起，这样一方面可增强自己反白人基督教的权威与力量，另

一方面亦能体现自己诉求民族自治与独立的合理性。

黑人基督徒领导的民权运动要求在面对白人的暴力侵害时，黑人要以非暴力手

段应对，用忍受和坚持来感化种族主义者，最终让黑人与白人一起建立平等、和谐的

社会。 与此斗争模式针锋相对，黑人穆斯林提出了“黑人权力”的概念。 “黑人权力”

的根基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团结和自治，坚信只有黑人团结起来形成合力，他们才能

在美国立足，并赢得尊重。 同时，审慎、富有成效的暴力行动是黑人提升社会地位、实

现斗争目标的必要手段。② 可见，分离主义者认为，在白人主导的政治体系中，黑人

任何形式的和平斗争行动都毫无意义。 同时，面对白人的暴力压迫，黑人必须以牙还

牙，不能忍让。 因此，他们甚至称马丁·路德·金等人为黑人族群的叛徒。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在题为“选票还是子弹”（Ｂａｌｌｏｔ ｏｒ Ｂｕｌｌｅｔ）的演讲中，马尔科姆·爱

克斯全面阐释了黑人暴力斗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政府不能或不愿保护黑人生

命财产权时，黑人必须懂得保护自己。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了我们拥有武器的

权利。 这虽不意味着拿起枪，组建军队去找白人算账，但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而且这

样做也有法可依。”③对于分离主义者，既然白人是以统治黑人为乐的恶魔，黑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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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融入白人主导的社会体系。 如果一厢情愿地尽力融入，那只是乞求白人接纳，自

取其辱。 同时，面对暴力进行自卫是常人的自然反应，而号召黑人放弃自卫权，这无

异于背弃黑人民族，充当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帮凶。

此外，马尔科姆要求黑人与白人完全分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而非隔离（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黑人被白人任意处置，受其控制但又无法与其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这是典型的隔

离。 分离虽然同样是黑、白人各自生活，但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① 可见，马尔

科姆的“分离”就是实现黑人的完全自治，这也与“伊斯兰民族”组织在政治上寻求建

立国中之国的目标相一致。

针对斗争方式不同导致的黑人族群的分裂，马尔科姆指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

着两种类型的黑人：一种带有很大的奴性，另一种带有很强的骨气。 奴隶制时期，黑

奴分为“家宅奴隶”（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ｌａｖｅ）和“田野奴隶”（ ｆｉｅｌｄ ｓｌａｖｅ）。 前者效忠白人奴

隶主，处处依百顺；后者既恨白人奴隶主，又恨奴役性劳作。 进入 ２０ 世纪，早先的两

种奴隶有了现代翻版：“汤姆叔叔”（Ｕｎｃｌｅ Ｔｏｍ）式的黑人和“新黑人”（Ｎｅｗ Ｎｅｇｒｏ）。

前者对白人一味妥协让步，以达到苟且偷安、自我受益的目的；后者对自己的肤色和

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并主张分离主义才是黑人取得自由的最根本出路。② 对于黑

人分离主义者来说，马丁·路德·金等无疑是“汤姆叔叔”式黑人的典型代表，而他

们则是“新黑人”，代表着“黑人权力”。

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受到各方称赞，在民权运动中的影

响力众所周知。 对此，马尔科姆·爱克斯却说：“不，我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两千两

百万受白人压迫的黑人之一。 因此，我站在这里发表演说时的身份不是美国公民，不

是爱国者，更不是举着国旗的呐喊者，都不是。 我是美国白人统治的受害者，而从受

害者的视角审视美国，我根本没有美好的美国梦，有的只是噩梦。”③在马尔科姆看

来，白人基督徒已经将对黑人的歧视与奴役制度化，而黑人基督徒主导的民权运动，

其成果最多只是白人在某些方面的一点“施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的受压迫地

·５６·

①

②
③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Ｘ，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Ｘ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ｅｘ Ｈａｌｅ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６５， ｐ． ２４６．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Ｘ， Ｕｒｂ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ｐ． ７４．
Ｊａｍｅｓ Ｈ． Ｃｏｎ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ｒ ａ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ｒｂｉｓ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２，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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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他甚至直言：“对于黑人，地狱就是你仍然是奴隶；地狱是你没有自由、平等，也

得不到正义的眷顾……魔鬼就是就是剥夺你一切权利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魔鬼到

底是谁———白人。”①作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两位最著名的黑人领袖，他们的观点可谓

针锋相对。 究其根源，两者的斗争指导思想与支持者迥然不同。 黑人基督徒是马

丁·路德·金所领导民权运动主要参与者，而马尔科姆和“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支持

者主要是持分离主义思想的黑人穆斯林。 前者要通过努力来争取黑人获得与白人平

等的社会地位，而后者则将寻求黑人自治，甚至建国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在二战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过程中，以融入主义为指导的民权运动虽是

主流，但以马尔科姆·爱克斯为代表，分离主义的支持者亦充分展示了“黑人力量”。

由于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疯狂反击，非暴力形式的民权运动在 ６０ 年代中期后进展

