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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两重性: 它既是犹太民族的解放运动; 也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犹太复国主

义的两重性对以巴和平产生的影响也是双重的, 利弊兼有。犹太民 族是爱好 和平的民族, 相信 它能够战胜 犹
太复国主义中的非理性成分, 使中东走向全面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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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是由于犹太人在欧洲遭受歧视

的, 但犹太人的历史表明这种办法并不是一定行

和迫害而兴起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潮和实践运动。

得通的。民族问题, 不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

它既反映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广大中下层犹太人

际政治中, 实际上都是政治经济利益问题, 各个民

在长期遭受迫害之后渴望建立一个国家, 从而摆
脱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的愿望, 又是犹太资产阶

族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犹太民族乃至世界各
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来说, 要实现其与异族的同化,

级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 在巴勒斯坦进行侵略扩

必须有两个基本前提: 一是主体民族的宽容; 二是

张的产物。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就没有以色列。犹

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民族自愿和自觉地融合于主体

太复国主义的两重性必然影响到以色列对巴勒斯
坦人的态度。鉴于学术界在这方面少有论述, 本

民族。犹太人与主体民族的融合有其先例, 如在
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但在犹太

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抛砖引玉。

人的主要寄居地欧洲, 情况则截然不同。西方国

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两重性

家一边鼓吹人权, 一边却继续对犹太人实行非人
道的迫害, 扼杀了犹太人的同化理想, 促使了他们

从 1879 年 世界犹太复国 主义组织诞生, 到

民族凝聚力和狭隘复仇心理的增长, 并使欧洲成

1917 年它首次得到大国英国的支持, 犹太复国主

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正反两方面的历

义运动自身的发展史说明它是由多种复杂的、相
互交织的历史因素促成的。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持

史事实说明, 要实现列宁提出的/ 消除犹太人与主
体民族的隔阂性, 使之与当地居民融合0之设想,

续不断的反犹、排犹活动, 它使犹太人依赖上帝拯

关键在于各国的主体民族, 而不是犹太人。

救和寄托于资产阶级解放的希望统统破灭。
列宁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抱着严厉批判

在西方的同化道路被堵塞后, 俄国犹太人把
自己解 放的希望转寄 于无产阶级革 命。在革命

的态度, 他认为: / 犹太人问题是这样明摆着的: 是

中, 俄国犹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苏维埃政权

同化还是保持隔阂性?0他的结论是: 消除与异族

建立后, 30% 的苏共中央委员是犹太人, 其中包括

的隔阂性, 与当地居民融合是犹太人问题的/ 唯一
可行的解决办法0 [1]( P69) 。这种思想无疑是正确

著名的苏共 领导人布哈林、托洛茨 基、加米涅夫
等。列宁逝世后, 俄国犹太人的 处境明显 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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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语被禁止, 犹太教徒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拥
护者受到惩罚, 大批犹太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斯大

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两个民族的冲突由此拉开序幕。起初, 政治犹太

林的肃反中死于非命。这些事实必然使犹太人得

复国主义运动只是欧洲犹太人中的一种思潮, 而

出如下结论: 在苏联这样的无产阶级国家中, 犹太
人仍改变不了被歧视、
被压迫的地位, 同样不可能

多数犹太人对此兴趣不大。犹太人不支持犹太复
国主义有诸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他们意识到犹太

被宽容、
被同化。对神的崇拜, 对各个阶级和各种

人在巴勒斯坦复国可能伤害当地人民的利益, 于

制度的期望接连消失, 自我解放的信念日趋坚定。

道义不合。他们建议去寻找一块/ 没有人民的土

所以,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及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
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地0, 用来建立犹太家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赫
茨尔( Herzl) 曾提出 避开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计

要认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性质, 必须明确

划, 但遭到运动内部的反对 [3]( P38) 。犹太民族要

犹太民族与一般民族的不同特点: 首先, 按照一般
的社会发展规律, 一个民族是从部落经过发展最

求结束受迫害、
受歧视的历史, 实现民族的解放与
复兴, 是犹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犹太人的不幸

后形成民族和国家的。然而公元初以后的犹太人

遭遇令人同情, 然而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和认同犹

的历史则不同, 他们从一个古老的、
统一的强盛民

太复国主义的纲领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毕竟,

族被用暴力分割为星罗棋布的犹太群体。要实现
复国理想必须要有一个重新聚合的空间。其次,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造成巴勒斯坦长期动荡的
直接原因。

