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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建

[编者按] 　 为促进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之深入学术交流ꎬ 在中日学者的

提议下ꎬ 设立了国际关系史工作坊ꎮ 工作坊第 １ 期、 第 ２ 期活动由中国首都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ꎬ 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中国首都北

京召开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第 ３ 期工作坊由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承办、 立命馆大

学协办ꎬ 共有来自日本、 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约 ２０ 家单位的 ３０ 余名学者

参加ꎮ 第 ３ 期工作坊讨论的主题为 “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建”ꎬ 本专题收录

了特邀专家石井明教授的专题报告ꎬ 及参会学者论文 ４ 篇ꎮ

１



中俄关系
———从 “同盟” 崩溃到谋求新型国际关系模式

[日] 石井明∗撰ꎬ 殷志强、 崔金柱∗∗译

前　 言

何谓 “同盟”? 国际法学会所编 «国际关系法辞典» 第二版 (三省堂ꎬ
２００５ 年) 曾做出如此定义: “同盟是国家之间安全保障合作的约定ꎬ 或者说

是为达此目的之制度” (土山实男执笔)ꎮ 其他的词典中大体也做出了诸如

此类的定义ꎮ
“同盟” 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永远都是蜜月ꎮ 土山在阐释 “同盟” 之

后关于 “同盟的困境” 做了如下表述ꎮ
“不管何种同盟ꎬ 因为同盟对象国会试图利用本国的危机ꎬ 担心会卷进

对象国的危机ꎮ 另一方面ꎬ 如果一旦考虑到尽量不要卷入同盟对象国的纷

争之中ꎬ 亦会有遭到对方抛弃的担忧ꎮ 这就是所谓的 ‘同盟的困境’ꎮ 此

外ꎬ 同盟因为会设想到敌对势力ꎬ 一旦同盟得到强化ꎬ 也容易招致与敌对

势力之间关系的恶化ꎮ 而且ꎬ 从保证安全的角度而言ꎬ 也存在要自立还是

依存 (同盟) 的困境”ꎮ
“同盟” 必须要有敌人ꎮ 以 “敌人” 的存在为前提ꎬ 将结成 “同盟”

２

∗

∗∗

[日] 石井明ꎬ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ꎮ

殷志强、 崔金柱ꎬ 均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ꎮ



正当化ꎮ 冷战终结之后ꎬ 有些国家依然试图找出新的 “敌人”ꎬ 将 “同盟”
再定义、 继续和深化 “同盟”ꎮ

也有国家试图探索新的道路ꎬ 这就是中国ꎮ １９５０ 年ꎬ 中国和苏联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ꎮ 但是ꎬ 中苏同盟逐步崩溃ꎬ 苏联亦最终解体ꎮ
之后ꎬ 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构筑新型国家关系ꎮ 双方基于同盟崩溃的惨痛经

验ꎬ 构筑所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这样的新型关系ꎮ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是一种没有假想敌的

关系ꎮ 在中文中称之为伙伴关系ꎮ
实际上ꎬ １９６１ 年中国和朝鲜之间缔结了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ꎬ 其

中第 ２ 条明确规定ꎬ 一旦有事ꎬ 双方应该进行军事介入ꎮ 虽然这个中朝条约

如果没有双方的同意就无法修改ꎬ 但是关于军事介入的条项事实上可以说

已经有名无实ꎮ
本报告以中苏、 中俄关系为中心ꎬ 研究中国与包括苏联、 俄罗斯在内

的周边国家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关系ꎮ 报告者至今围绕中苏关系正

常化以来中苏、 中俄关系的发展发表了几篇论文ꎮ 其中主要的部分都添加

在参考文献一栏之中ꎮ 首先要声明的是ꎬ 本报告的内容大体都是基于这些

论稿ꎮ

一、 现阶段的中俄关系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时在提出的中俄

联合声明中ꎬ 指出中俄之间构筑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同时谈到要将

建设与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ꎮ 实际上将中俄间的国家关

系作为冷战终结后的 “新型国家关系” 之模式看待的观点ꎬ 如后文所述ꎬ
已经在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的 «关于世界的多极化与国际新秩序建立的中俄共同声

明» 中出现了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ꎬ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大会之际ꎬ 习近平与 ２３ 位外国元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ꎬ 习近平的两

侧站立着俄罗斯总统普京、 韩国总统朴槿惠ꎮ
同日习近平在与普京的会谈中ꎬ 指出全面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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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扩大务实合作这一中国方针没有变化ꎻ 同时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构

筑中俄之间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ꎮ
虽然使用了所谓 “新型国家关系” 和 “新型国际关系” 这样的词汇ꎬ

但是 “新型国家关系” 主要是针对已构成伙伴关系的中俄国关系而言 (正
如后文所述ꎬ 关于和上海合作组织加盟国之间使用诸如 “新型国家间关系”
这样的词汇)ꎬ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大体是指国际社会从

今往后应该构筑的国际关系ꎮ 因此ꎬ 可以认为 “新型国家关系” 与 “新型

国家间关系” 是 “新型国际关系” 的模式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进行的第 ７０ 次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ꎬ 并发表题为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 的重要讲话ꎮ 他提倡必须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ꎬ 走

出一条 “对话而不对抗ꎬ 结伴而不结盟” 的国与国交往新路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习近平将大国之间的交往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交往分

开论述ꎮ 他阐述道: 大国之间相处ꎬ 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

共赢ꎬ 即 “新型大国关系”ꎮ 而大国与小国相处ꎬ 要平等相待ꎬ 践行正确义

利观ꎬ 义利相兼ꎬ 义重于利ꎮ
问题是ꎬ 大国和小国之间ꎬ 道义的正确性应该由谁来评价?

二、 周边外交的强化

看一看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天安门城楼上列席的外国领导人名单ꎬ 就可以

发现它如实反映了中国重视周边外交的成果ꎮ
随着与韩国关系的改善ꎬ 朝鲜战争中在韩国领土内战死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遗骨也得以发掘ꎮ 双方于 ２０１４ 年达成在清明节 (４ 月) 之前韩国将

志愿军遗骨归还给中国的意向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于仁川国际机场正式交还

给中国ꎮ 对于有争议的东海苏岩礁 (韩国称作 “离於岛” ) 的处理ꎬ 也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习近平访韩之际发表联合声明ꎬ 写进了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文

句ꎬ 并同意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开始进行交涉ꎮ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指出ꎬ 回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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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如何处理周边外交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使用 “周边” 一词ꎮ① １９９２
年ꎬ 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将 “周边国家” 概念从 “第三世界” 概念中划分

出来ꎮ 周边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ꎮ
接下来十年之后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ꎬ 中国

外交新布局是 “周边国家” “发展中国家” “大国” “多边”ꎮ 周边外交已经

超越大国外交ꎬ 大国外交排序相对后移至第三位ꎮ
石源华教授指出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共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ꎬ 进一步

突出周边外交ꎬ 强调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ꎬ 并提出 ３０ 年来中国

外交曾以对美外交为 “重中之重”ꎬ 但是现在 “周边外交” 已经成为 “重
中之重”ꎮ

三、 国际法是日本创造的译语

在谈到中苏、 中俄关系之前ꎬ 台湾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张启

雄研究员已经就近代东亚传统国际秩序做了报告ꎬ 笔者在此也想简单谈

一下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举行

了会谈ꎮ 同日稍早时分ꎬ 他在新加坡大学就如何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做了

演讲ꎮ 他指出ꎬ 亚洲各国人民要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ꎬ 凝聚对亚

洲价值的集体认同ꎮ 具体而言ꎬ 就是提倡要把 “和” “合” 的传统理念付诸

彼此相处之道ꎬ 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ꎮ
虽然在此强调了两个 “ ｈｅ” (和与合的发音都是 ｈｅ 的二声)ꎬ 但是

“和” 是指国家间的和平ꎬ 不能发动战争ꎬ 而 “合” 是指合作ꎬ 也即是不

对抗ꎮ
习近平的演说及著作中经常引经据典ꎬ 其中一个关于国家关系的观点

非常具有特点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在对德国的某财团的演讲②中ꎬ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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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了老子的话 “大邦者下流”ꎬ 并解说道 “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ꎬ
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ꎮ” 这句话出自老子的 «道德经»ꎬ 描述大国和小

国关系ꎬ 其大意是大国和小国能否共存的关键在于大国一方ꎬ 大国必须谦

虚大度ꎬ 同时也自勉自戒ꎬ 千万不能损坏小国的利益ꎬ 如此方能获得小国

的信赖ꎮ
张启雄先生曾谈道: “关于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ꎬ 两国间不仅没有形成

共识ꎬ 反而是同床异梦”ꎮ 对此ꎬ 笔者表示完全同意ꎬ 并在 ２０１４ 年出版的

«中国国境———漫步于热战之遗迹» 一书中也引用了ꎮ
«中日修好条约» 缔结ꎬ 是在 １８７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日本和清政府签订的ꎮ

该条约最重要的第一条如下所述:
“嗣后大清国、 大日本国倍敦和谊ꎬ 与天壤无穷ꎮ 即两国所属邦土ꎬ 亦

各以礼相待ꎬ 不可稍有侵越ꎬ 俾获永久安全ꎮ”
问题是对于 “两国所属邦土ꎬ 不可稍有侵越” 这样的规定到底如何解

读? 对于第一条ꎬ 日本的全权代表伊达宗城在签好字的条约书中添附了如

下便签送到了外务省:
“两国所属邦土仅仅是从和谊无穷之字衍生出的意义ꎬ 邦土之二字并非

特指藩属地之名”ꎮ
伊达全权代表的批注可以解释为邦土并非指特定的领域ꎬ 这一规定也

并不能制约日本的对外行动ꎮ
那么ꎬ 当时中国的全权代表李鸿章采取了何种立场呢? 张启雄先生指

出: “李鸿章根据该条约在考虑试图保护朝鲜、 琉球、 台湾等属藩属土ꎬ 重

建中华世界的宗藩秩序体制”ꎮ①

张启雄先生指出ꎬ 同当时李鸿章考虑试图同日本联合对抗欧美侵略相

对应ꎬ 日本走上了 “脱亚入欧” 的道路ꎬ 侵略台湾、 琉球、 朝鲜等中国的

“属土属邦”ꎬ 并企图获取对于 “中华属邦” 之特权ꎮ 笔者曾经对于这段时

期ꎬ 日本在与清朝关系紧张的过程中紧急学习国际法一问题做过调查ꎮ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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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抗清朝的秩序原理ꎬ 日本当时努力地学习国际法ꎮ
幕末到明治时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法律家叫做箕作麟祥① ( １８４６—

１８９７)ꎮ 他曾留学法国ꎬ 翻译了法国民法典等ꎬ 将欧洲的法律介绍到日本ꎬ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ꎮ 他将 ｄｒｏｉｔｓ ｃｉｖｉｌｓ 翻译成民权ꎬ 并留下了招致在天皇制下

“决不能让主权在民” 的非难ꎮ “动产” “不动产” “义务相抵” 等法律用语

(译语) 都是箕作想出来的ꎮ
当时中国清政府也在推进欧洲法律的翻译ꎬ 将 ｒｉｇｈ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等翻译

成 “权利” 和 “义务”ꎬ 日本也沿用了这样的译法ꎮ
１８７３ 年ꎬ 箕作到明治政府的翻译局工作ꎮ 这一年ꎬ 箕作将西奥多德

怀特伍尔西 (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Ｄｗｉｇｈｔ Ｗｏｏｌｓｅｙꎬ １８０１ － １８８９) 的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以 «国际法: 一名万国公法» 为题加以翻译ꎮ
这是国际法第一次被作为译语使用ꎮ “一名万国公法” 又称为 “万国公法”ꎬ
采用新的国际法这样的译法ꎬ 其前后经纬难以考证ꎮ 根据 “说文解字”ꎬ
“際” 的右侧是 “祭”ꎬ 表音ꎬ 意思主要在左侧ꎬ 表示壁与壁之间的接缝ꎮ
“際” 表示物与物之间碰撞的情景ꎬ “国际法” 这样的译法类似于直译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是文明诸国之间ꎬ 实质上是规范基督教国家的法律ꎬ 但不

能说是包含非基督教国家即野蛮国家的世界共通之法ꎮ 因此笔者推断ꎬ 是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译者当时考虑到翻译成万国公法不太合适ꎮ
翌年ꎬ １８７４ 年ꎬ 日本出兵台湾ꎮ 同年 ４ 月ꎬ 设置台湾番地事务局ꎬ 大

隈重信参议被任命为该局长官ꎮ 考虑到一旦和清政府的交涉决裂就不得不

宣战的明治政府立刻向翻译局下达了翻译肯特 ( Ｊ Ｋｅｎｔ) 的 «肯特的国际

法评论» (Ｋ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ꎮ 国会图书馆藏的大槻文

彦 «箕作麟祥君传» 中有这样的记述: “让懂英文者必须在 ２０ 日内分任务

夜以继日地完成翻译局中很多大部头原著的翻译ꎬ 麟祥君亦从事此事ꎬ 翻

译完成之后交给大隈参议”②ꎮ 肯特的书于 １８７６ 年以 «坚氏万国公法» 为书

名出版了ꎮ 因此ꎬ 有一段时间在日本应该是将万国公法与国际法相并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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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作使用国际法这样的译法 １１ 年后ꎬ １８８４ 年东京大学在进行学科改革

之时ꎬ 将国际法作为学科名称加以采用ꎮ 之后ꎬ 在日本ꎬ 国际法被固定下

来ꎬ 在中国有一些留学生引进了国际法的概念ꎬ 万国公法慢慢不太使用了ꎮ

四、 中苏同盟体制的成立

话题再回到中苏、 中俄关系上来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 中苏在莫斯科缔结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ꎮ

其中第一条规定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

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ꎬ 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ꎮ”
２ 月 １６ 日ꎬ «真理报» 发表了社论ꎬ 称赞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ꎮ «真
理报» 指出ꎬ 列宁和斯大林伟大不朽的思想指引着勤劳的中国人民为切断

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奴役的枷锁而努力奋斗ꎮ 更为重要的是伟大斯大林的指

导之下苏联在歼灭德意志法西斯主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ꎬ 这让中国人民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ꎮ 实际上强调了斯大林外交

政策的伟大性ꎮ 这足以看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心态ꎮ
就这样ꎬ 在建国之初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ꎬ 也

确保了本国的安全保障ꎮ 但是同苏联的同盟关系也孕育了紧张ꎮ 关于这一

时期的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日本也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在

防卫大学校举办的亚洲政经学会东日本大会中ꎬ 召开了 «中苏关系史的再

检讨———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的分会ꎮ 在该分会中发表了数篇报告ꎬ 有麻田雅文

«围绕中国长春铁路返还的中苏关系———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郑成 «１９５０ 年代初

期中苏间的文化交流———以上海的中苏友好月活动为中心»、 松村史纪 «不
成熟的中苏分业体制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 ———以世界劳联亚洲联络局为线索»
以及我本人的评论 «切入战后初期中苏关系的实相———听了三篇报告»ꎬ 这

些文章收集在 «亚洲研究» 第 ６１ 卷第 １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ꎮ
虽然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的有效期限是 ３０ 年ꎬ 但是实际上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就变得有名无实ꎬ 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了两国国家关系的

对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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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１９８２ 年: 迈向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转机

中苏经过长期的磨合ꎬ 出现迈向关系正常化的转机是在 １９８２ 年ꎮ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苏共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

(Ｌｅｏｎｉｄ Ｉｌｉｃｈ Ｂｒｅｚｈｎｅｖ) 在中亚的塔什干发表了演讲ꎬ 呼吁改善同中国的关

系ꎮ 尽管苏联对中国的批判不断ꎬ 但是承认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ꎬ 承认

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ꎬ 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尊重相互利益、 互不干涉内政ꎬ
基于互利互惠原则ꎬ 不损害第三国利益ꎬ 同意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改善

措施ꎮ
而此时的中国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

集体的核心ꎮ 根据 «邓小平年谱»ꎬ ２４ 日到 ２５ 日ꎬ 邓小平对外交部发出要

对勃列日涅夫演讲做出回应的指示ꎮ① 当时ꎬ 中国外交部还没有记者会见制

度ꎮ ２６ 日ꎬ 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作为第一代发言人在英文翻译李肇星 (后来

的外交部长) 的陪同下出现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ꎬ 对着接到通知前来的七

八十名记者ꎬ 谈到已经注意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

干的演讲ꎮ
依照 «邓小平年谱»ꎬ ７—８ 月ꎬ 邓小平和党内元老李先念、 陈云召集外

交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ꎮ 当时ꎬ 邓小平提出: “我们要采

取一个大的行动ꎬ 向苏联传递信息ꎬ 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ꎬ 但必

须要有原则ꎬ 条件是苏联必须主动解除 ‘三大障碍’ ”ꎬ 消除对中国安全的

威胁ꎮ② 其中 “三大障碍” 是指苏联在中苏、 中蒙边境地区大量驻军ꎬ 支持

越南侵占柬埔寨ꎬ 武装入侵阿富汗ꎮ 在这样的内部会议中ꎬ 决定对苏联提

出清除三大障碍的要求ꎬ 意味着中国高层开始将解决 “历史问题” ———边

界问题的优先顺序下调ꎮ 中苏间的边界谈判因为过去中国方面对于苏联要

求其承认在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ꎬ 对此ꎬ 苏联方面一直否定争议的存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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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难以进行下去ꎮ
中国高层将短期内难以解决的 “历史问题” 从谈判议题中拿掉ꎬ 下定

决心以可能对中国的安全保障产生威胁等中国方面已经意识到的问题ꎬ 即

“现实问题” 为中心进行谈判ꎬ 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其中可能起着决定性

作用ꎮ
８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出发前往莫斯科ꎮ 于洪亮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 (Ｌｅｏｎｉｄ Ｆ Ｉｌｌｉｃｈｅｖ) 传达了为了改善中苏关系

必须去除三大障碍的要求ꎮ 当月 ２０ 日ꎬ 从苏联传来了 “希望讨论苏中两国

之间关系问题” 的回复ꎮ 虽然 “希望讨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意味着不

想讨论第三国的关系问题ꎬ 但中国对于传达过来的信号反应非常积极ꎬ 下

决心要推进中苏谈判ꎮ
９ 月 １ 日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ꎬ 胡耀邦谈及中苏关

系ꎬ 对于威胁亚洲和平及中国安全的苏联霸权主义政策ꎬ 提出了下面三点:
(１) 近 ３０ 年ꎬ 苏联一直在中蒙边境集结大军ꎮ
(２) 苏联支持越南侵略、 占领柬埔寨ꎬ 并在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实行扩

张ꎬ 在我国边境地带不停进行挑衅ꎮ
(３) 苏联还侵略中国的邻国阿富汗ꎮ
在此基础上ꎬ 胡耀邦也暗示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ꎬ 并做了如下表

述ꎮ “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向中国表明希望改善关系ꎬ 但是重要的不

是语言ꎬ 而是行动ꎮ 如果苏联当局确实有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诚意ꎬ 并且切

实采取措施去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ꎬ 那么中苏两国的关系有可能走向正常

化”ꎮ
通过胡耀邦的报告ꎬ 外部世界方才知道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消除三大障

碍的事情ꎬ 但是此时中苏间关于重启中苏间关系正常化谈判已经达成一致ꎮ
就这样ꎬ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开始了ꎬ 但是其议题并非 “历史问题”ꎬ

而是中国方面认识到的成为亚洲和平及中国安全威胁的 “现实问题”ꎮ
在此ꎬ 我想指出一点ꎮ 胡耀邦的政治报告关于外交的部分以 “坚持独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为题ꎮ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应如何解释呢?
中国的对外政策ꎬ 从建国以来由 “对苏一边倒” 到 “反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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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修正主义”ꎬ 再到 “一条线、 一大片”ꎮ 所谓 “一条线、 一大片”ꎬ 大致

是将同一纬度上的美国、 日本、 中国、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 欧洲连

接成战略线 (一条线)ꎬ 同时团结这条战略线周边的国家 (一大片) 对抗苏

联的外交战略ꎮ 总而言之ꎬ 将特定势力作为 “主要敌人” 看待ꎬ 然后将其

所有敌对势力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ꎬ 这样的想法是共通的ꎮ 当时ꎬ 中国

的 “主要敌人” 从美国变为苏联ꎮ 而在苏联主敌论的时期ꎬ 围绕着对台输

出武器问题ꎬ 中美关系恶化ꎬ 在 １９８１ 年底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ꎮ
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二大修正了对外政策ꎬ 由维持、 强化反苏统一战线

的政策向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方针转换ꎮ 这个新

方针就是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ꎮ 在此ꎬ 中国指出ꎬ 不依靠任何大国及

大国集团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同包含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

之间的关系ꎮ 依据这样的转换ꎬ 中国在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关系的同

时ꎬ 也慢慢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ꎮ 这种新方针的采用增加了中国外交的

选择ꎮ
优先考虑中国国家利益的增长来决定对其他国家的姿态ꎬ 这种外交方

式也被称为 “是是非非外交”ꎮ
实际上我曾经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年担任过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专门调查

员ꎮ 按计划我将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赴任ꎬ 在从东京出发之时勃列日涅夫还

活着ꎬ 但是达到之时ꎬ 才知道勃列日涅夫已经去世ꎮ
刚才ꎬ 在 «特别演讲 １　 走近战后 ７０ 周年» 的部分ꎬ 东乡和彦 (京都

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 做了题为 «超越日中韩历史认识问题———７
阶段的路线图之提案» 的演讲ꎮ 我在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时候ꎬ 东乡先生

是我政务班的直接上司ꎮ 关于东乡先生ꎬ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 他到过莫斯科

的中国大使馆ꎮ 虽然是去探听中苏关系改善的动向ꎬ 但对方 (一秘) 不太

想告知详情ꎮ 虽然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中国方面派遣了黄华外交部长参加ꎬ
但是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黄华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前说道: “除了对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去世表示哀悼ꎬ 我们还希望同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及

苏联共产党、 苏联政府一起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新的努力”ꎮ 勃列日涅夫的

头衔是主席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ꎬ 而称呼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ꎬ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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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苏联共产党ꎬ 东乡先生询问这其中的意味ꎮ 对方回答道: “仅仅是承认

安德罗波夫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这一事实ꎬ 如果国家关系不能正常化ꎬ
那么中苏间的党际关系的复活便无从谈起”ꎮ 此外ꎬ 他还记得对方说过:
“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是蒋介石ꎬ 而不是共产党”ꎮ

接下来ꎬ 似乎苏联方面也一时也难以把握中国方面下调国境问题优先

顺序的意味ꎮ 苏联 «新时代» (Ｎｏｖｏｅ Ｖｒｅｍｙａ) 杂志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号刊载了题

为 «这是为了什么» 的论文ꎮ 在这篇论文中阐释道: 在中国ꎬ 此前一直强

调沙俄帝国以及苏联侵占中国土地、 确定俄中边界的条约的 “不平等性”
之类的事情ꎬ 这些被认为与现实不相符的论文正在系统性扩散ꎬ 并尝试对

这些见解进行 “科学的论证”ꎬ 所有的这一切无非是想表达与苏联进行领土

谈判的要求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中国方面才将多年以来的边界问题的解决作为未来中苏

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来看待ꎮ 但是ꎬ 当时边界问题并非紧迫的问题ꎬ 可以

将优先顺序先让给别的问题ꎮ “从整体上来看ꎬ 可以认为中国方面为了推迟

正常化的的过程ꎬ 作为 ‘确实’ 的便利之法ꎬ 将边界问题 ‘保留’ 了

下来ꎮ”

六、 中国拒绝美国战略性协助的邀请

在此ꎬ 想谈谈当时的中美关系ꎮ 这一时期ꎬ 美国一方面顽固坚持向台

湾贩卖武器ꎬ 一方面向中国呼吁战略性合作ꎮ
在采用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前后ꎬ 中国对美姿态正在发生变化ꎮ 独

立自主外交政策提出的前一年ꎬ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ꎬ 美国国务卿黑格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ｅｉｇｓ Ｈａｉｇꎬ Ｊｒ) 访华ꎬ 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会谈ꎮ

当时ꎬ 里根政权正决定执行改变中国地位的政策ꎬ 即将中国看成友好

的非同盟国ꎬ 将中国和南斯拉夫同等对待ꎮ 这件事情很快被 «华盛顿邮报»
及 «纽约时报» 泄露ꎬ 中国方面也对此获悉ꎮ

黑格得到里根总统指示: 要求其向中国的领导人传达ꎬ “强调美国在亚

洲的存在是永恒的ꎬ 美国正采取和苏联及其代理诸国的扩张主义进行对抗

２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的综合性政策”①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 黑格在北京的最后一天ꎬ 里根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ꎬ

在述说对于台湾的感情无可替代的同时ꎬ 他表示美国有 «与台湾关系法»
这样的法律ꎬ 其中规定了对于台湾可以贩卖防御性武器ꎬ 因此打算执行

«与台湾关系法»ꎮ
里根这样的发言让在北京的黑格深感困惑ꎮ 黑格留下了如下文字: “这

次的不当言论ꎬ 完全破坏了此前在北京建立的和睦的对话氛围ꎬ 给对手以

异常的刺激ꎮ 如果就外交礼仪而言ꎬ 到机场送我的应该是外交部长ꎬ 但中

国方面派出了副部长ꎮ 在机场跑道上两人一起站立的时候ꎬ 他拉着我的手ꎬ
非常认真地质问我 ‘美国到底是谁在制定外交政策? 为什么总是做出如此

让人震惊的事情?’ ”②

确实ꎬ ６ 月 １７ 日ꎬ 去北京机场为黑格夫妻送行的只有章文晋副部长ꎬ
同月 １４ 日去北京机场迎接的黄华外交部长没有现身ꎮ

黑格离开 ２ 天后的 ６ 月 １９ 日ꎬ «人民日报» 刊载了以 «发展中美关系

的一个关键» 为题的新华社记者评论文章ꎮ 在这篇评论指责道: “同时我们

还注意到ꎬ 美国朝野至今还有一种议论ꎬ 认为中国是讲大局的ꎬ 为了战略

全局的需要ꎬ 为了发展中美关系ꎬ 中国会吞下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苦丸ꎮ
这显然是一种被颠倒了的逻辑ꎮ” 接下来ꎬ 该评论还批判道: “至于有些美

国人认为中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ꎬ 就得吞下他们的苦

丸”ꎬ 这是一种估计的错误ꎮ” 可见ꎬ 围绕美国对台湾武器输出问题ꎬ 两国

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ꎮ
那么ꎬ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确定后ꎬ 中国领导层对中美关系认识又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 有一段佚事可以恰好反应当时中国对美姿态ꎮ③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 (Ｃａｓｐｅｒ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访问北京ꎮ 当晚ꎬ 在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安排的欢迎晚宴上ꎬ 温伯格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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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的致辞中四度使用 “战略性合作” 这个词ꎮ 这是中美共同行动联合反对

苏联的一种热烈的呼吁ꎮ
张爱萍阐释中国正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ꎬ 没有使用战略性合作这

样的词汇ꎮ 作为代替ꎬ 他引用了 «孟子梁惠王篇» 的开头一节: “孟子见

梁惠王ꎮ 王曰: ‘叟ꎬ 不远千里而来ꎬ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①

这是公元前 ３２０ 年ꎬ 孟子去拜访梁国 (今河南开封) 的惠王之时惠王

所说的话ꎮ 当时正值战国时代ꎬ 诸侯为了统一天下而谋求当前策略ꎮ 是各

国或谋求同盟或策划分裂的纵横家非常活跃的时代ꎮ
张爱萍借惠王的话ꎬ 是希望千里迢迢越过太平洋前来的贵宾ꎬ 能够带

给中国利益吗? 或者是暗自期待着 “礼物” 吗? 非也ꎮ 重要的是ꎬ 对于惠

王的提问ꎬ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ꎮ”
孟子对于惠王ꎬ 劝说其要去除功利ꎬ 以仁义、 道义为重ꎮ 这体现了贯

穿 «孟子» 全篇的孟子的根本立场ꎮ 孟子接下来说道: “上下交征利ꎬ 而国

危矣”ꎬ 警告从上到下都追逐眼前利益的国家最终会灭亡ꎮ
张爱萍引用惠王的话ꎬ 实际上是让美国去领悟接下来孟子的话中所包

含的意思ꎬ 巧妙地向美国传达中国不会为了 “反苏” 这一眼前利益ꎬ 去和

美国缔结战略性合作关系ꎮ 此后ꎬ 温伯格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ꎬ 又使用

了 “战略性合作” 这样的的词汇ꎬ 但是没有展开讨论ꎮ 最终ꎬ 在温伯格的

答谢晚宴中ꎬ 已经不再使用 “战略性合作” 这样的词汇ꎮ
但是ꎬ ９ 月 ２７ 日温伯格部长随行的美国记者团对中国总理进行询问:

“中国到底有没有同美国实行战略性合作的打算”? ９ 月 ２８ 日ꎬ «人民日报»
报道了中国总理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中国采取对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ꎮ 我们

不从属于任何大国及大国集团ꎮ 中国对于任何国际问题的处理ꎬ 都基于理

非曲直根据自身立场来决定”ꎮ
毋庸置疑ꎬ 在这个时间点上ꎬ 中国并非舍弃了 “苏联威胁论”ꎮ 中国总

理也率直地讲道: “我们迄今为止ꎬ 并未将美国和苏联同等对待ꎬ 我们知道

中国的威胁到底来自哪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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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苏联解体及苏联共产党解散的冲击

中苏关系在 １９８６ 年戈尔巴乔夫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Ｓｅｒｇｅｅｖｉｃｈ Ｇｏｒｂａｃｈｙｏｖ) 担任苏

共总书记以后ꎬ 改善的动向开始加速ꎮ 同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

崴发表演说ꎬ 提出: “正在和蒙古领导层探讨将苏联军队的绝大部分从蒙古

撤退的问题” “苏联领导层已经和阿富汗政府协商ꎬ 决定到 １９８６ 年为止从

阿富汗撤回 ６ 个团”ꎮ
关于边境问题ꎬ 戈尔巴乔夫同意通航河流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

边界ꎬ 两国边界谈判随后逐渐重新启动ꎮ
经过协商剩下的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之后ꎬ 戈尔巴乔夫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华ꎬ 同邓小平之间确认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及党际关系的正常化ꎮ
就这样ꎬ 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ꎬ 加之党的关系也得到修复ꎮ 同年冬天ꎬ

东欧发生剧变ꎮ 德国完成统一ꎬ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社会主义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放弃一党政治ꎬ 实行

多党制的基本大纲ꎮ 第二天ꎬ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日期为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文件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的意见»ꎮ 在这个 «意见» 中ꎬ 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ꎬ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两党制ꎬ 也不同于一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ꎬ 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方针ꎬ 而中国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ꎬ 是根据历史和国情做出的正确选择ꎮ 尽管苏联和东欧

发生了剧变ꎬ 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前进道路ꎮ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第一天ꎬ 李鹏总理做政府

工作报告ꎮ 他在报告中指出ꎬ １９８９ 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ꎬ 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ꎻ 在评价中国对于苏联、 东欧形势应对的同时ꎬ
没有直接对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批评ꎮ

关于苏联的部分ꎬ 他指出中苏两国在去年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实现关系

正常化以来ꎬ 扩大了各领域的接触与交流ꎬ “中苏两国基于和平共处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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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ꎬ 发展善邻关系ꎬ 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ꎬ 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

和平”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ꎬ 江泽民访问苏联ꎬ 承诺强化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ꎮ 但是ꎬ

三个月之后ꎬ 苏联发生了保守派的政变ꎮ 政变的次日ꎬ ８ 月 ２０ 日的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的头版ꎬ 对于亚纳耶夫 (Ｇｅｎｎａｄｉｉ 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Ｙａｎａｙｅｖ) 副

总统基于苏联宪法ꎬ 代行总统职务进行了大篇幅报道ꎮ 同时ꎬ 详细介绍了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 １９ 日早上发表的公告内容ꎮ 其中ꎬ 引用了 “戈
尔巴乔夫提倡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等文句ꎮ

接下来ꎬ ２１ 日的 «人民日报» (海外版) 在刊载亚纳耶夫的记者招待

会照片的同时ꎬ 也登载了亚纳耶夫的个人简介ꎮ 这份个人简介写道: 亚纳

耶夫是 “苏联应该集中精力维持经济形势安定的思考者ꎬ 也是私有制的反

对论者”ꎮ 同一报纸ꎬ 还排列了诸如紧急状态委员会警告叶利钦 ( Ｂｏｒｉｓ
Ｎｉｋｏｌａｅｖｉｃｈ Ｅｌｔｓｉｎ) 等人的违法活动ꎬ 苏联的退伍军人全面支持紧急状态

委员会的活动等新闻ꎮ
而且ꎬ 在 ２０ 日上午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谈到: “苏联发生的变化ꎬ 是

苏联的内部事情ꎬ 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ꎬ 尊重各国人

民自己的选择”ꎮ 这是对于西方国家介入苏联政变表示反对意向ꎮ
但是ꎬ 事态的发展又进一步出现变化ꎮ ２２ 日ꎬ 有传言称戈尔巴乔夫将

重新上台ꎮ ２３ 日的报纸第一次报道: “２２ 日上午ꎬ 俄罗斯共和国的最高会

议中ꎬ 公布了原副总统亚纳耶夫被逮捕”ꎮ
保守派的政变失败了ꎮ ２２ 日下午ꎬ 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见苏联驻中国大

使索洛维约夫 (Ｓｏｌｏｖｙｏｖ) 时谈道: “戈尔巴乔夫恢复职务之后ꎬ 相信可以

根据 １９８９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与 １９９１ 年江泽民访苏之际确定的两个联合声明

的诸原则为基础ꎬ 继续发展善邻友好关系”ꎮ 按照惯例ꎬ 表明了继续维持和

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希望ꎮ
随后ꎬ 苏联共产党解体ꎬ 构成苏维埃联邦的共和国也相继宣布独立ꎬ

１９９１ 年末苏维埃联邦解体ꎮ
苏联的保守派政变失败之后ꎬ 中国当局再次向下面传达邓小平于 １９９１

年初ꎬ 即东欧剧变时提出的 “指导中国外交事务的 ２４ 字方针”: “冷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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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韬光养晦、 善于守拙、 决不当头”ꎮ
苏联保守派反攻失败后ꎬ 有看法认为中国会不会集结北朝鲜、 越南、

古巴等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是不是要成为这些国家的头? 但是ꎬ 邓小平

的指示否定了这样的选择ꎬ 他说ꎬ 中国要专心巩固好自己的立足之处ꎮ①

八、 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苏联解体ꎬ 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诞生ꎬ 中俄两国急需构筑新

的国家关系ꎮ
中国从国家利益优先的立场出发ꎬ 选择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ꎬ

与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推进国家关系的道路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叶利钦总统访华并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会晤ꎬ 双方同

意不拘于意识形态、 构筑睦邻友好关系ꎮ 期间ꎬ 中俄双方发表了 «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ꎬ 决定将两国关系提

升到 “互相视为友好国家”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ꎮ 作为 １９９２ 年叶利钦访华的回

访ꎬ 这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俄ꎮ 江泽民访俄前夕的 ８ 月 ３１ 日ꎬ
在北京对俄罗斯记者表示ꎬ “愿与叶利钦总统等俄国领导人共同构建面向 ２１
世纪的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ꎮ ９ 月 ３ 日在莫斯科ꎬ 江泽民主席与叶

利钦总统两位首脑签署并发表中俄联合声明ꎬ 确认两国已建立新型的 “建
设性伙伴关系”ꎮ 这是中俄间的联合声明中首次使用 “伙伴关系” 这样的词

语ꎮ 不久后的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 叶利钦在致江泽民的亲笔信中提议确立面向 ２１
世纪的 “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江泽民对此提议表示赞成ꎮ

关于该 “伙伴关系” 的意义ꎬ 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 ９ 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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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记者会上做出说明指出: “建设既非敌对又非同盟ꎬ 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的长期安定的睦邻友好关系ꎮ 这种关系不针对第三国ꎬ 不受两

国国内情况变化的影响”ꎮ
如前文所述ꎬ 中俄自 １９８９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国家间及共产党之间

关系的正常化ꎬ 并试图强化国家关系及党际关系ꎮ 但是苏联共产党解散ꎬ
苏联自身也解体了ꎮ 因此ꎬ 两国关系不再为意识形态及内外形势左右ꎬ 但

发展国家关系仍需要准则ꎬ 而确认 “建设性伙伴关系” 这样的口号便应运

而生ꎮ
另外根据增田雅之的研究ꎬ 中国与其他国家间首次使用 “伙伴关系”

这一用语是与巴西的关系ꎮ①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ꎬ 在中巴纪念两国建交 ２０ 周年的

纪念仪式上ꎬ 中国驻巴大使指出ꎬ 去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巴西期间ꎬ 两国首

脑就建立中巴 “长期、 友好、 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 交换了意见ꎮ
但是ꎬ 增田雅之指出在这一时点中国与巴西的 “战略伙伴关系” 不过