缓慢，这更为黑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思想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土壤，从而使其步入鼎盛

发展期。

（三） 分离主义的转变发展期

进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由于受到伊莱贾·穆罕默德的限制和排挤，加之对伊莱贾

斗争理念和私生活的不满与失望，马尔科姆·爱克斯于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脱离“伊斯兰民

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非洲裔美国人联合体”（ＯＡＡＵ）。 马尔科姆离开“伊斯兰民

族”，尤其是到麦加朝圣之后，受到纯正伊斯兰思想的影响，其分离主义思想经历了

一定的“软化”。 他说道：“各种族、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群应该团结起来……两周的

朝圣之旅让我眼界大开，心灵得以新的开启，这是我在美国生活 ３９ 年所未能做到的。

我相信，不分种族，不论肤色，全世界所有人都应建立平等的兄弟情谊。”②可见，马尔

科姆开始认为安拉是所有地方、所有人的真主，而接受真主一元论意味着接受人的一

元论，即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 换言之，马尔科姆相信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只要忠诚

于真主安拉，他们可以建成平等、友好的关系。 在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被刺身亡之前，马尔科

姆曾表示过，只要白人停止对黑人的压迫，“非洲裔美国人联合体”就不再是一个反

白人的政治组织。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伊斯兰民族”也处于渐变发展过程中。 伊莱贾 １９７５ 年

·６６·

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Ｈ． Ｃｏｎ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ｒ ａ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 ｐ． １７４．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Ｘ，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Ｘ， ｐ．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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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后，他的儿子华莱士（Ｗａｌｌａｃ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继承了“伊斯兰民族”的领导位置。

华莱士在埃及接受过正统的伊斯兰教育，所以继位后逐步放弃父亲一系列的极端政

策。 在 １９７８ 年的一次访谈中，华莱士称世界各民族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有的只是对真主敬畏之心的高低。 后来，华莱士对“伊斯兰民族”组织进行改革，并

向白人穆斯林敞开大门。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华莱士将“伊斯兰民族”更名为“美

国穆斯林布道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并号召所有成员积极投入到美国的政

治、经济生活之中。 可见，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随着“伊斯兰民族”的更名和其他一

系列改革措施，极端分离主义思想在美国黑人穆斯林中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但是，并非所有“伊斯兰民族”成员都认同改革。 在路易斯·法拉翰（Ｌｏｕｉｓ Ｆａｒ⁃

ｒａｋｈａｎ）领导下，那些分离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继续沿用“伊斯兰民族”的名称进行

斗争活动，亦取得一定发展。 １９９７ 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采访时，法拉翰对

分离主义作了新的诠释：“首先，我们（黑人）需要完全的自由；其次，我们需要排除种

族、肤色、阶层等因素，美国的法律要能够保障完全的正义与公正；第三，我们需要所

有社会成员间的完全平等。 如果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能够保证黑人获得

这样的平等，我们当然无须分离。 但如若在为这个国家工作、奉献、牺牲了 ４００ 多年

后，我们仍然无法获得这些，那分离就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最终途径。”①法拉翰对分离

主义的阐释说明，无法获得真正的公正、平等仍然是黑人穆斯林诉求自治、独立的根

源，而只要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为核心

的种族歧视思想不根除，隐性歧视仍然存在，分离主义在美国就仍会大有市场。

二战后的民权运动提升了黑人的社会地位，使得显性种族歧视在美国逐步消失，

因而分离主义思想在黑人穆斯林中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减，“伊斯兰民族”的改革与分

化便是例证。 同时，因黑人依然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分离主义仍是部分黑人穆斯林

斗争的指导思想。 总之，随之社会环境的变化，黑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思想亦发生了

转变。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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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思想兴起于 ２０ 世纪初，在 ５０ ～ ６０ 年代步入其鼎盛

发展期，而 ７０ 年代之后影响力逐步消减。 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者在思想上否定了以

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种族等级制度，寻求从精神上彻底摆脱白人的奴役。 在利用伊

斯兰教教义重塑自我民族性和民族自豪感之后，与白人“分离”自然成为黑人穆斯林

的斗争目标。 但是，分离主义从未在黑人民权运动过程中成为主流指导思想，而只是

在融入主义受挫后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

纵观美国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的发展历程，虽然伊莱贾·穆罕默德、马尔科姆·

爱克斯等人都曾提出过激进的自治甚至建国主张，并强调以暴制暴来反抗白人的种

族压迫，但分离主义者在实践中并未采取过极端的分离主义行动。 事实上，黑人穆斯

林分离主义者基本都未接受过正统伊斯兰教的熏陶，多数人对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

也一知半解，而只是用它来为自己的分离主义思想、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换言之，他

们只是通过另一种斗争方式去消除种族歧视，争取民族平等，而非真正想在美国闹独

立。 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在 ２０ 世纪发挥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根

源还在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思想与制度为其提供了社会环境。

（责任编辑： 钮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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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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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ｗｈｏ ｌａｃｋ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ｌｄ ｍｅｒｅ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ｂｙ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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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８３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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