一般的民族解放运动, 都是各民族在自己世袭的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反对

国土上、
围绕着对内反对专制统治、
对外反对殖民
压迫这两大任务而进行的。犹太人既没有自己的

欧洲国家对他们的歧视与迫害, 要求民族独立和
复兴的一面, 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殊性在于,

国土, 也不是为实现上述两个目的而形成的犹太

它必须依靠大国的认可和支持才有可能完成复国

复国主义运动。但他们所经历的民族灾难却比其

大业, 这必然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打上帝国主义

他民族更为深重。列宁认为: / 一切民族压迫都势
必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抗, 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

和强权政治的烙印。另外, 民族解放运动是殖民
地人民 在自己 的土地 上反 对殖民 主义的 斗争。

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
0[ 2] (P154) 其三, 由于特殊的

/ 没有土地的0犹太人要到巴勒斯坦去实现民族的

历史遭遇, 犹太人有着特别强烈的宗教感情和民

解放和复兴, 势必要侵害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巴勒

族意识,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广大中下层
犹太群众, 他们要求迁居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国,

斯坦人的利益。这些都是犹太复国主义中蕴含的
不合理因素。

既是出于对古老家园和圣地的怀念和向往, 更是

二、对以巴和平有利的方面

为了摆脱种族和宗教压迫, 寻求一个安居乐业之
地, 而不是要征服和压迫另一个民族。这与犹太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广大中下层犹太

资产阶级的目的有本质区别。犹太民族的这些特

群众, 他们要求迁居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国, 既是

征, 决定了犹太民族自我解放运动的特殊性。换

出于对古老家园和圣地的怀念和向往, 更是为了

而言之, 应该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
上带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 犹太复国主义与殖

摆脱种族和宗教压迫, 寻求一个安居乐业之地, 而
不是要征服和压迫另一个民族。所以, 犹太复国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质的区别。犹太复国主义

主义的正义性和犹太民族的理性是促进以巴和平

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和发展的必然
性, 但其中也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由于犹

的积极因素。
1. 犹太民族本身的苦难遭遇, 使犹太人对和

太复国主义主要依靠大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所

平的渴望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强烈。

以难免受大国强权政治思想的影响。

犹太复国主义是在犹太民族在世界上遭受歧

19 世纪末,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兴起, 犹太人
涌向巴勒斯坦, 并声称他们对巴勒斯坦拥有/ 历史

视、
屡遭迫害的条件下产生的。历经近两千年颠
沛流离的犹太人, 饱受了没有祖国的苦难, 所以渴

的0和/ 自然的0权利。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

望结束流亡生涯, 过上和平、
安定的生活。安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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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历经苦难之后的犹太人的普遍向往。最初,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寻找犹太民族解放的出路大

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引导下, 犹太人都接受了。这
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和形势的压力所致; 另一

都怀着善良的意愿。英国在 1917 年发表的支持

方面, 也是犹太人希望尽量减少损害巴勒斯坦人

犹太复国主义的5贝尔福宣言6中明确指出: / 不能
损 害 这 个地 方 现 有 的 非 犹 太 居 民 的 权

权益的理性选择。1948 年 5 月 14 日, 以色列临
时政府总理本- 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以色列国

利0 [ 4]

。这一条 得到 犹太 复国 主 义者 的赞

成立的5独立宣言6中明确指出: / 我们向所有的邻

成。第二次和第三次阿里亚时代的先驱者对于自

国及其人民伸出和平与睦邻之手, 我们敦请他们

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怀
着诚挚的信念 [5]( P50) 。本- 古里安( Ben2Gurion)

与已经恢复国家主权的犹太人合作。以色列国准
备为整个中东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在 1918 年这样写道: / 在可以称之为以色列的范

量。
0[ 4] (P326,

围内有 100 万稍多一点的居民, 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都不准侵犯这些居民的权利。把现在的居民驱

可以说以色列捧着土地/ 等待阿拉伯国家来与以
色列谈判0 [7]( P92~ 93) , 但结果是 没有阿拉 伯国家

逐出境是既不需要, 也是不能想象的。这不是犹

来谈 判, 因为阿拉伯国家的 目标是消灭以色列。

太复国主义的使命0。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目的

1973 年战 争之 后, 埃 及总统 萨达特 访问 耶路撒

/ 是在目前当地居民尚未安居、
也无法安居的地方
定居。
0/ 犹太人民提出的要求是根据这样的事实:

冷, 几十万以色列人涌上街头, 欢迎一位阿拉伯国
家的领导人。就连以色列右翼领导人沙米尔也多

这里有未开发的经济资源和未耕种的土地, 这都

次强调, 与阿拉伯国家进行/ 直接谈判是争取和平

需要一个进步和有文化的人民的生产力。犹太人
民的要求实际上不过 是一个民族要 求工作的权

唯一可行的选择0
, 因为人民渴望和平, 需
要和平。犹太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必将成为推动和

利。
0/ 然而, 我们必须记住, 已经在这个地方居住

平进程的强大动力。虽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

的人民也拥有这些权利 ) ) ) 这种权利决不允许侵

加沙地带建造犹太人定居点, 给和平谈判制造障

犯。
0他一再强调要/ 小心翼翼地尊重这个地方的
非犹太居民的 权益0 [ 6] (P243~ 244) 。当犹太 人与阿

碍, 但始终没有吞并/ 占领区0, 把它纳入自己的版
图。显然以色列还是准备就这些地区与阿拉伯国

拉伯人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后, 许多以色列犹

家进行谈判的。

(P359)

太人为犹太人的移入迫使阿拉伯人出走而伤感。

Appendix 2)

建国后到 1973 年战争之前,

[8]( P590)

而且一些理性的犹太人已经认识到以色列建

许多敏感和富有同情心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有犯罪
心理, 尤其是在犹太知识分子当中。以色列史学

国与巴勒斯坦悲剧之间的联系。犹太史学家沃尔
特#拉克( Walt er Laqueur) 在他的书中写道: / 犹太

家阿摩斯#阿隆(Amos Allon) 在他所著的5以色列

复国主义无疑是犯了许多罪过 ) ) ) 失职和过失0。

人: 缔造者和后代6一书中指出, 犹太人重返家园
而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难, 这件事勾起的犯罪

/ 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 世界版图上
已经不再有无人居住的空地,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

心情、内疚感是以色列作家作品中的一个主要题

的历史悲剧。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定居, 迟早

材。没有一个有感情的人能够看着巴勒斯坦人的

都会和当地人发生冲突0 [9]( P727) 。已故的拉宾总

痛苦而无动于衷。然而实际情况是, 到巴勒斯坦
来的犹太人没有别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 他们

理也勇敢地承认, 我们回到的不是一块没有人民
的土地。以色列犹太人迟早会从右翼宣传的迷惑

是为世界上的排犹形势所迫, 他们不回来就要被

中清醒过来, 走向理性。当然这需要时间, 也需要

灭绝。所以, 对许多 犹太人来说, 求生存 的愿望
/ 远比使阿拉伯人遭受难堪和屈辱而产生的敏感

理性领导人的引导。
3. 犹太复 国主义的最终 目的是解放 犹太民

更为重要0 [6]( P256) 。

族, 而不是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

2. 从历史上看,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犹太民族,

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立国目标的几次调整,

而不是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 这有利于以巴和平。
从心理的角度上讲,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初衷是要

都是犹太人建国的土地一次比一次小。但在犹太

把犹太人从古老的弱者、
无助的受害者的心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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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出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的在于证明犹太
人并非命中注定作客体, 他们可以成为主体 ) ) )

性0; 认为反犹主义永远不会消失, 它不是个别的
历史现象。该理论主张, 为了摆脱非犹太人的迫

这个现实和命运永远由外界力量决定的民族, 可

害, 必须改变犹太人的无权地位, 必须建立/ 犹太

以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民族, 有能力谱写他们自
己的政治历史。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方设法完成这

国家0
。
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与

种使命: 创造犹太人公民权, 建立犹太人政府、
犹

宗教复国主义不同的世俗政治理论, 其基本出发

太人军队、犹太人内阁、犹太人总统, 并复活希伯

点是要谋求民族平等。但其中明显地包含有种族

来文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悲剧和苦果是, 虽然
从大屠杀的废墟中创建了这些机构和制度, 却没