是作为与巴西的 “双边关系的一个里程碑” 的 “战略伙伴关系”ꎬ 不仅未意

识到 “新型国家关系”ꎬ 就连 “战略” 这一用词也限定在两国关系之内ꎮ
“战略伙伴关系” 原本是商务用语ꎬ 在两个以上的企业在地位平等的基

础上进行业务合作、 推动共同事业时使用ꎮ 不需要企业规模必须相同ꎬ 业

务不同的企业间亦可使用ꎮ
白石昌也对伙伴关系这一用语在日本外交领域如何被使用ꎬ 做了全面

的研究ꎮ 据白石的研究ꎬ 前面未加形容词的 “伙伴关系” 一词ꎬ 在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日美联合声明» 中曾有 “进一步强化基于民主主义的共同价值

观及尊重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两国间的伙伴关系” 这样的用例ꎮ②

在国际政治舞台 “战略性伙伴关系” 被使用ꎬ 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后ꎬ 其中比较新的、 占据潮流之先的是俄罗斯ꎮ 据白石昌也的研究ꎬ 俄罗

斯在现实外交中最早适用 “战略性伙伴关系” 的例子ꎬ 恐怕是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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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与比尔克林顿总统发表的美俄首脑会谈莫斯科宣言 (成熟的战略

性伙伴关系)ꎮ 对当时俄罗斯所处的状况ꎬ 白石昌也做了如下叙述ꎮ
“面对欧洲社会主义的崩溃及苏联自身解体的局面ꎬ 后冷战时代的俄罗

斯强烈意识到不仅要与原苏联各国及东欧国家重新建立关系ꎬ 也有必要与

欧美及邻国重新构筑关系” ①ꎮ

白石昌也在国际关系领域将 “战略性伙伴关系” 暂定义为 “虽比国家

联盟及同盟关系弱ꎬ 但远强于一般的国家关系ꎬ 且事关当事国的核心利益ꎬ
在相当长时期内相互对等的互助、 合作关系”ꎮ 此外ꎬ 他认为在后冷战期的

新国际状况中ꎬ “战略性伙伴关系” 虽不像同盟关系那么坚固ꎬ 但作为在特

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中通用的、 寄望于区别一般国家关系的概念来说ꎬ 是非

常方便的ꎮ②

我认为白石昌也关于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临时性定义是将战略性伙伴关

系看作不像同盟般坚固ꎬ 而是同盟的前一阶段ꎬ 换句话说就是同盟的次级

概念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 叶利钦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用了 “战略性伙伴关系”ꎬ 而对

于中国ꎬ 在给江泽民的亲笔信中使用了 “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区别使用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江泽民访俄之际ꎬ 也发表了其他重要声明ꎮ 双方首脑重申

互不使用武力、 特别是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ꎬ 联合声明还指出双方

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ꎮ 中俄两军配置核导弹相互对峙的状况基本上

消除了ꎮ
中越国境的危机也没有了ꎮ 中越间的国家关系在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实现正常

化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成都军区发布命令ꎬ
解除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任务ꎬ 同时撤销云南省军区前线指挥所ꎮ 中越国境

也和中国与其他邻国的国境一样实行日常巡逻ꎮ
提倡 “建设性伙伴关系” 两年后的 １９９６ 年ꎬ 中俄间出现了建立 “战略

性伙伴关系” 的说法ꎮ 同年 ４ 月ꎬ 叶利钦访华时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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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样的用语ꎮ 两国外交人员草拟的声

明案中是 “发展长期安定的睦邻友好、 互惠合作、 面向 ２１ 世纪的建设性伙

伴关系”ꎬ 但叶利钦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看过后认为完全没有突破ꎬ 将其修

改为 “发展平等信赖、 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并取得江泽民

的同意ꎮ 将其升格为 “战略伙伴关系” 是由叶利钦提出来的ꎮ

九、 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

这一时期ꎬ 中国推进了与毗邻的俄国及中亚各国进行划界谈判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签署ꎮ 但同年 １２ 月苏联解体ꎬ 中国与

原苏联西部国界的划界问题不仅需与继承前苏联的俄罗斯交涉ꎬ 也必须与

国界相邻的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交涉ꎮ
最终ꎬ 国界划定协定相继缔结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中国哈萨克斯坦国

界协定签署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３ 日ꎬ 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签署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４ 日ꎬ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国界协定签署ꎮ 中国塔吉克斯坦国界协定在稍迟的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签署ꎮ

中俄及中亚三国通过采取的培养信任措施而达成的书面文件ꎬ 是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ꎮ 该协定主要内容

有: 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ꎻ 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

事演习ꎻ 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 范围和次数ꎻ 相互通报边境 １００ 公里纵深地

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ꎻ 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ꎻ 预防危险军事活动ꎻ 加

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ꎮ
因该协定在上海签署ꎬ 又被称为上海协定ꎮ 在该协定的签字仪式上ꎬ

江泽民发表谈话指出: “我们五国都面临着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的繁重任务ꎮ 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们的共同愿望”ꎬ “我们签署这个

协定就是为了加强双方在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ꎬ 保持边境地区的

安宁与稳定ꎬ 促进中国同四国之间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ꎮ
正如江泽民所言ꎬ 当时的讨论是在 “中国与四个国家” ———中国所说

的 “五国两方” 之间进行的ꎮ 翌年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这 “五国两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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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在莫斯科又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ꎮ 其主

要内容是ꎬ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两方

将国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削减至与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ꎬ 使保留

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只具有防御性ꎮ 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ꎬ
作为双方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ꎬ 不用于进攻另一方ꎬ 不进行威胁另一方及

损害边境地区安宁与稳定的任何军事活动ꎮ 裁减和限制边界线两侧各 １００ 公

里纵深配置的陆军、 空军、 防空军航空兵力、 边防军人员及主要武器数量ꎮ
约定削减后保有的最高数额、 确定削减方法及期限、 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

量相关资料、 监督协定的执行状况等ꎮ
鉴于会聚在上海的五国首脑会谈取得这样的成果ꎬ 这五个国家决定维

持 “上海五国” 体制ꎮ 从 “五国两方” (中国对四个国家) 改为五国平等

讨论的 “五国五方”ꎬ 从而变成吵着更广范围合作的方向发展ꎮ
此后ꎬ 上海五国每年轮流举行领导人峰会ꎬ 在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５ 日于塔吉

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第五次领导人峰会ꎮ 此次会议上ꎬ 地区安全成为议

题ꎬ 特别是 “三股势力” (民族分裂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的危险性重新被提及ꎮ 三股势力先后在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及塔吉克斯坦

失败后ꎬ 转向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的费尔干

盆地ꎬ 不断制造流血事件ꎬ 在中亚地区造成新的焦点ꎬ 试图推翻三国政权ꎮ
在此次会议发表的杜尚别声明ꎬ 将三股势力视为地区安全和安定发展

的主要威胁ꎬ 表明了对其进行联合打击的决心ꎬ 且一致同意在五国框架内

举行反恐怖和暴力活动演习ꎮ
随着上海五国的活动变得活跃ꎬ 出现了希望加入上海五国的国家ꎮ 这

便是未与中国交界的乌兹别克斯坦ꎮ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以观察员

身份参加了杜尚别会议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在北京举行的上海五国国家协调员理

事会接受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作为完全平等成员加入ꎮ 这一时期ꎬ 蒙古国

也希望参与上海五国事务ꎬ 这使得上海五国体制逐渐寻求 “突破” 原来为

了邻国之间商讨边界问题而召集的性质ꎮ
上海五国体制成立五年后的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上海五国首脑与乌兹别

克斯坦的首脑在上海会聚ꎮ 该六国首脑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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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简称 ＳＣＯ) 的成立宣言及打击三股势力的公约ꎬ 这

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最先成立的区域合作组织ꎮ 因中国方面积极地推动该组织

的成立ꎬ 因此在正式名称中加入上海这一中国地名并未引起其他国家的

异议ꎮ
在成立宣言中指出 “上海五国” 的建立和发展顺应了冷战结束后人类

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ꎬ 确信在 ２１ 世纪政治多极化、 经济和信息全球

化进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ꎬ 将 “上海五国” 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ꎬ
有利于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ꎮ 新成立的

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ꎻ 鼓励各

成员国在政治、 经贸、 科技、 文化、 教育、 能源、 交通、 环保及其他领域

的有效合作ꎻ 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ꎮ 新组织不

仅以反恐为目标ꎬ 并宣布要发展为在更广阔的领域相互合作的组织ꎮ 此外ꎬ
宣言还指出 “上海五国” 进程中形成的以 “互信、 互利、 平等、 协商、 尊

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 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ꎬ 是本地区国家几

年来合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ꎬ 应继续发扬光大ꎬ 使之成为新世纪 “上海合

作组织” 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及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

约的按照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及新加

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顺序ꎬ 分别以中文版和俄语版签署ꎮ 这显示出在上海

合作组织中ꎬ 中国和俄罗斯具有重要位置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ꎬ 江泽民、 普京等六国首脑用俄语合唱 «莫斯科

郊外的晚上» 的插曲广为流传ꎮ 这正是曾留学苏联的江泽民才能做到的ꎮ

十、 中国倡导新安全观

中国很早就开始反对美国的单极统治ꎬ 并寻求俄国的支持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江泽民访俄时ꎬ 与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设国际新秩序

的联合声明ꎮ
该联合声明指出中俄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ꎬ 认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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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冷战思维ꎬ 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ꎬ 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

解和信任ꎬ 通过双边、 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ꎮ 这是新安全观这一

用法首次在中俄外交文件中出现ꎮ
另外ꎬ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的联合声明还指出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

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签署的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 (即关于在边境地

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两个协定) 意义重大ꎬ 可以成

为冷战后谋求地区和平、 安全与稳定的一种模式ꎮ 声明还高度评价中俄建

立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建立 “新型长期国家关系” 是 “对建立国际新秩

序的重大实践”ꎮ
正如增田雅之所言ꎬ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被明确地定位为具有上海协

定和莫斯科协定两个具体成果的、 后冷战时代 “新型国家关系” 的典范ꎮ①

如上所述ꎬ “建设性伙伴关系” 及 “战略伙伴关系” 这些体现中俄关系

发展道路的口号ꎬ 背后都有叶利钦的倡导和积极行动ꎮ 但是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中

俄联合声明发表后ꎬ 中国方面却积极地将战略伙伴关系保证下的中俄关系

宣传为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ꎮ
在西方ꎬ 战略合作这一用法很多情况下意味着为了对抗第三国或者国

家集团而包含军事层面的合作关系ꎮ 但是ꎬ 中国对 “战略伙伴关系” 的说

明是没有军事上的含义ꎬ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ꎬ 为了维持世

界势力均衡ꎬ 建立和平、 安定、 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中国

主张ꎬ 依靠结盟确保安全是冷战思维ꎬ 落后于时代ꎮ 伙伴关系是要代替结

盟来构筑两国关系ꎮ 俄国也相继对中俄保持的伙伴关系做出说明ꎮ②

翌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３ 日ꎬ 上海五国领导人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高度评价

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 “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重要积极影响ꎬ 认为这

是 ‘冷战’ 结束后日益确立和发展的新型安全观的具体体现ꎬ 也是巩固地

区及全球安全与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ꎮ 也就是说ꎬ “上海五国” 机制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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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增田雅之: «中国的大国外交———围绕 “战略伙伴关系” »ꎬ 第 ９４ 页ꎮ

此处仅举一例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许中田在克林姆林宫对普京总统

进行专访ꎮ 当时ꎬ 普京称中俄伙伴关系为 “国际社会的公共财富”ꎬ 并说中俄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国

家合作的典范ꎮ



最早将新安全观具体化的模式ꎮ
中国判断后冷战时期ꎬ 世界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ꎬ 而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演讲中也使用了新安全观这一用语ꎮ
在演讲中ꎬ 江泽民对后冷战时代如何保障国际安全这一课题指出以军

事联盟为基础、 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ꎬ 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ꎬ 更

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ꎮ 同时ꎬ 江泽民还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ꎬ 应该是

互信、 互利、 平等、 合作ꎮ
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依靠结盟不能保障国际安全这样的信息ꎮ 这不正是

中国在冷战时期选择通过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来保障安全ꎬ 并作为社会主

义阵营的一员承担国际主义义务的外交经验得来的深刻教训吗?
此后ꎬ 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到新安全观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４ 日ꎬ 第一届亚洲

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简称亚信会议) 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召开ꎮ 江泽

民在会上发言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 ‘和为贵’ ‘亲仁善邻’ 的文

化传统”ꎮ “亲仁善邻” 一词出自中国传统经典 «左传隐公» 中 “亲仁善

邻ꎬ 国之宝也” 一句ꎮ 江泽民在如此强调中国重视与 “周边各国” 关系的

基础上ꎬ 进一步谈到: “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ꎬ 推动和促

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ꎬ 恪守永远不称霸、 不参加军事集团、 不谋求势

力范围的庄严承诺ꎬ 一贯倡导并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以互信、 互利、
平等、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ꎮ

中国在此后也反复主张ꎬ 最早将新安全观具体化的是上海五国体制ꎮ

十一、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个月后ꎬ 江泽民访问俄罗斯ꎬ 并在 ７
月 １６ 日与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ꎮ 中国与苏联曾在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缔结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有效期 ３０ 年)ꎬ 但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该条约已经名存实亡ꎮ １９７９ 年中国方面根据条约规定通知苏联不再延长有

效期ꎬ 因此上述条约至 １９８０ 年有效期满ꎮ 在那以后ꎬ 虽然 １９８９ 年中苏关系

实现正常化ꎬ 但规定两国关系的条约并不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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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林宫的签约仪式上ꎬ 江泽民称赞新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 永不为敌” 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ꎬ 表达了双方永做

好邻居、 好伙伴、 好朋友的坚定意愿和决心ꎻ 条约以不结盟、 不对抗、 不

针对第三国为基础ꎬ 彻底摒弃那种不结盟即对抗的冷战思维模式ꎬ 这符合

时代的要求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客观趋势ꎬ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建立新型

国家关系的典范ꎮ 值得注目的是用 “新型国家关系” 这样的词语形容中俄

两国关系ꎮ
普京也表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中俄两国做出了重要的抉择ꎬ 即建立两

国战略伙伴关系ꎬ 并进一步指出今日两国签署的新条约是促进两国战略伙

伴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ꎮ
如果阅读新条约的内容就会看到ꎬ 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根据公认的国

际法原则和准则ꎬ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 友

好、 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确实ꎬ 没有像旧条约里明确将

“日本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 作为假想敌那样标明ꎮ 而第 ２２ 条则明确表明

不针对任何第三国ꎮ 并非明确的攻守同盟ꎮ 但是ꎬ 第 ９ 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

方认为会威胁和平、 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

胁的情况ꎬ 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ꎬ 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ꎮ 也就

是所谓的保留条款ꎮ 需要注意到ꎬ 在该条约中加入了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

而推进军事合作可能性的秘密条款ꎮ

十二、 反恐合作的推进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ꎬ 虽然中俄反应程度不同ꎬ 但都

表明了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ꎮ
“９１１” 事件发生 １ 年零 ３ 个月后的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普京访问中国ꎮ 在

此之前ꎬ 中国召开中共十六大ꎬ 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的总书记一职ꎮ 但是ꎬ
作为东道主迎接普京的是江泽民ꎮ １２ 月 ２ 日ꎬ 江泽民在与普京的会谈中回

顾了 １０ 年来中俄关系发展史ꎬ 并做了如下论述ꎮ 所谓 １０ 年来是指苏联解

体、 俄罗斯建国以来的历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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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国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ꎬ 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直至确立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连续上了三个大台阶ꎬ 所有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我们

去年签署的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ꎮ 现在我们之间的高层交往十分

活跃并已定期化、 机制化ꎮ 经贸合作快速发展ꎬ 规模日增ꎮ 在国际事务中

的磋商与协作非常密切ꎮ”
江泽民还谈到树立新安全观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ꎬ 认为 “树立互信、

互利、 平等、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ꎬ 实现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信任与

相互裁军ꎬ 共同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ꎬ 使我们各自的国内经济建设有

了和平的周边环境”ꎮ
普京全面赞同江泽民的总结ꎬ 并指出 “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把同中国

的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ꎮ 不过 “最优先” 这样的词只能被看成是

外交辞令吧ꎮ
在双方会谈前ꎬ 莫斯科剧院发生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事件ꎮ 此次

江泽民与普京签署的联合声明中ꎬ 有两处提及了车臣问题ꎮ
第一处是在指出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法的基础要素ꎬ 是

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ꎬ 也是每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ꎮ 坚决谴责和打击破

坏上述原则的任何企图和行为是每个国家的合法权利这样的表述后ꎬ 提及

了车臣问题如下:
“中俄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政策和行动ꎮ 俄

方重申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ꎬ 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 俄罗斯不同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

来ꎮ 俄罗斯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ꎮ 中方支持俄方打击

车臣恐怖分裂分子的努力ꎮ 中俄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两国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团伙ꎬ 并禁止其活动”ꎮ

此处将车臣问题与台湾和西藏问题并列谈及ꎮ
另一处ꎬ 是在谈到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问题时涉及ꎮ “在纽约、 莫

斯科、 巴厘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罪行表明ꎬ 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

义对主权国家的安全及全球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双方重申ꎬ 车臣

和 “东突” 恐怖分裂分子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ꎬ 世界各国应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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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谴责和共同打击ꎮ 为有效维护各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ꎬ 促进地区乃至全

球的和平与繁荣ꎬ 双方将加强反恐领域相互支持的力度和在国际上的协调

与合作”ꎮ
该声明赞赏了中俄双方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在本地区进行的反恐

工作ꎮ “今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圣彼得堡签署了 «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ꎮ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该组织

开展反恐合作的潜力ꎬ 主张该机构尽快开始实际工作ꎮ 双方高度评价中俄

反恐工作组的工作ꎬ 并特别强调ꎬ 该工作组所形成的建设性与信任对话关

系完全符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水平”ꎮ

十三、 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普京访华六个月后的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 胡锦涛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

行正式访问ꎬ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及圣彼得堡建城 ３００ 周年

庆典ꎮ
在 ５ 月 ２９ 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上ꎬ 胡锦涛提出中国将为

常设机构的秘书处无偿提供办公场地ꎮ 此次峰会决定常设机构的活动至迟

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前开始ꎬ 并任命中国驻俄大使张德广为首任秘书长ꎮ 实

际上ꎬ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在北京 (非上海) 开展业务ꎮ
另外ꎬ 同样作为常设机构的地区反恐机构也于同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开始运行ꎮ
在此次领导人峰会中ꎬ 签署了引人注目的备忘录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未参加) 等 ５ 国国防

部部长签署了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备忘录ꎮ 根据该备忘录ꎬ 五国于同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１２ 日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ꎮ 虽然 ２００２ 年中国曾

与塔吉克斯坦举行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ꎬ 但多边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尚属

首次ꎮ
此次演习代号为 “联合 ２００３”ꎬ 第一阶段是 ８ 月 ６ 日至 ８ 日在哈萨克斯

坦东部边境城市乌恰尔市举行ꎮ 演习假想一股国际恐怖分子劫持客机ꎬ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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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人质ꎬ 并侵犯哈萨克斯坦领空ꎮ 来自中国的兰州军区司令员李乾元中将

率军事代表团及军事专家组参加演习开始仪式并全程观摩在哈方境内的演

习ꎮ 五国军事专家及参谋军官组成联合指挥部ꎬ 负责指挥联合部队的反恐

战ꎮ 第二阶段在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日ꎬ 假想国际恐怖分子秘密潜入中国新疆伊

犁地区ꎬ 建立武装营地ꎬ 伺机制造恐怖暴力事件ꎮ 中国军队在此次演习中

动员了空降兵及特警部队ꎬ 最终制服恐怖分子ꎮ
此后ꎬ 军事演习也在不断开展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胡锦涛访俄时ꎬ 中俄

两国国防部领导签署了关于实施中俄两军首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ꎮ 演习

的代号为 “和平使命———２００５”ꎬ 演习地点为山东半岛附近地区ꎮ 同时决

定ꎬ 本次演习是包括中方 ５０００ 人、 俄方 ３０００ 参加的大规模演习ꎮ
此次演习不仅是为打击三股势力进行训练ꎬ 也很明显地将山东半岛比

作台湾ꎬ 假想登陆台湾作战情形ꎮ 演习分为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 日) 在海参崴以沙盘推演为中心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 两国总参谋长———中

国的梁光烈上将与俄罗斯的巴卢耶夫斯基大将 (Ｙｕｒｉ Ｂａｌｕｙｅｖｓｋｙ) ———在俄

罗斯太平洋舰队基地成立联合司令部ꎬ 确认演习准备情况后发布开始演习

的命令ꎮ
第二阶段 (２０ 日至 ２２ 日) 演习舞台转移到山东半岛ꎬ 主要内容是兵力

投送与展开ꎮ 俄方投入了大型反潜舰、 登陆艇以及中方希望购买的图－２２Ｍ３
“逆火” 式远程轰炸机等ꎮ 伊尔－７８ 空中加油机也登台亮相ꎮ 中方也投入了

最先进的武器ꎮ 其中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 “现代” 级导弹驱逐舰ꎮ
第三阶段 (２３ 日至 ２５ 日) 实施交战演练ꎮ ２３ 日在山东半岛南部的东

海施行海上封锁演习ꎮ 空军战斗机对舰船进行支援以确保制空权ꎮ 使用了

舰载直升机实施反潜艇作战ꎮ ２３ 日傍晚到 ２４ 日ꎬ 在山东省琅琊台地区实施

登陆作战ꎮ 两国的战斗机、 轰炸机用导弹攻击 “敌方” 的反舰导弹基地后ꎬ
联合登陆部队利用水陆两栖装甲车等次第登陆ꎮ ２５ 日进行了假定占领机场

及空降兵跳伞训练ꎮ
俄罗斯方面利用演习的机会ꎬ 销售俄国产的武器装备ꎮ 演习结束的第

二天ꎬ 在青岛机场展示了俄罗斯参加演习的空军武器装备ꎮ 在青岛港ꎬ 参

加演习的俄方太平洋舰队的舰艇不仅对中国军人开放ꎬ 连普通百姓也被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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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登船参观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军事演习继续进行ꎮ 在首都塔什干设反恐常设机构的乌兹别

克斯坦ꎬ 当年 ３ 月上旬ꎬ 进行了由上海合作组织六国首次全员参加的 “东
方———反恐 ２００６” 联合军事演习ꎮ 这次演习假想恐怖分子对环绕塔什干市

的塔什干州内的两处 “重要国家基础设施” 发动恐怖袭击ꎬ 由特种部队及

武警部队实施制止破坏活动及营救人质的作战ꎮ 紧接着ꎬ 同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３ 日ꎬ 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中塔进行代号为 “协作———２００６” 的联合反

恐军事演习ꎮ 此次演习假想在中国援建的公路施工现场ꎬ 中塔两国国民被

劫持ꎬ 由两军约 ４５０ 名军官士兵演练通过陆空火力压制进而解救人质ꎮ ２００７
年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举行代号 “和平使命———２００７” 的联合军事演

习ꎬ 此后的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和平使命” 军事演习又分别在俄罗斯和中

国的陆上进行ꎮ
隔了一年ꎬ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 中俄联合舰队每年都在海上进行 “海上联

合” 军演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在山东省青岛附近的黄海、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日本海彼得

大帝湾、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在上海外的东海分别进行了海上联合军演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海上联合 ２０１５” 军演在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斯克附近成

立联合指挥部ꎬ 首次在地中海东部进行ꎮ 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在地中海进行

实兵实弹军事演习ꎮ 给人的印象是中国舰船拥有在距离遥远的地中海进行

作战的实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代号为 “海上联合 ２０１５ (Ⅱ) ” 联合军事演习

在日本海区域进行ꎮ 中国投入 ７ 艘水上舰艇———２ 艘导弹驱逐舰、 ２ 艘导弹

护卫舰、 ２ 艘登陆艇、 １ 艘综合补给舰以及固定翼飞机 ５ 架ꎬ ２００ 名陆战队

员ꎮ 中俄两国海军参加的联合军演ꎬ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共六次ꎮ

结　 语

中俄宣称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但是ꎬ 这并不意味着中俄关

系在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均衡、 全面的发展ꎮ 对于

中俄关系的现状ꎬ 经常被描述为 “军热经冷” 或者 “军热经凉”ꎮ
相比于在军事领域不断举行联合军演、 推进合作关系ꎬ 包含能源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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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经济关系方面并未取得预期的进展也是实情ꎮ ２０１４ 年中俄贸易总额达到

１０００ 亿美元ꎬ 但 ２０１５ 年的贸易额总计约 ７００ 亿美元ꎬ 比前一年减少 ３０％ꎮ
那么政治层面又怎样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为参加俄罗

斯卫国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庆典访问俄罗斯ꎮ ９ 日ꎬ 中俄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

明»ꎮ 该声明能充分表现中俄两国如何把握中俄关系的现状ꎬ 以及未来如何

发展两国关系ꎮ
该联合声明提出: 中国和苏联作为二战在亚洲和欧洲的主战场ꎬ 两国

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ꎮ 而且ꎬ 在声明开头便指出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ꎮ 声明接着谈到ꎬ 中俄两国将在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 和双方达成的战略共识基础上ꎬ 不断巩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在

维护各自主权、 领土完整、 安全ꎬ 防止外来干涉、 自主选择发展道路ꎬ 保

持历史、 文化、 道德价值观等核心关切上巩固相互支持和协助ꎮ
声明进一步提出ꎬ 中俄双方基于两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成功

经验ꎬ 本着维护和平、 推进合作和共同开创未来的原则ꎬ 呼吁世界各国尊

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ꎬ 尊重各国人民自

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ꎬ 反对颠覆合法政权的行径ꎮ
２０１５ 年的联合声明中虽然加入了尊重彼此 “核心利益” 的主张ꎬ 但 ２０１０

年的联合声明中俄文用的是 “根本利益”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ｋｏｒｅｎｎｙ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ｙ)ꎬ 而 ２０１２ 年联合声明中变为 “重要利益” (ключевые интересы /
ｋｌｉｕｃｈｅｖｙ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ｙ)ꎬ 重要性不断降低ꎮ ２０１５ 年的联合声明俄文版本也使用

了 “重要利益” (ключевые интересы / ｋｌｉｕｃｈｅｖｙ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ｙ)ꎬ 因此可以看出

俄罗斯方面对 “核心利益” 的重视度略微降低ꎮ
另一方面ꎬ 声明评价上海合作组织是平等、 互信、 睦邻、 合作的新型

国家间关系典范ꎬ 为多边组织提供了 “结伴而不结盟” 的合作方式ꎮ 同时ꎬ
声明还指出中国将全力支持俄罗斯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工作ꎮ 中俄双

方愿同其他伙伴一道ꎬ 致力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职能ꎮ
多国表示希望参加上海合作组织ꎮ ２００４ 年蒙古国取得观察员国资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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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取得观察员国资格ꎮ 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俄罗斯乌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ꎬ 正式被认可为成员国ꎮ
２０１５ 年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成为对话伙伴国ꎬ 而白俄

罗斯则从对话伙伴升格为观察员国ꎮ
可以说ꎬ 上海合作组织正从一个反恐合作组织向反恐合作与经济合作

并行的地区合作机构转变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 在中国外交部召开的例行记

者会上ꎬ 某记者就俄罗斯议员 (１６ 日) 称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推进俄中

军事联盟的建立这样的发言要求中方发言人发表评论ꎮ 发言人洪磊对该问

题做了如下回答———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平等、 信赖、 相互支持、
共同繁荣、 世世代代友好为基础ꎬ 不结盟、 不对抗ꎬ 不针对第三国ꎮ 这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鲜明特征ꎮ 中方坚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定

位ꎬ 愿与俄方一道增强战略互信、 促进互惠合作ꎬ 在国际及地区问题上强

化协调与合作ꎮ
虽然俄罗斯议员当中有人主张如果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受到国际社会

的制裁ꎬ 可以选择俄中结盟ꎬ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否定了结盟的可能ꎮ
外交学院教授杨闯在承认有关中俄结盟、 俄中印结盟的思想有所抬头

的同时ꎬ 也指出这是一种 “以结盟对抗结盟” 的冷战思维ꎮ 中国与俄罗斯

结成军事同盟的战略选择ꎬ 在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逆转的情况下是不可

取的ꎮ① 杨闯还指出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结盟政治将

国际关系堆满易燃的干柴ꎬ 一个国际危机和事件ꎬ 就可能成为导火索ꎬ 引

起世界大战的爆发ꎮ 这种历史教训应该牢记ꎮ 冷战后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胜过昔日的结盟关系ꎬ 这是一种平等、 互利、 相互尊重的关系ꎬ 不针

对第三国ꎬ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ꎬ 值得格外珍惜与维护ꎮ
如上所言ꎬ 提倡建立中俄伙伴关系的是俄罗斯ꎮ 但是ꎬ 中国方面将结

盟视为冷战思维ꎬ 强调将伙伴关系的构建作为对抗结盟的概念ꎮ “非结盟、
伙伴关系”ꎬ 以及 “新型国际社会” 这样的思考方式能否被广泛接受呢?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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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ꎮ

※评议人土田哲夫先生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对本报告做了严谨的评

论ꎬ 在此谨致谢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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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ꎮ
金谷治: «孟子» (上)ꎬ 朝日新闻社ꎬ １９７８ 年ꎮ
木村帆、 石井明编: «中央アジアの行方ー米ロ中の纲引き»ꎬ 东京:

勉诚出版ꎬ ２００３ 年ꎮ
国际法学会编: «国际关系法辞典»ꎬ 三省堂ꎬ ２００５ 年ꎮ
白石昌也: «日本の “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外交ー全体像の俯

瞰»ꎬ 早蹈田大学アジア大平洋研究センターꎬ ２０１４ 年ꎮ
钱其琛: «外交十记»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ꎮ
钱其琛: «銭其琛回顾録　 中国外交 ２０ 年の証言»ꎬ 滨本良一译ꎬ 东洋

书院ꎬ ２００６ 年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 » (下)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ꎮ
张启雄: «何如璋的案外交———以 “失言事件” 为论题中心»ꎬ 中琉文

化経済协会主编: «第一屆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ꎬ 联合报文

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ꎬ １９８７ 年ꎮ
增田雅之: «中国の大国外交ー “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をめぐっ

て»ꎬ «东亜»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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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廖承志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中日联络机制的形成过程

[日] 山影统∗

前　 言

本文主要论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前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

经济政策与廖承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ꎮ
上世纪 ５０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ꎬ 属于构筑其新外交关系的过渡期ꎬ 也是

与西欧、 日本等西方国家构筑关系的摸索期ꎮ 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打破美

国的对华禁运政策ꎮ 当时ꎬ 美国联合西欧国家ꎬ 于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成立了输

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ＣＯＣＯＭ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ꎮ 其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ꎬ 美国于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以在联合国大会

上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北朝鲜进行禁运的决议为契机ꎬ 进一步强化了

这一制度ꎬ 并于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成立了中国委员会 ( ＣＨＩＮＣＯＭ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ꎮ

由于美国执行对华禁运政策ꎬ 即形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并

不能简单被视为单纯的经济活动ꎬ 而是拥有了经济关系以上的意义ꎮ 也就

是说ꎬ 一个国家的对华经济政策本身被视为该国是亲美或是亲华的试金石ꎮ
当然ꎬ 各国的对日经济政策也强烈地体现出这一要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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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当时中国的对日经济政策之中较为重要的是ꎬ 中国将发展民间

关系作为基础ꎬ 希望以民间关系促进国家政府间关系的发展ꎬ 即所谓的

“以民促官” 政策ꎮ 对中国来说ꎬ 民间关系是其外交中的重要一环ꎬ 不仅经

济ꎬ 中国政府还通过文化、 战后处理等诸多领域发展以民间关系为中心的

外交ꎮ 从 ５０ 年代一直到 ６０ 年代ꎬ 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虽说是以民间关

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ꎬ 但中国政府的真正意图并不只是发展双方的经济往

来ꎬ 而是将经济作为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一环ꎬ 一直在不停追求促进政治

关系发展的要素ꎮ
廖承志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始终是中国推动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的具

体工作的负责人ꎮ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短暂时期外ꎬ 从上世纪 ５０ 年代开

始廖承志一直深深介入中国的对日工作ꎮ 当然经济方面的对日政策也不

例外ꎮ
在中日关系史中ꎬ 廖承志之名开始被各方关注主要是在 １９６２ 年高碕达

之助与廖承志之间签署了 «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之后ꎮ 这一以备忘

录形式开创的贸易ꎬ 用两国签字人的名字字头被称为 “ＬＴ 贸易” 或 “廖高

贸易”ꎮ 此后ꎬ 廖承志就作为中日民间贸易中方负责人活跃在两国交流的第

一线ꎬ 同时他也为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但是ꎬ 在签署 ＬＴ 贸易以前中日两国也曾经签署过 ４ 次民间贸易协定ꎬ

在那 ４ 次协定中并没有出现廖承志的名字ꎮ 另外ꎬ 当时参与中日经济关系极

深、 并与廖承志有深交的川胜传就曾回忆道 “ (和廖) 不谈贸易问题”①ꎮ
如此看来ꎬ 廖承志本身并不太精通中日之间的经济问题ꎬ 同时廖也并不是

从一开始就介入中日经济关系的中方代表人物ꎮ
尽管从上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廖承志就开始参与中国的对日经济政策ꎬ 但

为什么当初廖承志的名字没有向外部公开呢? 而为什么到了 ６０ 年代以后他

又成为备忘录贸易的代表人物了呢?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ꎬ 本文从中国如何

认识中日经济的发展着手ꎬ 并就随着对日经济的发展廖承志在对日经济政

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起作用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ꎮ 这里所说的 “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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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单指经济方面的发展ꎬ 还包括基于 “以民促官” 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层

面的发展ꎮ 一直以来 １９５８ 年的 “长崎国旗事件”① 以后至 １９６０ 年的 “友好

贸易” 这一时期ꎬ 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处于断绝的时期ꎮ② 但是笔者认为正是

在这一时期ꎬ 廖承志从中日关系的后台走到了前台ꎬ 我们关注此时的廖承

志ꎬ 是为日中关系史上的这一断绝期进行再评价的一个契机ꎮ
关于中国的对日经济政策与廖承志关系的先行研究ꎬ 首先应该看王伟

彬③的著作ꎮ 王首先着眼于对日民间外交起过重大作用的中国的民间团体ꎬ
进而又对以廖承志为首的对日工作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ꎮ 另外ꎬ 关注包括

廖承志在内的中日非正式接触者的研究还有别枝行夫的论文④ꎮ 同时鹿雪莹

的研究聚焦 ＬＴ 贸易及 “备忘录贸易” (ＭＴ 贸易) 时期的日方代表之一的古

井喜实ꎬ 对当时日中关系的另一侧面进行了分析ꎮ⑤ 在这些先行研究中ꎬ 都

明确表明了廖承志是当时中国对日政策的中心人物ꎮ 但是ꎬ 关于从 ５０ 年代

至 ６０ 年代期间廖承志所起作用的变化过程等问题ꎬ 在先行研究中均未提及ꎮ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日关系是如何从经济关系逐渐转型到政治关系的演变

过程ꎬ 对廖所起作用的变化进行重新论证ꎮ
本文使用的史料主要是近年公开的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对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中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决定过程进行了剖析ꎮ 虽然本文的中心内容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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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ꎬ 在长崎县长崎市的百货公司里举行的中国邮票、 剪纸展览会上ꎬ 会场里悬挂

的中国国旗被日本的右翼青年强行撕下ꎮ 日本政府以当时没有承认中国为由ꎬ 对此青年以轻微犯罪

进行了处理ꎮ 为此ꎬ 中方宣布 “敌视中国的岸内阁的态度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ꎬ 日中关系由

此出现了倒退ꎮ ( «長崎国旗事件等に関する陳毅外交部長の談話»ꎬ 霞山会编: «日中関係基本資料

集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以下: «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ꎬ 东京: 霞山会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１４０—１４２ 页ꎮ

比如: 田中明彦: «日中関係 １９４５—１９９０»ꎬ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ꎬ １９９１ 年ꎮ 但在近年认

为并不是单纯的断绝关系ꎬ 特别是就中方的 “不断而绝” 政策进行分析的新研究也逐渐出现ꎮ 例

如: 大泽武司: «戦後初期日中関係における “断絶” の再検討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 “闘争支援”

と “経済外交” の協奏をめぐって»ꎬ 添谷芳秀编: «現代中国外交の六十年　 変化と持続»ꎬ 东京: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９３—１３６ 页ꎮ

王伟彬: «中国と日本の外交政策»ꎬ 东京: ミネルヴァ書房ꎬ ２００４ 年ꎮ

別枝行夫: «戦後日中関係と非公式接触者»ꎬ 国際政治学会编: «日本外交の非公式チャ
ンネル» 国際政治 ７５ 号ꎬ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ꎬ 第 ９８—１１３ 页ꎮ

鹿雪莹: «古井喜実と中国———日中国交正常化への道»ꎬ 东京: 思文閣出版ꎬ ２０１０ 年ꎮ



日经济政策与廖承志的关系ꎬ 但是笔者也希望谈一下以前未曾述及的对日

经济政策中廖班的组织结构ꎮ

一、 战后中国对日关系重新构筑

(一)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建国初期的中国ꎬ 在新的对外政策方针指导下ꎬ 需要与包括日本在内

的所有国家重新构筑外交关系ꎮ 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ꎬ 尤其与美国的

同盟国之间缔结外交关系更需慎重ꎮ 同时ꎬ 正像周恩来提到的ꎬ 对于与中

国 “未建交、 关系又较坏的国家ꎬ 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ꎮ 它们同美

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ꎮ 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ꎬ 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ꎬ 不

