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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着脖子淹死九天大婴儿的穆斯林圣战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9) 

 

  伊利亚·穆罕默德为了造神，不辞劳苦地在 1965 年出了一本叫做《给美国黑人的讯息(Message To The 

Blackman in America)》的小书，他提出了比他导师华来士·福特还要诡异的人类〝理论〞说： 

  〝当年真神在创造人类时，首先造出来的是黑人，然后是棕色人，再就是红色人和黄色人，根本就没有打算制

造任何的白人，最后是因为黑人叛徒科学家雅库布(Yakub)的胡搞，才将白色人种弄了出来。〞         

  由于伊利亚·穆罕默德认为优秀的黑人已经有着 66兆年的〝光辉历史〞，而白人只不过是六千年而已，所以，

黑人必须要再度的统治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其他的人种，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律(Law of nature)〞。 

伊利亚·穆罕默德接着宣布:所有的白色人种都是魔鬼〞。伊利亚·穆罕默德在他《给美国黑人的消息》的小书里

又说，比较起来，白人的那种蓝色眼睛是丑陋的，当然，黑人的黑眼睛是漂亮的。      

  天才与白痴之间，先知与骗子之间，真理与歪论之间，就只差那么一条线，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

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非不辨，真假难分。  

华来士·福特这个人，就是个好例子。他至少有八个名字，那就是瓦利·法拉德(Wali Farad)、法拉德·穆罕默德

(Farad Mohammed)、穆罕默德·阿里(F.Mohammed Ali)、华来士·法德·穆罕默德(Wallace Fard Mohammed)、戴维·福

特·艾尔(David Ford–El)、华来士·度德·法德(Wallace Dodd Fard)、华来士·度德·福特，在〝伊斯兰国度清真

寺〞内部，则统称他为〝法德·穆罕默德大师(Master Fard Muhammad)〞。           

  没有人知道华来士·福特的确切背景和资料，就连他的出生地，亦是众说纷纭，共有六种之多，那就是俄勒冈

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新西兰与沙特阿拉伯麦加。至于他的血统，也是毫无定论，共有四种说法，是英

国、阿拉伯、非洲裔美国人与夏威夷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      

  1917 年，华来士·福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与比他年轻一岁的黑兹尔·巴顿(Hazel Barton)结婚。

在美国兵役证上，华来士·福特填的出生日期是 1893 年 2月 26日，出生地为阿富汗辛安卡市(Shinka)。但是在他

的结婚证上，他的出生地又〝变〞成了新西兰。     

  由 1926年至 1929 年，华来士·福特因为毒品案在美国加州三藩市北边占地 432 亩的〝圣昆田监狱(San Quentin 

State Prison)〞服刑，于是美国政府有了他的照片和指模，使他再也无所遁形。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他的指模，

确认他就是前奥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刑事罪犯华来士·福特。  

  华来士·福特的妻子巴顿说，他的母亲是夏威夷波里尼西亚人，父亲是英国人，出生在新西兰。但是〝伊斯兰国

度清真寺〞信徒们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不是〝华来士·度德·福特〞，而是〝华来士·法德·穆罕默德〞。   

  而这位〝华来士·法德·穆罕默德〞就是他们回教徒心目中唯一的真神〝阿拉(Allah)〞的人间化身。阿拉之所以

化身成为一位有色人种，是为了借此来挽救非洲裔美国人，因为只有有色人种，才能挽救得了非洲裔美国人。 

因此，每年 2月 26日华来士·福特的所谓生日，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他们的〝救主日(Savior’s Day)〞。华来

士·福特要求他的门徒，要像基督教门徒膜拜耶稣一样来敬奉他，人工造神，几近逼真，越传越玄。     



2 
 

伊利亚·穆罕默德是为华来士·福特人工造神最为出力的一位，他为了大力造神，在《给美国黑人的消息》的第 8

章《神之到来与人们的聚集(The Coming of God and The Gathering of The People)》中，胡乱造谣说： 

〝为了我们，真神阿拉特地在 1930年从沙地阿拉伯的圣城麦加来到这里，他用的名字是「华来士 D·法德

(Wallace D.Fard)，经常将名字签成｀W·D· 法德＇，真神阿拉到来后的第三年，他签字时是用｀W· F·＇,那就是｀

华来士·法德·穆罕默德＇的意思。  

他是单枪匹马自己来的。他开始教导我们关于自己，真神和魔鬼、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奥妙，以及除了地球之外