优越意识, 认为/ 优秀的0犹太人民/ 不应该也不可
能与非犹太人融合0。同样明显的是, 犹太复国主

有能根除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的集体形象。以色列

义理论中包含有宗教成分。赫茨尔多次宣称巴勒

建国四十多年后, 他们虽然可以说自己的语言, 昂
首阔步在以色列土地上, 但许多犹太人仍然觉得

斯坦及 其周 围地区 是上帝 给犹 太人 的/ 应 许之
地0, 犹太教之所以被解释为/ 一种文明0, 无非是

好像是环境的受害者、
忍辱偷生, 和历史上犹太居

要把一些外来的、被犹太中上层所追求的东西也

民区的居民一样, 因为他们生活在充满敌意的环

囊括进去。最主要的是变传统的回避从政为积极

境之中, 处于阿拉伯世界汪洋大海的包围中。从
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还没有真正冲出过去的牢笼。

从政, 并把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
族主义打上犹太烙印。所以, 犹太复国主义实际

以色列哲学家戴维#哈特曼( David H art mann) 说,

上是由犹太人的种族和宗教优越观、资产阶级民

我们在欢度独立节时, / 年年感到是在火山边缘上
庆祝, 天天是在墓碑上跳舞0, 好像我们/ 命中注定

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观这两大主体所构成的。
犹太复国主义中的种族思想认为, 犹太人是

要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 永远挣扎着活下

优秀种族, 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

[10] (P273, 275)

[11] (P89)

。犹太 复国主义 者应该从 一百年

/ 上帝许诺的结果0, 这些观念一直是犹太复国主

来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得出教训: 那就是只要你
的邻居是你的敌人, 你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犹

义者宣传的重点, 赫茨尔则直接把种族主义贯穿
于他的建国构想中。5犹太国6 一书中写道: 未来

太人永远不会有回到家的感觉, 除非犹太人的邻

的犹太社会将是一个由富人和专家治理的社会,

居阿拉伯人也同样有像在家一样的感觉。然而要

穷人和平民百姓只能从事诸如清理沼泽地、
铺设

做到这 一点, 就需 要阿、以 双方 消 除夙 怨, 和解
谈判。

铁路和开垦荒地等体力劳动。而土著阿拉伯居民
在流落到邻国去之前要强迫他们在瘟疫和毒蛇出

去0

三、对以巴和平不利的方面

没的地区服劳役[3]( P36) 。今天的以色列政体深受

犹太复国 主义运动虽然有 其必然性 与合理

赫茨尔的阶级和种族压迫思想的影响。从犹太人
的宗教信仰及民族意识中可以看出, 它们都带有

性, 但它毕竟是犹太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一场政治

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正因为这一点, 联合国大

运动, 即使在广大犹太平民中也存有狭隘的民族

会于 1975 年 11 月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

主义。其中的非理性成分成为制约以巴和平的重
要因素。

族主义的决议
。从5圣经6 中提到的/ 大以
色列国0到建国后一段时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推

1. 犹太复国主义中的种族思想和宗教优越观

行的扩张政策, 使犹太人由过去的难民变为今天

对实现以巴和平不利。
赫茨尔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认为犹太教

的难民制造者, 同上述因素有密切关系。这对以
巴和平将产生负面影响。在以巴和谈中, 以色列

是一种文明, 宗教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认为犹太

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种族优越感再加上以

人是个包括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信仰、
不同

色列实力上的优势, 使右翼利库德集团的主张在

国籍和不同居住地的庞杂组成部分, 是个/ 离群索
居的0、
/ 优秀的0人民; 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也不可

以色列有 一 定 市 场。 这 种 思 想 不利 于 公 正 的
谈判。

能与非犹太人融合, 因为那意味着 丧失/ 犹太属

2. 犹太复国主义中的强权政治烙印对实现以

[ 1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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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和平不利。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 在国际事务中不存在

的新生
。巴 勒斯 坦 问 题 专家 亨 利 # 卡 坦
(H enry Cat tan) 在他的著作中 一针见血地 指出:

绝对的公平和正义, 强权政治和实力政策始终起

/ 阿以冲突的根源, 特别是难民问题的根源, 就在

着重要作用。在中东地区, 历史上大国的争夺、
帝
国主义列强的角逐不仅使中东各族人民饱受兵燹

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要 建立犹太国家 这样一种概
念0, / 即建立一个不掺杂非犹太人的犹太国, 乃是

之祸, 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备受践踏, 而且它们的

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自己家园的原因, 也是以

强权行为对中东的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强

色列拒绝让这些巴勒 斯坦人返回家 园的真正原

权即真理。它们在中东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
界。强权思想和理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