要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置于敌对的位置上ꎬ 即使成不了 “友”ꎬ 也希望能

使其保持中立的立场ꎮ①

在中国构筑与西方国家关系这一问题上ꎬ 最早成为契机的是 １９５２ 年在

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 (以下: 莫斯科经济会议)ꎮ 本次会议是苏联为

了对抗当时美国强化对苏联、 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封锁而提议召

开的一次会议ꎬ 有 ４９ 个国家的 ４２１ 名代表参加ꎮ 其中包含美国、 法国、 英

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众多经济界代表也参加了会议ꎮ 日本方面有应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赴会的帆足计 (前参议院议员)、 高良富 (参议院

议员)、 宫腰喜助 (众议院议员) 参加了会议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 莫斯科经济会议对于打破美国的禁运政策非常重要ꎮ

所以周恩来与王稼祥 (中联部部长)、 南汉宸、 雷任民 (对外贸易部副部

长)、 刘子久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处书记、 文教部部长)、 李维汉 (统战

部部长)、 章汉夫 (外交部副部长)ꎬ 共同商讨决定了赴会人选ꎮ 决定由南

汉宸作为中国代表ꎬ 再加上章乃器 (政务院财政委员、 后粮食部部长)、 李

烛尘 (轻工业部部长、 后中国贸易促进会副主席)、 盛丕华 (政务院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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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等参加ꎮ① 周恩来对代表团代表说: “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

得ꎬ 不能放弃ꎮ 在那里ꎬ 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ꎬ 争取打开我们

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ꎬ 同时他还指示南汉宸ꎬ 要与日本代表团接

触ꎬ 邀请他们访问中国ꎮ② 据说这一要求中国代表团与日本代表团接触的做

法是廖承志向周恩来提议的ꎮ③

以打开与西方国家关系为目标的莫斯科经济会议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

成果ꎮ 会议期间ꎬ 中国与英国、 法国等西方各国之间签署了总计约 ８０００ 万

美元以上的经济合同ꎮ④ 同时ꎬ 在会议上还宣布了各国要分别设立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以下: 国际贸促会)ꎬ 形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发展贸易的组织

基础ꎮ⑤ 会议之后ꎬ 中国也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以下: 中国贸

促会)ꎬ 南汉宸任主席ꎮ 中国贸促会不是国家政府机关ꎬ 属于半官半民的贸

易促进团体ꎮ⑥ 以后ꎬ 中国贸促会便肩负起与未建交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窗口

的功能ꎮ
(二)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１９５５
年以后兼任中国贸促会副主席) 雷任民ꎬ 在莫斯科经济会议上与日本代表

团的帆足等接触ꎬ 就中日民间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ꎮ 会议之后ꎬ 日本代表

团的 ３ 名代表顺访北京ꎬ 于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１ 日日本代表团与中国贸促会之间

缔结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以下: 第一次贸易协定)ꎮ⑦ 出席会谈的

中方代表是冀朝鼎 (国贸会秘书长) 和倪蔚庭 (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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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２１８—２１９ 页ꎮ 徐则浩编著: «王稼祥年谱 (１９０６—１９７４) »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４０７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 (上)ꎬ 第 ２１８—２１９、 ２２６ 页ꎮ

李荣德: «廖承志传»ꎬ 新加坡: 永升书局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３１７ 页ꎮ

平野義太郎: «国際経済会議の収穫»ꎬ «中国資料月報» 第 ５１ 号ꎬ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ꎬ １—８ 页ꎮ

押川俊夫: «戦後日中貿易とその周辺———体験的日中交流»ꎬ 东京: 五月书房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８３ 页ꎮ

宫下忠雄: «中国の貿易組織»ꎬ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ꎬ １９６１ 年ꎬ 第 ８２ 页ꎮ

中方签署人为南汉宸ꎮ



理)ꎬ 接待组负责人为孙平化、 萧向前ꎮ① 本次访问的接待与谈判整体由廖

承志统筹ꎬ 并由他向周恩来汇报ꎮ② 另外ꎬ 此时在表面上为中日两国沟通的

还是南汉宸和雷任民ꎬ 廖承志作为联系人的功能尚未显现出来ꎮ
以廖承志为核心的接待组ꎬ 是在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的 ３ 名日本代表决

定访问北京之后临时组成的ꎮ 因为在莫斯科经济会议上确定他们 ３ 人的访华

意图之前ꎬ 他们的访华之事一直未能确定ꎬ 所以中方的接待也是仓促准备

的ꎮ 在本次接待后ꎬ 赵安博、 孙平化、 萧向前等知日派才被召集起来ꎬ 形

成了最早的对日工作组ꎬ 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正式的事务所ꎬ 作为一个组

织的形势也尚未齐备ꎮ③ 第一次贸易协定缔结之后ꎬ 中日关系不仅在经济方

面ꎬ 而且其他各方面也都随之得以发展ꎬ 这一对日工作组的作用也才逐渐

显现ꎮ
第一次贸易协定的缔结ꎬ 为以后的中日直接贸易奠定了基础ꎬ 以此为

契机中日贸易大门得以打开ꎬ 其后日中关系以 “积累” 方式逐渐扩大ꎮ④ 在

缔结协定的过程中中国对日本特别强调了 “平等互惠” 的原则ꎮ 据说在谈

判过程中南汉宸强调 “中日贸易的原则ꎬ 应以和平友好、 平等互惠等为准ꎬ
必须做到等价交换ꎮ 如果出口茶碗ꎬ 再进口铁矿石ꎬ 并用其发展军工产业ꎬ
那就违反了平等互惠的原则了”ꎮ⑤

但是ꎬ 单从经济层面来看ꎬ 第一次贸易协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满意的

结果ꎬ 其履约率仅为 ５ １％ꎮ 在迎来第一次贸易协定期满之际ꎬ 就是否对中

日民间贸易协定进行延期的问题ꎬ 南汉宸强调: “为什么中日贸易协定缔结

都已经过了一年了ꎬ 可是交易额却依然离协议规定的总额相差这么远?” 并

就其原因ꎬ 对追随美国禁运政策的吉田内阁进行了批判ꎮ⑥ 他认为 “美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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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派的另一个阴谋ꎬ 就是借中日贸易来破坏中日贸易”ꎬ 并指出日本政府不

许出口中国需要的物资ꎬ 却把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物资出口到中国ꎬ 来换

取从中国进口经济价值高的物资ꎮ① 如此第一次贸易协定不能说满足了中方

期待的平等互惠原则ꎮ

二、 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

(一) 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以下: 第二次贸易协

定) 正式签署ꎮ 与第一次贸易协定签约方式不同的是日方签约人的身份变

化ꎮ 第一次谈判时的日方签约人并不是直接代表某个组织签字的ꎬ 而第二

次贸易协定谈判则是由已成立的国会超党派联盟达成的ꎬ 这成为第二次贸

易协定签署的一大特色ꎬ 并且成为以后一直延续至 １９５８ 年的双方积累政治

互信的第一步ꎮ②

第一次贸易协定的缔结对于日本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ꎬ 促成了超党派

在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成立 “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③ꎮ 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

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向国会递交审议 “日中贸易促进决议案”ꎬ 决议案内容包括

放松禁运、 自由通航、 交换通商代表等ꎬ 此案在众议院获得了一致通过ꎮ④

这一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很大程度上是受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影响ꎮ 据此ꎬ
组织人员访华成为可能ꎬ 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通商视察团才得以成行ꎮ
视察团接受中国贸促会的邀请访华ꎬ 从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２９ 日谈判并缔结

了第二次贸易协定ꎮ
此时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决定过程出现了巨大变化ꎮ 第一次民

间贸易协定可以说是属于在试探性地摸索过程中达成的ꎬ 中方的准备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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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ꎮ 但在第二次贸易协定缔结时ꎬ 中国的对日经济决策机制已经逐步成

形了ꎮ
首先ꎬ 为了达到信息共享以及与领导层随时沟通意见ꎬ 在周恩来和王

稼祥的领导下ꎬ 成立了 “日本议员联盟代表团接待委员会” (以下: 接待委

员会)ꎬ 以廖承志为首ꎬ 由雷任民、 章汉夫、 李初梨 (中联部副部长)、 刘

希文、 冀朝鼎等主要成员组成ꎮ①

接待委员会是在以王稼祥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成立) 下设立的组织ꎬ 由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负

责召集接待委员会会议ꎮ 在此基础上ꎬ 又成立了以赵安博为主任的日本议

员联盟代表团接待办公室 (以下: 接待办公室)ꎬ 接受廖承志的领导ꎮ② 接

待办公室下分设秘书组、 招待组、 翻译组ꎬ 各自分管不同的实际工作ꎬ 并

对自己分管的工作拿出形势分析报告ꎬ 提出处理意见等ꎮ
另外ꎬ 关于贸易工作ꎬ 在接待委员会以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叶季壮

(对外贸易部部长) 为领导的贸易小组ꎬ 具体负责对贸易谈判工作进行调研

并实际参与谈判ꎮ 主要成员有雷任民、 冀朝鼎、 卢绪章 (对外贸易部第三

局局长③)、 倪蔚庭、 舒自清 (对外贸易部出口局副局长、 中国贸促会副秘

书长)、 孙纯 (对外贸易部进口局副局长)、 詹武 (中国银行副经理)、 萧方

洲 (中国贸促会副秘书长) 等ꎮ 相对于接待办公室既要负责日本访华团的

接待、 又得负责翻译等实务工作来说ꎬ 贸易小组的工作相对特殊ꎬ 只负责

贸易方面的工作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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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第二次贸易协定谈判时的中方组织图

　 　 出处: 根据 «招待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 访华代表团资料目录»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２５３－０１) 的内容ꎬ 由笔

者整理制成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贸易小组的雷任民、 冀朝鼎还兼任着接待委员会的委员ꎬ
倪蔚庭同时也是接待办公室成员ꎮ 如此贸易小组就可以在国际活动指导委

员会所决定的方针之下ꎬ 对贸易问题进行研究ꎬ 其信息又同时可以与接待

办公室共享ꎮ 这一政策决定过程不仅在第二次贸易协定时ꎬ 甚至到以后的

第三次、 第四次协定也都得以延续ꎮ 即可以说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是由贸

易小组起草后ꎬ 由廖承志确认的方式进行的ꎮ①

与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不同ꎬ 第二次贸易协定对于中方来说是第一次

与有组织的日本代表谈判ꎮ 所以ꎬ 中方首要的目的是要使日方放弃其长期

形成的 “帝国主义中国观”ꎬ 了解中方的原则ꎬ 然后再就具体的贸易问题进

２４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目前可以确认到的是在 １９５７ 年谈判时ꎬ 与日本的谈判方案就是在对外贸易部制定以后ꎬ 先

得到廖承志的同意ꎬ 然后再向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提出的形式提交的ꎮ 参 «关于日本三团体要

求派代表团来华谈判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的报告»ꎬ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５４７－０１ꎮ



行谈判ꎬ 这是中方预先准备的计划ꎮ① 关于具体的贸易问题ꎬ 尽量扩大日本

资产阶级与美国的矛盾ꎬ 以达到弱化吉田政府的目的ꎮ 至于缔结新的贸易

协定本身ꎬ 中方决定采取如果日方要求就进行谈判ꎬ 并不主动争取主导立

场的谨慎态度ꎮ②

参加第二次贸易协定谈判的除了南汉宸、 冀朝鼎以外ꎬ 还有卢绪章、
谢悠乃 (贸促会联络部部长) 以及外交部、 贸易公司、 银行等机构的干部ꎮ
另外ꎬ 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缔约时担任接待工作的孙平化、 萧向前、 董超、
范纪文等也参加了谈判ꎮ③ 日常接待工作由冀朝鼎领导ꎬ 关于谈判的具体议

案ꎬ 由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倪蔚庭负责ꎮ④

在谈判过程中还议论到了具体贸易的交易方式ꎮ 最终日中贸易促进议

员联盟团和中国贸促会双方于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达成了第二次贸易协定ꎮ⑤

缔约后ꎬ 廖承志接见了日本代表团ꎬ 指出日本只要能克服 “工业日本ꎬ 原

料中国” 等帝国主义观点和 “中国工业化了ꎬ 日中贸易就没有前途了”
等错误观点ꎬ 就能使中日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意见ꎮ⑥ 但是ꎬ 这些发言

是廖作为中国亚洲太平洋委员会副主席ꎬ 与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进行共同

接见时讲的ꎬ 可以说此时廖承志还没有走到中日谈判的最前台上ꎮ
(二) 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鸠山一郎组阁开始执政ꎮ 鸠山上台前就曾多次表明希望与

苏联、 中国等国实现邦交正常化ꎬ 所以在鸠山就任之前的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政府就与苏联共同发表声明称 “主张在互惠的条件下ꎬ 与日本发

展广泛的贸易关系ꎬ 并建立与日本紧密的文化联系”ꎮ 可以说纵观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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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年代ꎬ 中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期望最高的就是这一时期ꎮ① 周恩来在

１９７２ 年与公明党党首竹内义胜会谈时就曾经回忆说鸠山内阁时期有过一

次邦交正常化的机会ꎮ② 另外ꎬ 曾经参加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以

下: 第三次贸易协定) 谈判的孙平化也曾回忆道: “从加强政府间的联

系ꎬ 为打开中日关系ꎬ 进而得以发展其关系的战略出发ꎬ (中国) 极其重

视此次谈判ꎮ 主要成员的名片上都明确区分官方和民间的身份ꎬ 把政府的

官职写在了前面” (括号内为笔者注)ꎬ 这也说明了当时中国政府上层领

导的期待之高ꎮ③

如上所述ꎬ 第二次贸易协定谈判是中方首次与有组织的对手进行的交

涉ꎬ 中方的姿态是不主动提出贸易谈判ꎮ 相对于此ꎬ 中国在第三次贸易谈

判时则显示出更为积极的态度ꎮ 中方在本次谈判中除了进出口商品、 支付

方式等与贸易直接相关的问题外ꎬ 还准备涉及 “与贸易有关的其他问题”ꎮ
所谓 “与贸易有关的其他问题ꎬ 涉及到日本的船舶航行、 商品展览会、 日

本贸易代表团访华、 中国人的个人访日、 以及中小企业合作等多方面的问

题ꎬ 而最重要的是双方互设通商代表部的问题ꎮ④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日本ꎮ 团长雷任民ꎬ 副团

长李烛尘 (中国贸促会副主席)ꎬ 还有卢绪章等参访ꎮ 他们的目的是强化对

日经济关系ꎬ 促使日本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ꎬ 通过民间接触制造与政府

间联系的渠道ꎬ 进一步达到与日本财阀、 资本家的接触等ꎮ⑤

５ 月 ４ 日ꎬ 第三次贸易协定得以缔结ꎬ 但关于互设通商代表部的问题没

有达成最终妥协ꎬ 而只是确认了为相互设立继续努力的方向ꎮ
协定得以达成主要是因为最后鸠山首相通过日方传达给中方的关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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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的问题 “给予支持与协助” 的意见ꎮ 因此ꎬ 中方也认为这等于是拿

到了鸠山首相的保证ꎬ 第三次贸易协定比第二次更前进了一步ꎮ 之后也进

一步设定了今后要通过贸易关系进一步密切与日本政府的关系ꎬ 为争取更

加有利的条件而努力的目标ꎮ① 但是ꎬ 在签署了贸易协定之后ꎬ 鸠山首相重

新解释 “给予支持与协助” 的说法是指对日中贸易整体ꎬ 而不是单指第三

次贸易协定本身ꎮ 对此ꎬ 中方则认为这是日本的 “统治阶级” “非常狡猾ꎬ
善于玩弄两面手段” 的表现ꎮ②

对于中方来讲ꎬ 第三次贸易协定ꎬ 是从与日本政府和财界构筑联系管

道的角度出发ꎬ 在互设通商代表部问题上进行了让步才得以缔结的ꎮ 但是

从谈判中首次提出以 “半官半民” 的方式设置贸易代表部这一点来看也是

有一定意义的ꎮ
这一时期ꎬ 廖承志正与周恩来一起参加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ꎬ 与日

方的谈判是由雷任民为首的对外贸易部为中心的成员进行的ꎮ 所以ꎬ 在第

三次贸易协定以前虽然廖承志已经成为中国对日工作的具体负责人ꎬ 但在

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时廖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协调各方关系的调节

员的作用还并未能得以显现ꎮ

三、 “以民促官” 的 “极限”

(一) 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从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到第三次贸易协定ꎬ 虽然也存在通商代表部未

能解决等问题ꎬ 但总的来看签署协定并没有太大困难ꎬ 可以认为发展得比

较顺利ꎮ 但是ꎬ 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 (以下: 第四次贸易协定) 与前三次

有所不同ꎬ 谈判曾一度陷入中断的境地ꎮ 其背景是中方一直希望第四次贸

易协定不能只是第三次协定的更新ꎬ 而必须让中日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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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ꎮ
第三次贸易协定的期限是一年ꎮ 在即将迎来期满的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 日之

前ꎬ 需要确定是对协定进行延长ꎬ 还是缔结新协定的问题ꎮ 日方的日中贸

易促进议员联盟、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日中输出入组合举行了三方会

谈ꎬ 达成了 “在期满之前ꎬ 缔结超过该协定 (第三次贸易协定) 的更加向

前推进一步的新协定和实现中日两国政府间协定的愿望在目前情况下都是

非常困难的” (括号内为笔者注) 的结论ꎮ① 因此ꎬ 日方向中方试探的不是

缔结新的贸易协定ꎬ 而是对已有的贸易协定进行延长ꎮ
其实在这一时期ꎬ 日本国内在经济界的强烈愿望下ꎬ 就机械类 １０ 个品

种的解除禁运问题开始与美国方面进行协商ꎮ 在众议院由自民、 社会两党

提案的 “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 案获得通过ꎬ 可以说对中日贸易的发

展提供了很好的国内环境ꎮ 但是ꎬ 正是由于这种日本国内的气氛使美国向

日本施压ꎬ 反而使发展贸易的动作沉寂了下去ꎮ②

对于日方提出延长协议的提议ꎬ 虽然中方也表示同意将期限延长一年ꎬ
但同时向日方提出希望日方向中国派遣代表团ꎬ 或者由中方向日本派遣代

表团ꎬ 对尚未解决的事项交换意见的要求ꎮ 中方的意见是希望在第三次贸

易协定期间内处理设立通商代表部等尚未解决的问题ꎬ 在这些悬而未决的

问题解决之前不希望签署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ꎮ③

如此在还不能确定第四次贸易协定何时签署的情况下ꎬ 双方延长了第

三次贸易协定的期限ꎮ 但是双方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表了 «关于进一步

促进日中贸易的共同声明»ꎬ 确认了为了互设民间贸易代表部ꎬ 争取早日签

署政府之间贸易协定而努力的共同目标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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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贸易协定的延长ꎬ 是因为还不具备签署第四次贸易协定的环境ꎮ
这一事实一方面意味着 “以民促官” 的发展方式已经接近 “极限”ꎬ 另一方

面也显示出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面临巨大困难的境况ꎮ
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开始于第三次协定过期 ４ 个多月后的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ꎮ 之所以在延长期限内没进行谈判ꎬ 是因为日本国内各方意见不能协

调一致ꎮ 由于 ４ 月 ３０ 日ꎬ 日方由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 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 日中输出入组合三方联名ꎬ 以在通商代表部设立的问题上日本政

府的态度迟迟不能确定下来为由ꎬ 希望将谈判时间延期的意思传达给中

方ꎮ① 中方虽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ꎬ 但也在之前的 ４ 月 １２ 日向社会党访华

团表达了不希望继续延长第三次贸易协定ꎬ 并表示了 “情势在发生变化ꎬ
希望比第三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ꎬ “所以希望尽快解决第三次协定得为解

决问题” 的中方态度ꎮ②

如此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何时能开始还不确定ꎮ 而此时岸信介代替石

桥组阁执政ꎬ 由于中国警惕岸内阁的 “敌视中国政策”ꎬ 再加上准备在名古

屋、 福冈召开的商品展又发生了按指纹问题ꎬ③ 于是中国开始对岸内阁展开

声势浩大的批判活动ꎮ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周恩来对岸信介在访美时对于中国

问题的讲话进行了谴责: “鸠山、 石桥两位前首相是有这种 (友好的) 愿望

的ꎮ (中略) 但是事实证明ꎬ 岸信介内阁反而比鸠山、 石桥两内阁后退了”ꎬ
并表示 “岸信介政府对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互设民间商务代表机构

问题始终不予支持ꎬ 强调要我们的代表打手印ꎬ 使通商代表团变成非正式

的ꎮ 这是对我国的侮辱ꎬ 实际上是破坏通商代表团的设立”ꎬ 明确表明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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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认为岸内阁是第四次贸易协定签署障碍的立场ꎮ①

中方期待中国对于岸内阁的批判ꎬ 可以激发日本国内的反岸运动ꎬ 进

而得到发展日中关系的目的ꎮ 所以ꎬ 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即成为日本反岸

动向的指标ꎮ
同时日方也协调了国内意见ꎬ 于是关于第四次贸易协定的第一次谈判

终于在北京召开ꎮ 中方组成了以雷任民为负责人、 李新农 (对外贸易部第

四局副局长)、 舒自清、 孙纯、 詹武、 萧方洲等对外贸易部为主的谈判组ꎮ
廖承志也出席了南汉宸为日本访华团 (代表团团长: 池田正之辅) 举

行的欢迎会ꎮ② 廖与雷任民一起与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川胜传进行了非正式接

触ꎬ 讨论了为第四次谈判成功的具体内容ꎮ③ 因为池田刚到中国就谈到

“ (周) 总理对岸信介的批评是出于误会ꎬ 打算请廖承志同志解释一番”ꎬ 说

明日方早已意识到廖承志在中国的对日政策问题上所具有的影响力ꎮ④ 但

是ꎬ 真正进行谈判的代表团本身还是以雷任民为首的对外贸易部为中心的

谈判团组ꎬ 廖承志本人并没有作为中方代表正式负责调节中日双方的意见ꎮ
(二) 贸易谈判中断与廖承志作用的扩大

尽管双方都盼望能够顺利签订第四次协定ꎬ 但谈判的进展却十分缓慢ꎮ
谈判按照具体问题分为一些小委员会分别讨论通商代表部问题、 支付问题、
商品分类问题等ꎮ⑤ 而谈判难以进展的主要原因却集中在第三次贸易协定中

尚未得到解决的设立通商代表部和常驻人员的人数问题上ꎮ
对于互设通商代表部问题ꎬ 日方的提案是设通商代表 ５ 人ꎬ 助手 ５ 人ꎬ

其中 ５ 人 (包括家属) 可免除指纹登记ꎬ 但不承认外交特权等ꎮ 关于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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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问题ꎬ 在谈判开始之前日方代表池田就向中方传达了日方政府的决定ꎬ
对此中方大致理解了他们的意图: “这一次他们已经获得日本政府一定程度

的谅解ꎮ 同意互设常驻的民间商务代表机构ꎬ 我方人员不按指纹”①ꎮ 但是

对此ꎬ 中方仍表示 “这不仅违反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
的规定ꎬ 更是巨大的倒退”ꎬ 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ꎮ② 而且对于人数限制ꎬ
中方提出首先应该在明确通商代表部作用的基础上ꎬ 按照规定除家属之外

代表部的人员数量大约为 ３０ 人左右ꎬ 并要求全部免除登记指纹ꎮ③ 之后ꎬ
对于登记指纹问题ꎬ 确定了家属的指纹不需要登记之后勉强得以解决ꎬ 但

在常驻人员数量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ꎮ
至此关于贸易问题的谈判已经发展成为政治性问题ꎬ 日方更感到 “中

方把日中谈判政治化ꎬ 将其利用为对岸内阁进行批判的场所ꎮ (中略) 中方

代表的人数问题成了所有政治问题的焦点”④ꎮ
在此情况下ꎬ 日方代表池田认为只在小委员会进行谈判解决不了问题ꎬ

于是找中方代表雷任民直接谈判ꎬ 但是双方只是达成了通商代表部人数问

题是一个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的共识ꎮ
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ꎬ 最终决定关于通商代表部的人数的问题在日后

协商解决ꎮ 同时中方提议ꎬ 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由协定正文、 备忘录、 共

同声明三部分构成ꎬ 通商代表部问题写进备忘录中ꎮ 中方提出的草案宗旨

是 “代表部以外的问题可以尽量让步ꎬ 同意日方的要求”ꎮ⑤ 这是因为周恩

来指示ꎬ 为了贯彻在人数问题上绝不让步的姿态ꎬ 可以在内容、 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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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尽量满足日方的要求ꎮ①

但是尽管中方如此让步ꎬ 协定也没能缔结ꎬ 中日双方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表了中断谈判的共同声明ꎮ 虽然声明表示 “双方对中方提议的第四次

日中贸易协定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并在全体会议上就最后意见取得了一致”ꎬ
但同时还表示就通商代表部的问题ꎬ 需要等日方回国以后讨论决定ꎮ②

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与以前的贸易谈判相比之所以难于取得进展ꎬ
表面上看是因为互设通商代表部的问题ꎬ 但真实原因却是因为日方在实务

层面已经不能满足中方所期盼的要求ꎮ 在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以前ꎬ 双方

处于探索阶段ꎬ 但到第四次协定谈判时中方明确希望关系取得进一步进展ꎮ
双方主要是希望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能超越经济范畴ꎬ 使问题转向政治问

题ꎮ 因此要想达到此目的ꎬ 只像以前那样互派贸易代表团谈判ꎬ 已经不能

达到签署协定的目的了ꎮ
在此谈判胶着的情况下ꎬ 出现的作为调节中日双方关系协调人的是廖

承志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ꎬ 廖承志与池田正之辅以及社会党的胜间田清一举行会

谈ꎬ 为解决贸易代表机关的人数问题和对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进行协调ꎮ
关于人数问题ꎬ 虽然廖承志表示中方主张的 “按照工作需要决定” 原则不

能撤销ꎬ 但也提出一旦决定之后将来就不再增加ꎬ 而且人数也与日方设想

的人数相差不是太大ꎬ 用这一方略迫使日方让步ꎮ③ 池田也表示 “我们忧虑

的就是如果说 ‘工作需要’ꎬ 那么今年先来 １０ 人左右ꎬ 但是在贸易发展或

有其他问题时ꎬ 明年还要增加几人ꎬ 这样派遣的人员越来越多ꎬ 这才是重

点ꎮ (按照您的说法) 那此担忧就不需要了”ꎬ 这样签署第四次贸易协定的

障碍已经解除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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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ꎬ 从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ꎬ 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在北京重新开

始ꎬ ３ 月 ５ 日得以签署ꎮ 它与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相比取得进展之处在于ꎬ
特别规定了通商代表部的功能ꎮ① 另外ꎬ 关于备忘录ꎬ 也采纳了前一年 １１
月谈判中断时中方提出的方案ꎮ 关于国旗问题ꎬ 将 “赋予国旗的权力” 与

承认中国无关ꎬ 并不作为讨论对象的内容写入 “关于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

和备忘录的协商要旨” 之中ꎮ 在次日 «人民日报» 上刊登的文章指出 “新
协定和备忘录中就互设民间通商代表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际可行的明确

规定”ꎬ “由于本次互设通商代表部得以实现ꎬ 我们相信中日贸易的发展进

入了新阶段”ꎬ 评价为日中关系得以比第三次贸易协定取得了进一步的

发展ꎮ②

中国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关系的发展来逐渐促进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发

展ꎮ 在此之前ꎬ 中日经济关系的交涉窗口中方为中国贸促会ꎬ 而日方则为

日中贸易促进会、 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三团体

这种基本形式ꎮ 但是ꎬ 随着中日关系的经济问题政治化ꎬ 中国贸促会与日

本三团体之间已经无法处理这些问题了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廖承志终于出现在日中关系谈判的舞台上ꎮ 虽然廖

承志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半期已经是中国对日工作的负责人ꎬ 但并没有直接

站到贸易谈判的前台上来ꎮ 自从中日经济关系政治化以后ꎬ 廖承志有必要

利用其个人关系出来协调与日本之间的利害关系ꎮ 之后ꎬ 受长崎国旗事件

的影响ꎬ 中日经济关系不得不处于断绝状态ꎬ 廖的协调各方关系的调节人

的作用也就更加突显出来了ꎮ
(二) 对日政策机关的设立

正如本文第二节中所述ꎬ 在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ꎬ 中国的对

日经济政策由该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在适宜时机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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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关会议的方式来决定相关事宜的政策方针ꎮ 因为这种会议还没有公

开的正式名称ꎬ 本文暂称其为 “对日工作会议”ꎮ
对日工作会议所决定的方针ꎬ 关于贸易问题就由对外贸易部负责ꎬ 贸

易之外的事宜交给外交部处理ꎬ 各自分别由不同的分管部门来执行具体的

政策制定ꎮ 譬如ꎬ 民间贸易谈判的具体问题、 第三次贸易协定的延长问题

由对外贸易部主管ꎬ 而与其相关联的指纹问题则交由外交部主管ꎮ① 但是ꎬ
统括全局的是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ꎬ 更严密地说就是廖承志ꎮ 关于指纹问

题ꎬ 是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廖承志、 赵安博、 雷任民一起研究决定的

情况可以在中国外交部档案中得到证实ꎮ②

然而ꎬ 虽然可以说廖承志是对日工作的总负责人ꎬ 但他并不是每项工

作的具体执行人ꎮ 比如ꎬ 虽然第二次贸易协定谈判时廖承志已经是接待等

具体事务的负责人ꎬ 但负责具体事务执行的是赵安博ꎮ 而且接待问题ꎬ 也

并不是日常所有的对日接待工作都是由廖承志领导的ꎮ 第四次贸易协定谈

判时的日方访问团接待负责人就不是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成员ꎬ 而是对

外贸易部 (公开身份为: 中国贸促会) 的雷任民领导下的萧方洲、 徐绳武

(中国贸促会) 等为中心执行的ꎮ③ 但是ꎬ 因为第四次协定谈判期间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正好是中国的外事管理机构由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向国务院外事

办公室转型的时期ꎬ 也不能否定其影响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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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以前 (１９５３—１９５８ ２)

对日经济政策的主要决程序以及与日方的谈判窗口

出处: 根据 «招待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 访华代表团资料目录»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２５３－０１)ꎻ «延长第三

次中日贸易协定问题的请示及与日本方面往来函电»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５０６－０２)ꎻ «我赴日展览团关于拒绝

盖指纹问题的请示及中央批示的处理意见»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２１１－０１) 等ꎬ 由笔者制作ꎮ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外事小组 (组长: 陈毅ꎬ 成员: 张闻天、 王稼祥、
李克农、 廖承志、 叶季壮、 刘宁一) 成立ꎬ 另外还成立了国务院外事办公

室 (以下: 外办ꎬ 主任: 陈毅ꎬ 副主任: 廖承志、 刘宁一、 孔原、 张彦)①ꎮ
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解散后ꎬ 其工作由外办接管ꎬ 在外办之下设置 “外办

日本组” (即: 小日本组ꎬ 组长杨正ꎬ 后为王晓云)ꎮ 如此原来由国际活动

指导委员会负责召集的 “对日工作会议” 也随之改由外办召集ꎮ 这就是

“大日本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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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外事办公室成立以后 (１９５８ ３—１９６２ )

对日经济政策的主要决定程序以及与日本方面的谈判窗口

出处: 根据徐则浩编著: «王稼祥年谱»ꎬ 第 ４５４ 页ꎻ 对丁民的采访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北京) 等ꎬ 笔者制作ꎮ

比较图 ２、 图 ３ 可以看出ꎬ 本次机构改革并没有给对日经济政策的决定

程序带来较大变化ꎮ 但是廖承志作为中国对日工作的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

国家机关之中与其后他走到对日工作的前台并不是完全无关ꎮ 同时由于在

后面将要谈到的ꎬ 因为中日经济关系的政治化、 长崎国旗事件等造成了中

日经济关系完全中断ꎬ 中国贸促会作为谈判窗口的作用下降ꎮ 特别是在没

有适当的政治问题协商窗口的情况下ꎬ 其结果是形成了廖承志成为直接与

日方协商的窗口ꎬ 这也是 １９５８ 年以后日中经济关系的特征之一ꎮ

四、 重新构筑对日关系

(一) 中日关系的中断

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ꎬ 对中国来说是对日关系的发展ꎮ 但这一

发展并没能持续多久ꎮ 岸信介内阁虽然表示了在日本国内法范围内ꎬ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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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原则下ꎬ 为达成扩大贸易交流之目的对协定给予支持

和协助的立场ꎮ 但对在民间通商代表部悬挂中国国旗的问题ꎬ 出于不承认

中国的原则立场ꎬ 明确指出不予承认的立场ꎮ
在日本政府明确表明对悬挂国旗的态度之后ꎬ 中国政府致电日方指责

日本政府 “实际上是屈从于美国政府之意”ꎬ 谴责日本政府 “用 ‘支持和协

助’ 的谎言掩饰ꎬ 却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ꎬ 同时还指出 “日本政

府好像认为中国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条件下也无论如何要和日本进行贸易交

流”ꎬ “在日本政府所设定的障碍得不到解除的情况下ꎬ 我们不可能执行此

协定”ꎬ 向日方传达了不履行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意见ꎮ①

在悬挂国旗的问题中日双方已经处于十分敏感的时期ꎬ 而其后发生的

长崎国旗事件使双方关系可谓雪上加霜ꎮ 事件发生后ꎬ 廖承志向周恩来和

陈毅外交部长 (兼任副总理) 详细汇报了事件的情况并讨论对策ꎮ② 最终中

国政府决定中止中日贸易ꎬ 中日贸易关系处于断绝状态ꎮ
为了从新打开中日经济关系ꎬ 中日之间多次接触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ꎬ 作为

日本第二十一次接运 “战争遗孤” 的归国船 “白山丸” 号的乘船代表ꎬ 访

华的宫崎世民 (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 等与廖承志、 赵安博、 萧向前等

中国对日工作组的成员进行了会谈ꎮ 在谈判过程中ꎬ 为了改善中日关系ꎬ
廖向其传达了岸政府要 “不再采取或者是完全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ꎬ 不再

从事或停止参加制造 “两个中国” 的阴谋ꎬ 不再阻挠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

化”③ꎮ 即所谓的中日关系 “政治三原则”④ꎮ
廖承志在提示了改善中日关系条件之后ꎬ 又谈到 “时间应该不会太长ꎬ

所以希望专业公司ꎬ 中小企业的相关人员可以忍耐一段时间ꎮ 但是ꎬ 从中

方的角度出发ꎬ 我们就算等 ５ 年甚至 １０ 年也无关痛痒”ꎬ 并说 “下面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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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静观的时候”ꎮ 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ꎬ 中方虽然对经济关系相关人员的境

况表示了关心ꎬ 但又重申了关系改善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的立场ꎮ① 之后在 ８
月底ꎬ 廖承志在日本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雄访华之际ꎬ 又以更加明确的方式

提出了中日关系的问题点和改善条件ꎮ
提出 “政治三原则” 意味着中国使经济关系向政治关系发展的对日政

策从 “以民促官” 的形式向 “政经不可分” 形式的转换ꎮ 据此ꎬ 从经济关

系发展到政治关系的中日关系ꎬ 已经形成了不打开政治关系就不能发展经

济关系的情况ꎮ
但是中国在关于中日贸易问题上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ꎮ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访

华的岩井章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事务局长) 与周恩来、 廖承志、 雷任

民举行会谈ꎬ 向中方诉说了中小企业的窘状ꎬ 提出无论如何请给以提供方

便的希望ꎬ 对此ꎬ 周对于中小企业的问题回应道: “对于极其困难的地方ꎬ
经过朋友的介绍ꎬ 只要能保证其并不反对中国的立场ꎬ 作为人民之间的问

题可以考虑进行个别处理”②ꎬ 并说 “我们还需要观察日本政府的态度”ꎬ 但

是还提到 “我们不需要成为旁观者” 等ꎬ 表示了其认为不应让经济关系的

断绝引起日本国民的反感的观点ꎮ③

(二) ＬＴ 贸易与廖承志的登场

１ 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与友好贸易

中日关系改善的征兆出现于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ꎬ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华ꎮ
这次访华石桥提出希望与周恩来会谈ꎬ 而促使石桥访华实现的则是廖承志ꎮ
廖承志、 李德全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等在石桥到达北京机场时亲自到机

场迎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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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ꎬ 中方还曾经与日本自民党议员松村谦三联系ꎬ 表示其如果

有意访华可以发出邀请信ꎬ 表现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图ꎮ 但同时说明中方

对日本和岸信介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政策的理由ꎬ 中国的基本政策不会变ꎬ

强调了中方不会提出妥协方案的立场ꎮ①

石桥访华之后的 １０ 月ꎬ 松村谦三访华ꎮ 松村与陈毅、 周恩来分别举行

了会见ꎬ 陪同会见的只有廖承志一人ꎮ② 这些日本政治家的访华虽然没能使

日中关系得到迅速改善ꎬ 却维持了中日之间的沟通渠道ꎬ 为之后 ＬＴ 贸易的

实现进行了布局ꎮ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ꎬ 接替岸信介内阁的池田内阁诞生ꎮ 直接引发岸内阁解散