的其他有些星球上的文明。他已经衡量过地球和水的重量，月亮的历史，支配着这个世界黑人和白人的两个国

家，真神创造了白色人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更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会完蛋。〞    

  当〝赫斯特新闻社(Hearst Press)〞刊出〝华来士·法德〞就是前贩毒刑事犯〝华来士·福特〞的消息时，伊利

亚·穆罕默德生气地否认了。为了打击〝谣言〞，他在《穆罕默德的话(Mohammed Speaks)》的头版上刊出新闻

稿，说如果任何人能证实〝华来士·法德〞就是〝华来士·福特〞的话 ,那么，〝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将会颁发十万

元作为奖金。              

  华来士·福特的那位天真烂漫的老婆巴顿竟然误以为真，赶紧出面说，她可以拿出大量包括她和所谓的真神华来

士·法德生的儿子在内的证据，来证明〝华来士·法德〞就是如假包换的〝华来士·度德·福特〞!巴顿最后的结果是拿

不到一毛钱，而伊利亚·穆罕默德当然再也不敢提起那十万元奖金一事了。        

1930 年，当人生地不熟的华来士·福特来到底特律市挨家挨户推销布料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叫做伊斯兰教，

因为他在初期的所谓的传教活动中，连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五功〞，提都不提一下。    

  所谓伊斯兰五功，即第一是〝信主〞，接受阿拉是唯一真神，穆罕默德是真神的使者；第二是〝礼拜〞，每天

5次定时礼拜真神，那是凌晨、中午、下午、日落和夜晚；第三是〝天课〞，又曰〝扎卡特〞，伊斯兰教徒每年

一次的慈善捐款，伊斯兰教徒要将自己每年总收入的 2.5%，捐给奴隶、过客、债主与贫穷者；第四是〝斋戒〞，

斋戒分为三种：〝惯常斋戒〞〝忏悔斋戒〞〝禁欲斋戒〞。斋戒月期间，从破晓到黄昏，伊斯兰教徒不吃，不

饮，不性交；第五是〝朝圣〞。 

  伊斯兰教徒一生中，最少要到麦加朝圣一次。朝圣时在距离麦加 6.2英里时，不分男女，无论老少，一律要换

上两件雪白的伊斯兰教徒的圣服。朝圣的行程包括〝环行圣殿〞，那是建于麦加之回教寺院内的圣堂，〝触摸黑

石〞，至少也要以手指之。多次往返〝沙法山(Mount Safa)〞和〝马瓦山(Mount Marwah)〞之间，与在敏纳(Mina)

〝以石击魔〞。   

  其实华来士·福特不是不想说或者是不想提，而是不懂得说。他打着伊斯兰教的招牌所说的所谓的〝道〞，是没

有人能懂的。人们越是不懂，他就越是〝传〞得有劲，而且越传越玄。比如说，他最大的〝创作〞，就是能够胡

乱编故事，他还可以将故事编得有头有尾，说得娓娓动听，形容得如同亲身目睹。      

  在华来士·福特凭空捏造的几个〝传道〞故事中，最为精彩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原先全

是黑人，当然全是优秀的黑人，生活在天堂一般的世界里。大约六千年前，有一个叫做〝雅库布〞的叛徒黑人科

学家，居然冒着全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地创造出了白色的人种，自此以后，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黑人们就开始有了

来自白人的种种麻烦。      

  第二个是黑人的〝沙巴斯黑人部落(Black Tribe of Sabazz)〞，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幸福地蔓延了 66兆年，后

来因为那些〝低等的〞白色人种的怨恨，和〝奴役人类〞的基督教不停地在背后作怪，才将黑人们搞成了目前的

这副德行，因此他的结论是:黑人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种，而且所有的白人都不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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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来士·福特的低级趣味理论，加上他的阿 Q心态，倒是迎合了当时部分非洲裔美国人的愚昧风气，也煽动了不

少的无知大众，让他们误以为种族仇恨、黑白分离、返回非洲大陆的天堂等等的荒唐理论，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

唯一出路。     

  华来士·福特的〝黑人至上〞的邪恶歪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为以后诸多的美国暴力组织，奠定了所谓的宗