因。
0
然而巴勒斯坦难民是有权返回他们
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不但是他们

人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

自然的、
合法的和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也是符合

始终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大国强权政治紧密
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讲,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

联合国决议的。
所以, 在以巴和平进程中, 难民返回家园是和

就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 所以犹太复国主义领

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国目标相矛盾的。一方面, 让

导人难免受其影响。在中东和平进程中, 强权政

难民返回家园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将会增加以色

治是长期存在和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当执
行强权政策的右翼势力利库德集团上台后, 中东

列境内的非犹太人数量, 对以色列建立犹太国的
理想将会造成灾难; 另一方面, 如果拒绝让难民返

和平进程就会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

回家园, 犹太国的目标可以实现, 但这样的非理性

利库德集团一段时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推行
强权政治, 主张建立大以色列, 要用武力解决巴勒

行为, 不仅会遭国际社会的谴责, 而且必将威胁到
以巴和平进程。这就使以色列处于两难的境地。

斯坦问题。强权政治的毒菌并没有随着中东和平

以色列巴拉克政府提出难民问题不能让以色列一

进程的开始而销声匿迹, 一旦中东和平进程出现

家来解决, 要由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共同来分担。

波折, 这个毒菌就会滋生繁衍。当拉宾政府的民
族和解政策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期望中的安全与

显然, 以色列认为接纳少量的巴勒斯坦难民是可
以的, 只要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占少数, 基本上仍可

和平之后, 右翼势力再次抬头。先是拉宾总理被

称为犹太国。如果境外的三百多万巴勒斯坦难民

刺, 接着是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内塔尼亚胡和

全部由以色列接纳, 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

沙龙政府的强硬政策, 使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看来, 强权政治在以色列仍有一

的理想将会化为泡影, 这是以色列在以巴和平进
程中面临的困境。是调整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国目

定市场, 强权 政治与 和平势 力的较 量还将 继续

标, 接纳巴勒斯坦难民, 还是坚持立国目标, 拒绝

下去。
3. 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国目标中也有对中东和

巴勒斯坦难民回归, 以色列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
出抉择。从历史上看, 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国目标

平进程不利的因素。

是可以调整的。但每次调整的过程对犹太人来说

如上所述,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 犹太复国主义

[ 14]( P132)

都要经历一场思想上的斗争。在走向和平的道路

者对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心目中有三个基本目标。
其中 之 一是 要把 以 色列 建 成一 个 犹太 人 的国

上, 这样的思想斗争会更加艰难和痛苦。
此外, 影响以巴和平的因素还有犹太复国主

家[13] (P29)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 犹太人之所以

义中的/ 大以色列0 思想。关于这一点, 我已经在

在世界上受人歧视、屡遭迫害, 历经近两千年的颠
沛流离, 就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 要结束

其他论文中作过论述
。
以上论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两重性对以巴和

犹太人的苦难, 结束两千年的流亡生涯, 只有建立

平的利弊。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合理性, 并不等于

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

否认它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的侵略性。虽然犹太复

人赫茨尔的基本观点。他认为, 犹太人问题不是
一个社会问题, 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 而是一个民

国主义具有两重性, 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进步, 随着以色列国

族问题, 并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看作犹太人

家的稳定和犹太人生存问题的解决以及犹太人民

[15] (P90~ 99)

赵克仁

151

犹太复国 主义两重性对以巴和平的利弊分析

觉悟的不断提高, 我们有理由相信, 爱好和平的犹
太民族一定会逐渐摒弃犹太复国主义中的非理性

的。这就决定了中东和平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只
有完成这一转变过程, 犹太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与

成分, 走向成熟。理性战胜非理性是历史的发展

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共处。

规律, 但这一过程对犹太人来说将是艰难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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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ity of Zionism and Israeli2Palestinian peace
ZHAO Ke2ren
( School of H ist or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 ebei 050091, China)

Abstr act: T he duality of Zionism may just value it as t he nat 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on t he one
hand, and as narrow nat ional element . The dualit y analysis reveals t hat Zionism is bot h favorable and
derogat ive to t he Israeli2Palestinian peace. The Jewish is a peace2loving nation, so it is believed that t he ir2
rational factors in t he Zionism will be overcome so that a peace approach can be eventually complet ed in t 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Zionism; duality; Israeli2Palest inian 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