的安保斗争得到了中国的极大关注ꎬ «人民日报» 等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续报

道ꎬ 评价岸内阁解散是 “日本人民的新胜利”③ꎮ 但是ꎬ 对于池田内阁ꎬ 廖

承志在与日本社会党审议会代表团的谈话中用 “因此ꎬ 能不能说岸信介内

阁已倒了ꎬ 池田内阁组成了ꎬ 就可以得出中国对日政策自然会软化的结论

呢? 这无所谓软化ꎬ 也软化不到什么地方去” 的语句对中方立场进行了阐

述ꎬ 表明日本政权的更迭不会直接促成中国改变对日政策ꎮ④

之后铃木一雄 (亚非连带委员会代表干事、 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

等访华ꎬ 就日中贸易关系与周恩来、 廖承志等进行了会谈ꎮ 如此在中日贸

易断绝ꎬ 贸易关系往来完全中断的情况下ꎬ 铃木是以日本亚非连带委员会

的身份接受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身份的廖承志的邀请访华的ꎮ⑤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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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斗争保全日美条约»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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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提出的是政府间协定、 民间合同、 从个别情况考虑的 “贸易三原则”ꎬ①

即 “由两国政府签署贸易协定ꎬ 由民间贸易团体签订合同ꎬ 对有特殊困难

的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照顾”ꎮ
根据这个 “贸易三原则” 的 “民间合同” 部分ꎬ 与友好商社的贸易

( “友好贸易” ) 得以重开ꎬ 使断绝状态得到了缓解ꎮ 这是同意 “政治三原

则”ꎬ 由日中贸易促进会等经济团体以 “友好商社” 名义推荐的企业得到中

国贸促会的许可之后才能进行贸易的 “友好贸易” 方式ꎮ②

中国开始友好贸易的背景ꎬ 有两方面的因素ꎮ 一是大跃进运动的失败ꎬ
另一个则是与苏联关系的恶化ꎮ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８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ꎬ 主要议

题就是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和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ꎮ③ 这次会议之

后ꎬ 在李富春提出的 “调整、 巩固、 提高” 的基础上ꎬ 周恩来又加上了

“充实” 两个字ꎬ 提出了经济调整的 “八字方针”ꎬ 将解决粮食问题作为解

决经济再建问题的第一课题ꎮ④

大跃进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ꎮ 因为受大跃进对对外贸

易的波及和影响ꎬ 对外贸易部发布了 “大出大进” 的进出口目标ꎬ 在盲目

大量进口的同时ꎬ 还扩大了超出国力的进口ꎮ⑤ 为了消除对外贸易政策的混

乱ꎬ １９６０ 年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ꎬ 成立了由周恩来挂帅包括当时担任中国

计划经济负责人李富春、 李先念 (２ 人均为副总理) 在内的 “三人小组”
的对外贸易指挥部ꎬ 指挥全国的收购、 出口和调配ꎬ 并决定了严格的进口

控制程序ꎮ⑥ 如此一来ꎬ 在当年和第二年就实现了不经过 “三人小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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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不许批准新进口项目的程序ꎮ① 另外ꎬ 还在周恩来、 陈云副总理和叶季

壮等的要求下ꎬ 对谷物进口进行了多次频繁的调查ꎮ②

正当中国因大跃进的失败而遭受打击的同时ꎬ １９６０ 年苏联不仅撤走了

在中国进行援助的 １３９０ 名技术专家ꎬ 撕毁了高达 ３４３ 项专家派遣合同及合

同的补充文件ꎬ 废除了 ２５７ 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ꎬ 还在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

了限制和差别对待的政策ꎮ③ 对于苏联采取的这些举措ꎬ 在该年 ９ 月中苏两

党高级会谈时ꎬ 中方表示: “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ꎬ 给我们造成

了困难ꎬ 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ꎬ 这些计划都要

重新进行安排ꎬ 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ꎬ 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

补这个损失ꎬ 建设自己的国家”ꎬ 表达出在经济上不依赖苏联体制的决心ꎮ④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状况和对苏关系的恶化ꎬ 中国开始认真探索与除

美国之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之路ꎮ 正如 １９６１ 年陈云副总理向党中

央的报告中所阐述的 “如期每年进口谷物ꎬ 不如进口在国内不能生产的建

设工厂所需要的各种金属材料ꎬ 建造氮肥工厂和谷氨酸氨合成酶工厂等ꎬ
增加谷物生产量更为有利”ꎬ 为了降低依赖他国造成的本国经济的脆弱性ꎬ
进一步推行自力更生政策ꎬ 认为有必要从西方国家进口化学工业产品等ꎬ
这种认识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之间也引起了强烈共鸣ꎮ⑤

开始与日本的友好贸易也属于这些政策变化中的一环ꎮ 所以在学者中

也有人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ꎬ 造成中国政府在即使不能满足

政治三原则的交流重开条件的情况下ꎬ 也要重启对日贸易的办法ꎮ⑥ 可以说

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偏重政治发展的对日经济关系ꎬ 在这一时期开始又不得不

重视其经济方面的效用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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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日经济关系的改善与 ＬＴ 贸易

１９６１ 年以后ꎬ 由于池田内阁对华关系的改善ꎬ 中日之间的往来逐渐恢

复ꎬ 长崎国旗事件之后的只有日方访华的单行道状况也随之得以改变ꎬ 几

个中国代表团相继访日ꎮ① 但是ꎬ 因为 １９６１ 年日本表示支持中国加入联合

国需要符合联合国三分之二成员国赞成的 “重要问题” 提案之后ꎬ 中国对

于池田内阁的谴责进而加强ꎬ 并不能说此时的日中关系已形成了友好的

气氛ꎮ
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出现改善的明显征兆是在 １９６２ 年以后ꎮ １ 月至 ２ 月ꎬ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 (又称: 七千人大会)ꎬ 经济调整政策正式确

定之后ꎬ 中国开始具体研究进口日本成套设备的问题ꎬ 之后逐渐积极开展

对日接触ꎮ②

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ꎬ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了日本ꎮ
廖承志与陈毅商议决定让大日本组主要成员孙平化参加代表团出任副团长ꎬ
目的是让其与日本要人进行接触ꎮ③ 据说周恩来命孙平化 “在日本如果有机

会与松村 (谦三)、 高碕 (达之助) 两位先生见面ꎬ 向他们转达我和陈毅副

总理的问候的同时ꎬ 告诉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来中国就中日关系的改善和贸

易长期发展交换意见”④ (括号内为笔者注)ꎮ
如此 ９ 月松村谦三访华ꎬ 为 ＬＴ 贸易进行了预备会谈ꎮ 担任这次接待工

作的是国务院外办ꎬ 廖承志并没有以接待工作领导的身份出现ꎬ 而是以周

恩来、 陈毅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接待工作ꎮ⑤ 紧接着 １０ 月 ２８ 日高碕达之助、
冈崎嘉平太访华ꎮ 这次接待高碕等的负责人为廖承志ꎬ 其他人员由赵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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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平化、 刘希文、 萧方洲、 吴曙东、 吴学文等外办大日本组成员组成ꎮ① 另

外ꎬ 关于贸易方面的具体谈判工作由对外贸易部组织的团队负责ꎮ② 周恩来

也对高碕访华给予高度重视ꎬ 在谈判过程中让廖承志、 对外贸易部的叶季

壮、 卢绪章等向其进行了详细的汇报ꎮ③

在此次访华接待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ꎬ 廖承志不仅像以前那样负责接

待工作ꎬ 而且以领导的身份亲自参与到接待的实际工作之中ꎮ 在此前接待

访华的日本访华团时ꎬ 廖承志只是接待工作的负责人ꎬ 并没有正式走到中

日关系的前台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ＬＴ 贸易备忘录» 正式签署ꎮ 具体是在什么时间正

式决定廖承志成为中方代表的ꎬ 目前还不能确定ꎬ 但据王俊彦 «廖承志传»
中介绍ꎬ 有可能是接受高碕访华联系后临时做出的决定ꎮ④

ＬＴ 贸易的中方代表ꎬ 并不是由民间贸易窗口的中国贸促会成员担任ꎬ
而是让廖承志担任ꎬ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来说此次贸易协定并不单纯只是一

个贸易协定ꎬ 而是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ꎮ 陈毅也曾经把 ＬＴ 贸易评价为 “可
以说其既是民间协定也是政府协定ꎮ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ꎬ 是因为中方代表

是政府的负责人ꎬ 而日方也是自民党的负责人ꎬ 行业代表也与日本政府有

密切关系”⑤ꎮ 如此可以说廖承志已经成为中国对日关系的关键人物ꎮ
为了履行 ＬＴ 贸易协定的约定ꎬ 中日双方分别设立了办事处和事务所ꎮ

中方的办事处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领导之下ꎬ 由外交部、 对外贸易部的

干部组成ꎬ 对外联络事务由负责亚洲地区的对外贸易部第四局负责ꎮ⑥ 另外

还规定ꎬ 中日在政治方面分别以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作为联络线ꎬ 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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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廖承志、 刘希文和高碕达之助、 冈崎嘉平太作为联络线ꎮ① 如此 ＬＴ 贸易

双方不仅在贸易关系上ꎬ 而且使日中之间之前一直处于暧昧状态的政治关

系的对话渠道也从此确定下来了ꎮ

图 ４　 廖承志办事处成立后 (１９６２ １１—１９６７)
对日经济政策的主要决定程序和与日方的谈判窗口

出处: 根据林代昭: «战后中日关系史»ꎬ 渡边英雄译ꎬ 东京: 柏書房ꎬ １９９７ 年ꎻ
«廖承志的下半年对日工作的请示报告»ꎬ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８ 月 ２８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ꎬ １０５－０１８６３－０１ꎬ 等ꎬ 由笔者制作ꎮ

就经济方面而言ꎬ 可以看到廖承志从此也参与到以前很少露面的经济

问题中ꎮ 例如ꎬ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ꎬ 为了缔结 ＬＴ 贸易第二年度 (１９６４ 年) 的协

议ꎬ 日本派遣了第二次使节团 (团长: 冈崎嘉平太) 访华ꎬ 负责召集贸易

小组进行谈判的就是廖承志ꎮ② 虽然中国贸促会仍然担负着 “贸易窗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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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ꎬ 但已经在接受廖承志的领导ꎮ①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ꎬ ＬＴ 贸易缔结

以后ꎬ 不仅是政治问题ꎬ 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所有工作都能见到廖的身影ꎮ
另外ꎬ 伴随着 ＬＴ 贸易的签订ꎬ “贸易三原则” 也发生了变化ꎮ 陈毅在

１２ 月举行的由南汉宸主持的宿谷荣一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 铃

木一雄访华欢迎会上说: “一、 如果按照政治、 贸易三原则ꎬ 希望缔结政府

间的日中贸易协定ꎬ 中国政府当然会同意ꎮ 二、 如果在其实现之前ꎬ 希望

达成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协议ꎬ 我们也可以接受ꎮ 三、 另外ꎬ 与此同时如果

中小企业友好商社希望与我们缔结协议ꎬ 我们也可以相应对待”②ꎮ 而以前

的 “贸易三原则” 一直是 “政府间协定” “民间合同” 和 “个别情况考

虑”ꎮ 但是ꎬ 在陈毅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其将 “政府间协定” 之后的两项 “民
间合同” 和 “个别情况考虑” 归纳成为了一项 “半官半民” 的性质ꎮ

根据 ＬＴ 贸易协定ꎬ 加进去了当初在 “贸易三原则” 中并不存在的 “半
官半民” 的概念ꎮ 如此一来ꎬ 就产生了第四次以前的贸易协定中一直未能

实现的 “半官半民” 贸易关系和以前纯民间的 “友好贸易” 的两种贸易形

式ꎮ 廖承志将其称为 “两架马车”③ꎮ
３. “半官半民” 关系与 “两架马车”
ＬＴ 贸易缔结以后ꎬ 中日关系迅速发展ꎮ 经济方面ꎬ 进出口总额从 １９６２

年的 ３８４６ 万美元ꎬ 迅速上升到 １９６３ 年的 ６２４１ 万美元、 １９６４ 年的 １ 亿 ５２７３
万美元和 １９６５ 年的 ２ 亿 ４５０３ 万美元ꎮ④ 这不仅得益于 ＬＴ 贸易ꎬ 也是与之相

呼应的 “友好贸易” 同时得到大幅增长的结果ꎮ
政治方面ꎬ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成立了以廖承志为会长的中日友好协会ꎮ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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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早在 １９５０ 年就成立了ꎬ 但是中国却一直未成立与之相

呼应的对日民间团体ꎮ 但此次是为了适应 ＬＴ 贸易的缔结而形成的迅速扩大

的对日活动而果断成立的ꎮ① 紧接着ꎬ 又于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签署了 «中日互设

贸易办事处的备忘录» 和 «中日关于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ꎮ 在此基础上

中方的驻东京联络事务处和日方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也同时成立ꎬ 大日本

组的孙平化被任命为中方驻日首席代表ꎮ
东京联络事务处是基于中方认为如果不实地掌握日方的活动ꎬ 则在政

治上对中方不利的考虑而成立的ꎮ② 以后ꎬ 东京联络事务处就成了与日本联

络的窗口ꎬ 日本方面的信息也通过此通道传达给廖承志ꎮ③ 如此说来ꎬ 东京

联络事务处不简单只是一个民间的商务代表处ꎬ 孙平化曾回忆道: “ (中日

关系) 从此时开始转为半官半民的状态”ꎮ④

但是这种半官半民的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ꎮ 成为 ＬＴ 贸易协定最大焦点

的是中国的成套设备进口问题ꎮ 在 １９６０ 年前后ꎬ 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对苏

关系的恶化ꎬ 中国就开始摸索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机械设备ꎮ 对于日本也

是一样ꎬ 从 １９５７ 年末开始ꎬ 中国就曾表示过希望进口日本仓敷人造丝株式

会社和大日本纺织的尼龙生产成套设备的愿望ꎮ １９６０ 年中日友好贸易开始

恢复之后ꎬ 中国对外贸易部、 化学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等又开始同这两家

日本企业联系引进事宜ꎮ⑤ ＬＴ 贸易备忘录中也明确注明日方出口品目中有

成套设备ꎬ 关于付款方式则规定为另行商议ꎮ 在 ＬＴ 贸易协定缔结之后的 １２
月ꎬ 中方就派遣了尼龙视察团 (团长: 杨维哲) 访日ꎬ 可以看出中国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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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设备进口的重视程度ꎮ①

但是ꎬ 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的问题ꎬ 因为长崎国旗事件和日方对

于从输出入银行融资采取消极态度而迟迟不见进展ꎮ 而本次根据 ＬＴ 贸易协

定确立的廖承志沟通渠道则起到了重大作用ꎮ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ꎬ 松村谦三向廖

承志表示为了就成套设备的进口问题进行协商ꎬ 希望中方派代表团访日ꎬ
于是廖派孙平化、 王晓云、 王效贤赴日访问ꎮ② 访问日本的孙平化等经松村

介绍与通产省官房长渡边弥荣司进行了非正式会谈以图事态取得突破ꎮ
关于日本政府对于尼龙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上所采取的对应措施ꎬ 也成

为中国测试日本是否能够摆脱亲美反中路线的试金石ꎮ 譬如ꎬ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进行的重新缔结日中民间渔业合作协定的谈判中ꎬ 周恩来就曾表现出视日

本对于 ＬＴ 贸易的态度而定的姿态ꎮ③ 还有ꎬ 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也将尼龙

成套设备能否达成协议作为前提条件ꎮ④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ꎬ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之间签订进

口尼龙成套设备的合同ꎮ ８ 月获得日本政府的许可ꎬ 并从日本输出入银行成

功获得融资ꎮ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第一次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械成套设备ꎮ
可是在那以后ꎬ 日中成套设备进口问题再度被延迟ꎮ 其最大的理由是

第二次 “吉田书简” 问题ꎮ⑤ １９６３ 年ꎬ 为了解决 “周鸿庆事件”⑥ꎬ 吉田茂

赴台湾交涉时发表书简ꎬ 表示在对中国的成套设备贸易上不使用输出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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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 年 ９ 月作为中国油压式机器代表团的翻译访日的周鸿庆到苏联大使馆谋求政治庇护的

事件ꎮ 周后来将其希望避难的场所改为台湾ꎬ 但是担心与中国的关系恶化的日本政府将其拘留以

后ꎬ 最终按照本人的意思在将其遣返回中国ꎮ 如此在此事件中出现三次的变化以后ꎬ 本人回到中

国ꎮ 对于日本政府的做法ꎬ 中国给予了认可的评价ꎬ 但台湾当局十分愤怒ꎬ 召回了驻日 “大使”ꎬ

并对日本政府进行了严重的抗议ꎮ



行的融资ꎮ 这意味着日本企业不得不只使用民间力量与中国进行大型成套

设备等的贸易ꎮ 因为还存在当时一些西欧国家的企业也相继要向中国出口

成套设备的情况ꎬ 第二次 “吉田书简” 为日本企业的对中国出口竞争造成

了障碍ꎬ 为此日本企业对日本政府的不满逐渐增大ꎬ 并引起了国内的

议论ꎮ①

中方认为这一书简是日本政府接受台湾当局影响的结果ꎬ 对其进行了

强烈谴责ꎬ 并从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至 ５ 月ꎬ 取消了与东洋工程设备的尿素成套设

备的合作ꎬ 并相继解除了与日立造船的船舶进口和大日本纺织的尼龙成套

设备进口合同ꎮ 关于解除与日立造船合同的问题ꎬ 中方发出电报ꎬ 谴责日

本政府是 “始终顽固坚持蔑视中国、 敌视中国的政策ꎬ 不仅妨害了 «备忘

录贸易» (ＬＴ 贸易) 的正常发展ꎬ 更故意混淆论点ꎬ 希望转嫁责任”②ꎮ

从结果来看ꎬ 在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签署了 ２０ 多个进口成套

设备的合同ꎬ 而与日本只和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签了 １ 个合同ꎮ 中国政府具

体在哪个时间点上了解到第二次 “吉田书简” 的存在现在还尚未查清ꎬ 但

在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签署 ＬＴ 贸易第三年度的协议事项时ꎬ 还在协议上写着 “同意

进口日立造船所株式会社的万吨货轮”ꎮ 因为关于尼龙成套设备的吉田书简

送达台湾是在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ꎬ 所以说明起码在其送达台湾之后四个月中国尚

未接触到该信息ꎬ 或那时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ꎮ 而中国正式将第二次

“吉田书简” 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是在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末ꎮ③

由于中国解除了一连串与日本的成套设备进口合同ꎬ 使 ＬＴ 贸易的贸易

额发展缓慢ꎮ 中国之所以采取取消合同的措施ꎬ 是因为 ＬＴ 贸易对于中国来

说是关系到它具有以 “政治三原则” 为基础的意义ꎮ 但另一方面ꎬ 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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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友好贸易得以继续ꎬ 双方没有像长崎国旗事件发生时那样全面中断经济

关系ꎮ 正是这种 “两架马车” 的体制使中国可以把对日贸易区分为 ＬＴ 贸易

和友好贸易的两种方式ꎮ

结　 语

本文主要就中国对日经济政策中廖承志的作用进行了探讨ꎮ １９５２ 年以

后ꎬ 廖承志一直是中国对日工作的负责人ꎮ 对日工作的具体工作方针ꎬ 是

在由廖承志所召集的会议 (１９５８ 年以后为 “大日本组” ) 上决定的ꎬ 而收

集日本相关信息、 拟定政策草案等也是由他领导下的成员进行的ꎮ 但关于

经济问题则由对外贸易部为中心的成员组织成立的贸易小组主要负责ꎬ 包

括制定与日本的具体贸易谈判方式等草案的制作等ꎮ①

对于中国来说ꎬ 中日经济关系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ꎬ
根据 “以民促官” 的方针ꎬ 经济关系正是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种

方式ꎮ 中国的目标是通过两国缔结民间贸易协定ꎬ 将经济关系逐步发展向

政治关系的发展ꎮ
中日经济关系ꎬ 从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到第三次贸易协定发展是比较

顺利的ꎮ 当初中国对日关系的窗口是多数成员由对外贸易部成员兼任的中

国贸促会ꎮ 将中方意图传达给日方ꎬ 调节双方意见的也是中国贸促会的南

汉宸、 兼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雷任民等ꎬ 这一时期ꎬ 廖承志的名字基本

上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对日谈判舞台上ꎮ
但是ꎬ 到了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前后ꎬ 由于通商代表处等政治问题使

中日之间的摩擦表面化ꎬ 谈判陷入僵局ꎮ 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得以发展之

后ꎬ 出现了很多政治问题ꎬ 进而又因为长崎国旗事件关系断绝以后ꎬ 以中

国贸促会为窗口的谈判已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ꎮ 因此ꎬ 为解决政治问题而

“登场” 的就是廖承志ꎮ 因为廖的 “登场”ꎬ 才使中日关系中政治性对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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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基础得以构筑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 可以认为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的日中关系

断绝期ꎬ 使双方认识到中日关系中具有政治性的沟通管道的必要性ꎬ 所以

也可以将这一时期定位为构筑政治性沟通管道的过渡期ꎮ
如此政治对话的管道ꎬ 通过 ＬＴ 贸易协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ꎮ 被选定

的 ＬＴ 贸易的中方代表不是原来代表民间贸易窗口的中国贸促会成员ꎬ 而换

成了廖承志ꎬ 这意味着是强调 “半官半民” 政策中的 “官” 之部分的人事

布局ꎮ 再者ꎬ ＬＴ 贸易缔结以后ꎬ 不仅在政治方面ꎬ 在经济方面廖承志也开

始召集 “贸易小组” 的会议ꎬ 可以看出廖加强了其在经济问题上的参与

程度ꎮ
１９７２ 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路线的第一步由此得以确立ꎬ 在这其中廖

承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但是ꎬ 廖承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在中日关系

舞台的前台上的ꎬ 他的作用和地位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从不出

现在前台的对日工作负责人ꎬ 经历调节各方关系的调节人的身份ꎬ 进而改

变为中国对日关系的象征性人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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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与留日学生、 华侨

[日] 王雪萍∗

序　 言

廖承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起就担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

(以下: 侨委) 副主任委员ꎮ 当时侨委的主任委员虽然是由廖承志的母亲何

香凝担任ꎬ 但具体事务基本上都是由廖承志来负责ꎮ 可以说廖承志是中国

建国初期侨务政策的主要制定和负责人ꎮ 同时ꎬ 出生在日本东京的廖承志ꎬ
由于小学和高中都是在日本受的教育ꎬ 对日本的了解程度极高ꎬ 又与许多

日本华侨、 政界财界人士有过交往ꎮ 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家庭关系ꎬ
廖承志从小就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ꎬ 在长征、 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与

周恩来并肩作战ꎬ 深受周恩来信任ꎮ 这些都让廖承志有了做对日工作的绝

佳条件ꎮ① 正是为此ꎬ １９５２ 年春天ꎬ 中共中央才把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的重

担交给了廖承志ꎮ②

如此ꎬ 既管华侨又负责对日工作的廖承志和战后仍留在日本的中国人

就有了不能分割的关系ꎮ 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留日华侨当中ꎬ 战后没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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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 王雪萍ꎬ 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ꎮ

胡鸣: «周恩来と廖承志———中国革命から中日友好へ»ꎬ 王雪萍编著: «戦後日中関係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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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留日学生组织也与廖承志和侨委之间建立了关系ꎮ 这种情况不同于欧

美各国的华人社会ꎬ 欧美各国的华侨团体大多与侨委联系ꎬ 但留学生组织

一般都和教育部联系ꎮ 而这种关系ꎬ 也为日本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联合

行动创造了条件ꎮ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ꎬ 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选择和在台湾的

“中华民国” 维持 “外交” 关系ꎬ 不承认新中国ꎮ 这种情况ꎬ 也导致了在日

华人的分裂ꎮ 对于日本华侨社会在战后的分裂过程ꎬ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国外司副司长朱慧玲在著作中从冷战构造中对战后日本华侨组织的分裂

进行了分析ꎬ 并介绍了在日本全国各地曾建立起了亲大陆和亲台湾的两个

不同体系的华侨总会和华侨联合会等组织ꎬ 其中亲大陆团体有 ３７ 个ꎬ 亲台

湾团体有 ３８ 个的情况ꎮ① 但华侨、 留学生团体与建国后的中国政府之间的

关系ꎬ 只是在一些团体或个人的回忆录中有过一些介绍ꎬ 缺乏对亲中共的

团体和留学生、 华侨的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ꎮ 本文通过对已经公开的中国

外交部档案ꎬ 留日学生、 华侨的回忆录ꎬ 笔者对留日学生、 华侨、 对日工

作人员进行的采访调查ꎬ 由留日学生、 华侨创办的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ꎬ
把战后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的中国政府与留日学生、 华侨的关系进行

整理ꎮ

一、 战后中国留日学生、 华侨社会的统合与分裂

(一) 战争时期留日学生、 华侨的生活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的日本战败ꎬ 给当时生活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和华侨的

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对抗日战争中在日本的华侨和留学生的生活ꎬ
罗晃潮的总结比较全面ꎮ 据罗晃潮的分析ꎬ 虽然在抗战开始之后ꎬ 一部分

华侨回国了ꎬ 但其后还有许多被日本人抓来或骗来的战俘和苦力陆续来到

日本ꎮ② 另外通过川岛真的研究ꎬ 发现战争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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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遇ꎬ 虽然在 １９３７ 年出现了大批留学生回国参加抗战的情形ꎬ 但在其后

东北的满洲国、 汪伪政权等傀儡政权都向日本派遣了留学生ꎬ 而殖民地台

湾的学生作为 “日本国的臣民”ꎬ 到日本的高中、 大学学习的行为也一直

继续ꎮ①

在日本的留学生与华侨的生活ꎬ 据罗晃潮的调查ꎬ “九一八事变” 以后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立法等手段ꎬ 对华侨团体和个人的活动进行了限制ꎬ 使

众多华人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陷入困境ꎮ② 神户的中华会馆百年史的记录

中也描述了当时华侨们的处境ꎬ 由于开战以后日本政府对敌对国民与日本

国民进行了区分ꎬ 虽然日本内务省曾指示保护在日本的中国人ꎬ 但大量的

中国人因为失业等问题ꎬ 不得不被迫离开日本回国ꎮ 而卢沟桥事变后ꎬ 日

本政府还对华侨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ꎮ 如对神户华侨ꎬ 就曾有过三次镇压

行为ꎮ 而华侨团体被重组、 解散ꎬ 华侨学校合并、 关闭ꎬ 许多华侨商店、
饭馆倒闭关门ꎬ 这些都使华侨在日本的影响力大幅降低ꎬ 自我保护能力急

剧下降ꎮ 在卢沟桥事变后ꎬ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ꎬ 日本的老百姓都

为了战争进行总动员ꎬ 就不用说在日华人的处境了ꎮ 当时华侨团体也已经

不可能逐一关照那些生活困难的华侨了ꎮ 据 １９４４ 年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学

习的华侨学生回忆ꎬ 对当时最深的记忆就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挨饿的情形ꎮ
而日本政府对中华学校的教科书、 教学内容、 教师的审查也逐渐加强ꎬ 民

族教育不能充分进行ꎬ 师生的安全也不能完全保证ꎮ 同样在日本的学校上

学的中国孩子则经常受到来自日本孩子的带有民族意识的歧视ꎮ③

通过笔者的调查了解ꎬ 许多在战争时期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也和华侨一

样大多数都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日子ꎬ 同样一些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ꎬ 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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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参加日本工厂矿山的劳动ꎬ 而换来的工资及交学费也不能保证吃饱

穿暖ꎮ①

(二) 大陆与台湾留日华侨团体的统合

以上叙述的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华侨的情况ꎬ 但台湾省籍的学生和

华侨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则因为有 “帝国臣民” 的身份ꎬ 可以受到一些优待ꎮ
可是ꎬ 由于日本战败ꎬ 台湾人恢复了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ꎬ 成了战胜国国

民ꎮ 在此情况下他们本应该可以得到治外法权下的特别配给等优待ꎬ 但据

川岛真的研究了解ꎬ 当时台湾籍的留学生因为日本政府的政策ꎬ 没被看作

拥有中华民国国籍ꎬ 在配给等方面的待遇反而出现了恶化的情况ꎮ 这都是

因为台湾曾有 ５０ 年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ꎬ 在战后不光日本政府对台湾人

的待遇上与大陆人有所不同ꎬ 中华民国政府 (以下: 国府) 也对包括留学

生在内的台湾省籍人进行 “中国人化” 的教育过程ꎬ 对台湾省籍的留日学

生也进行了审查和再教育ꎮ②

正是因为国府对台湾省籍留学生和华侨的态度ꎬ 台湾省籍留日学生、
华侨则更希望证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和爱国情结ꎮ 这也促进了台湾留日学

生和华侨的团结ꎬ 成立留学生和华侨的组织ꎬ 并努力把这些组织扩大成为

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团体ꎮ 关于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

成立团体ꎬ 逐渐有组织地联合起来的过程ꎬ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③、 川岛

真④、 何义麟⑤都曾经进行过总结ꎬ 其过程基本上已经明了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 日本战败后ꎬ 日本各地的华侨与留学生都纷纷开始设立

团体ꎬ 最初大陆籍与台湾籍的华侨留学生组织是分开设立的ꎬ 这些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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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运筹等也没有一个协调、 规划的计划ꎮ 如同年 ９ 月在东京就出现了两

个 “台湾同乡会”ꎬ 开展解决在日台湾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和回国问题ꎮ① 各

地大陆华侨组织脱离了战时 “特高” 警察的束缚ꎬ 经过了成立、 重组、 组

织化的过程ꎬ 其主要的工作是接受华侨的会员登记、 编制会员名册ꎬ 向日

本政府争要生活物资分配给侨民ꎮ② 台湾同乡会的组织化步伐也不断加快ꎮ
１９４６ 年ꎬ 一部分同乡会的干部认为ꎬ 要保护同胞的利益ꎬ 必须组织统一的

侨民团体ꎬ 因此台湾同乡会与华侨团体开始讨论合并问题ꎮ③ 东京华侨联合

会和台湾同乡会曾分别派遣代表前往各地ꎬ 与当地各侨会联络ꎮ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ꎬ 全日本华侨的统一组织———留日华侨总会的成立大会在热海举行ꎮ 根

据此次大会的决议ꎬ 决定在全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华侨组织合并统一ꎬ 侨会

名称也统一为 “华侨联合会”ꎬ 并成为留日华侨总会的下属团体ꎮ 由此ꎬ 留

日华侨总会成为代表全日本华侨的侨会ꎬ １９４７ 年时其领导成员由全日本各

地华侨联合会和中国留学生组织成员的 ８０ 人组成ꎮ④ 留日华侨总会成立以

后ꎬ 各地大部分台湾人也都参加了地方华侨团体ꎮ⑤ 留日华侨总会成为代表

留日华侨与日本政府、 ＧＨＱ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以及国府的驻日代表团

等进行交涉的主要渠道ꎮ⑥

(三) 战后留日学生团体的统合

同样留日学生的团体也和华侨一样ꎬ 有了一个大陆与台湾的学生团体

统合的过程ꎬ 而这也是台湾同学领头开始的ꎮ⑦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投降以后ꎬ
在台湾华侨组建台湾同乡会的同时ꎬ 由台湾省籍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台湾学

３７

　 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义麟: «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 以蔡朝炘先生的经历为中心»ꎬ «台湾风物» 第

六十卷第四期ꎬ 第 １６１—１９４ 页ꎮ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编著: «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ꎬ 第 １６７—１６８ 页ꎮ

何义麟: «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 以蔡朝炘先生的经历为中心»ꎬ «台湾风物» 第

六十卷第四期ꎬ 第 １６１—１９４ 页ꎮ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编著: «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ꎬ 第 １６７—１７７ 页ꎮ

何义麟: «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 以蔡朝炘先生的经历为中心»ꎬ «台湾风物» 第

六十卷第四期ꎬ 第 １６１—１９４ 页ꎮ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编著: «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ꎬ 第 １７７ 页ꎮ

对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的采访ꎬ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北京市ꎮ



生会也成立了ꎮ①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台湾同学联盟在东京女子大学讲堂召开成立

大会ꎬ 据何义麟的调查得知入会成员约达两千名ꎮ 同年底ꎬ 东京地区中国

大陆出身的留学生也成立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ꎮ② 东京同学会成

立以后ꎬ 北海道、 盛冈、 仙台、 横滨、 京都、 大阪、 神户、 福冈、 长崎各

地ꎬ 也相继成立了同学会ꎮ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ꎬ 东京同学会决定组织构成之时ꎬ
决定从台湾学生联盟中选出副代表ꎮ③ 这些都成为促进全日本各地大陆与台

湾的留学生团体统合的基础ꎮ 同年初ꎬ 以东京同学会为中心ꎬ 联合各地大

陆与台湾的同学会组织ꎬ 同年 ５ 月 ２２ 日ꎬ 留日同学总会举行成立大会ꎬ 选

定东京同学会主席博定任主席ꎬ 台湾学生联盟委员长罗豫龙任副主席ꎬ 并

出版机关报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 (以下: «学生报» )ꎮ④

虽然全日本留学生的统一组织留日同学总会成立了ꎬ 但是其成员来自

大陆、 台湾和华侨学生ꎮ 由于出身不同其交流却还是有些问题的ꎬ 据原留

日同学总会主席林连德回忆ꎬ 大陆学生国语较好ꎬ 但日语差ꎬ 台湾学生通

日语、 台语ꎬ 但国语差ꎬ 华侨学生使用日语和原籍 (粤、 闽、 江、 浙) 语

言ꎬ 同样国语差ꎮ 由于台湾已回归祖国ꎬ 包括台湾学生在内的华侨学生认

为学习国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ꎬ 在留日学生中努力推行学习国语的学习班

增多ꎬ 许多台湾学生也开始学习国语ꎮ⑤ 当然这些国语学习班的教师多由大

陆来的留学生担任ꎮ 由此ꎬ 大陆学生虽居少数ꎬ 却受到尊重ꎬ 也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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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有当事人认为在留日学生团体统合的过程中ꎬ 大陆学生发挥了较大的

作用ꎮ①

(四) 留日学生、 华侨转向中共一方

在战争期间ꎬ 日本政府曾大力打压共产主义的言论ꎮ 在战败后日本共

产党也开始了公开的活动并出版机关报进行宣传ꎮ 当时在日本的一些中国

留学生和华侨也有一些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ꎬ 并开始在留日华侨和学生中

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ꎮ 有着中共和日共双重身份的台湾籍华侨杨春松

就曾在战后台湾同乡会的成立和留日华侨总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ꎬ
并被推选为留日华侨总会的副会长ꎮ② 当时杨春松除了作为侨领领导华侨的

活动以外ꎬ 还经常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ꎬ 为中共和日共做联络工作ꎬ 同

时还为了宣传中国的信息ꎬ １９４７ 年在日本设立中国通讯社ꎬ 并负责把从香

港寄来日本的 «文汇报» «大公报» «华商报» 和 «人民日报» 等报刊分发

给日本各大报、 政府各部门、 华侨留学生团体和个人ꎮ 这些具体工作很多

都是由杨春松的夫人和孩子们进行的ꎮ 随着中国内战的发展和日本政府、
ＧＨＱ 对共产主义态度的变化ꎬ 杨春松在日本的活动在战后也经历了从地上

转为地下的过程ꎮ③

在杨春松的带动下ꎬ 留日华侨总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有了共产主义思

想的渗入ꎮ 同样ꎬ 留日同学总会在成立于发展的过程中ꎬ 也逐渐出现转向

中共一方的趋向ꎮ 对这一趋向ꎬ 川岛真通过对留日同学总会的机关报的分

析认为其原因主要是源自台湾的 “二二八事件”ꎮ “二二八事件” 后台湾华

侨和留学生的反国府言论剧增ꎬ 又由于内战形势的发展ꎬ 大陆台湾一体的

留学生组织基本上发展为支持共产党的组织ꎮ 这种倾向在 １９４８ 年以后留日

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上越来越明显ꎬ 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主要言论基本上都转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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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共产党一方的ꎬ 而国府的驻日代表团也未能对其进行有效地阻止ꎮ① 通

过笔者的调查ꎬ 也可了解到留日学生向中共转向的主要原因是由对国府的

失望造成的ꎮ 主要原因是 “二二八事件” 的发生、 国府发动内战停止向日

本派驻军和对国府驻日代表团的失望ꎮ② 在对国府失望的同时ꎬ 留日学生接

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ꎬ 则与大陆籍留日学生的转向关系密切ꎮ 上文中提

到大陆籍学生在中国留学生中较为受到尊重ꎬ 可他们中许多是日本的伪政

权公派到日本的留学生ꎬ 所以很多留学生担心被认为是汉奸而要求思想进

步ꎮ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受到国府驻日代表团代表的冷遇ꎬ 而共产党的宣传

更容易让他们接受ꎮ 特别是一些从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

留学生在日本战败两三年后都已经从大学毕业ꎬ 许多人到华侨学校任职ꎬ
积极组织留学生和华侨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ꎬ 教导他们学习共产主义思

想ꎬ 这也是日本青年华侨中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之一ꎮ③

据台湾籍留日学生日共党员郭承敏叙述ꎬ 从 １９４８ 年以后同学总会基本

上就转向中共一方了ꎮ 而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在中国留日华侨和学生中成立了日共