教理论基础。在意识形态上，他的〝黑人至上〞和美国三 K党的〝白人至上〞，是同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双胞怪

胎，名称虽异，骨皮如一。         

1932 年，一位〝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党徒，向当地的警方自首，承认他奉〝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之命，谋杀了

一个他们心中的异己。为此，华来士·福特被底特律市治安当局拘捕了三次，但他都巧妙地全身而退。1933 年，他

又被底特律警方追捕，于是他不得不亡命天涯，从此不知去向。           

  伊利亚·穆罕默德和他的妻子，在听了一次华来士·福特的仇视基督教的理论后，深有同感，决定双双追随他们心

中的精神〝导师〞，要在美国或者非洲建立一个有如天堂式的纯黑人的穆斯林国家。   

  伊利亚·穆罕默德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既能言善道，又会逢迎拍马，更表现得忠心耿耿，深得〝导师〞华来士·福

特的喜爱和欣赏。不出几年，伊利亚·穆罕默德就升官发财，摇身一变，变成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超级大护

法。         

  1934 年，伊利亚·穆罕默德在底特律市，鼓吹和推动他新的所谓〝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式教育〞，他说所有的〝伊

斯兰国度清真寺〞信徒的子女，大可不必接受州政府正规的公民义务教育，只要读《古兰经》即可。这个政策，

使他的所谓的教育部长与老师们，纷纷锒铛入狱，伊利亚·穆罕默德虽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也被底特律法庭

判了 6个月的监守行为。         

  这一年，〝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超级大护法华来士·福特突然神秘失踪，下落不明，活生生的从人间蒸发了，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许多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信徒，都宁愿相信他们的导师

不是在夺权的斗争中被谋杀掉，而是〝得道升仙〞了，唯独如此，才能符合〝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常理的解析。           

  这一年，可谓是伊利亚·穆罕默德鸿运当头风生水起的一年，他不但躲过了牢狱之灾，还在〝伊斯兰国度清真

寺〞内部的血腥权力斗争和暴力整肃中连场大胜，经过了与对手们的反复较量，终于摆平了众多的挑战者，变成

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新当家。        

  伊利亚·穆罕默德接手〝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后，大展宏图，首先办了一份叫做《穆罕默德的话》的报纸，来宣

传〝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种种永远正确的路线，基督教的种种虚假伪善，和他自己的丰功伟绩，接着就是广开

分店，撒网捞鱼，大发宗教横财。      

  华来士·福特突然神秘失踪后，在金钱利益的冲突下，伊利亚·穆罕默德祸起萧墙，后院起火，被自己的亲弟弟

卡拉特·穆罕默德(Khallatt Muhammad)用暴力赶出了底特律市，不得不亡命天涯，避祸于芝加哥。 

  到了芝加哥后，伊利亚·穆罕默德不但不洗心革面、闭门思过，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招摇撞骗:他告诉他的众门

徒，自己〝忽然〞开始有了可与阿拉真神直接沟通的特异功能！   

  伊利亚·穆罕默德很〝谦虚地〞不断声明，他不像他的导师华来士·福特一样是阿拉真主的化身，他只不过是借花

献佛，代替阿拉真主传传话而已。穆斯林教创立人穆罕默德是在山洞里独自与真神开始通话的，伊利亚·穆罕默德

是〝忽然〞开始和阿拉真主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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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穆罕默德在《给在美国黑人的消息》中的第 8 章里写出他是如何〝得道〞的：   

〝我问他:你是谁？他回答道：我就是全世界的人等待了两千年的那个人。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道:

我的名字叫做救世主，我就是神。我之所以到来，就是因为要将你引上一条正确而且成功的道路，使你预知未来

的事物。〞 

〝他还告诉我说，这个世界将会因为炸弹、毒气与烈火而毁灭。那时，将没有一个白人可以活下来。〞〝那个

半里长半里宽浮在天空中的可怕的毁灭景象，一点秘密都没有，因为我每星期都可以看见两次。〞 

  这是一些彻头彻尾的漫天谎言，也是一些恬不知耻的铺地捏造，伊利亚·穆罕默德装神弄鬼，阴谋诡计，欺骗天

下，愚弄世人，自我图利，未见其诚，益增其丑。  

  伊利亚·穆罕默德就是如此这般地〝变〞成了半人半神的假先知，成了人神之间的〝阿拉的使者〞，他可以经常

脸不红气不喘地代表着天地间唯一的真神发布指示，传达神意。当然，他的财富随着他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