支部ꎬ 在那以后留日同学总会和留日华侨总会的活动也开始受日共支部的

领导ꎮ④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的分裂

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的分裂并非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ꎬ 早在台湾 “二二八事件” 后ꎬ 就出现了台湾学生的独立倾向ꎬ １９４８ 年

廖文毅等就在日本组织成立 “台湾留学生会”ꎬ 提出 “台湾独立” 的主

张ꎮ⑤ 台湾留学生会的成立虽然只是一小部分台湾学生的行为ꎬ 但从此也可

６７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②

③

④

⑤

川岛真: «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ꎬ 刘杰、 川岛真编:

«１９４５ 年の歴史認識——— “終戦” 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ꎬ 第 ３１—５１ 页ꎮ

王雪萍: «留日学生の選択——— “愛国” と “歴史” »ꎬ 刘杰、 川岛真编: «１９４５ 年の歴史

認識——— “終戦” 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ꎬ 第 ２０３—２３２ 页ꎮ

对旅日华侨留学生联谊会秘书长曾葆盛的采访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北京市ꎮ

对归国留日学生郭承敏的采访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天津市ꎮ

杨国光: «一个台湾人的轨迹»ꎬ 第 ２３８ 页ꎮ



看出在 “二二八事件” 后ꎬ 台湾人对国府的不信任和 “台湾意识” 的增强ꎮ
如上文所述在内战向中共胜利的方向发展以后ꎬ 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

逐渐走向支持中共一方ꎬ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ꎬ 支持中共的留日学

生、 华侨团体可以说成为了主流ꎬ 就连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的成员中也出

现为数不少的亲共人员ꎮ①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ꎬ ＧＨＱ 和日本政府的反共态

度越发明确ꎬ 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也开始对华侨团体、 华侨学校、 留学生

团体进行直接干涉ꎬ 甚至还要求日本警方协助开展取缔中国留学生的亲共

活动ꎮ 虽然ꎬ 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通过选举、 武装抵抗等方式进行了多方

位的抵抗ꎬ 但在冷战秩序形成的过程中ꎬ 日本全国各地的留日学生、 华侨

团体、 华侨学校还是出现了分为大陆和台湾两派的情况ꎮ② 据罗晃潮的调

查ꎬ 在 １９８６ 年时日本全国各地的华侨团体中ꎬ 台湾系华侨总会约有 ３８ 个ꎬ
大陆系华侨总会约有 ３７ 个ꎮ③ 可以说战后日本华侨团体的分裂情况至今仍

然影响着留日学生和华侨的生活ꎮ

二、 中国政府与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的关系

(一) 廖承志与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ꎬ 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纷纷举行庆祝活动ꎬ
并通过媒体或书信向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支持中国新政权的

态度ꎬ 可以说这种表态是争先恐后的ꎮ④ 中国政府对海外留学生与华侨的关

心与召唤也是从抗战时期就开始了ꎬ 特别是在内战战况逐渐明朗的 １９４９ 年

春天以后ꎬ 中共中央就开始通过媒体、 电报、 书信等各种方式来号召在海

７７

　 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建

①

②

③

④

何义麟: «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 以蔡朝炘先生的经历为中心»ꎬ «台湾风物» 第

六十卷第四期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１６１—１９４ 页ꎮ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编著: «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ꎬ 第 ５６—６５、 ２１５—２２８ 页ꎮ

罗晃潮: «日本华侨史»ꎬ 第 ３７４—３８２ 页ꎮ

王雪萍: «留日学生の選択——— “愛国” と “歴史” »ꎬ 刘杰、 川岛真编: «１９４５ 年の歴史

認識——— “終戦” 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ꎬ 第 ２０３—２３２ 页ꎮ



外生活的留学生、 华侨、 学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ꎮ① 而这种号召在建国

后则开始通过政府行政部门来具体执行ꎮ 留学生、 专家学者的回国工作由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属的 “办理留学生事务委员会” (以下: 办委会)

负责ꎬ 主要是为了解决新中国人才匮乏的问题ꎬ 希望争取较多高层次人才

回国ꎮ② 有关华侨的工作则由侨委负责ꎬ 建国初期并没有举办大规模的促进

华侨回国的活动ꎬ 而接待华侨回国探亲、 参观新中国的建设则成为侨委成

立之初的主要工作ꎮ 侨委成立之初的主任由何香凝担任ꎬ 副主任是李任仁、

廖承志、 李铁民、 庄希泉ꎬ 办公场所就选在王大人胡同一号ꎮ③

由于廖承志在抗战时期就曾在香港负责过华侨事务、 与日本和东南亚

华侨交流较多ꎬ 熟悉华侨业务ꎬ 了解华侨心理ꎬ 同时他又是侨委主任的何

香凝的儿子ꎬ 与何香凝同住在王大人胡同的一套四合院里ꎮ 这些条件都让

廖承志有更多机会接触和直接管理日本华侨事务ꎮ

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和留日学生、 华侨的联系是分两个渠道的ꎮ 教育部

办委会负责留学生和专家学者的回国事宜ꎬ 但由于建国初期对国外留学生

团体和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了解ꎬ １９５０ 年以前主要是以调查海外留学生情况

和接待一些自行回国的学生为主ꎮ④ 而其后对海外留学生的宣传、 争取回国

的许多具体工作的推行则较多依赖建国前就被认定为亲共的一些海外学生

组织ꎬ 如 “留美中国科协” “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中国留德同学会” “留

英中国学生总会” “留英科协” 以及 “中国留法学生总会” 等ꎮ⑤ １９５０ 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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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留日同学总会接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来的信ꎬ 其中介绍了办委会的

成立和工作范围、 以及中国政府号召留学生回国的决心ꎬ 希望留日学生直

接与办委会联系ꎬ 并尽快回国ꎮ 其后ꎬ 一部分留日学生也直接收到了教育

部归国学生招待处的归国邀请书ꎮ① 由以上介绍可以了解ꎬ 建国初期中国政

府在和留日学生取得联系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窗口ꎬ 基本上是在针对具体

的案件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联系ꎬ 然后各单位之间对情况再进行汇总ꎬ 这一

个情况汇总主要是在办委会的会议上进行的ꎮ②

与留日学生联系的这种混乱状况在 １９５２ 年以后有了改观ꎬ 其主要原因

是 １９５２ 年春廖承志开始负责中国的对日工作ꎬ 而加强了对留日学生和华侨

的统一管理ꎮ 这首先是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补助问题上体现出来的ꎮ
办委会对留学生的经济补助ꎬ 基本上是基于对回国经费的资助ꎬ③ 而建国后

在日本的亲共学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ꎬ 由于日本政府和台湾当

局的反共方针ꎬ 对留日学生中的亲共学生实行不发救济金、 奖学金等政策ꎬ
导致许多留日学生生活困难ꎬ 很多人毕业以后也找不到工作ꎬ 生活困苦ꎬ
被迫打工维持生计ꎮ④ 鉴于这一情况ꎬ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中国政府给留日学生汇去

了第一批救济金ꎬ 直到 １９５７ 年救济金都持续寄到日本ꎬ 由留日同学总会分

发给 ４００ 多名留日学生ꎬ⑤ 其中有些留日同学总会的干部也拿到了救济金ꎬ
并把救济金的一部分捐出来作为同学总会的运营之用ꎬ 可以说这笔救济金

是既解决了一部分留日学生的经济问题ꎬ 又增进了留日学生与新中国的感

情ꎬ 并为留日同学总会的爱国活动提供了便利ꎮ 按照刚才笔者介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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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留学生和华侨管理的分工ꎬ 留学生相关的救济金应该由高等教育部

和办委会来发放ꎬ 可是经原同学总会主席郭平坦的介绍了解ꎬ 这笔救济金

一直是由侨委负责发放的ꎮ① 同时笔者查找当时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资

料时ꎬ 也未能寻到有发放过救济金的记载ꎬ 以现有资料可以推论ꎬ 这笔救

济金就是专门发给留日学生的ꎮ 而从这笔救济金的发放日期离廖承志开始

负责日本业务的 １９５２ 年春很近的情况也可以推测救济金的发送与廖承志有关ꎮ
到 １９５６ 年以后ꎬ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调查工作也通过外交部、 侨委直接联

系东京的华侨总会进行ꎬ 没有了办委会、 教育部与留日同学总会的联系ꎮ②

另外ꎬ 原同学总会主席郭平坦是从 １９５２ 年开始参加留日同学总会的工

作的ꎬ 据他介绍留日同学总会的工作一直是受侨委领导的ꎬ 有时还有廖承

志的直接指示ꎬ 比如在 １９５６ 年国家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的政策出台以后ꎬ
同学总会就接到了来自廖承志的亲笔信ꎬ “命令同学总会动员在日本的所有

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ꎮ③

建国后廖承志与留日学生、 华侨的关系ꎬ 还表现在留日学生、 华侨的

回国运动上ꎮ 关于留日学生、 华侨的回国过程ꎬ 笔者曾在其他论文中做过

详述ꎬ 在这里就不重述ꎬ １９５３ 年以后可以实现将近 ４０００ 人的留日学生、 华

侨的大批回国ꎬ 就是得益于解放后还居留在中国的日侨的回国谈判ꎬ 而在

日侨回国谈判中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正是廖承志ꎬ 廖承志在谈判中积极配合

东京华侨总会和留日同学总会提出的要求ꎬ 提出希望日本政府同意留日学

生、 华侨和战后留在日本的中国战俘和劳工的遗骨乘坐日本政府派往中国

接日侨回国的接侨船回国ꎬ 并在台湾当局强烈反对导致准备回国的留日学

生、 华侨不能顺利成行时ꎬ 通过日本外务省与台湾当局交涉ꎬ 让留日学生、
华侨们可以踏上回国的旅程ꎬ 并将这个回国方式一直延续到 ５０ 年代末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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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归国留日学生、 华侨与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

建国初期只有少数留日学生、 华侨个别回国ꎬ 而留日学生、 华侨的大

批回国是在 １９５３ 年以后ꎬ 只 １９５３ 年一年ꎬ 乘坐迎接日侨回国的船回国的留

日学生、 华侨就有 ２６５０ 人ꎮ 从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５８ 年共有 ３８１１ 名留日学生、 华

侨乘船回国ꎮ 而这些留日学生、 华侨的安置工作也成为侨委的重要任务ꎮ①

经过笔者调查ꎬ 可以把对归国留日学生、 华侨的工作分配情况分成以下三

种类型ꎮ
(一) 回国以前已与中共方面建立信赖关系、 回国后直接被安排工作

建国后最早从日本回国的留日学生、 华侨大多是中共或日共党员本人

和其家属ꎬ 还有一些是在日本的进步学生和华侨团体的成员ꎬ 他们在回国

以前就已经和国内的组织有过联系ꎬ 所以许多人回国以后都直接被分配到

中央或地方城市的政府部门、 研究机构工作ꎮ② 其中上文中介绍过的杨春松

一家也属于这类回国人员ꎮ 由于朝鲜战争的扩大和 ＧＨＱ 与美国政府的 “清
共” 政策ꎬ 杨春松多次被日本的报纸称为 “在日中共头目”ꎬ 其活动也越发

危险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１９５０ 年杨春松先行回国ꎬ 之后杨家的三个年纪较大

的儿子被安排从神户乘船到青岛ꎬ 杨春松的夫人和女儿们则是在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才乘巴拿马的货轮到达天津港ꎬ 如此一家人分了三次才返回祖国ꎮ③ 这既

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的共产党员活动的危险性ꎬ 还反映了建国初期在日本的

中国人希望回到中共统治地区的大陆是多么困难ꎮ
由于在日本的华侨团体的工作经历和在台湾参加革命的经历ꎬ 杨春松

回国后在离开日共的 “北京机关” 并从事过一段土改工作后ꎬ 被安排在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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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负责侨务工作ꎮ 自此杨春松成为廖承志的华侨工作和对日工作的强力

助手ꎮ①

曾经加入过日本共产党的一些留日学生也有和杨春松类似的经历ꎮ 曾

是日共党员的归国留日学生郭承敏就曾向笔者介绍ꎬ 当年日共的中国留日

学生、 华侨支部的三名成员在 １９５０ 年回国后ꎬ 一起被安排到中国共产党的

对日工作部门负责日本相关工作ꎮ②

除了曾经是日共党员以外ꎬ 受到中国政府信任的还有上文中提到的亲

中共的爱国留日学生、 华侨的团体的成员ꎮ 如留日同学总会主席的郭平坦ꎬ
１９５６ 年他带领留日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ꎬ 到达后直接就被安排

到政府部门担任日本相关情报的分析工作ꎬ 走进了对日工作的行列ꎮ③ 同是

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主席的陈峰龙在 １９５３ 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外交部ꎮ④ 在大

阪华侨联络会工作过ꎬ 长年从事与中国合作的活动ꎬ 并参与过接待梅兰芳

京剧访问团以及其他中国派遣的访问团ꎬ 且担任过警卫工作的王英兰回国

后也很快被录用为对日工作人员ꎮ⑤

(二) 回国后经过审查后直接被安排参加工作

乘坐迎接在华日侨回国的接侨船返回中国的留日学生、 华侨回国时都

是先乘船到天津港ꎬ 在天津市的饭店或招待所停留一段时间ꎬ 书写自传ꎬ
接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审查以后ꎬ 结合回国人员的意愿ꎬ 由侨委安排归国留

日学生、 华侨的工作单位或升学学校ꎮ⑥ 虽然 １９５３ 年大批回国的人员中有

很多是留学生ꎬ 但因为留日学生、 华侨的回国接待工作由天津归侨接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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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委和天津市政府共同组成) 负责ꎬ① 所以办委会和教育部并没有派人前

来接待留学生ꎮ 据杨春松的儿子杨国光回忆ꎬ 当时杨春松就曾经赴天津负

责组织接待和安置这批留日回国人员的工作ꎮ②

说到回国人员的安置ꎬ 就是决定他们的去处ꎬ 包括工作或学习的场所ꎬ
家庭生活的各方面工作ꎮ 可是工作的安置里ꎬ 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拔优

秀的对日工作人员ꎮ 建国初期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

是缺少历史清白、 政治可信、 语言能力强的对日工作人员ꎮ③ 如此回国的留

日学生和华侨就成为政府选拔的对象ꎮ 而这个选拔工作则是由杨春松、 赵

安博等廖承志手下的对日工作干部来担任的ꎮ
据回国留日华侨学生 Ｒ 介绍ꎬ 在他提交了自传以后不久ꎬ 就有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 (以下: 中联部) 的对日工作负责人拿着他的资料找他谈话ꎬ
希望他同意去中联部工作ꎬ Ｒ 虽然很希望升入大学学习ꎬ 但在劝说下最终还

是同意进入中联部工作ꎬ 而后到退休他一直担任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工作ꎮ Ｒ
进入中联部以后才知道当时到天津找他谈话的正是被称为廖承志四大金刚

之一的赵安博ꎮ④

Ｒ 因为回国前就在华侨学校学过中文ꎬ 语言能力较强ꎬ 而家庭成分也没

有问题ꎬ 回国后马上被选走担任对日工作ꎬ 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ꎮ 比如

１９５３ 年乘船回国的王达祥的经历也极为相似ꎬ 本来希望回国上完大学成为

工程师的王达祥ꎬ 在下船之后的 ３ 个多月时间里为台湾华侨等不会说普通话

的人做翻译ꎬ 其工作能力被认可ꎬ 后来就被分配到中国共青团中央联络部ꎬ
成了一名对日工作人员ꎬ 长期负责日本相关业务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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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从归国人员中选拔对日工作干部的同时ꎬ 一部分回国留日学生、
华侨在经过审查后被直接安排到企事业单位或高校、 研究机构等参加工作ꎮ
这类回国人员有以下三类:

Ａ 有专业特长ꎬ 在专业领域更能发挥其特长的人员ꎮ 这些人中有被安

排去专业领域的ꎬ 也有自己要求做和自己专业相关工作的ꎮ 如语言学家陈

文彬①ꎬ 服装设计师陈富美②ꎮ
Ｂ 普通话能力较差ꎬ 不能承担外事接待、 信息收集等所需要的翻译工

作ꎮ 在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处党组

“关于接待安置旅日归国华侨工作总结报告 (摘要) ” 中也提到当时分配到

上海安置的 ７１０ 人中ꎬ 大学专科学历以上的只有 ８１ 人ꎬ 中学学历 １５１ 人ꎬ
小学学历 ２１３ 人ꎬ 文盲有 ３８ 人ꎬ 精通及略通国语者仅 ６６ 人ꎮ③ 从这份资料

中可以看出ꎬ 当时回国的留日华侨文化水平不高的较多ꎬ 而懂普通话的归

侨也并不多ꎮ 这就导致许多回国留日学生、 华侨的工作生活问题很难解决ꎮ
在 １９５７ 年ꎬ 国务院专家局提出的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的工作计划中明

确指出 “对日本的留学生ꎬ 不要求大量回来ꎬ 而是针对水平较高的重点争

取ꎬ 这项工作拟请由中侨委负责”④ꎮ
Ｃ 历史审查或家庭成分、 关系有问题的ꎮ 这种情况很多发生在学习

结束后在日本有过工作经验的ꎬ 其工作时的交往范围很难调查的人员身

上ꎮ⑤ 在上文中的上海市 １９５４ 年的档案中也有当时中央分配到上海的归国

旅日华侨共 ７１０ 人中分配到上海后 “政治上可疑及须继续审查者 ８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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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ꎮ①

以上谈的这些情况基本上是属于早期回国的留日学生、 华侨的情况ꎬ
随着从日本回国的留日学生、 华侨人数的增加ꎬ 对日工作人员的选拔在 ５０
年代中期基本告一段落ꎬ 其后回国的很多留日学生、 华侨虽然各方面条件

都满足对日工作人员的标准ꎬ 但还是被安排到大学升学或企事业单位

工作ꎮ②

(三) 回国后到侨校或大学学习后ꎬ 被安排工作

回国时年龄较小高中还未毕业ꎬ 或汉语、 普通话基础不够ꎬ 不能直接

适应升学或就业的归国留日华侨学生ꎬ 很多都被安排到在北京等地的华侨

补习学校补习ꎬ 补习时间根据个人条件各不相同ꎮ 华侨补校主要是对需要

补习中文的侨生进行教育ꎬ 并让回国时期不同的侨生调节考试升学的时期ꎬ
适应国内的生活习惯与学习环境ꎮ③ 华侨补校的学习结束后ꎬ 根据侨生的学

习程度不同ꎬ 这些回国留日华侨学生被分别安排进入初中、 高中、 大学就

读ꎮ 升学学校虽然也照顾了个人志愿ꎬ 但基本上是由国家分配的ꎮ 当然也

有一些汉语程度较高的回国华侨学生未经过华侨补校就直接升入大学学习

的ꎮ 而建国后大学教育逐渐成熟以后ꎬ 中国政府对人才的选拔也主要放在

大学里了ꎮ 一些回国留日华侨学生就是在大学学习中、 或在毕业后由于语

言优势被选为对日工作人员的ꎮ 这种选拔有廖承志直接挑选的ꎬ 也有他手

下的对日工作人员代为挑选或介绍的ꎮ 例如ꎬ 为周恩来做翻译而声誉极佳

的林丽蕴就是由廖承志亲自招来的对日工作人员之一ꎮ 根据她的回忆ꎬ 她

的父亲是神户华侨总会副会长林水永ꎬ 是当时有名的爱国侨领ꎮ 因为父亲

１９５２ 年回国时与廖承志聚餐时也叫上了她这个当时的大学生ꎬ 让廖承志了

解到林丽蕴的中日文能力ꎮ 之后廖承志就将她这个从日本回国的华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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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征用作为翻译ꎬ 之后林丽蕴分配到中联部ꎬ 长年从事对日工作ꎮ① 有观

点认为因为当时廖承志兼任侨委副主任委员的职务ꎬ 接触回国日本华侨的

机会也多ꎬ 而且华侨的日语较好ꎬ 有在日本生活的经验ꎬ 又了解日本人的

心理ꎬ 所以他从回国留日华侨中录用的对日工作者也较多ꎮ②

升入大学的留日华侨学生的专业多数是根据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和本人

志愿决定的ꎮ 但毕业之后的工作却是根据政府的决定来安排ꎬ 并不一定和

所学专业有关ꎮ 例如留日华侨学生 Ｇ 在 １９５３ 年回国当时ꎬ 曾希望利用其娴

熟的日语直接参加对日工作ꎬ 但却根据政府的决定到大学学习俄语ꎮ 而毕

业时却由于日语娴熟ꎬ 被分配到国家体育委员会、 «北京周报» 等单位ꎬ 一

直从事使用日语的对日工作ꎮ③ 廖承志及被称为 “四大金刚” 中的三人都有

赴日留学的经历ꎬ 建国初期录用的对日工作人员大多也都是从日本回国的ꎮ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实行对日民间外交的政策ꎬ 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对日工作

人员ꎬ 被安排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外事机关或总工会、 红十字会、
妇联、 青年团等便于进行对外民间交流的部门工作ꎮ 可以说中央从廖承志、
赵安博、 孙平化、 肖向前到各机关部门安置的一批有日本生活经验ꎬ 了解

日本情况的归国留日学生、 华侨ꎬ 形成了一张对日工作的人才网ꎮ 这些人

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编制ꎬ 分散在各部门工作ꎬ 但绝对服从周恩来、
廖承志的领导ꎮ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在国内大学毕业的对日工作人员ꎬ 而

且随着国内大学教育水平的提升ꎬ 国内培养的人才也越来越多ꎮ④

由于建国初期对日工作人才的严重不足ꎬ 用上述方法召集起来的对日

工作人员ꎬ 一旦决定了工作单位ꎬ 经常是要求他们立刻上岗ꎮ 实际的工作

能力、 具体的业务培训一般采取的是在工作中边干边培养的方式ꎮ 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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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担任具体翻译ꎬ 一边教给他们翻译技巧、 接待时思想工作的注意事项

等ꎮ 很多对日工作人员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ꎮ① 培养他们的任务一般都交给

他们的直属上司负责ꎬ 有时廖承志也对他们直接指导ꎮ 据吴学文、 王俊彦

调查ꎬ 廖承志对于对日工作人员的教育非常重视ꎬ 亲自指导他们如何制作

接待计划、 访问计划ꎬ 写报告、 进行总结等ꎮ 比如ꎬ 如何按照计划接待ꎬ

访问计划应该如何推进ꎬ 对方对于哪些工作满意ꎬ 对于哪些做法不满意ꎬ

发生问题时应该如何处理等ꎮ 听取下属报告时ꎬ 廖承志经常是一边听ꎬ 一

边指出哪些地方做得好、 哪些地方做得不好ꎬ 把具体应该如何去做等耐心

地向他们说明ꎮ②

当然经过在大学的学习被选为对日工作人员的归国留日华侨学生总数

上并不是很多ꎬ 大多数归国留日学生还是根据专业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政

府部门、 研究机构或企事业单位ꎮ③

三、 中国政府开展对日工作与留日学生、 华侨

１９５２ 年春天中共中央任命廖承志负责对日工作ꎬ 并决定以民间外交的

方式争取和日本人民进行贸易、 人际交流ꎮ④ 上文中说明了归国留日学生、

华侨被吸收到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中的情况ꎮ 同样ꎬ 对中国政府来说ꎬ 在

海外的华侨留学生组织也同样是中国开展对外工作时的重要合作对象ꎮ 特

别是中日两国没有达成外交关系ꎬ 中国政府在日本没有常驻机构ꎬ 和日本

的经贸及人际交流都受到日本政府的极大限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在日本的

亲中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更不可忽视了ꎮ 上文中已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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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在战后的统合和分裂的过程ꎮ 而以东京华侨总会

和留日同学总会为中心的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

表明了支持新中国的立场ꎬ 成为中国政府在日本开展工作的重要协助团体ꎮ
中国政府和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侨委和廖承志来推

行的ꎮ 而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ꎮ

(一) 组织调查留日学生、 华侨、 烈士遗骨的情况和协助办理回国事宜

上文中已经提到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通过留日同学总会调查在日本的

中国留学生的情况ꎬ 后随着廖承志负责对日工作ꎬ 调查留学生工作的指挥

系统也发生了变化———通过侨委委托东京华侨总会ꎬ 再由东京华侨总会联

合留日同学总会继续调查ꎮ 由于华侨学生很多在进入大学后参加了留日同

学总会等留学生团体的活动ꎬ 所以对留日学生的调查中很多也包括了华侨

学生在内ꎮ 特别在 １９５４ 年以后华侨学生逐渐成为留日同学总会的主流ꎬ 而

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很多都通过华侨总会来进行ꎬ 所以在日本留日学生的活

动一直和华侨的活动是分不开的ꎮ①

比调查留日学生较晚开始进行的是调查在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虏的中国

官兵和以各种方式到日本的劳工死后的遗骨情况的调查ꎮ② 如上文所述ꎬ 就

在华日侨回国的问题与日方的谈判开始以后ꎬ 烈士遗骨和留日学生、 华侨

的回国问题也排上了议事日程ꎮ 对在日本的华人劳工的回国情况和死亡情

况调查早在战后初期就在华侨总会的领导下开始了ꎮ 具体活动则是集合了

众多华侨、 留学生团体和个人的力量进行的ꎮ 以 “花冈事件” 为中心ꎬ 华

侨总会到在解放后依然不停地收集死亡战俘劳工的遗骨ꎬ 并举行过追悼仪

式ꎮ 关于调查收集遗骨的情况在 «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 一书中已有

详述ꎬ 这里就不重述ꎮ③ 对于华侨总会在收集遗骨工作中的贡献ꎬ 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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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委办公厅曾在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给东京华侨总会发函表示感谢ꎮ①

东京华侨总会、 留日同学总会协助希望回国的留日学生、 华侨、 烈士

遗骨回国的工作ꎬ 除了协助和日本政府协商办理出国手续之外ꎬ 还包括帮

助回国人员和遗骨前往乘船港口并在遗骨不被许可乘船时ꎬ 组织华侨留学

生举行抗议活动等ꎮ② 而在 １９５３ 年实现留日学生、 华侨大批回国以后ꎬ 华

侨总会又承担起了协助华侨短期回国探亲和参观的任务ꎮ 留日学生、 华侨

中很多人从抗战后期就没能回国探亲ꎬ 战后出国更面临多方面问题ꎬ 许多

人多年未能回国探亲ꎮ 回国探亲是许多老华侨、 留学生的夙愿ꎬ③ 而当时中

国国内对回国探亲和参观的华侨也是非常欢迎的ꎮ④

可是当时留日华侨离开日本需要拿到日本政府签署的 “再入国许可”ꎬ
没有这个许可去探亲的华侨们就不能返回日本ꎮ 由于日本政府不同意华侨

去社会主义中国以后可以再回到日本ꎬ 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ꎮ 经过日侨

回国谈判ꎬ 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逐渐加强ꎮ 东京华侨总会就请

求日本红十字会向日本政府提出从人道的立场答应华侨回国探亲的要求ꎮ
经过长时间的交涉ꎬ 日本政府终于同意由希望探亲者向华侨总会提出申请

书ꎬ 华侨总会归总后提交给日本红十字会ꎬ 再向出入国管理局办理再入国

申请ꎮ 日本政府在 １９５６ 年做出决定ꎬ 被批准再入国的华侨可以手持日本红

十字会颁发的证明书返回祖国探亲ꎮ 只是日本政府控制批准人数ꎬ 每年只

同意 ３０ 人回国探亲ꎬ 其后才渐渐放宽人数限制ꎮ 代为准备回国的华侨办回

国相关手续也成了东京华侨总会的一项重要工作ꎮ⑤

(二) 在日本社会中宣传中国的最新政策与情况

爱国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都有自己的机关报ꎬ 建国后这些机关报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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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新中国的政策与社会情况的媒体ꎮ 这从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 «华侨报»
和 «学生报» 的内容上就可以看出ꎮ 不过虽然这两份报纸每期上都会介绍

一些中国政治、 社会的新动态ꎬ 但终归是为留日学生、 华侨开办的报纸ꎬ
建国后的报纸上还是有很大篇幅继续介绍在日本的华侨、 留学生动态和日

本信息ꎮ
除了这些机关报ꎬ 留日学生、 华侨还专门为宣传中共的政策和思想而

创办了通讯社和报纸ꎮ
１ 创办通信社

在日本最早创办的中共系统的通讯社是 １９４７ 年在侨领杨春松的推动下ꎬ
以曾永安为负责人创建的中国通讯社ꎮ 它的主要活动是把中国的新闻尽心

翻译成外文ꎬ 进行编辑后再将其提供给日本的媒体、 民主团体、 个人及华

侨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创立了亚细亚通信社ꎬ 在中国通讯社的

基础上扩大了规模ꎬ 在与新华社、 北京广播电台进行业务合作的基础上ꎬ
和日本新闻机构签订正式合同ꎬ 向它们提供中国新闻ꎮ 其后在经历了日共

与中共两党关系破裂的过程后ꎬ 于 １９６７ 年通讯社再次改组为株式会社中国

通信社ꎬ 并在 １９６９ 年取得新华社特别许可的新闻收集分配权ꎬ 发行 «消息

速报» «新华社英文消息»ꎬ 向朝日、 读卖、 每日、 共同、 ＮＨＫ 等报社、 通

讯社、 广播机构提供中国的信息与照片ꎮ 中国通信社可以说是在中日两国

没有邦交的情况下一部分代行了中国政府通信社的功能ꎮ①

２ 创办 «大地报»
一直负责华侨业务的廖承志对在海外的华侨团体、 华侨学校的一贯方

针是让华侨和留学生团体、 学校能够长时间在当地生存下来ꎮ 在办学时要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ꎬ 使学生倾向新中国”②ꎮ 兼管新华社的廖承志曾长时间

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ꎬ 所以也非常重视在海外华侨中的宣传工

作ꎮ 当时的留日同学总会主席韩庆愈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作为乘船代表陪同归国

留日学生、 华侨回国时ꎬ 得到从北京赶来的廖承志、 杨春松等人接见ꎮ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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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韩庆愈提出希望适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ꎬ 可是廖承志却强调在海外

华侨中进行宣传的重要性ꎬ 提出希望韩庆愈回日本以后负责编辑出版一份

中文报纸ꎬ 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中宣传新中国的情况ꎮ 接受了任务的韩庆

愈回日本后马上就开始筹备办报事宜ꎮ① 在华侨总会和爱国华侨商人等的

帮助下ꎬ 于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１ 日ꎬ 由日本华侨主办的中文报 «大地报» 正式

创刊ꎮ 首任代表林庆英在创刊词中介绍该报的创刊目的为 “第一、 谋侨胞

间的大同团结ꎻ 第二、 拥护人类和平ꎻ 第三、 爱护、 发扬祖国ꎻ 第四、 加

强中日两民族的友好ꎻ 第五、 共图 (在日华侨的) 福利”ꎮ② 廖承志直接

授意筹办的 «大地报» 一直持续到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ꎬ 最终受到文革影响不得

不停刊ꎮ③

(三) 组织留日学生、 华侨协助中国访日团的工作

留日学生、 华侨与中国政府人员接触、 直接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个主要

渠道是协助中国访日团在日本的工作ꎮ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美日两国反

共政策的限制ꎬ 中日两国的人际交流长期中断ꎮ 这种情况在协助日侨回国

的谈判展开后得到了明显好转ꎬ 而突破防线的首个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访

日代表团正是和日侨回国有关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ꎮ 在代表团到达之前

已经受到全日本各地华侨、 留学生的关注ꎬ 各地华侨纷纷提出邀请团长李

德全到当地访问ꎮ④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和 ３０ 日分两批到日本的访日团ꎬ 团

长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来担任ꎬ 副团长是廖承志ꎬ 团员有伍云甫、
赵安博、 倪斐君、 纪峰ꎬ 秘书肖向前ꎬ 随员吴学文ꎬ 翻译王效贤、 杨振

亚ꎮ⑤ 从访问团的构成人员就可看出ꎬ 本次访问团汇集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日

工作的精英人才ꎮ
面对祖国来的代表团ꎬ 留日学生、 华侨主动承担起了在各地举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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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ꎬ 营造友好氛围的工作ꎮ① 由于廖承志是副团长ꎬ 日本媒体的注意并没

有集中在他身上ꎬ 大多主要报道团长李德全的行程ꎮ 廖承志在访问期间也

积极访问各地ꎬ 并多和华侨留学生接触ꎬ 举行讲演会和座谈会ꎮ 廖承志的

讲演和谈话内容在 «学生报» 和 «大地报» 上都被大篇幅地报道ꎬ 从报道

量上来看可以说超过了对团长李德全活动的报道ꎮ② 可见当时留日学生、 华

侨已经了解到廖承志在对日工作和对华侨工作中的领导作用ꎮ

在华侨、 留学生热烈欢迎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的背后ꎬ 还有一支

由留学生和华侨学生等年轻人组成的保护代表团成员的保卫团ꎮ 由于中日

两国还没有邦交ꎬ 台湾当局也特别在意中国访日团的活动ꎬ 据说经常派人

干扰访问团的活动并动用各种人际关系希望策反访日团成员ꎮ 为了保证访

日团的安全ꎬ 由侨委联系东京华侨总会帮忙安排日本政府派出的保安人员

以外的中国华侨保安队ꎮ 这样的保安行动随之也成了每次中国访问团赴日

期间的惯例ꎮ 有时在举行大型的展览会等情况下被动员的华侨青年还会负

责代表团成员的翻译工作ꎮ 华侨青年保安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华侨学生和爱

国侨领的子弟ꎮ 这些青年在这些保卫工作中通过和代表团成员的接触ꎬ 接

受了多方面的共产主义教育ꎬ 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华侨团体的骨干ꎬ 也有

一些回国参加对日工作ꎮ 访日团的保卫团因此也成了培养爱国青年华侨的

一个渠道ꎮ 廖承志经常作为副团长参加访日团到日本ꎬ 和这些华侨青年接

触得也很多ꎬ 并曾亲身教育和指导他们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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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协助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工作

建国初期ꎬ 新中国对日工作的一个巨大困难就是在日本没有一个常驻

的政府机构ꎮ 而这个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是通过廖高贸易开始的ꎬ 经中日两

国政府协商同意互设事务所ꎬ 可以互派常驻人员ꎮ①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廖

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为首的驻日代表们到达东京ꎬ 进行联络

处的筹建工作ꎮ 代表们的住宅和办公场所的问题在日方的协助下ꎬ 用了半

年时间才得以解决ꎮ 可是因为事先规定联络处的成员只有 ５ 人ꎬ 并且他们对

日本的很多民俗习惯不太了解ꎬ 所以需要了解当地习惯的工作职员等ꎬ 还

需要购买汽车等用具ꎮ 这些具体工作ꎬ 都由中国外交部直接委托东京华侨

总会办理ꎬ 职员也是由华侨总会聘请后派到联络处工作ꎮ 经费则是由中国

外交部直接支付给东京华侨总会ꎬ 再由华侨总会支付给工作人员ꎮ 一直到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ꎬ 廖办驻东京联络处都作为中国在日本的常驻机构发

挥了巨大作用ꎬ 而他们的工作也一直得到留日华侨的协助ꎮ②

结　 语

战后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经历了统一和再分裂的过程ꎮ 战后初期留日

学生、 华侨团体的活动受到日共和中共双方的领导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后ꎬ 留日学生、 华侨积极表态支持新中国ꎮ 但由于冷战秩序的形成ꎬ 日

共和中共在日本的活动都逐渐转入地下ꎮ 虽然亲中共的留日学生、 华侨团

体不断受到 ＧＨＱ 和日本政府的限制和打压ꎬ 但还是长期存活了下来ꎮ 建国

后ꎬ 特别是廖承志开始负责对日工作以后ꎬ 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很多都得

到留日学生、 华侨的协助ꎮ 而廖承志开始负责日本工作以后ꎬ 侨委成了与

留日学生、 华侨联系的主要机构ꎬ 这也加强了对留日学生和华侨团体的统

一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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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中国由于实行 “另起炉灶” 的对外政策和外事人事政策ꎬ
出现了外交、 外事人才缺乏的情况ꎮ 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具体执行人

员ꎬ 一批归国留日学生、 华侨被廖承志的对日工作团队吸收ꎬ 逐渐培养成

为对日工作人员ꎮ 对于回国留日学生、 华侨的审查和工作安排首先优先选

拔对日工作人员ꎬ 而被选出的对日工作人员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ꎬ 回

国前就积极参加爱国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的活动ꎬ 已经被组织认可ꎮ 二ꎬ
中文和日语能力较强ꎬ 在回国之后或大学毕业时被认可ꎬ 同时家庭成分、
个人历史都通过了审查ꎮ 通过如此选拔过程ꎬ 被任用的对日工作人员由于

有在日本生活的经验ꎬ 了解日本社会情况和日本人的思想ꎬ 很容易适应工

作ꎮ 出于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的限制ꎬ 他们被安排到中央各部

委和一些便于开展对外民间交流的机构的外事部门工作ꎬ 组成一个没有固

定组织机构ꎬ 但又在廖承志指挥的对日工作网内ꎬ 可以根据每次工作内容

的不同进行有机协调和合作ꎮ 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ꎬ 在需要之时各部门之

间的借调也并不困难ꎬ 这才实现了这个以廖承志为中心的对日工作网ꎮ
同样ꎬ 爱国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在中日没有邦交ꎬ 中国政府在日本没

有常驻机构的情况下ꎬ 配合中国政府进行了许多工作ꎮ 这一情况基本上持

续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建立ꎮ 而中国政府对留日学生、
华侨团体的领导在 １９５２ 年以后主要通过侨委和廖承志来进行ꎮ 在日本的留

日学生、 华侨配合中国政府工作的主要表现为: 一ꎬ 组织调查留日学生、
华侨、 烈士遗骨的情况和协助其回国ꎻ 二ꎬ 在日本社会宣传新中国的政策

与社会情况ꎻ 三ꎬ 组织留日学生、 华侨协助中国访日团的工作ꎬ 并通过组

织访问团的保安团在华侨青年中培养出了一批后备人才ꎻ 四ꎬ 从 １９６４ 年开

始受政府委托协助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工作ꎮ 这些工作都为中国

政府推动中日民间外交起到了作用ꎬ 特别是通过具体工作宣传中国ꎬ 推进

交流有效地调动了华侨社会和日本社会的亲华感情ꎬ 这也成为促成中日邦

交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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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以来

日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日] 井上一郎∗

序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日中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遭遇了大幅度的震荡ꎮ 两国关

系自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安倍首相 (第一次内阁) 访问中国ꎬ 与中国就建立战

略互惠关系达成一致ꎬ 到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ꎬ
暂时有了回暖的迹象ꎮ 但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尖阁群岛” (钓鱼岛) 海域发生

了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这一事件ꎬ 再加上两年后ꎬ 日本

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对 “尖阁群岛” (钓鱼岛) 实施购买ꎬ 使两国关系发生

了决定性的恶化ꎮ 这以后ꎬ 日中首脑会谈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借助北京举行的

ＡＰＥＣ 会议间隙得以实现ꎬ 使当时的日中关系出现缓慢的恢复迹象ꎮ 在上述

这段期间里ꎬ 美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成立了新的奥巴马政权ꎬ 日本在同年 ９ 月

建立了新的由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民主党政权ꎮ 在民主党执政这三年当中ꎬ
日本的外交和内政长期混乱ꎬ 最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自民党政权得以再度

回归ꎮ
本报告通过对上述时间段中美国在日中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进

行分析ꎬ 从而再次审视这段时期的日中关系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中国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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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急速发展ꎬ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大ꎮ 与之相比ꎬ 日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经济长期停滞不前ꎬ 其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存在感也日趋透明ꎮ 这

让日本在日美中三国关系当中ꎬ 看起来愈加只是美国的附庸ꎮ 因此ꎬ 本报

告将会先概述奥巴马政权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ꎬ 之后再来观察同时期日中

关系的进展ꎮ 在此基础上ꎬ 再对日本所采取的对中国政策背后的日美关系

加以分析ꎬ 从而论证过去几年间美国在日中关系恶化与恢复过程中所造成

的影响ꎮ

一、 奥巴马政权建立之后的中美关系

(一) 美国的 “重返亚洲” 战略

外国专家之间有讨论ꎬ 中国大约从 ２００９ 年起ꎬ 一改邓小平时期所主张

的更侧重于国际合作的 “韬光养晦” 这一外交宗旨ꎬ 转而逐渐倾向于采取

更强硬的外交路线ꎮ 在此之前只被用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 “核心利

益” 一词ꎬ 也偶尔可见被用于南海、 东海海域的海洋领土纷争问题上ꎮ① 对

于中国对外政策转柔为刚的原因ꎬ 有分析认为ꎬ 首先是在 ２００８ 年秋ꎬ 美国

在遭遇次贷危机 (ｓｕｂｐｒｉｍｅ ｃｒｉｓｉｓ) 之后ꎬ 经济长期衰退的倾向显著ꎬ 再加

上奥巴马当选伊始ꎬ 美国对中国采取了相较于历任总统执政时都不同的包

容态度ꎬ 使中国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有了底气ꎮ②

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内容当中ꎬ 除了继续对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时代

就有的同盟国关系加以强化以外ꎬ 还可以看出美国要与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国家建立并加强全新关系的萌芽ꎮ 不过ꎬ 后者是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 奥

巴马总统在太平洋多国进行访问期间ꎬ 才与 “重返亚洲” 这一说法一起ꎬ
被作为一系列概括性的政策所提出的ꎮ 另外ꎬ 同年 １１ 月ꎬ 克林顿国务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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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杂志 «外交政策» 上刊载的论文 «美国的亚太世纪» 当中ꎬ 明确

表示了美国将要重返亚洲ꎮ① 之后ꎬ 美国对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海军陆

战队进行了轮换部署ꎬ 并且加强了与菲律宾、 越南等国的军事交流等ꎬ 推

出了一系列相关措施ꎮ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更是直言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海

军舰队的 ５０％到 ６０％都将被转移到亚太地区ꎬ 表示了美国有意在亚太地区

增强海军兵力ꎮ②

(二) “再平衡” 与中美的相互认识

有关这一点ꎬ 中国政府在就奥巴马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外交部记者发布会中ꎬ 对于 “亚太战略 ‘再平衡’ 将是奥巴马

第二任期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这一提问做出回答

时ꎬ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方亚太战略的调整是朝向符合求和平、 求发

展、 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地区国家普遍愿望的方向发展的ꎮ 中方愿与美方

和地区国家一道ꎬ 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ꎮ”③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ꎬ 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如何评价 “再平衡” 战略ꎬ
表现得极为谨慎ꎮ 在美国于 ２０１１ 年秋打出全新的回归亚太的鲜明旗帜之后ꎬ
中国外交部、 国防部的权威人士就美国的新战略做出评断相对较少ꎻ 即使

做出评断ꎬ 其内容也多半模糊抽象ꎬ 有所保留ꎮ 只要美国尊重中国的关注

和利益所在ꎬ 中国就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是具有建设性的ꎬ 即使在

军事、 战略方面中美两国存在分歧ꎬ 中国也尽可能地避免突出两国在亚太

地区的竞争关系ꎮ
美国的 “再平衡” 战略ꎬ 乍一看仿佛只是在军事和安全保障层面针对

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所做出的回应ꎬ 但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本身实则是

比之更为深入的政策ꎮ 换言之ꎬ 重返亚太政策ꎬ 是美国对于至今为止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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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亚洲充分重视的反省ꎬ 以及就在世界政治经济的重点向该区域逐步转

移的局面做出战略性调整ꎮ 因此ꎬ 美国的新政策ꎬ 不仅是强化自身安全保

障同盟的政策ꎬ 也加深与新兴经济中心———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的关

联ꎬ 是在外交、 经济两个层面掌握主动的策略ꎮ①

有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ꎬ 这一政策扩大了美国的利益ꎬ 拓展了美国的

机遇ꎬ 巩固了美国的同盟ꎬ 加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信誉ꎮ② 然而ꎬ 也

有学者认为ꎬ 一旦美国强力推进 “再平衡”ꎬ 可能会刺激国内局势不甚稳定

的中国做出更为强硬的反应ꎬ 反而加重了亚太地区的不稳定ꎮ③ 美国要与中

国唱对台戏ꎬ 该如何丈量好分寸ꎬ 这一点在美国国内当时也没有一个明确

统一的共识ꎮ
从战略层面来看ꎬ 在美军财政预算整体削减的背景下ꎬ 美军的亚太地

区战略无法得到财政方面的优待或重视ꎮ 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新部署的海

军陆战队ꎬ 只是例行地轮换部署ꎮ 另外ꎬ 同越南、 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也仅仅停留在以军事交流为主的层面ꎬ 对中国的抑制力仍然有限ꎮ 美

国所关注的要点是其在南海的航海自由ꎬ 相较于同中国正面进行战略对峙ꎬ
更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言语施压ꎮ

当时的中国学者在经过对局势的谨慎观察之后认为ꎬ 虽然不能否认

“再平衡” 政策存在加剧中美两国竞争的侧面ꎬ 但其尚处于初级阶段ꎬ 且奥

巴马政权未来的亚太政策尚有不确定因素和制约ꎮ 此外ꎬ 亚洲各国已经构

成经济依赖中国ꎬ 安全保障依赖美国的局面ꎮ 即使是安全保障要依赖美国

的国家ꎬ 从国家整体的利益出发ꎬ 也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ꎮ 所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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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中国不犯什么战略性错误ꎬ 基本不会发展出对中国大为不利的局面ꎮ①

(三) 奥巴马第二任总统任期内美国 “再平衡” 战略的变化

前文已经论述过ꎬ 奥巴马总统把没有打在 ２００８ 年的大选中的中国牌ꎬ

打在了谋求连任的 ２０１２ 年大选之上ꎮ 美国政府官方表示ꎬ “再平衡” 战略

并非针对中国ꎬ 美国只是作为不断发展前进的亚太地区的一员有意承担责

任ꎮ 话虽如此ꎬ 在中国位于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不断加强ꎬ 特别是从 ２００９ 年

起ꎬ 中国对外政策日趋强硬的情况下ꎬ 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加以回

应ꎬ 我们通过美国的 “ (亚太) 再平衡” 战略所强调的主旨ꎬ 就可以一窥其

貌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自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９１１” 恐怖袭击事件以来ꎬ
美国针对伊拉克、 阿富汗采取的反恐军事打击终于告一段落ꎬ 美军撤兵也

已正式提上日程ꎮ
然而ꎬ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所面临的国际形势ꎬ 远没有乐观到可以把对

外政策的焦点放到亚洲ꎮ 一再恶化的叙利亚局势已经牵扯出大量的难民问

题亟待解决ꎮ 另外ꎬ 伊拉克战争的残局与叙利亚形势的变化更是演化出 ＩＳ
这一全新的恐怖主义威胁ꎬ 并且迅速扩展至全球ꎮ 更有乌克兰危机的爆发ꎬ
使国际社会更多地把注意力从中国转向了俄罗斯ꎮ 继卸任的克林顿之后ꎬ
新上任的国务卿克里也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中东与欧洲的穿梭外交上ꎮ 国

务卿克里曾经就任美国议会上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一职ꎬ 在就任国务卿

这一职位之前ꎬ 就具备多年的外交经验ꎮ 但是比起中国ꎬ 克里更重视欧洲、
中东局势ꎬ 所以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ꎬ 已经没有能够影响政府对亚洲抱有

强烈关心的高级官员了ꎮ 此后ꎬ 新上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

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在就亚洲相关政策发表演说时直接引用了中国所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 这一概念就十分值得注意ꎮ② 从第二届奥巴马政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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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ꎬ 第一届政府后期所提出的 “再平衡” 政策ꎬ 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上旬举行的中美非官方首脑会谈ꎬ 也并非在原定计划当中ꎬ

而是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拉丁美洲的回程之前于美国加州的安娜博格庄园下

榻ꎬ 而奥巴马总统也同时在此下榻以行会晤ꎬ 形式特殊ꎮ 会晤当中ꎬ 习近

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呼吁建设 “新型大国关系”①ꎬ 但是围绕着 “新型大国

关系” 的具体释义ꎬ 中美两国的观点大相径庭ꎮ 中国认为ꎬ 这表示中国无

意与美国对抗ꎬ 而且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大国形态ꎬ 给中国符合大国地位

的待遇ꎮ 但是在美国看来ꎬ 中国一直以来都在 “大国” 和 “发展中国家”
这两个立场上游移不定ꎬ 见风使舵ꎬ 美国始终不满意中国这样不履行国际

责任ꎬ 没有拿出作为大国的担当ꎮ 比起 “新型大国关系” 一类的口号ꎬ 美

国更关心中国能否拿出具体的行动ꎮ

(四) 再度紧张的中美关系

美国的 “再平衡” 战略ꎬ 虽不是敌视中国的政策ꎬ 但它毫无疑问是美

国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行动力所做出的回应ꎮ 中国所

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ꎬ 是历史上所常见的试图维持现状的传统大

国与急速崛起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势力角逐ꎬ 也就是国际政治学说的 “权力

过度” 这一概念演化而来的ꎮ② 也就是说ꎬ “新型大国关系”ꎬ 否定了大国之

间围绕霸权势必展开争斗的旧大国关系ꎬ 主张大国之间要建设共生共荣的

全新关系ꎮ 并且ꎬ 通过 “不冲突、 不对抗” 这一用语ꎬ 再三表达了中国没

有对抗美国的意图ꎮ③

这之后ꎬ 美国除了对由于 “尖阁群岛” (钓鱼岛) 问题而加剧的日中两

国关系紧张的局面加以关注ꎮ 两国关系虽不能说是完全陷入敌对ꎬ 但美国

已经开始逐渐避免继续使用中国所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 一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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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年来日中关系的发展

(一) 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和日中关系的迅速恢复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中关系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陷入了长久的

僵持ꎮ 但是ꎬ 随着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小泉首相卸任ꎬ 在新首相安倍就任后不久的

１０ 月马上访问中国以后ꎬ 两国关系恢复的速度有所加快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温

家宝总理访问日本ꎬ 同年 １２ 月福田首相也访问了中国ꎮ 这一系列进展直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随着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并签署了 «中日关于全

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而迎来了中日关系的巅峰ꎮ 次年 ６ 月ꎬ
日本外务省与中国外交部之间甚至就此前始终悬而不决的东海气田共同开

发提案达成了一致ꎮ①

另一方面ꎬ 该提案在达成一致之后却始终无所进展也反应出了日中两

国关系的恢复是建立在极为脆弱的基础上的ꎮ 且这一成果ꎬ 也由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尖阁群岛” (钓鱼岛) 海域发生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持

续发酵ꎮ 直到 １２ 年 ９ 月ꎬ 日本对 “尖阁群岛” (钓鱼岛) 实施 “国有化”
之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ꎮ

(二) 尖阁 (钓鱼岛) “国有化” 问题和对立升级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由日本政府主导的 “尖阁 (钓鱼岛) 国有化” 引发

了中国强烈抗议ꎬ 中国多地举行了反日游行ꎮ 紧接着ꎬ 外务省事务次官河

相周夫访问中国ꎬ 与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志军举行了会晤ꎬ 但未能就

将要于当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日中外相再行会谈达成一致ꎮ②

在 “购岛” 事件之后ꎬ 日本民主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大选中落败ꎬ 由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政权重新起航ꎮ 如前所述ꎬ 安倍首相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第一

次当选首相之后曾经访问过中国ꎬ 通过再次确立日中两国的 “战略互惠关

系” 试图修复由于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破坏的双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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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外务省: «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間の協力について (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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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有鉴于此ꎬ 中国方面可能也认为ꎬ 相较于缺乏经验、 容易造成日中关

系不稳定的民主党政权ꎬ 曾经打过的交道而可预测其政策大致走向的自民

党政权更令中国放心ꎬ 但是与此同时ꎬ 也没有对第二届安倍政权的历史认

识以及其他的保守态度放下过警戒ꎮ

尖阁 (钓鱼岛) “国有化” 事件发生大约一年之后ꎬ 中国对日本的态度

方才有所起色ꎮ 但是这种逐渐缓和的局面很快又被打破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国防

部发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ꎬ 引发日本方面的抗议ꎮ 而就在一个月之后ꎬ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安倍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ꎮ① ２ 月初ꎬ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说ꎬ

“去年秋季以后ꎬ 日中两国各行各业都陆续恢复了来往和交流ꎬ 中国方面也

就 ２０１４ 年如何改善日中关系进行过讨论ꎬ 我也在 １２ 月 ２０ 日和岸田外务大

臣进行了会面ꎬ 但是这些努力都化作了泡影ꎮ”②从程大使的话音中ꎬ 也听得

出中国在前一年夏天起就有意采取谨慎的行动以改善两国关系ꎮ

(三) 努力促成北京 ＡＰＥＣ 首脑会谈

日中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了僵持之中ꎬ 不过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之后又迎来了

转机ꎮ 据日本媒体称ꎬ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于 ４ 月上旬访问

日本时ꎬ 与外务大臣岸田文雄、 官房长官菅义伟、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

前首相福田康夫、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进行了会面ꎬ 在任首相安倍晋三也一

同举行了秘密会谈ꎮ③ 同月ꎬ 汪洋副总理也先后接见了访问中国的日本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和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ꎮ ５ 月ꎬ 日中友好议员联

盟访问中国ꎬ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予以接见ꎬ 自民党 ＡＡ 研究会

访问中国时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进行接见ꎬ 俞正声又在 ６ 月接见了社民党

访中团ꎬ 同月还有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接见了民主党访中团ꎬ 各政党高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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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直接证明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和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ꎬ 但有

相当一部分意见认为ꎬ 安倍首相在当时参拜神社受到了阻力下降了很多ꎮ [日] «安倍首相が靖国参

拝 ‹中韓に直接説明したい› »ꎬ «日本经济新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程永華大使の “中国大使館日中友好団体 ２０１４ 年新春

会” で の あ い さ つ 全 文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ꎬ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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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组成的访中团体络绎不绝ꎮ 另外在此期间ꎬ 经产大臣茂木敏充借 ＡＰＥＣ 贸

易部长会议的机会和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进行了会谈ꎬ 更有国交大臣太田

昭宏访问中国ꎬ 与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举行了会谈等等ꎬ 政府高官之间的接

触日益增多ꎮ
这以后ꎬ 随着日中两国之间的广泛来往日益增多ꎬ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

伟于 ７ 月表示ꎬ 日方希望在 １１ 月的 ＡＰＥＣ 会议期间实现日中两国首脑会谈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则表现出对安倍政权正在进行的有关集体自卫权的争论以

及是否会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有所警惕ꎮ 中国外交部也做出评论ꎬ 称 “日方

应以实际行动为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做出努力ꎮ”①

两国之间来往交流的扩大ꎬ 从 ８ 月持续至 ９ 月ꎬ 有政客之间的来往交

流ꎬ 比如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访问中国 (与李源潮副主席会见)ꎬ 有政府

之间的来往ꎬ 比如举行了第二轮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ꎮ ８ 月ꎬ 日中外相

在缅甸举行会谈ꎬ 之后ꎬ 就在 ９ 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日中外相又一次

进行了会谈ꎮ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此时虽未明言将会于 ＡＰＥＣ 期间举行中日

首脑会谈ꎬ 但是在当时ꎬ 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此项行事ꎮ
在安倍首相访问中国之前ꎬ 也就是 １１ 月 ７ 日ꎬ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

正太郎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箎进行了会见ꎬ 并且共同发表了 “四项原则共

识”ꎮ 三天后ꎬ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在四项原则共识达成的基础上ꎬ 终于在 ＡＰＥＣ
会议期间ꎬ 实现了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的首脑会谈ꎮ

(四) 首脑会谈后日中交流的进展

日中两国之间中断已久的各界交流与合作机制ꎬ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日中首

脑会谈实现之后ꎬ 得到了逐步恢复ꎮ 从 １２ 月起ꎬ 先后有中日湄公河政策对

话 (副司长级别ꎬ 中断 ３ 年 ３ 个月)ꎬ 新日中友好 ２１ 世纪委员会第四轮全体

会议 (各界贤达ꎬ 中断 ３ 年 ２ 个月)ꎬ 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副部长级ꎬ
中断 ２ 年 ４ 个月) 接连成功召开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先后举行了中日防卫部门

海空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 (处长级ꎬ 中断 ２ 年 ７ 个月)ꎬ 第三轮海洋

３０１

　 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建

① 中国外交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阿富汗选举等问题答记者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 ＿ ６７４８８９ / ｔ１１７４４６３ ｓｈｔｍｌ (上网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ꎮ



事务高级别磋商 (副司长级ꎬ 前一年 ９ 月的第二轮磋商重启时就已中断 ２ 年

４ 个月)ꎮ ３ 月举行了第 １３ 届日中安保对话 (副部长级ꎬ 中断 ４ 年 ２ 个月)ꎮ
有观点认为ꎬ 推动安全保障相关联的磋商重启的ꎬ 应当是中日两国领导人

对中日之间危机管理的紧迫性已经有所认识这一点ꎮ
同样在 ３ 月ꎬ 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 (部长级ꎬ 中断 ２ 年 １１

个月)ꎬ 自 ２００９ 年起就被中断已久的中日执政党协作机制得到恢复ꎬ 日本

执政党干事长得以访问中国ꎮ ４ 月ꎬ 第八届中日议会交流委员会 (中断 ３ 年

３ 个月)ꎬ 第 １５ 届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 (副部长级ꎬ 中断 ２ 年 ６ 个月)
都得以举办ꎮ 此后ꎬ ４ 月 ２２ 日ꎬ 第二次中日首脑会谈在雅各布达举行ꎮ ５
月ꎬ 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 ３０００ 人的访中团来到中国ꎬ 获得了习近

平主席的接见ꎮ ６ 月召开了中日财长对话 (部长级ꎬ 中断 ３ 年 ２ 个月)ꎮ ７
月ꎬ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访问中国ꎬ 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箎、
国防部长常万全进行了会谈ꎬ 并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接见ꎬ 这样破格接见

的待遇是前所未有的ꎮ① 之后ꎬ １０ 月ꎬ 杨洁箎委员访问日本ꎮ １１ 月上旬ꎬ
利用日中韩峰会召开的机会ꎬ 安倍首相和李克强总理的会谈得以实现ꎮ 日

中两国关系在此期间接连受到了 ８ 月安倍首相发表 “战后 ７０ 周年谈话”、 ９
月中国举行 “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 大阅兵ꎬ 还有日本通过安保法案等种种不

稳定因素的挑战ꎬ 还不能说通过双方领导互相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举行首脑

会谈就可以取得恢复ꎮ 但是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举行的首脑会谈ꎬ 是促进两国关

系解除冰冻、 逐渐复苏的重要契机ꎮ

结论: 日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一) 日本外交和日美关系的发展

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的日本大选当中ꎬ 长期把持政权的自民党遭到败退ꎬ 由

民主党主持的新政权由此起步ꎮ 民主党政权登台伊始ꎬ 鸠山首相就打出了

４０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这是李克强在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首次单独会见日本政客以及政府高级官员ꎮ [日] «日本

经济新闻»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ꎮ



“东亚共同体” 这一构想ꎬ 并且于 ２００９ 年底与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

１４３ 名议员访问了中国ꎬ 得到了胡锦涛主席等领导的接见ꎮ 日本与美国的距

离ꎬ 以及由此划定的日本与中国、 乃至于日本与全亚洲的距离应当如何归

置ꎬ 这一直是牵扯到日本作为现代国家自正式建国以来的国家外交立场之

根本的问题ꎮ 不过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 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从

日美同盟这一立场出发ꎬ 这一点不论是冷战前还是冷战后ꎬ 都没有多少明

显的改变ꎮ
也有一部分意见认为ꎬ 日本与中美两国之间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就应该

维持同样的距离ꎬ 构成等边三角形的结构ꎮ 不过ꎬ 在冷战结束之后ꎬ 随着

日本国民对 «日美安保条约» 加深了理解ꎬ 除了位于冲绳的驻日美军基地

问题ꎬ 日美两国关系在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还是相对稳定而且成熟的ꎮ 在这

样的情形之下ꎬ 民主党鸠山政权所打出的 “东亚共同体构想”ꎬ 非但没有同

美国事先打过招呼取得理解ꎬ 而且和变更此前已经与美国磋商一致的冲绳

普天间美军机场迁至边野古的方案一起发出ꎬ 在相当程度上打击动摇了日

美关系ꎮ 鸠山首相的 “东亚共同体构想”ꎬ 加上之前小泽干事长访问中国ꎬ
在美国来看ꎬ 很难不去猜忌民主党政权是否要全盘推翻此前自民党政权一

贯的亲美政策ꎬ 是否要将中国摆在与美国同等的位置上展开外交了呢?
不过ꎬ 日美之间的这种不稳定并没有持续多久ꎮ 鸠山首相不到一年就

因为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引咎辞职ꎬ 在菅直人内阁接任期间又发生了

中国渔船与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事件ꎬ 由于当时美国政府确认 “尖阁群

岛” (钓鱼岛) 可划入 «日美安保条约» 适用范围之内ꎬ 民主党政权接盘以

来多有坎坷的日美关系因此趋于稳定ꎮ 再加上发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的东日本

大地 震 期 间ꎬ 驻 日 美 军 与 自 卫 队 积 极 展 开 了 被 命 名 为 “ 好 朋 友

(Ｔｏｍｏｄａｃｈｉ) ” 的救援活动ꎬ 事后也成为了日美友好协作的象征ꎬ 以及加

深日本国民对美国好感的纽带ꎮ
在野田主持的第三代民主党政权当政时期ꎬ 至少在外交、 安全保障领

域ꎬ 日本已经回到了与自民党执政时期同样的现实主义路线ꎮ 可以说ꎬ 民

主党政权建立伊始ꎬ 鸠山内阁时期的偏理想主义且重视亚洲的外交政策出

现重大转折ꎮ 民主党主政 ３ 年之间ꎬ 内阁频频更替ꎬ 日美关系日趋淡薄ꎬ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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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存在感日趋低下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成立的安倍自民党政权ꎬ 比以往更加大力地推动有利于美

国一直强烈要求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制的整改ꎬ 这也推动了日美同

盟关系的加深ꎮ 之后ꎬ 奥巴马总统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访问日本之际ꎬ 首次正式

宣布了 “尖阁群岛” (钓鱼岛) 包含在 «日美安保条约» 的适用范围ꎮ
(二) 日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日中之间横亘着历史问题以及与之不可分离的台湾问题ꎬ 还有围绕着

“尖阁群岛” (钓鱼岛) 所展开的领土问题这三个大的问题ꎮ 这其中ꎬ 特别

是自 １９７２ 年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就时有摩擦发生的历史问题ꎬ 主要以靖国

神社参拜问题为代表ꎮ 而领土问题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为止ꎬ 两国政府都

极力避免这一问题的扩大ꎮ ２１ 世纪初ꎬ 日中就曾经围绕东海资源开发问题

产生过摩擦ꎬ 当时两国虽然就共同开发达成过一致ꎬ 但是至今也没有着手

实施ꎮ
日美中关系相互牵连ꎬ 但日中关系却有着它的独特性ꎬ 属于敏感地互

相作用且又不断相互产生反作用的关系ꎮ ２０１２ 年日本政府对 “尖阁群岛”
(钓鱼岛) 实施 “国有化” 事件ꎬ 决定性地造成了日中关系的恶化ꎬ 但就这

之后两国关系回暖的过程来看ꎬ 主要还是日中两国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ꎮ
这段时间ꎬ 美国推选其亚太再平衡战略ꎬ 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不断

提高ꎬ 而在西太平洋崛起的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围绕势力范围展开战略

竞争ꎮ 与此同时ꎬ 日中关系就像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ＧＤＰ 赶超日本所象征的那样ꎬ
两国之间的实力平衡已被打破ꎮ 日美关系正是在这一局势之下ꎬ 由日本通

过安保法案在安全保障层面进一步加深了联系ꎮ
综上而观ꎬ 日美中三国关系在过去 １０ 年内有了相当大的改变ꎮ 在日本

看来ꎬ 日美之间和日中之间的距离大有分别ꎬ 日美中并非构成等边三角形

的结构ꎬ 而是日美之间相距更近ꎬ 两者又距离中国皆远的等腰三角结构ꎮ
此后ꎬ 相较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ꎬ 日本却陷入了长期低迷ꎬ 这导致在政治

经济方面ꎬ 日美中三国当中ꎬ 日本地位变得相对低下ꎮ 一方面ꎬ 从经济层

面来看ꎬ 日本感到中国已经与美国同样重要ꎬ 另一方面ꎬ 在美国看来ꎬ 中

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日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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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 从安全保障这一角度来看ꎬ 中国不断增加的军费ꎬ 不断扩张的

海洋活动ꎬ 让美国提高了战略警惕性ꎮ 比美国更靠近中国ꎬ 而且不持有那

么大军事力量的日本ꎬ 也比美国更加对中国感到忧惧ꎮ 这样的局面对日美

中三角施加了让日本更倾向于靠近美国的无形之力ꎮ 另外ꎬ 从美国的视角

出发ꎬ 中国的崛起也反而抬高了日本的战略价值ꎬ 促进了日美两国在安全

保障层面的紧密联系ꎮ
在日中两国之间的摩擦主要还集中在历史问题的时代ꎬ 双方国民对其

高度关注ꎬ 在此期间日中之间的美国因素ꎬ 主要是美国支持日本与中国对

抗的迹象基本难觅ꎮ 反倒是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ꎬ 美

国政府直接对此表示了 “失望”ꎬ 在历史问题上ꎬ 针对所有使当前的日中关

系更加紧张的行事ꎬ 美国不会支持日本ꎬ 甚至于直接表明美国对此感到不

快ꎬ 从而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ꎮ 另一方面ꎬ 在安全保障的范畴ꎬ 就在安倍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前ꎬ 也就是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 月ꎬ 当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

海防空识别区之后ꎬ 美国马上派出军用飞机进入该识别区ꎬ 以此牵制中国ꎮ
也就是说ꎬ 目前ꎬ 由于日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摩擦的主要原因从历

史问题转变为领土问题ꎬ 日中关系将逐渐被卷入中美两国之间更符合国际

关系之结构的中长期的战略对峙之中ꎮ 政策决定者可以根据当时的日中关

系、 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局面ꎬ 称其为 “原则问题”ꎬ 但实际上ꎬ 一定范

围内灵活地弱化了历史问题ꎮ 但是领土问题却不像历史问题那样易于进退ꎬ
从日本的角度看来ꎬ 这是直接关系到安全保障层面的大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的撞

船事件是 ２０１２ 年日本政府实施 “尖阁群岛” (钓鱼岛) “国有化” 的远因ꎬ
这一系列事件使日中两国之间领土问题浮出了水面ꎮ 有意回归亚洲的民主

党政权一改初登台时期的外交政策ꎬ 这以后的日美中三国关系当中ꎬ 日本

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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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以来日、 中、 韩经济合作的作用

[日] 下野寿子∗

前　 言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东亚地区国家的对外合作长期以东盟为中心展开ꎮ 以东

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主义在各种不同层次和领域方面上形成例会化ꎬ 促进

了稳定的发展ꎮ 与此相比ꎬ 虽然东北亚有日、 韩两个经济大国ꎬ 但由于历

史认识、 领土问题、 朝鲜核开发等安全问题ꎬ 阻碍了其地区合作的制度化ꎮ
随着世界各地巨型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展开谈判并逐步成立ꎬ 世界 ＧＤＰ 中

占约 ２０％的日、 中、 韩 (表 １) 也积极地进行活动以使三国 ＦＴＡ 早日达成ꎮ

表 １　 世界名义经济 ＧＤＰ (美元换算) 中的日、 中、 韩 ＧＤＰ 比率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日本 ８ ４ ８ ４ ８ ２ ８ １ ６ ５

韩国 １ ５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１ ７

中国 ８ ５ ９ １ １０ １ １１ ２ １２ １

日、 中、 韩合计 １８ ４ １９ ２ ２０ ０ ２１ ０ ２０ ３

　 　 资料来源: 参考以 Ｕ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为

基础的日本总务省统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ｓｅｋａｉ / ０１１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阅览)ꎬ 作者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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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 中、 韩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方面有很多不同点ꎬ 但积

极推进经济合作的要素是与三国企业间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的ꎮ① 牵引经济发

展的动力就是企业ꎬ 为了顺利展开各企业的经济活动ꎬ 三国的经济合作很

重要ꎮ 而且ꎬ 为了展开经济合作ꎬ 日、 中、 韩政府要解决两个问题ꎬ 即建

立稳定的政治外交关系与推进经济自由化ꎮ 尤其在经济自由化的技术性问

题上关键在于中国ꎮ
本研究回顾日、 中、 韩经济合作的过程ꎬ 重点讨论从中国的观点来研

究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意义ꎮ 首先简括对日、 中、 韩经济合作的研究ꎬ 然后

介绍日、 中、 韩经济合作逐渐提升到三国 ＦＴＡ 谈判的过程ꎮ 另外讨论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在中国的 ＦＴＡ 战略上的意义以及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ꎮ
在此研究下ꎬ 最后总括推进日、 中、 韩经济合作的机制与形成三国合作关

键国的中国的态度ꎮ

一、 关于日、 中、 韩经济合作的研究

有关日、 中、 韩经济合作或者三国 ＦＴＡ 构想的目的ꎬ 除了经济学上促进

企业活动外ꎬ 也有不少从政治方面来分析的观点ꎮ 比如ꎬ 三国 ＦＴＡ 能提供

当事国相互建立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而其他各国惟恐 ＦＴＡ 所具有的排他性

也会积极加入 ＦＴＡ 等ꎮ 下面介绍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ꎮ
(一) 从经济学与商业的角度来分析日、 中、 韩经济合作

包括 ＦＴＡ 构想在内ꎬ 从经济学观点研究日、 中、 韩经济合作的较多ꎮ
１９９９ 年三国首脑会谈决定进行共同研究后ꎬ 三国政府的智囊团———中国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主

要以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提出推进 ＦＴＡ 的建议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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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阿部、 浦田 (２００８) 分析直接投资、 技术平准化、 农业、 汽车产业、 电器电子机械

产业、 纤维产业、 服务贸易与物流ꎬ 其结论是三国都能期待 Ｗｉｎ－Ｗｉｎ－Ｗｉｎ 的效果ꎬ 对 ＦＴＡ 谈判表

示了积极的态度ꎮ



除了三国共同研究以外ꎬ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合作能促进信赖关系ꎬ 所

以提议 ＦＴＡ 的成立ꎮ 例如ꎬ 由于日、 中、 韩贸易关系紧密ꎬ 并与其产业机

构有着强大的互补性ꎬ 吴玲君 (２０１２: ２９—３０)① 认为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实

现能排除三国之间的贸易障碍ꎬ 带来地区内贸易成本减少ꎬ 同时能实现推

进东亚 ＦＴＡ 谈判的进行ꎮ 她指出: 为了 ＦＴＡ 实现ꎬ 日、 中、 韩需通过经济

合作构建相互信赖关系从而努力排除在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因素ꎮ 另外ꎬ 大

陆学者的研究阐述了如下见解: 刘文 (２０１４)② 的研究认为日、 中、 韩 ＦＴＡ
问题是在日中经济关系的延长线上ꎻ 而张彬和刘晨阳等 (２０１３)③ 的研究则

认为日、 中、 韩 ＦＴＡ 是世界性 ＦＴＡ 热潮的一部分ꎮ 这两个研究有三个共同

点: 其一ꎬ 认为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实质就是日中关系ꎻ 其二ꎬ 作者都注重

三国 ＦＴＡ 对日、 中、 韩各国的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影响ꎻ 其三ꎬ 作者都认为

阻碍成立 ＦＴＡ 的主要因素在于日中之间的领土与历史问题ꎮ

(二) 国际关系学的角度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中ꎬ 较多学者认为日、 中、 韩 ＦＴＡ 与东亚共同体构

想密切相关ꎬ④ 或者认为日、 中、 韩 ＦＴＡ 是东亚多重性地区主义的一部分ꎮ
大庭三枝 (２０１４)⑤ 把日、 中、 韩经济合作视为是东亚多种且多重性地区合

作的一部分ꎮ 她指出三方都面临着要克服双方政治问题的课题ꎬ 同时也高

度评价三方在实务合作上已有的成果ꎮ 寺田贵 (２０１３) 的视点在于日中之

间的竞争关系与在 ＦＴＡ 谈判形式上的不同ꎮ 从寺田的观点来看ꎬ 在地区经

济合作方面ꎬ 中国的 “挑战者” 身份引起了日中之间争夺主导权ꎬ 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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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玲君: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区域经济整合的挑战与动力»ꎬ 陈德升主编: «台韩

商竞合、 韩中 ＦＴＡ 与大陆市场机会与挑战»ꎬ 第 ２５—４１ 页ꎮ

刘文编著: «比较、 竞争与合作: 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研究报告»ꎬ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ꎮ

张彬、 刘晨阳等: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ꎮ

例如ꎬ 田中明彦 (２００３)、 菊池努 (２００１)ꎮ

大庭三枝: «重層的地域としてのアジア―対立と共存の構図»ꎬ 东京: 有斐閣ꎬ ２０１４ 年ꎮ



争夺将促进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化ꎮ 山本吉宣 (２０１２)① 以张蕴岭等的研究

为基础ꎬ 指出: 作为其对美战略的一部分ꎬ 中国将按其逻辑推进日、 中、
韩 ＦＴＡꎬ 并进一步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ꎮ 这些国际关系学领域研究

的共识是要正视中国的影响力已增大ꎬ 排除中国去讨论地区主义是毫无意

义的ꎬ 另外由此也能看出中国的 ＦＴＡ 有强烈的政治性战略ꎮ
国际关系学的分析表明了 ＦＴＡ 本来所具有的排他性与竞争关系ꎮ 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时ꎬ 以下的三种情况能使当事国强烈认识到排他性与竞争

关系ꎮ 第一ꎬ 地区内的两国进行双边 ＦＴＡ 谈判时 (例如ꎬ 中韩 ＦＴＡ)ꎬ 另一

国家 (日本) 在地区内则会有落后于人的危机感ꎮ 第二ꎬ 地区内的一国与

地区外的国家进行 ＦＴＡ 谈判时 (例如ꎬ 韩美 ＦＴＡ、 欧盟和韩国之间的 ＦＴＡ
与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ＰＡ) 谈判等)ꎬ 地区内的另外两