内的自吹自擂与自我造神而与日俱增。     

  这种愚弄无知人民的骗子的鬼把戏，在某一个独特的环境下，是有其一定的市场的。在 1975 年 2 月 25 日伊利

亚·穆罕默德病死时，〝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居然在美国拥有 75 座分店之多。    

  在这段时间里，伊利亚·穆罕默德在芝加哥市正式改名，从原来的〝宝勒〞，改为更像穆斯林的〝穆罕默德〞，

全力打击和丑化在底特律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并自封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唯一正统。    

  此时的伊利亚·穆罕默德，已是一位半人半神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精神领袖，在鸡犬升天的环境里，连他

那学术水平跟他半斤八两的老婆克莱拉·埃文斯，也突然〝丰功伟绩〞起来，居然厚颜地被封为〝伊斯兰国度清真

寺〞的〝教母〞。     

  1935 年开始，由于〝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内部利益和权力分配不均，导致了多次血腥的暴力夺权斗争，伊利

亚·穆罕默德为了保护得来不易的权力和利益，也毫不手软，运用非常暴力的手段，来一一摆平了这些挑战和叛

乱。        

  在伊利亚·穆罕默德领导下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为了阻止不断而来的背叛和出走，采取了暴力手段来杀鸡

儆猴。前〝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成员班杰民·布朗(Benjamin Brown)，因为离开〝伊斯兰国度清真寺〞自建〝伊斯

兰清真寺〞而招忌，1965 年 1 月 6日，忽然飞来横祸，被黑枪暗杀在他新开张的〝伊斯兰清真寺〞的大门前。             

  1964 年，有一个叫做奥布里·巴内特(Aubrey Barnett)的人，他是前波士顿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最高领导人

路易士·法拉翰(Louis Farrakhan)的手下大将，因为无法长期忍受〝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种种诈骗行为而公开

宣布退出该组织。       

  几天以后，奥布里·巴内特被 13名来自〝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打手，堵在波士顿大街上，按翻在地，拳打脚

踢，痛打成重伤，几乎丧命。1972年，有 25位〝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成员集体宣布脱离〝伊斯兰国度清真

寺〞，没几天其中就有两位成为了暴力手段下的黑枪亡魂。         

  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保镖利昂·四艾克斯·艾默勒(Leon 4X Ameren)在波士顿，被几位彪形大汉堵到横街里，痛打

得当场昏死过去，不省人事达数星期之久，在医生的抢救下，勉强救回了老命，但因为脑部受伤过重，变成了植

物人，没多久也一命呜乎魂归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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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亚·穆罕默德对于向他的半人半神特殊身份的挑战者，向来是毫不手软、格杀勿论的，因此继承他导师的

〝活祭〞就变成了他〝传道〞的重要内容了。 

  1932 年，华来士·福特的得意门生罗伯特·卡里姆·哈里斯(Robert Kareem Harries)为了响应〝导师〞的〝真理〞,

竟然活生生地将〝导师〞所讨厌的另一个学生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杀死，当作真神阿拉的〝祭品〞。  

  当哈里斯被以谋杀罪名起诉时，他居然直言不讳地向检察官说，这不是谋杀，是替他的〝导师〞在执行〝替天

行道〞的任务。不过，当检察官找到华来士·福特对证时，他又赖得一干二净，死不承认。      

  另外一位叫做肯尼斯·莫顿(Kenneth Morton)的前〝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会员，因为曾经公开批判过〝伊斯兰国

度清真寺〞的腐败和荒谬而招来了杀身之祸。1964 年 11 月 5日，在他的家门口，他被四名来自〝伊斯兰国度清

真寺〞的暴徒围住，不由分说就痛下毒手，一顿拳脚后，摩顿的身体内部大量出血，当场不治而死。       

  1972 年，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好友，非洲裔美国人作家卡林·加麦尔(Kareem Jamal)因为公开在报纸上写文章批

评伊利亚·穆罕默德的伪善和毒辣，立即被〝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派出的杀手，用黑枪准确地射击在他的太阳穴

上，当场死亡。           

  杀人的行为有如吸毒，是会使人上瘾的，一旦杀顺了手，就无法中止。一件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特大的灭

门凶杀案，就是一件玩弄阴谋诡计的杀人杀顺了手的一个最佳美国式〝圣战〞的例证。 

  有一位叫做哈马斯·阿卜杜勒·哈利斯(Hamas Abdul Khaalis)的前〝伊斯兰国度清真寺〞高级牧师，由于实在无

法忍受伊利亚·穆罕默德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招摇撞骗，于 1958 年脱离〝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前往纽约市自立门

户，取名为〝哈纳菲(Hanafi)〞，意思是〝真正的伊斯兰〞。后来由于在纽约的宗教生意并不顺利，于是将〝哈

纳菲〞迁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展，希望能开辟出另一番天地。     

  出生在美国印第安那州(Indiana)的哈利斯，原名叫做〝欧内斯特·麦克吉(Ernest McGee)〞，是一位从小就神

经质的人，在美国陆军服兵役时，就被美国陆军以〝精神不稳定〞为理由踢了出来。1968 年，他曾经在纽约因为

意图勒索银行而被警察拘捕，后来警察发现他有精神病而没有将他起诉。       

  哈利斯本来是夜总会里的乐队鼓手，信奉罗马天主教，由于他觉得伊利亚·穆罕默德的〝道〞，才是自己多年来

要找的东西，于是放弃了罗马天主教，改为信奉〝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回教。当哈利斯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上了贼

船时，越想越气，于是他在 1973年 1月 5日写了一封揭发信，寄至每一间〝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负责人手里。    

  在揭发信中，哈利斯直截了当地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各种骗子花招一一例举出来，最后宣布说〝伊斯兰国度清

真寺〞乃〝一个背叛逊尼伊斯兰真理〞的骗子的假宗教。他还说伊利亚·穆罕默德是〝一个撒谎的骗子，他伪称可

以通灵，实则是冒充和模仿他那吸毒和嫖娼的前任。伊利亚·穆罕默德欺骗他的门徒说他过着有如出家人一般的清

苦、守纪、辛苦而且牺牲的日子，实际上他是在不断地偷盗和恣意挥霍着大家的钱财，用他的财富势利去奸淫少

女，大肆包二奶、三奶、四奶、五奶、六奶----他正在带领着大家走向地狱的灭亡。〞这就是哈利斯惹出灭门惨

祸的真正缘由。           

  伊利亚·穆罕默德得知后，勃然大怒，这触犯了他发财的大忌，对这位已经拥有一千多名〝哈纳菲〞回教追随者

的哈利斯，无法忍耐下去。1973 年 1月 12 日，伊利亚·穆罕默德从费城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派出了七名彪

悍的杀手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去执行这件震惊全球的〝圣战〞血案。    

  七名执行所谓〝圣战〞行动的凶手是罗纳德·哈维(Ronald Harvey)、约翰·卡拉克(John Clark)、詹姆斯·博比

斯·普赖斯(James Bobbies Price)、约翰·格里芬(John Griffin)、西奥多·穆迪(Theodore Moody)、威廉·克里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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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Christian)和杰罗姆·圣克莱尔(Jerome Sinclair)，其中六个杀手分开乘着两部车子，杀气腾腾地直奔

华盛顿。              

  第七名叫做托马斯·克林顿(Thomas Clinton)的杀手，于 1973年 1月 17日乘坐火车，与他们在华盛顿的教友阿

都·迦巴(Abdul–Jabber)的连栋房屋里会合，并在那里每日轮流监视着哈利斯家里的一举一动，最后在那里确定

了所有的谋杀行动的计划。       

  当这批毫无人性的暴徒在 1973年 1月 18日冲进哈利斯的住家执行〝圣战〞时，有点失望，因为哈马斯·哈利斯

本人并不在家。可是暴徒们并不会因为哈利斯本人不在家而改变计划，于是将他的一家全是女人和小孩子六口

人，尽数毒打后而屠杀之，被害人中，有一位是哈利斯的忠心门徒，因正在他家访问而不幸遇害。   

  在穆斯林〝圣战〞遮羞布的掩护下，暴徒们将哈利斯一个只有 9天大的小孙子，和一个两岁的小孩子，掐着脖

子按倒在注满了水的浴缸里，残忍地将之活生生地淹死。暴徒们为了保证哈利斯一家的必死，除了搜遍全家外，

又对每一个躺在血泊里的人补上几枪。   

  哈利斯的小女儿阿美娜·卡艾里斯(Amina Khaalis)，是在这场灭门式的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头部被暴徒