国 (日中或者中韩) 就会不甘落后、 加速三国 ＦＴＡ 的进行ꎮ 最后ꎬ 地区内

一国与地区外国家进行巨型 ＦＴＡ 谈判时 (例如ꎬ 日本参加 ＴＰＰ 谈判)ꎬ 另

外两国则会认为之前相较于中韩之间的合作处于劣势的日本如今却占优势ꎬ
由此两国就被迫于分别重新考虑策略ꎮ 江瑞平 (２０１４)② 研究中韩 ＦＴＡ 给

日本带来的影响ꎬ 指出削弱三方合作的原因有两个主要因素ꎮ 第一是 “尖
阁诸岛” (钓鱼岛) 与竹岛 (独岛) 的岛屿问题: 第二是日、 韩在对美对中

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ꎮ 换言之ꎬ 虽然在安全方面上日、 韩对美国的依赖度

很高ꎬ 但是在经济方面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却很密切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中国成

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国ꎬ ２００９ 年起也成了日本的最大出口国ꎮ 从这点来分析ꎬ
江指出: 通过强化中韩合作或者让俄国参与地区合作ꎬ 从而能给日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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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压力ꎬ 由此打破对日关系的僵局ꎮ① 另外ꎬ 金缀桥、 杨逢珉 (２０１５:
８９)② 认为: 中韩 ＦＴＡ 不仅有减少双边贸易摩擦与贸易互补效果ꎬ 还有打破

以美国为主导的贸易合作体系与推进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的作用ꎮ③ 总而言

之ꎬ 两者的研究都强调 ＦＴＡ 的政治性与战略性ꎮ

二、 日、 中、 韩经济合作与 ＦＴＡ 谈判概况

(一) 日、 中、 韩首脑会谈的制度化与三方合作的展开

１９９９ 年在韩国开始展开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学术讨论ꎮ １１ 月在马尼拉召

开东盟与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的时候ꎬ 三方领导人召开非正式早餐会ꎬ
当时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召开三国领导人的例会 (吴玲君 ２０１２: ６)④ꎮ 其

后 ２００７ 年ꎬ 三国领导人会谈每年都在东盟 １０ ＋ ３ 峰会的期间内召开ꎮ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三国专家集团开始就日、 中、 韩的经济合作展开研究ꎮ⑤ 这个

时期ꎬ 中国非常重视与东盟缔结 ＦＴＡ 的问题ꎮ ２００１ 年中国提出 ＦＴＡ 构想ꎬ
以 ２０１０ 年开始实施为条件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中国与东盟缔结了自贸协定

(ＣＡＦＴＡ)ꎮ ＣＡＦＴＡ 的成立后ꎬ 朱镕基总理更加自信地在日、 中、 韩领导人

会谈中提出三国 ＦＴＡ 构想ꎮ 日方认为中国是否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规定还不明确ꎬ 其主张 ＦＴＡ 谈判为时尚早ꎬ 暂不把中国的提议提到日程上

来ꎮ 结果ꎬ 三方决定进一步加深共同研究ꎮ 对于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ꎬ 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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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２０１２: １３２)① 指出日方担忧日、 中、 韩 ＦＴＡ 会打击国内农业与服装行

业等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领域ꎮ 另一方面ꎬ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 ＣＡＦＴＡ 的成立ꎬ

因此也积极参与与东盟的经济协作ꎮ②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 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谈上ꎬ 中方再次提议

中、 日、 韩 ＦＴＡꎬ 但日方不接受中方的提案ꎮ 据 «每日新闻»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报道ꎬ 因日方认为温家宝的提案意在确保中国在东亚中的主导权ꎬ

所以日方拒绝ꎮ 但是ꎬ 三方发表关于促进日、 中、 韩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开

始了关于三国 ＦＴＡ 的非官方共同研究ꎮ 非官方共同研究持续到 ２００９ 年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在老挝万象ꎬ 三方发表了日、 中、 韩三国之间合作的行动

战略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ꎬ 韩国给发展缓慢的日、 中、 韩经济合作带来了新刺

激———韩美 ＦＴＡ 谈判开始启动ꎬ 由此而引起日方与中方对韩美 ＦＴＡ 谈判的

极大关注ꎬ 由此而积极展开日、 中、 韩经济合作ꎮ 同年ꎬ 召开第一届日、

中、 韩贤人会议ꎮ 之后ꎬ 每年在三方之间巡回召开该会议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在菲律宾宿务岛召开的三方领导人会谈一致同意开始进行日、 中、 韩投资

协定谈判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韩美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开始生效为条件签署了 ＦＴＡꎬ 给日、

中两国带来极大震惊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中国与韩国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对构筑日、 中、 韩三国的合作框架表示了积极的态度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 三

方决定分离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和东盟相关会议ꎬ 改为在三国之内的某

个城市召开的形式ꎮ 据此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在日本福冈县太宰府的九州岛国

立博物馆召开了首届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ꎮ 首届三方领导人会议中ꎬ 三

国共同发表了防灾合作ꎬ 决定在三国城市轮流防灾部长级会议与专家会议ꎬ

还宣布了有关三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与包括广泛领域在内的日、 中、 韩

行动计划ꎬ 三方表示将轮流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与外长会议、 召开外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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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高级事务会议等以促进三方合作ꎮ 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从 ２００９ 年起ꎬ
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

院展开新的共同研究ꎮ

表 ２　 第一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谈通过的行动计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内容

投资协定ꎬ 完善商贸环境、 能源合作、 物流合作、 海关合作、 产业合作、 强化金融对

话与合作 (联合声明)、 环境保护 (减少空气污染、 海洋垃圾问题、 候鸟的保护与监

视等)、 科技合作 (决定了 ２００９ 年在东京召开日、 中、 韩科技部长会议)、 强化信息

通讯合作、 海难救援、 新型流感与食品安全等保健领域的合作、 强化外交与安全保障

的相关学术机构之间的论坛、 青少年交流、 文化穿梭计划、 体育活动交流、 观光合

作、 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对话、 非洲支持、 联合国改革、 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

作、 推进朝鲜半岛问题的六方会谈、 裁军与核不扩散ꎮ

　 　 资料来源: 日本外务省网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阅览) 内容ꎬ 作者翻译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在北京召开了日本经济产业省与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会

议ꎮ 中方建议开展为实现中、 日、 韩 ＦＴＡ 缔结的 “官产学” 共同研究ꎮ①

据此ꎬ 在同年 １０ 月召开的日、 中、 韩经济部长会议上ꎬ 达成了 ２０１０ 年上半

年启动由三国 ＦＴＡ 官产学共同研究的协议ꎮ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在第二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上ꎬ 三方领导人宣布两个联合声明: 提倡努力强化政治

方面信赖关系的 «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与呼吁环保合作的 «中日

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ꎮ 当时ꎬ 对于三国 ＦＴＡ 谈判ꎬ 三方担忧的主要不是

外交关系ꎬ 而是经济问题ꎮ 也就是说日、 韩两国要保护农业ꎬ 而中国要保

护汽车产业和数码家用电器产业等较为劣势的制造业ꎮ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在首尔召开首次日、 中、 韩 ＦＴＡ 官产学共同研究会议ꎬ
三方交换了有关 ＦＴＡ 政策与经贸关系的意见ꎬ 最后确认了在 ２０１２ 年内结束

共同研究的方针ꎮ 此后ꎬ 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时ꎬ 三方已表明共同研究在年内的

结束ꎮ 同年末在韩国平昌召开的第七次共同研究会议上三国宣布研究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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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在韩国济州岛召开第三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ꎬ 发

布了 «２０２０ 中日韩合作展望» «中日韩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联合声明» «中
日韩标准化合作联合声明»ꎬ 并签署了 «中日韩三国政府关于建立三国政府

关于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的备忘录»ꎮ 由此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三方在首尔设立了

三国合作秘书处 (ＴＣＳ)①ꎮ

表 ３　 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的召开情况

时期 /地点
参加的领导人

日本 中国 韩国

第一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福冈 麻生太郎 温家宝 李明博

第二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北京 鸠山由纪夫 温家宝 李明博

第三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济州岛 鸠山由纪夫 温家宝 李明博

第四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东京 菅直人 温家宝 李明博

第五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北京 野田佳彦 温家宝 李明博

第六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首尔 安倍晋三 李克强 朴槿惠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ꎬ 在 “尖阁诸岛” (钓鱼岛) 海域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

船相撞ꎮ 因此案的处理问题使日中关系急剧恶化ꎮ 在两国社会上反日、 反

中的国民情绪日趋激昂ꎮ 最担忧日中关系恶化的是两国工商界人士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在召开第四次三方领导人会谈的同时ꎬ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与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韩国的全国经济联合会在东京召开工商业领导会

议ꎬ 发布了要求早日实现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联合声明ꎮ② 另外ꎬ 第四次三国

领导人会谈还发表了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宣言ꎮ 其中ꎬ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日本东部发生大震灾ꎬ 三方表明了进行有关防灾、 经济成长、 环境、 人际

交流的三国合作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日、 中、 韩领导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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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上ꎬ 三方领导人就年内完成三国 ＦＴＡ 的官产学共同研究与日、 中、 韩投

资协定谈判的早期缔结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ꎮ

(二) 三国 ＦＴＡ 谈判的曲折历程

２０１２ 年ꎬ 日本国内展开关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的活跃讨论ꎮ 同年在即将召开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前ꎬ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对

加入 ＴＰＰ 表示极大关注ꎮ 日本加入 ＴＰＰ 的形势淡化了 ２０１０ 年渔船相撞事

件ꎬ 使中国积极地研究日、 中、 韩 ＦＴＡꎮ 另外ꎬ 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生效的韩

美 ＦＴＡ 使日、 中两国政府不得不推进三方经济合作以维持三方合作的框架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

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定ꎮ① 第一ꎬ 三方达成了为实现年内启动 ＦＴＡ 谈判而立

刻开始准备工作的意见ꎮ 第二ꎬ 三方签订了日、 中、 韩投资协定ꎮ 日中之

间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生效)、 日韩之间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生效)、 中韩之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生效) 均有双边投资协定ꎬ 尽管日本认为在协定内容上日、 中、 韩投

资协定不如日韩投资协定有利ꎬ 但日方还是支持三国投资协定的成立ꎮ 因

为 １９８９ 年生效的日中投资协定的保护投资水平较低ꎬ 其内容上已趋落后ꎬ

所以日方需要代替其内容的新框架ꎮ②

随着日、 中、 韩三国政府之间 ＦＴＡ 的成立时机日趋成熟ꎬ 三国工商界

也相继表示希望 ＦＴＡ 早期实现的意见ꎮ 日中经济协会所属的 “２１ 世纪日中

关系展望委员会” 发表了意见书ꎬ 称如果日、 中、 韩 ＦＴＡ 成立ꎬ 能期待占

世界经济总量的 ２０％以上的市场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③

但是ꎬ ２０１２ 年后半年ꎬ 日、 中、 韩之间外交关系恶化使三方的合作状

况复杂化ꎮ “尖阁列岛” (钓鱼岛) 国有化问题使停滞的日中关系不易修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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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ꎬ 竹岛 (独岛) 的论争以及之后对于慰安妇的论争相加速了日韩关系

的恶化ꎮ 这一时期ꎬ 日、 中、 韩 ＦＴＡ 继续实质性谈判ꎮ １１ 月的经济部长级

会议上宣布了开始三国 ＦＴＡ 谈判 (表 ４)ꎮ 但是ꎬ 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日

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参拜靖国神社ꎬ 原定当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三方财政部长、
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被取消ꎬ 只有环保部长会议在北九州岛召开ꎮ①

表 ４　 日、 中、 韩经济合作相关会议概况

１９９９ 年— 第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与联合声明 (每年轮流召开)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朱镕基总理向日、 韩领导人提出三国 ＦＴＡ 构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温家宝总理向日、 韩再次提出三国 ＦＴＡ 构想ꎬ 三国开始展开共同研

究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有关日、 中、 韩三国合作的行动计划

２００６ 年 日、 中、 韩贤人会议 (例会化)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开始日、 中、 韩投资协定谈判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在福冈召开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议 (与东盟相关会议分离)ꎬ 发表行

动计划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三国领导人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在济州岛召开第三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ꎮ 发表 «２０２０ 中日韩合

作展望»ꎬ 开始官产学共同研究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在东京召开第四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在首尔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在北京召开第五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谈ꎬ 同意年内开始谈判ꎮ 日、

中、 韩投资协定签订

２０１２ 年 ６—９ 月 继续事务会议 (三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日、 中、 韩三国经贸部长会议ꎬ 由三方宣布共同启动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一轮谈判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准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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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首轮谈判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麻生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５ 月预定的三方财政部长、 中央银行行

长会议被取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ＦＴＡ 谈判准备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二轮谈判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ＦＴＡ 谈判准备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三轮谈判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四轮谈判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中间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五轮谈判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六轮谈判 (司局级)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六轮谈判 (首席代表级)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日、 中、 韩外长会议 (首尔)ꎬ 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中间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七轮谈判 (司局级)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日、 中、 韩 ＦＴＡ 第七轮谈判 (首席代表级)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第六次日、 中、 韩领导人会议 (首尔)ꎬ 提倡领导人会谈的例会化

２０１６ 年 预定在日本召开第七次三方领导人会议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ꎮ

三、 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意义与作用

(一) 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意义

日、 中、 韩三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约 ２０％ꎬ 或者相当

于东亚地区 ＧＤＰ 的约 ９０％ꎬ① 拥有无可比拟的经济能力ꎮ 人们期待三方对

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同时ꎬ 在亚洲各国参加 ＴＰＰ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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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等多种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框架中ꎬ 并

没有找到解除领土历史问题的突破口ꎮ 那么ꎬ 日、 中、 韩需展开三方 ＦＴＡ
的意义何在?

ＴＰＰ、 ＲＣＥＰ 与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谈判要点都在于贸易自由化的达成水

平和制定贸易的新规则ꎮ ＴＰＰ 谈判力争在美国主导的情况下能实现 ９５％以

上的贸易自由化比率ꎬ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大致上达成了一致共识ꎮ 现在ꎬ 韩国

对参加 ＴＰＰ 谈判也表示了积极的态度ꎮ 同时ꎬ 中国一方面十分关注美国通过

ＴＰＰ 谈判东亚扩展其影响力ꎬ 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全面拒绝 ＴＰＰ 的风险ꎮ
与 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相比ꎬ 日、 中、 韩 ＦＴＡ 只有三个当事国组成ꎬ 但三国

在环境、 物流、 海关与青年交流等实务领域都有合作经验ꎬ 经济学者也强

调三方 ＦＴＡ 的利益ꎮ 浦田与阿部 (２００８) 注意到在东亚地区的企业内贸易

中日、 中、 韩之间的贸易总量已有增加ꎮ 他们认为三国 ＦＴＡ 的成立将促进

中国在贸易投资方面的自由化ꎬ 从而给三方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可能性

更大ꎮ 从此论点来看ꎬ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将大幅度提高日、 韩企业的便利

性ꎬ 三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将促进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地区一体化 (浦田

与阿部 ２００８: ７—１１)ꎮ
对于推进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意义ꎬ 实行三国经济合作的组织 ＴＣＳ 指出:

三国能实现比其他地区更有竞争力的 “规模经济”ꎮ 东北亚地区需要全面性

且制度性的经济统合框架ꎬ 日、 中、 韩 ＦＴＡ 将成为牵引地区发展的能动作

用ꎬ 而实务领域的合作能使既存的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从上述因素

分析ꎬ 推进三国的经济合作需政治性决断ꎬ 也就是说三方领导人必须要果

断决策 (ＴＣＳ２０１３: ６０)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为了实现三国 ＦＴＡꎬ 三方需克服三个困难ꎮ 第一是领

土、 历史等政治关系问题ꎮ 第二是经济因素ꎬ 在产业结构与市场开放度上ꎬ
三方明显有很大的不同ꎮ 第三是美国因素ꎬ 同时包括 ＴＰＰ 谈判ꎮ② 除这些问

题外ꎬ 中国的 ＦＴＡ 战略具有先与易谈判对方进行交涉缔结的特征ꎮ 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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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ꎬ 中韩 ＦＴＡ 比三国 ＦＴＡ 易着手ꎬ 因为中韩之间没有明显的对立问题ꎮ
但是ꎬ 三国 ＦＴＡ 容易受到日中外交关系的影响ꎬ 所以 ＦＴＡ 谈判难以展开ꎮ①

另外ꎬ 虽然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因为部分政治原因而出现反复ꎬ 但通

过外部的力量ꎬ 也就是三方之一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ＦＴＡ 谈判ꎬ 可以把日、
中、 韩拉回来到对话的平台上ꎮ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以后ꎬ 日中或日韩外交关系

恶化时ꎬ 不仅三国官方活动停滞ꎬ 连民间交流与商业活动也受到了相当影

响ꎮ 尽管如此ꎬ ２０１３ 年ꎬ 三国进行 ＦＴＡ 谈判的各项工作已陆续展开ꎮ 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同年 ３ 月ꎬ 日方表达了参加 ＴＰＰ 的意向并从 ７ 月开始

参加 ＴＰＰ 谈判ꎮ 纵观过去的事例ꎬ 三方之间其中一方一旦与他国开始进行

两国间的 ＴＰＰ 谈判ꎬ 其他两方则会为了维持日、 中、 韩 ＦＴＡ 的框架而积极

交涉ꎮ 例如ꎬ 韩美 ＦＴＡ 成立时ꎬ 日、 中两国积极着手三国 ＦＴＡꎮ② ＦＴＡ 的排

他性也是日、 中、 韩联手的因素之一ꎮ 同时ꎬ 三国在地区内展开的经济性

竞争也将产生更复杂的关系ꎮ 日本与欧盟开始 ＥＰＡ 谈判时ꎬ 中国认为在对

欧盟的经济关系上中日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ꎮ 对于 ２０１５ 年中韩 ＦＴＡ 的达

成ꎬ 日方认为其在短期内对本国的影响较小ꎮ 但是在台湾ꎬ 中韩 ＦＴＡ 成立

之前ꎬ 已有不少意见指出其会使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市场处于不利地位ꎮ
另外ꎬ 认识到三国合作其重要性的领域就是对空气污染等跨国性的环

境问题ꎮ １９９９ 年的第一次日、 中、 韩环境部长会议以来ꎬ 日中关系或日韩

关系恶化时ꎬ 环境部长会议仍继续召开ꎮ③ 在环境合作方面ꎬ 三国能借鉴过

去的经验为亚洲做出持续性发展的贡献ꎮ 更重要的是因为环境问题涉及到

跨国性的问题ꎬ 三方的利害关系一致ꎬ 所以三方能展开共同活动ꎮ
(二) 双边 ＦＴＡ 的选择

从展开共同研究开始到进入谈判共花了十年以上时间ꎬ 日、 中、 韩 ＦＴＡ
步伐缓慢ꎮ 因此ꎬ 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先在日中、 中韩、 日韩之间缔结双边

ＦＴＡꎬ 在此基础上着手三方之间的 ＦＴＡ (徐长文 ２０１３: ３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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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 韩贤人会议与关于三国 ＦＴＡ 的实务谈判也继续实行ꎮ



日韩经济伙伴合作协定①的谈判从 １９９８ 年起日韩两国开始共同研究ꎬ
２００３ 年两国开始谈判ꎬ 但是 ２００４ 年双方停止了谈判ꎮ 其理由之一就是日方

坚持保护国内农业ꎬ 另一理由是因为韩国的对日贸易亏损继续扩大ꎬ 协商

陷入困境ꎮ
现阶段ꎬ 日中双边 ＦＴＡ 的实现可能性最小ꎮ 徐长文 (２０１３: ３７—３８)②

认为: 日本对日中 ＦＴＡ 表示消极态度的理由是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已改为

“中国加一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ｕｓ ｏｎｅ) ”ꎬ 而且日本政府重视美国的意向ꎬ 所以对在

亚洲完成 ＦＴＡ 谈判采取消极的态度ꎮ 就徐长文的见解ꎬ 我想阐述一下我的

意见ꎮ 日本企业改为 “中国加一” 的背景有两个主要原因ꎮ 第一ꎬ 在中国

国内存在劳务费增高等结构性的问题ꎮ 第二ꎬ ２０１２ 年中国发生反日游行ꎬ
产生了政治性风险ꎮ 日、 中两国先需要通过政治对话建立信赖关系ꎬ 遵守

政治问题与经济活动互不相干的原则ꎬ 才有讨论 ＦＴＡ 的可能性ꎮ
在中韩 ＦＴＡ 方面上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根据李明博总统的指示ꎬ 韩国开始探

讨中韩 ＦＴＡ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中韩领导人宣布启动 ＦＴＡ 谈判ꎮ 此后ꎬ 朴槿惠总

统的对华外交也促进了双边谈判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韩 ＦＴＡ 正式缔结ꎮ 但是ꎬ
韩国国内还有些持慎重意见的声音ꎮ 例如ꎬ 西江大学的 Ｓｉ Ｊｏｏｎｇ Ｋｉｍ 指出:
因为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剧增ꎬ③ 所以韩国国内对中韩 ＦＴＡ 有一种警惕

感ꎮ 但是ꎬ 双方缔结 ＦＴＡ 的目的不一定是相同的ꎮ Ｋｉｍ 指出ꎬ 中国关心的

是因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涉而需要在东北亚确保其影响力ꎮ 而对于 ＦＴＡ 的

内容ꎬ 最大的妥协是减免关税ꎬ 因此中方尽可能地放宽了关税范围ꎮ 另一

方面ꎬ 虽然韩国希望把废除非关税障碍、 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贸易相关规

范的设定加到双边谈判上ꎬ 但并不希望农业、 渔业等在政治敏感的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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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以后ꎬ 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０ 年韩国对中国出口占比高达 ２５％ (包括

经香港的部分则为韩国总出口的 ３０％)ꎮ 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ꎬ 对韩国来说ꎬ 中国是很重要的投资

对象国 (向中国投资的项目最多ꎮ 在金额上ꎬ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ꎮ 韩国对中

投资增加ꎬ 换言之韩国内的总公司与在中国国内建立的分公司之间的企业内贸易剧增ꎬ 扩大了中韩

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也就是韩国盈余与中国亏损)ꎮ



提出来加以讨论 (Ｋｉｍ ２０１２: ２５９—２６０)ꎮ

四、 结　 语

透过本研究来讨论日、 中、 韩经济合作能窥视出其四个特征ꎮ 第一ꎬ
ＦＴＡ 所带来的排他性与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关系的所带来的对抗意识ꎮ 日、
中、 韩三国中一个国家与地区外的国家成立 ＦＴＡ 时ꎬ 另外的两国可能会担

忧其 ＦＴＡ 排他性的影响而开始维持并扩大三国间的合作ꎮ 第二ꎬ 从中方的

观点来看ꎬ 推进三国 ＦＴＡ 与中日关系有相当大的关系ꎮ 因此ꎬ 中日关系恶

化时ꎬ 三方难以安排召开领导人会议和其他主要会议ꎮ 另外ꎬ 在经济规模

上ꎬ 尽管韩国并不是像日本、 中国等那样的经济大国ꎬ 但从三国合作秘书

处设在首尔可以看出ꎬ 韩国是调整日、 中、 韩合作关系的一个要点ꎮ 第三ꎬ
中国的 ＦＴＡ 谈判具有政治上的战略性ꎮ 中国认为 ＦＴＡ 缔结的主要目的不仅

在于推进贸易自由化ꎬ 还在于改善其周边外交环境ꎮ 但是ꎬ ＦＴＡ 谈判的实

质课题就是在于贸易自由化的达成度ꎬ 如果在关税和非关税方面没有进一

步的发展ꎬ 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会继续受到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ꎮ 最后是

美国因素ꎮ 中国的对美态度很复杂ꎬ 这也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利害关系ꎮ 一

方面ꎬ 欧美国家建立扩展的自由贸易体制支持中国的对外开放ꎬ 从而开拓

了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之路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ꎬ 中国越来越

警惕美国在东亚渐强的影响力ꎮ 中国虽然是日本和韩国最大的出口国之一ꎬ
但日、 韩分别都是美国的同盟国家ꎬ 并参加 ＴＰＰ 或者积极表示对 ＴＰＰ 的关

注ꎮ 中国常意识到在日、 中、 韩 ＦＴＡ 谈判、 对日关系与对韩关系的背后有

美国的存在ꎮ 从这一点上来看ꎬ 中国外交的全球布局与东亚地区的外交有

着密切的关系ꎮ
虽然本研究以中国为中心进行讨论ꎬ 但其实中、 日、 韩三方都有各自

的政治考虑ꎮ 中、 日、 韩 ＦＴＡ 的意义在于促进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维

持扩大此地区内的经济繁荣ꎬ 其基础建设就是日、 中、 韩三国间稳定的官

方关系与经济自由化ꎮ 日、 中、 韩需重视这些要点与目标来面对彼此间的

经济合作ꎬ 并推动三国 ＦＴＡ 谈判的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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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培训
———朝鲜实习生在上海 (１９５３—１９６７)∗

梁　 志∗∗

　 　 摘　 要　 １９５３—１９６７ 年ꎬ 上海承担了培训大批朝鲜实习生的 “政治任

务”ꎮ 最初ꎬ 摆在上海面前的挑战颇多ꎬ 特别是中国工人的不友好言行和厂

方过分迁就实习生两种极端倾向使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变得难上加难ꎮ 经过

各方努力ꎬ 朝鲜实习生工作终于在很多方面取得明显进步ꎬ 政府有意识的

国际主义教育以及民间自然生发的关怀和感恩之情共同缔造了实习生与中

国工人间的友好关系ꎮ 不过ꎬ 随着中朝关系的逐渐冷淡以及中国对外国实

习生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的过分强调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上海培训朝鲜实习

生工作再次陷入困境ꎮ 在更为宏阔的历史时空背景下ꎬ 从中朝两党、 两国

关系的角度观察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在沪朝鲜实习生问题ꎬ 可以发现: 中朝

两党 “兄弟” 相称时ꎬ 中方愿意容忍朝方选派实习生工作中出现的违约行

为和疏漏之处ꎬ 国家间关系隐匿于党际关系之后ꎮ 一旦两党反目ꎬ 中国则

７２１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 (１５＠

ｚｈ００９) 阶段性成果ꎮ

梁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ꎮ



反过来追究朝鲜派遣实习生过程中不当之举的法律责任ꎬ 党际关系依旧支

配着国家间关系ꎮ 此间ꎬ 技术培训更多地只是从一个侧面扮演着中朝两党

关系晴雨表的角色ꎬ 而并未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推动力ꎮ
关键词　 上海　 朝鲜实习生　 政治任务　 技术培训

新中国建立伊始ꎬ 一穷二白ꎮ 然而ꎬ 为了 “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和繁荣”ꎬ “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ꎬ “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

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ꎬ 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对外经济、 技术援

助的道路ꎮ① 培训社会主义国家实习生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９５０ 年ꎬ
中国接收了第一批朝鲜实习生ꎬ 培训兄弟国家实习生的工作由此发端ꎮ② 从

某种意义上讲ꎬ 中国接待外国实习生的经验教训最初多来自于对朝鲜实习

生的培训ꎮ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下半期中国接待外

国实习生工作的组织机制和运作原则才不断得以充实完善ꎮ 作为中国培训

社会主义国家实习生的主要基地ꎬ 上海五六十年代接收了大批朝鲜实习生ꎬ
既包括技术工人ꎬ 又包括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ꎮ③ 应该说ꎬ 讨论在沪朝鲜实

习生问题有助于加深对冷战时期中国培训社会主义国家实习生和中朝两党

两国关系的理解ꎮ 据此ꎬ 本文以 １９５３—１９６７ 年在沪朝鲜实习生为考察对象ꎬ
主要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原始文献ꎬ 辅之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河北

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东欧国家的档案ꎬ 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揭示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朝鲜选派实习生和中国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中的得失、 在华朝

鲜实习生的基本状况以及中国工人对待朝鲜实习生的态度ꎬ 继而阐释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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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转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 ‘关于加强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

告’ ”ꎬ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上海市档案馆 (以下简称 “沪档” )ꎬ Ｂ１３４－１－１１ꎬ 第 ２ 页ꎮ 该文件可

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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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两国关系的某种普遍性特征ꎮ①

初到上海 (１９５３)

从法律的角度讲ꎬ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的签订标志

着中朝同盟的正式形成ꎮ 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ꎬ 从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中国出兵朝

鲜开始ꎬ 双方的同盟关系已然确立ꎮ② 也正是在这一年ꎬ 第一批朝鲜实习生

抵达中国ꎮ 虽然笔者至今尚未看到有关朝鲜战争期间朝鲜实习生具体数量

和中国培训工作详情的材料ꎬ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ꎬ 此事受到中国政府的高

度关切ꎮ 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财委) 的总体要求是

“必须重视此项抗美援朝的具体工作ꎮ 只许做好ꎬ 不许做坏”ꎮ③ １９５２ 年ꎬ
大批朝鲜人来到中国接受技术培训ꎮ 为了统一接待朝鲜实习生的规格ꎬ １１
月 １３ 日中财委出台了 “关于朝鲜来我国实习人员的招待费及待遇标准之规

定”ꎬ 主要包括两部分: 刚来中国时发放的服装和日用品的种类和数量、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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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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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中国培训外国实习生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游览: «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

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ꎬ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０—５１

页ꎻ 蒋华杰: «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 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ꎬ «外交评

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２９—１４３ 页ꎻ 董洁: «对在京朝鲜实习生的历史考察: 基本状况及政策变

化»ꎬ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０—５６ 页ꎻ 葛君: « “政治任务”

下的技术培训: 对在沪古巴实习生的历史考察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ꎬ 首都师范大学第一届 “国际关系

史青年论坛” 会议论文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２０ 日ꎮ 学界对中国对朝鲜援助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

包括沈志华、 董洁: «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１９５４—１９６０) »ꎬ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４８—５７ 页ꎻ 董洁: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５) »ꎬ “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２９ 日ꎻ

Ａｄａｍ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ｒａｕｓꎬ “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 ｏｆ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ｉｎｏ －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３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７－５１ꎮ 从中

可以看出ꎬ 学者们还没有对在沪朝鲜实习生进行个案研究ꎬ 亦未就培训朝鲜实习生在中朝两党两国

关系中的角色地位和象征意义详加论述ꎮ

沈志华: « “唇齿相依” 还是 “政治联姻”?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 ( １９４６—

１９６１) »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６３ 期ꎬ 第 １４８ 页ꎮ

“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转发重工业部 ‘关于 １９５３ 年度朝鲜实习生工

作总结’ 的通知”ꎬ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 沪档ꎬ Ａ３８－２－３５２ꎬ 第 ５６ 页ꎮ



待的细节、 餐费、 医疗费、 差旅费ꎻ 下厂实习期间的生活费、 服装费和药

费ꎮ 可以说ꎬ 除了往返于朝鲜和中国的国际旅费外ꎬ 在华的所有费用均由

中国承担ꎮ①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轻工业部下发 “下厂实习几点注意事项的说明”ꎬ
就朝鲜实习生工作的汇报制度、 组织安排、 实习计划、 翻译问题、 住房、
生活照顾、 学习材料以及转厂和其他要求等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指示ꎮ 其

中ꎬ 以下几项规定值得特别注意: 指定负责实习工作的人员ꎻ 尽量物色朝

鲜语翻译ꎮ 如实在找不到ꎬ 则以日语翻译代替ꎬ “但应向朝鲜友人做适当解

释”ꎻ 如安排在本厂职工宿舍确有困难ꎬ 厂外租房时应考虑距离和安全问

题ꎻ “外出游玩时ꎬ 应指定同行的专人予以照顾”ꎮ 这一切表明ꎬ 中方希望

尽可能地关照朝鲜实习生的民族感情ꎬ 安排好这些 “朝鲜友人” 在中国的

生活ꎬ 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ꎮ②

然而ꎬ 实际操作过程中ꎬ 朝鲜选派实习生和中国接待朝鲜实习生的工

作存在许多亟待改进之处ꎮ 重工业部和华东纺织管理局在总结 １９５３ 年朝鲜

实习生工作时指出ꎬ 经过一年的学习ꎬ 绝大多数实习生已可以独立操作ꎬ
但问题也不少: 来华朝鲜实习生没有学习目标ꎬ 个人情况不详ꎬ 个别患有

不适宜实习的疾病ꎬ 致使中方很难分配ꎬ 实习任务难于完成ꎻ 实习生急于

下厂ꎬ 中方来不及在宿舍和翻译等方面做好准备ꎻ 少数实习生以为实习的

目的就是 “回国当干部”ꎬ 不愿参加实践活动ꎻ 中方对抓计划、 抓思想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ꎬ 各厂工作的深入程度千差万别ꎬ 对实习生和翻译的思想教

育抓得不紧ꎬ 技术资料保密工作有待提高ꎬ 保证实习生人身安全的措施存

在疏漏ꎬ 理论教学明显滞后ꎬ 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进行测验ꎬ 与实习生沟通

不良ꎮ③

朝鲜战争期间ꎬ 上海也参与到培训朝鲜实习生的工作中ꎮ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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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 开展和平建设ꎬ 上海柴油机厂、 上海机床

厂、 上海锅炉厂、 上海电机厂和江南造船厂等六家工厂接受了中财委依照

中朝两国政府专项协定分配给上海的数十名学习机电工业技术的朝鲜实

习生ꎮ①

大批来沪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战争过后ꎬ 朝鲜半岛北部一片残破ꎬ 经济重建成为朝鲜领导人面临的

首要任务ꎮ② 金日成首先想到的是苏联ꎮ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朝鲜政府向苏

联正式提出了援助请求ꎮ 苏联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ꎮ③ ８ 月 １５ 日朝鲜解放

八周年之际ꎬ 周恩来在致金日成的贺电中表示: “英雄的朝鲜人民在恢复战

争创伤和国民经济及争取朝鲜的和平、 统一与独立的事业中ꎬ 将得到全中

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帮助ꎮ”④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金日成亲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

华ꎮ ２３ 日ꎬ 双方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

及文化合作协定» 等七个文件ꎮ⑤ 其中ꎬ «关于朝鲜技术人员在中国实习及

中国技术人员在朝鲜工作条件的协定» 有关朝鲜实习生的规定如下: 每年

１２ 月底前ꎬ 两国商定下一年度的朝鲜实习生实习计划ꎬ 包括实习生的名额、
实习科目及期限ꎮ 实习开始前四个月ꎬ 双方签订实习合同ꎻ 朝鲜实习人员

的政治和健康条件由朝方负责审查ꎬ 具体实习单位由中方指定ꎻ 朝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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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 １ 版ꎻ 刘金质、 杨淮生主编: «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

件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９４) »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５２１ 页ꎮ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 １ 版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第 １、 ４ 版ꎻ «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第 ２ 集)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５８ 年ꎬ 第 １６４—１７１ 页ꎻ «毛泽

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 (第二卷)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９４、 ２０１ 页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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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首相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２６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 (以下简称 “外档” )ꎬ ２０４－００００３－０１ (１)ꎬ 第 １—７ 页ꎮ



生应严格遵守中国的一切法令和实习部门的规章制度ꎻ “朝鲜技术人员在中

国实习期间ꎬ 由实习部门给予与中国同等技工、 技师的相同待遇 (包括公

费医疗在内)ꎬ 以中国币支付ꎬ 并由实习部门供给带有家具、 灯光和取暖设

备的宿舍ꎬ 其所需费用由实习人员自己负担ꎮ” 朝鲜技术人员往返中朝两国

间的旅费由朝方负担ꎻ “朝鲜技术人员所作关于实习的报告应经实习部门批

准ꎮ” “朝鲜技术人员在中国实习期满后ꎬ 均由实习部门发给实习证书ꎬ 证

明其所获得的专门技术及其熟练程度ꎮ”①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９ 日ꎬ 中朝又签订了 «关于中国给予朝鲜技术援助的共同

条件议定书»ꎬ 进一步明晰了双方的责任ꎮ 议定书规定: “朝方应根据实习

生合同分别向中方派遣实习生ꎬ 但必须在实习生启程前三个月将实习计划

送交中方ꎮ 该实习计划内容应包括实习生姓名、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现任职务、 政治情况、 简历 (包括学历)、 技术水平、 中文程度、 实习专

业、 实习期限、 启程日期、 回国拟担任职务等ꎮ 中方自接到实习计划之日

起ꎬ 在一个半月内指定有关单位编妥实习大纲ꎬ 主要内容包括每个实习生

之实习企业或机关、 地点、 实习方法和进度及实习终结时间所应达到的技

术水平ꎮ 中方需将编妥之实习大纲送请朝方审核ꎮ 朝方自接到实习大纲之

日起ꎬ 在三十天内应将确认意见正式通知中国技术进口公司ꎬ 以便转达有

关接纳实习生企业或机关”ꎻ 实习生往返旅途中的费用由朝方承担ꎻ 实习生

在中国实习期间的工资由中方按中国同级技术人员的薪金标准发放ꎬ 实习

费用由中方负担ꎬ 实习生医疗费由中方免费提供ꎬ 但每月伙食费、 房租费、
服装费、 日用品、 交通费及零用费等由实习生本人负担ꎻ “朝方的实习生应

遵守中国政府的一切法令ꎬ 并应遵守工作现场规章及保密制度”ꎻ 朝方实习

生向国内介绍生产技术实习情况、 经验和收获时需经实习企业或机关审查ꎬ
并经由朝鲜驻华大使馆转交国内ꎻ 朝方实习生回国携带的样品、 图表、 实

习讲义以及参考书籍等统一由朝鲜驻华大使馆提出ꎬ 实习生本人不得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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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单位索取ꎮ① 以上诸协定和议定书成为此后朝鲜选派实习生和中国培训朝