在近距离开枪六次而不死，实属近代医学史上的奇迹。根据她在事后的回忆，其中一个暴徒在朝着她的脑袋开枪

前，大声地问她:〝你的爸爸怎么敢写那种信？〞而另外一个暴徒则一边开枪一边叫嚣着说:〝看你的爸爸还敢不

敢对伊利亚乱七八糟!(Don’t mess with Elijah！)〞。   

  这七个暴徒在将哈利斯全家屠杀后，立即四散而逃。他们虽然逃出了凶杀案的现场，却逃不出美国联邦调查局

的全国性大搜捕，最后全部一一落网，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其中五名动手屠杀无辜的暴徒，全部被美国法庭

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   

  仇恨的冤冤相报是不会停止的。哈利斯明知道谁是这件凶案幕后的真正黑手，可一来没有直接的证据，二来自

己也不是财雄势大的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对手，但是一肚子的怨气和怒气，还是要找个发泄的地方，于是哈利斯决

定要不顾一切地报仇雪恨！           

  哈利斯将报仇的第一个目标，定位在动手屠杀他全家的七个凶手身上。尽管这七个凶手已经全部落网，得到了

应有的法律制裁，但这并没有使哈利斯释怀，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决

定以命相拼，定要亲自手刃仇敌，才算得上是报仇雪恨。   

  1977 年 3月 9日早上，哈利斯带着〝哈纳菲〞内部自己的 11位铁哥们，全副武装，兵分三路，同时行动。  

  早上 11:00整，属于第一路的 7名〝哈纳菲〞武装暴徒攻占了美国首都位于罗德岛大道的〝神约之子国际总部

(B’nai Birth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立即强制俘虏了 132名的犹太人人质。   

  早上 11:45分，属于第二路的三名〝哈纳菲〞武装暴徒冲进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大道的〝伊斯兰中心(Islamic 

Center)〞，强行俘虏了 11名人质。   

  下午 2:30 分，属于第三路的两名〝哈纳菲〞武装暴徒冲进了位于首都市中心的〝市政府办公大楼〞，他们直接

冲到五楼，寻找重要的人质。  

  这三个代表不同领域的建筑，是哈利斯经过精心挑选后的最佳对象，〝神约之子国际总部〞是全力支持以色列

的犹太人组织，〝伊斯兰中心〞是回教徒之地，而〝市政府办公大楼〞才是此次行动的主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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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纳菲〞在用暴力行为占据了这三栋建筑物后，总共俘虏了 132 名人质，作为手中谈判的筹码。他们向华盛

顿市政府提出了两大条件：交出那 7名谋杀哈利斯全家的凶手，和销毁掉电影《穆罕默德 神的使者

(Mohammed,Messenger of God)》。  

  前者是为了报仇，后者是为了信仰。〝哈纳菲〞郑重声明，如果美国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任何人意图

靠近或者进行反抗，他们将开始屠杀人质作为报复。   

  24 岁的 WHUR-FM的电台记者莫来斯·威廉斯(Maurice Williams)，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居然胆大包天地走出了

哈纳菲所占据的 5楼电梯，刚一露面，就被乱枪射死在现场。 

  华盛顿特警麦克·肯特尔(Mack Cantrell)想走出 5楼电梯，观察市政府大楼内的情况，结果立即被〝哈纳菲〞

暴徒射成重伤，送到医院后，心脏病爆发而死。    

  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华盛顿市议员马里安·斯皮罗夫·小巴里(Marion Shepilov Barry,Jr.)，事发时正在自己的

办公室里工作，听见外面的吵闹和枪声，出来查看，被〝哈纳菲〞暴徒朝着胸部就是一枪，结果他应声倒地，保

安人员趁着〝哈纳菲〞不觉，将他从窗户里拉了出去，赶紧送往医院急救，及时捡回一命。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马里安·巴里挨了一枪，变成了英雄，名扬天下。他借风使船，顺势而上，举手之劳，即

当选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长。1979 年 1月 2日，马里安·巴里就职，一口气干了 12年，直到他因吸毒被捕之

前，无人可比之，也无人可敌之。（待续） 

 

2011 年 2月 10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