鲜实习生工作的基本依据ꎮ
根据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中朝达成的协议ꎬ １９５４ 年来华学习各种技术的朝鲜

实习生共 ３０００ 名ꎬ 实际到中国学习的有 ２９６２ 人ꎬ 分布在中国 ３９ 个城市的

２２４ 家厂矿ꎮ② 那么来上海的朝鲜实习生总数是多少呢?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上海市

劳动局编制的 «朝鲜实习生手册» 共收录 ２８１ 名朝鲜实习生的资料ꎬ 主要

是轻工业和一般日用品工业专业方向的实习生ꎮ③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的 “上
海市朝鲜实习生工作检查报告 (初稿) ” 的统计结果是当时上海共有朝鲜

实习生 ５８０ 人ꎬ 分布在 ７５ 家工厂实习ꎬ 其中ꎬ 中央部属工厂 １８ 家 (国营

１６ 家ꎬ 公私合营 ２ 家)ꎬ 实习生共 ３３２ 人ꎬ 上海市劳动局管理的地方工厂 ５７
家 (公私合营 １０ 家ꎬ 私营 ４７ 家)ꎬ 实习生共 ２４８ 人ꎬ 分布在 １２ 个区ꎮ④ 上

海市委国营工业部在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１９５３ 年以来ꎬ 在

本市工厂实习的朝鲜实习生先后有 ８０２ 名ꎬ 国营厂 ４９８ 人ꎬ 合营厂 ８８ 人ꎬ
私营厂 ２０５ 人ꎬ 军管厂 ６ 人ꎬ 中国版纸公司及水产公司 ５ 人ꎮ 到今年 ８ 月 ３０
日为止ꎬ 共结业回国 ２６８ 人ꎬ 仍在本市的 ５３４ 人ꎮ⑤ 这一系列的统计资料表

明ꎬ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年来沪实习的朝鲜技术人员应有六七百人左右ꎮ
或许是因为有关中央部属工厂朝鲜实习生来沪情况的文件主要存放于

中央各部ꎬ 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仅发现市属工厂近 ３００ 名朝鲜实习生来沪时

中央与上海市联络的往来文书ꎮ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５ 日ꎬ 中财委指示华东地区接收 ３５ 项共 ２７３ 名朝鲜实习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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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以下简称华东财经委) １３ 日召集各有关

单位会商ꎬ 根据先上海后各省、 先国营后私营的原则对实习生予以分配ꎮ①

此后ꎬ 朝鲜实习生项目数和人数不断变更ꎮ ４ 月 ３０ 日ꎬ 中财委发出新的指

示ꎬ 要求华东地区接收 ３３ 项共 ２６９ 名朝鲜实习生ꎮ 其中浙江省负责 １ 项 ８
人ꎬ 其余全部任务均由上海承担ꎮ 接着ꎬ 中财委又通过长途电话通知所有

实习生将于 ６ 月抵沪ꎬ 并增加果子露制造法 １ 项共 １８ 人ꎮ 因果子露生产有

季节性ꎬ 这批实习生将提前来上海ꎮ 此外ꎬ 中财委还屡次来电称需增加合

成树脂日用品加工法及加工用模型制造法 １ 项共 １０ 人ꎮ 而且ꎬ 锯齿纹棉织

品制造法 １ 项 ８ 人产品名称和技术要求不详ꎮ 更糟糕的是ꎬ 此次分配的实习

生项目朝方没有提出具体计划ꎬ 上海必须将实习工厂的主要产品和主要生

产过程逐项详细上报ꎬ 以便中财委与朝方具体研究ꎮ② ５ 月 ２５ 日ꎬ 中财委再

次发文说明ꎬ 因 ４ 月 ３０ 日布置任务时有几个项目没弄清楚ꎬ 与朝方联系并

查看各地上报材料后决定分配到华东地区ꎬ 且对原来计划中的几个项目进

行了调整ꎮ 因朝鲜实习生第二季度来沪ꎬ ６ 月 ２０ 日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工

作ꎮ③ ６ 月 ４ 日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称ꎬ 中财委分配到华东区

的朝鲜实习生共 ２６９ 名ꎬ ２６１ 名分配在上海市ꎬ 实习项目多为轻工业和一般

日用品工业ꎬ 初步分配在 １４ 个区的 ５９ 家工厂ꎮ 上海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

业只能接收 ３９ 名ꎬ 其余 ２２２ 名均在私营企业ꎮ④ ６ 月 ２２ 日ꎬ 华东财经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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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文件表明ꎬ 华东地区计划共接收朝鲜实习生 ４０ 项 ３０１ 人ꎮ 其中ꎬ ２ 项

１２ 名在浙江实习ꎬ ６ 项及 ２ 项的一部分共 ４６ 名在上海地方工业局所属工厂

实习ꎬ ２０ 项及 ２ 项的一部分共 ２４３ 名在上海私营厂实习ꎮ① 最后ꎬ 实际来上

海地方厂矿实习的朝鲜实习生共 ２７８ 人ꎮ②

为了做好接待工作ꎬ ７ 月中旬和 ９ 月上旬中财委连续发出指示ꎬ 要求各

级领导机关应将此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ꎬ “只准做好ꎬ 不准做坏”:
教育职工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ꎻ 建立专门的工作指导机构或指定专人负

责此事ꎻ 对实习生进行深入的保安、 保密和规章制度教育ꎻ 对待实习生应

避免 “待如贵宾” 和 “当作学徒” 两种极端倾向ꎻ 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实

习计划ꎬ 并认真予以落实ꎻ 实习生下厂一个半月内、 每个季度以及实习结

束后一个半月内ꎬ 各部和省、 市财委应向中财委做出相关汇报ꎮ③

上海对接待这批朝鲜实习生的工作较为重视ꎮ 接到任务后ꎬ 市委工业

生产工作委员会、 劳动局、 公安局、 工商局、 总工会和工商联党组等单位

联合成立 “接待来华朝鲜实习生工作组”ꎮ④ ６ 月份ꎬ 上海市劳动局派专人

到北京就有关实习生项目、 实习生管理、 翻译人员和经费标准等问题向国

家计划委员会技术合作局请示ꎮ ６ 月 １９ 日ꎬ 劳动局还在借鉴华东纺织管理

局、 地方工业局、 中央轻工业部上海办事处等以往接待过朝鲜实习生的单

位和培训过朝鲜实习生的个别工厂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制订了接待方案ꎮ
劳动局在方案中表示应 “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ꎬ 并对各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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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企业提出三点要求: 对全体职工进行充分的国际主义教育ꎬ 强调帮助朝

鲜实习生完成实习任务 “就是支援抗美援朝斗争的具体行动”ꎬ 对有关私营

企业资本家也要进行相应的教育ꎻ 认真制订并坚决贯彻实习计划ꎻ 生活上

应对实习生适当加以照顾ꎬ 特别要做好保安工作ꎮ 当月晚些时候召开的上

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会议和上海市朝鲜来华实习生工作组会议均一

再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ꎮ① 为了向翻译人员说明培训朝鲜实习生工

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性ꎬ 学习有关单位的经验ꎬ 熟悉上海情况ꎬ 学习上海话ꎬ
上海市在 ７ 月份举办了翻译短期学习班ꎮ②

实习生下厂后ꎬ 总体状况良好ꎬ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上海

市劳动局通报了相关情况ꎬ 重点介绍了资本家和 “坏分子” 对实习生的拉

拢、 腐蚀和污蔑 (如工立染织厂资方借十几万元给实习生装金牙ꎬ 毛锦记

电镀厂工人为宿舍问题指责实习生到中国与他们抢房子ꎬ 说 “朝鲜人同过

去的日本人差不多” ) 以及少数实习生生活散漫的不良现象ꎮ 劳动局要求

各区劳动科加强对朝鲜实习生的政治思想教育ꎮ③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地方工业局

在实习生工作年终总结中反映了另外一些不足: 局领导并未真正深入到各

厂ꎬ 对实习计划抓得不紧ꎬ 也没有帮助各厂或实习生解决困难ꎻ 局内负责

实习生工作指导的人皆为兼职ꎬ 特别是技术处工作繁忙ꎬ 很少下厂检查ꎻ
翻译的人事材料尚未转来ꎬ 很多相关问题无法解决ꎮ④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中央朝鲜实习生工作检查组抵沪ꎬ 对该项工作予以

了全面检查ꎮ 检查组认为: (１) 实习生本身绝大多数政治素质较高ꎬ 但并

无专业技巧ꎮ 仅有部分实习生略懂一些技术知识ꎬ 但多系改换工种ꎬ 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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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头培养ꎮ 实习生一般都能按照实习计划努力学习ꎬ 绝大多数自觉遵守

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ꎬ 接受厂里领导ꎬ 和中国工人密切合作ꎬ 对理论教员

和老师傅非常尊重ꎮ 实习生内部基本上是团结的ꎮ 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部

分实习生学习效果不佳ꎬ 不遵守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ꎬ 甚至发生工伤事故ꎮ
一些成绩好的实习生存在骄傲自满情绪ꎮ 实习生普遍对评级工作有意见ꎮ
实习生内部存在打架、 乱搞男女关系和发生经济纠纷的现象ꎻ (２) 总体上

看ꎬ 很多厂对实习生进行了政治教育ꎬ 生活上予以照顾ꎬ 时常组织文娱活

动ꎮ 另一方面ꎬ 虽然各厂成立了实习生指导委员会或指导小组ꎬ 指定专人

负责实习生工作ꎬ 但一般只在实习生刚来前后、 评级时或发生问题时才开

会ꎮ 有的厂没把实习生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ꎬ 认为实习生是国际友

人ꎬ 存在单纯照顾的倾向ꎻ (３) 各厂大体上可以按期完成实习计划ꎮ 但由

于实习目标定得过高、 工种较为复杂或实习计划抓得不紧ꎬ 个别实习生的

技术水平难以达到预设效果ꎮ 实习计划的编制大多过于笼统ꎬ 部分厂设定

的目标偏高ꎬ 大多数厂刚开始只有总的实习计划ꎬ 没有季月度实习计划ꎮ
计划执行过程中ꎬ 缺乏督促检查ꎬ 出现了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脱节、 实践

不足等情况ꎮ 总的来说ꎬ 翻译本身以及翻译与实习生的关系良好ꎮ 但由于

大多数翻译没有被列入本厂编制内ꎬ 大部分厂方没有按照中央要求给翻译

确定级别和工资ꎬ 翻译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没前途ꎬ 不安心上班ꎻ (４) 中

朝工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ꎮ 但因为各厂

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不够ꎬ 也存在一些问题ꎬ 如看不起朝鲜实习生ꎬ 对

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巨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ꎬ 某些工人对照顾朝鲜实习

生心怀不满ꎻ (５) 从各种制度的执行情况看ꎬ 工资和评级方面民主评定不

多ꎬ 向实习生解释不够ꎬ 个别厂没按照中央指示办ꎮ 评级过程中ꎬ 很少与

实习生讨论ꎬ 没有充分考虑平时成绩ꎬ 仅关注考试和测验ꎮ 病员处理情况

较好ꎮ 经费开支有混乱之处ꎮ
最后ꎬ 朝鲜驻华大使馆、 实习生、 上海市各有关厂矿和单位以及中央

检查组都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ꎮ 其中ꎬ 厂矿单位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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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意见值得关注: 希望朝方及中央提出的实习要求更为明确ꎬ① 且能够提前

了解实习生的文化技术水平等具体情况ꎻ 希望上级部门对各厂矿和单位有

关实习生的请示报告尽快给予答复ꎻ 希望中央及上级党委能够对实习生工

作做出详细布置ꎻ 希望统一各厂矿单位给实习生的待遇ꎮ②

虽说中央的检查发现了问题、 提出了整改措施ꎬ 但情况并未很快改观ꎮ
８ 月份ꎬ 上海市国营工业部对全市朝鲜实习生工作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检

查ꎬ 总体评价是 “有关各厂对实习生工作一般是重视的ꎬ 大多数厂都能按

预订计划完成培训任务ꎬ 但在这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亦很多ꎬ 而且是严

重的ꎮ” 主要问题如下: (１) 很多工厂领导对培训实习生的重大政治意义认

识不足ꎬ 实习生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流于形式ꎬ 遇事相互推诿ꎮ 有些工厂实

习目标定得太高ꎬ 有些工厂实习计划制订不及时ꎮ 各厂对实习生的错误思

想和违规操作没有及时予以纠正和教育ꎮ 私营企业的生产时断时续ꎬ 影响

实习ꎮ 有些工厂对实习生安全生产关注不够ꎬ 发生多起工伤事故ꎮ 有些工

厂的实习生技术评级工作违反民主程序ꎬ 实习生工资不统一ꎬ 对实习生生

活上的照顾存在不周之处ꎮ (２) 对干部和工人缺乏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ꎬ
干部和工人中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ꎬ 甚至

侮辱、 嘲弄实习生ꎮ 如有些厂里的职工嫌实习生文化水平低、 技术差、 政

治觉悟不高ꎬ 对实习生自吹自擂地说 “中国工人是老大哥ꎮ” 有些师傅带徒

弟不热心、 不耐心ꎬ 一有错误就骂 “饭桶” “傻瓜”ꎮ 很多厂里的工人骂实

习生 “猪猡” “阿木林”③、 “拖油瓶” “高丽棒子”ꎮ (３) 有些工厂对翻译

人员缺乏培养和教育ꎮ 而且ꎬ 大部分翻译人员的编制没有解决ꎬ 工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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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财委规定发放ꎬ 有的工资订得偏低ꎮ 翻译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没前途ꎬ
不安心上班ꎬ 思念家人ꎬ 想回老家ꎮ 有的翻译工作不负责ꎬ 瞧不起实习生ꎬ
与实习生争吵ꎬ 有的甚至还与实习生乱搞男女关系ꎮ (４) 实习生三分之一

以上被分配到私营厂实习ꎬ 已发现几起实习生被资本家拉拢、 腐蚀和资本

家挑拨实习生和中国工人关系的事件ꎮ
相应地ꎬ 国营工业部也提出了改进办法: (１) 责令各厂党委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ꎬ 对曾经歧视、 侮辱、 嘲弄和殴打实习生的干部和职工ꎬ 重则给

予处分ꎬ 轻则要求向实习生赔礼道歉ꎬ 并借此开展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ꎮ
(２) 加强对实习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ꎬ 及时帮助和教育那些思想作风存

在某些缺点的实习生ꎬ 适当邀请实习生参加厂里的思想政治生活ꎮ (３) 实

习生结业前对实习计划执行情况和实习成绩进行认真检查ꎬ 注意对老师傅

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提供必要的补助或奖金ꎮ (４) 谨慎处理实习生工资问

题ꎬ 不得擅自行事ꎮ (５) 在生活习惯、 文娱活动和医疗保健方面给予实习

生适当的照顾ꎮ (６) 注意对翻译进行政治教育ꎬ 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

生活上的困难ꎬ 私营厂翻译的入编问题等待中央指示ꎮ (７) 提高警惕ꎬ 严

防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以及资本家和 “坏分子” 的恶意行为ꎮ (８) 坚

决贯彻中央对兄弟国家实习生工作 “只许做好ꎬ 不许做坏” 的精神ꎬ 将其

作为党的经常的政治工作之一ꎬ 列入政治工作计划ꎬ 并不断完善检查汇报

制度ꎮ
接到国营工业部的报告后ꎬ 市委认为那些侮辱、 嘲弄朝鲜实习生的恶

劣行为极其严重ꎬ 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ꎬ 决不能容忍ꎮ 之所以

发生这些情况ꎬ 是因为各工厂党组织和工会对兄弟国家实习生培训工作不

关心ꎮ 对待实习生的错误态度会影响中国同兄弟国家之间的团结ꎬ 甚至造

成严重政治错误ꎮ 为此ꎬ 国营工业部应立即召开一次加强对工人国际主义

教育的专门会议ꎬ 各单位也应切实执行国营工业部的建议ꎮ①

比照各厂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报告ꎬ 应该说上述检查基本上找出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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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陷ꎬ 唯一没有引起检查组足够关注的是朝鲜选派实

习生过程中体检不严格和不注重文化水平考量的问题ꎮ 事实上ꎬ １９５５ 年年

初朝鲜驻华使馆已同意在实习生来华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体检ꎬ 发现有病

不能实习者不再派出ꎮ① 但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解决ꎮ 下半年ꎬ 上海市

第一轻工业委员会、 上海船厂和上海水产公司均反映了朝鲜实习生因身体

健康状况不佳而影响实习的情况ꎮ② 上海市第一轻工业委员会还建议ꎬ 实习

生的文化水平应予适当统一ꎬ 以保证理论学习的质量ꎮ 例如ꎬ 食品一厂的

实习生中既有高中文化程度者ꎬ 也有小学文化水平的ꎬ 理论教员难以把握

讲授知识的深浅ꎮ③ 面临这一困境的并不止食品一厂一家ꎬ 同时接纳高中和

小学水平实习生的至少还有达丰织带厂、 工立染织厂、 协成制钉厂、 新中

华刀剪厂、 精益电镀厂、 新华电筒工厂和天山化工厂等ꎮ④

此后几年ꎬ 上海继续承担培训朝鲜实习生的繁重任务ꎬ 克服以上问题

特别是加强对中国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成为市委各相关部门和有关厂矿的

关注焦点ꎮ

绝大部分是战灾孤儿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下半期ꎬ 随着外援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ꎬ 中国开始加

强援外工作的管理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陈毅和李富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

«关于加强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ꎬ 就中央各部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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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工、 建立 “总交货人制度”、 完成援外项目的基本程序等问题提出了建

议ꎮ ２９ 日ꎬ 中央将该报告转发中央各部委、 国务院以及各省、 市、 自治区ꎬ
“请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执行”ꎮ 中央在批示中着重强调了外援工作的重

要性: “认真做好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工作ꎬ 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ꎬ 也是

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ꎮ 这对于增进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繁荣ꎬ 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ꎬ 和打

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ꎬ 具有重大的意义ꎮ” 中国

对外援助的宗旨是按照受援国的基本情况ꎬ “采取因地制宜ꎬ 以中、 小为主

和土洋结合的方法ꎬ 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ꎮ “我们援助他们的

目的ꎬ 不是造成他们对我们的依赖ꎬ 而是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ꎮ”① 不

仅如此ꎬ 中央还注意到了培训外国实习生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ꎬ 要求

“除在技术上予以耐心的培养之外ꎬ 并采取适当办法教育他们养成艰苦朴素

的作风ꎬ 树立起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坚定意志ꎬ 防止待遇过高、 管理过宽ꎬ
致使他们在回国之后产生骄傲自满、 好逸恶劳的偏向”ꎮ②

这一时期ꎬ 中国有关朝鲜实习生的规章制度也日趋完善和正规ꎮ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６ 日ꎬ 财政部颁发了 “关于朝鲜派来我国实习人员及实习期间所用翻

译人员费用开支的规定”ꎬ 详细列出了接待来华实习生、 实习期间和实习生

回国时以及翻译人员的各项开支标准ꎮ 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几项新规定:
因实习人员实习过程中产生的废品或不合格的成品而给实习单位造成的损

失ꎬ 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报销ꎻ 实习单位技术人员业余时间为实习人员

讲课者ꎬ 如需给予报酬可按各单位规定办理ꎮ 如实习单位没有此项规定ꎬ
可比照加班费的额度按小时给予报酬ꎻ 为帮助实习人员而影响老师傅个人

收入时ꎬ 各实习单位应给予适当补贴ꎮ 此外ꎬ 与以前相比ꎬ 有关翻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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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评薪和其他待遇的规定也更加确切ꎮ① 显然ꎬ 这些都是针对以往出现的

问题而采取的相应措施ꎮ
１９５６ 年朝鲜 “八月事件” 前后ꎬ 中朝关系一度紧张ꎬ 中国政府甚至拒

绝了朝鲜提出在 １９５７ 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的请求ꎮ 不过ꎬ
事态很快发生逆转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莫斯科会议后ꎬ 中苏分歧渐趋明显ꎬ 为了

赢得朝鲜的支持ꎬ 中国着手缓和两国关系ꎮ②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中国与朝

鲜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

合作协定»ꎬ 决定成立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ꎮ③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两

国就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达成协定ꎬ 成立

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ꎬ 每年至少开一次会ꎬ 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
资料、 样品ꎬ 互派专家和实习生ꎬ 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ꎮ④ 共同条件规定ꎬ
中国将向朝鲜实习生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待遇ꎬ 旅费和伙食费由实习生本

人承担ꎬ 翻译由朝方配备ꎮ⑤ 同一天ꎬ 对外贸易部和财政部就有关朝鲜实习

生和政治指导员费用开支问题发文: 朝鲜实习生政治指导员的工资由我国

负担ꎻ 实习生的医疗、 住房、 取暖和水电等费用由接待单位解决ꎮ⑥ 以上规

定表明ꎬ 此时中方给予朝鲜实习生的条件比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更加优惠ꎬ
朝方也似乎更加积极地配合中方的工作ꎮ

１９５６ 年下半年ꎬ 上海分批接收朝鲜实习生 ５５５ 人ꎬ 其中约 ４００ 人是朝

鲜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ꎮ 这些实习生大部分在机电、 造船工业系统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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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 »ꎬ 第 １７９—１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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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８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４４ 页ꎮ



家工厂接受培训ꎬ 一部分人分别在纺织、 轻工、 医药、 商业和海港系统的

３０ 多个单位学习ꎮ 除 ３ 人因为项目较多延长实习期外ꎬ 其他人都在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前后陆续归国ꎮ １９５７ 年上海接收朝鲜实习生 ２２ 人ꎬ 分别在仪表、 纺织

印染、 制药、 化工、 小机电等 ８ 家工厂和丝绸技术研究所学习ꎬ 实习期 ３—
６ 个月ꎮ １９５８ 年下半年ꎬ 又有 ３８４ 名朝鲜实习生分批来到上海ꎬ 其中 ２４０ 人

是战时孤儿ꎮ 江南、 沪东两家造船厂培训 ９６ 人ꎬ 其他大部分人在纺织工业

系统实习ꎬ 少数人学习轻工ꎮ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前后这些实习生分批回国ꎮ １９５９
年经由科技合作途径来沪学习光学仪器、 仪表、 光学玻璃专业的朝鲜实习

生共 １７ 人ꎬ 实习期 ３—６ 个月ꎮ①

总的来说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半期上海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取得很大进

步ꎬ 主要表现为三方面ꎮ
第一ꎬ 强化国际主义特别是中朝团结和友谊的政治教育ꎬ 审慎处理相

关事件ꎬ 朝鲜实习生与中国工人间的关系明显改善ꎮ
如前所述ꎬ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年间上海出现了一些歧视、 侮辱、 嘲弄甚至殴

打实习生的现象ꎬ 市委随即加强了对广大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ꎬ 大力宣传

中朝友好关系ꎮ 直至 ５０ 年代末ꎬ 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上海培训朝鲜实习生

工作的重中之重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２ 日市委召开了外国实习生工作会议ꎬ
国际主义教育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ꎮ 会后ꎬ 上海纺织工业局和上海外事小

组办公室等机构再次要求对全体职工开展深入普遍的国际主义教育ꎬ 严厉

批判大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思想ꎮ② 从上海市委实习生工作情况

调查和各厂矿的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中可以看出ꎬ 几乎所有相关单位都十

分重视对职工的国际主义教育ꎬ 将培训朝鲜实习生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来抓ꎮ
不仅如此ꎬ 因为中央曾明确指出 “援外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差错ꎬ 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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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ꎬ① 各部委也一再强调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重

要政治意义ꎬ 所以上海市在处理与实习生有关的具体问题时十分谨慎ꎬ 极

力避免损害中朝关系ꎮ 这里仅举几个典型事例ꎮ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中午ꎬ 上

海汽轮机厂朝鲜实习生金达元在饭厅窗口买菜时因语言不通与炊事员沈余

光发生误会ꎬ 金挥拳想对余动武ꎮ 炊事员小组长姚伯勤上前劝解ꎬ 遭金殴

打ꎬ 姚未还手ꎮ 其中一脚恰好踢在心脏部位ꎬ 姚被立即送往医院急救ꎬ 幸

好并无生命危险ꎮ 金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工人的极大不满ꎬ 加之言语无法沟

通ꎬ 双方发生推拉互殴ꎬ 前后持续约两小时ꎮ 最终在厂领导和翻译的劝阻

下ꎬ 事态才得以平息ꎮ 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 外贸部以及朝鲜大使馆等相

关部门很快介入ꎮ 厂领导向实习生道歉、 解释ꎬ 并召开全厂大会进行国际

主义教育ꎬ 要求增强中朝友谊和团结ꎬ 对实习生予以更好的照顾ꎬ 保证今

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ꎮ 不仅如此ꎬ 为了尽可能消除不良影响ꎬ 厂里还采

取了如下具体措施: (１) 加强对实习生培训工作的检查和监督ꎻ (２) 组织

中国工人与实习生春游联欢ꎻ (３) 为朝鲜实习生专设买菜窗口ꎬ 做朝鲜菜ꎻ
(４) 改进翻译人员的作息制度ꎬ 在公共场所和饭厅轮流值班ꎮ②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中旬连续发生第二纺织机械厂朝鲜实习生朴锡彬眼疾事件

和第三纺织机械厂朝鲜实习生张应太手指轧断事件ꎮ 虽然上海市对外贸易

局也承认第二纺织机械厂重视朴的眼疾ꎬ 治疗及时ꎬ 但仍批评厂领导单纯

依靠医院而没有尽快向上级部门汇报ꎻ 虽然张受伤是由于非工作时间在车

间与另一位朝鲜实习生聊天手不慎放在小马达皮带上所致ꎬ 但外贸局仍认

定为工伤ꎬ 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工厂安全教育不够ꎬ 安全保护措施不健全

(后上海纺织工业局改为非工伤ꎬ 不过依旧认同外贸局的主要责任判定)ꎮ
纺织工业局为此要求各厂进行一次专门的安全检查和深入的安全教育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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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严重疾病和工伤事故请示汇报制度ꎮ①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市委外事办公室通报了当年本市外国实习生与我

国女工或翻译人员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事件以及其他一些男女关系不正

常的现象ꎬ 其中包括较为严重的翻译许毅成与第三纺织机械厂朝鲜实习生

闵春桃的男女关系问题ꎮ 外事办公室对有关单位进行了批评ꎬ 并提出以下

要求: 加强对相关女职工的教育ꎻ 为实习生提供服务的人员一律不用女同

志ꎻ 发现实习生与我方人员有男女关系过于密切的情况ꎬ 应及时了解、 教

育并做出适当的处理ꎻ 如确有问题ꎬ 则应迅速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ꎬ 以便

及时研究解决ꎮ②

上述一系列努力效果显著ꎬ 总体上来说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年上海市朝鲜实习

生与中国工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ꎬ 相互嘲讽和打架斗殴的情况已属个别

现象ꎮ 在有些厂矿中ꎬ 老师傅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实习生ꎬ 实习生

也对老师傅十分尊敬ꎬ 形成了尊师爱徒的良好风气ꎮ 厂矿领导对实习生关

心备至ꎬ 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ꎬ 令实习生非常感动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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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公司上海市公司关于朝鲜实习生在沪学习的总结”ꎬ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ꎬ 沪档ꎬ Ｂ２５５－２
－９０ꎬ 第 ３３ 页ꎻ “国营上海丝绸厂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检查总结报告”ꎬ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９８—９９ 页ꎻ “公私合营中国化学工业社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实习牙膏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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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检查”ꎬ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８８８ꎬ 第 １２５ 页ꎻ “国营上海制皂厂关于培训朝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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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ꎬ 翻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普遍提高ꎬ 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ꎮ
１９５６ 年上半年ꎬ 上海市再次举办朝鲜语翻译人员学习班ꎮ 参与学习班

的 １２０ 名翻译均是 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５４ 年调来上海工作的ꎮ 其中ꎬ 已评级的只有

４８ 人ꎮ 由于所在单位分散ꎬ 掌握的尺度不一ꎬ 评级工作中存在偏高偏低的

不合理现象ꎮ 接下来的工作是调整已评级翻译的级别和为没有评级的翻译

评级ꎮ 为此ꎬ 上海市劳动局专门拟定了朝鲜实习生翻译人员评级方案ꎮ①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ꎬ 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处这样评价朝

鲜翻译人员的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ꎬ 翻译人员的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ꎬ 但

“绝大部分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ꎬ 尤其是经过去年培训班的学习ꎬ 对翻译工

作的认识有了不少的提高ꎮ 有的同志主动的协助厂进行对实习生的思想教

育工作ꎬ 与厂里干部及朝鲜实习生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ꎮ 不少同志由于工

作积极负责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ꎮ 真正发挥了翻译干部的桥梁作用ꎮ”② 另

外ꎬ 各厂矿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中也反映出翻译人员中有的进步很快ꎬ 有

的工作积极性很高ꎬ 有的经过思想教育后努力改善工作方法ꎮ③

第三ꎬ 有些厂矿在技术培训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实习生的具体情况及时

调整教学方法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年来沪的朝鲜实习生理论基础非常薄弱ꎬ 且多为孤儿ꎬ 年

龄偏小ꎬ 孩子气重ꎬ 要完成对他们的培训任务并非易事ꎬ 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ꎮ 比如ꎬ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底上海正广和汽水厂接受了四名朝鲜实习生ꎮ
理论教学方面ꎬ 主要学习与葡萄糖生产有关的机器设备功能、 化验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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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性能等知识ꎮ 然而ꎬ 由于实习生不懂化学基本原理ꎬ 对讲授内容不感

兴趣ꎬ 听不进去ꎮ 一段时间内ꎬ 实习生上课看其他读物ꎬ 不听讲ꎬ 有时还

问一些与教学无关的钻牛角尖的问题ꎮ 教员和翻译慢慢失去信心ꎬ 一度停

课ꎮ 厂里为此专门召开老师傅和技术员会议ꎬ 最终决定改变教学方法ꎬ 边

操作边讲解边学习基本化学名词符号ꎬ 争取让实习生既懂得如何操作又知

道为什么这样操作的原理ꎮ 因为实习生害怕测验ꎬ 厂里转而采用现场表演

和口试的方法ꎬ 既能够让她们的思想得到放松ꎬ 又能够切实地掌握她们的

学习情况ꎮ 事实证明ꎬ 这些新方法效果很好ꎬ 四名实习生在培训结束时技

术水平均达到三级或三级以上ꎮ① 再如ꎬ 上海制皂厂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接受的 ２０
名朝鲜实习生年纪较小ꎬ 部分人贪玩ꎬ 上理论课迟到、 早退、 打瞌睡ꎬ 工

作时间看小说ꎬ 不肯参加实践操作ꎬ 结果实习成绩较差ꎬ 有的甚至不及格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 厂里开展了红旗竞赛学习运动ꎮ 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随之

不断提高ꎬ 不懂即问ꎬ 有的还主动加班ꎬ 成绩大幅上升ꎮ②

与此同时ꎬ 这一时期上海的朝鲜实习生工作出现了一些新问题ꎬ 且部

分老问题依旧存在ꎬ 只是程度较轻ꎬ 范围缩小ꎮ
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指朝鲜实习生中大部分是战时孤儿ꎮ 他们的优点是

一般肯钻研ꎬ 领会迅速ꎬ 学习进度快ꎬ 对老师傅很尊敬ꎬ 师徒关系较好ꎮ③

但另一方面ꎬ 由于年纪小ꎬ 又比较顽皮ꎬ 实施安全教育和政治教育难度很

大ꎮ 有的学习速度慢ꎬ 学过的知识也不容易巩固ꎮ 更为严重的是少数实习

生脾气暴躁ꎬ 很难相处ꎮ 比如 １９５７ 年上半年ꎬ 上海汽轮机厂共有朝鲜实习

生 ５８ 名ꎬ ２９ 名是东北孤儿院转来接受培训的ꎬ 年纪多在 １７ 周岁左右 (前
面提到的金达元便是其中之一)ꎮ 因为自幼失去父母ꎬ 容易发脾气ꎬ 个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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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曾数次殴打中国工人ꎮ①

以往存在的部分问题并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ꎮ 首先ꎬ 朝方的计划

仍时而发生变动ꎬ 给中方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ꎮ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便是

中朝关于 １９５８ 年下半年 ２００ 名纺织专业的朝鲜孤儿实习生来沪事宜的交涉ꎮ
是年年中ꎬ 纺织工业部通知 ８ 月份将有 ２００ 名朝鲜孤儿实习生分配到上海纺

织工业局ꎬ １００ 名学习丝绸纺织ꎬ １００ 名学习纺织机械ꎮ② 上海市纺织工业

局依照指示进行了任务分配并初步做了其他各项准备工作ꎮ③ 可是ꎬ ８ 月 １６
日纺织工业部再次下文ꎬ 告知朝方申明原来学习纺织机械的 １００ 名朝鲜实习

生的实习内容为制造家庭日用品的金属模型ꎬ 故改为轻工业部接待ꎮ④ ９ 月

１１ 日ꎬ 纺织工业部又通知上海市纺织工业局ꎬ 反复研究后朝方决定这 １００
名实习生依旧学习纺织机械ꎮ 五天后ꎬ 对外贸易部给上海纺织工业局寄去

了这批朝鲜实习生的名单ꎬ 并告知实习生到沪时间为 ２１ 日晨ꎬ 要求速按朝

方提出的工种确定工厂分配计划ꎮ 好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７ 月份已为迎接这

批实习生做了一些前期准备ꎬ 此次依旧大体按原计划安排ꎬ 最后总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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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眼病及发生工伤事故的报告”ꎬ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８７ 页ꎻ “国营上海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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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６－２７６ꎬ 第 ９ 页ꎻ “关于朝鲜实习生与上海汽轮机厂工人发生打架事件的简

报”ꎬ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６ 日ꎬ 沪档ꎬ Ａ３６－２－１５７ꎬ 第 １０４—１０５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为分配朝鲜孤儿至有关企业实习的函”ꎬ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还是 ６

月原文难以辨认———笔者注)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１ 页ꎮ

“华东纺织管理局关于分配朝鲜孤儿实习问题的函”ꎬ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

５４５ꎬ 第 １０—１１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为具体分配朝鲜孤儿至有关企业实习的函”ꎬ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１４ 页ꎮ



了任务ꎮ① 有时朝方还会临时要求改变实习期限或转厂ꎬ 中方培训机构不得

不因此调整原来的计划ꎮ②

其次ꎬ 中央部委对朝鲜实习生有关事宜的通知不清楚或太迟ꎬ 造成地

方工作被动ꎮ 比如ꎬ 上文提及 １９５８ 年年中纺织工业部分配给上海市纺织工

业局 １００ 名学习丝绸纺织的朝鲜实习生ꎬ 但计划表中有很多指令含糊不清:
没有说明朝鲜实习生回国旅费由我国哪个部门哪项经费支出ꎬ 在实习期限

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如何安排回国事宜ꎬ 各工种内怎样分配名额等ꎮ③ 再如ꎬ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在总结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外国实习生工作时指出ꎬ 中央有关部

门在向上海仪表厂和电表厂分配朝鲜实习生时通知有两位翻译ꎬ 但实际上

只有一位翻译能够简单翻译几句ꎬ 因此被派往电表厂的三位实习生根本无

法沟通ꎮ 不但如此ꎬ 实习项目也要做较大变动ꎬ 可能不在电表厂实习ꎮ 这

样一来ꎬ 电表厂的准备工作将白做ꎬ 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ꎮ 接到新任务的

厂又要重新准备ꎬ 非常被动ꎮ④

再次ꎬ 个别厂矿在进行技术培训的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ꎮ 例如ꎬ 上海

丝绸厂在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接到培训 ３１ 名朝鲜实习生的任务ꎮ 该厂在执行实习计

划方面较为拖拉ꎬ 各阶段考核工作不够及时和全面ꎮ 特别是修机工实习计

划历经几次反复仍难以贯彻ꎬ 年度计划制订不及时ꎮ 修机工长期和挡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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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安排问题及请示指导员的工资如何发给的函”ꎬ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３７—

３８ 页ꎮ

“纺织工业部关于将朝鲜实习生的实习期限延长的通知”ꎬ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８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

１－５４５ꎬ第 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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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１４—１６ 页ꎻ “华东纺织管理局为具体安排朝鲜孤儿实习请示有关问题的

函”ꎬ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２３—２５ 页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答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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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ꎬ 第 ２８ 页ꎮ



一道上理论课ꎬ 课程内容无法与修机实践密切结合ꎮ 对修机工的性格特点

了解不够ꎬ 教育方法失当ꎬ 时而要求偏高ꎬ 时而又放松督促ꎬ 影响实习进

度ꎻ①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到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间有 ２０ 名朝鲜实习生在中国化学工业社学

习ꎮ 理论课教员认为厂里这是在给他增加负担ꎬ 强调本厂没那么多理论好

讲ꎬ 实习生水平也有限ꎬ 无力接受有机化学知识ꎮ 在以上想法的支配下ꎬ

理论课教员不认真备课和按时上课ꎮ 实习生对此不满ꎬ 上理论课时表现消

极ꎻ② 上海制皂厂在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接收了 ２０ 名朝鲜实习生ꎮ 理论课教学预计

两个半月ꎬ 结果拖到七个月才结束ꎻ③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接到

朝鲜实习生时没弄清楚培训的目的ꎬ 以为是培养技术员ꎬ 理论课内容设置

太深ꎬ 与实际操作衔接不良ꎬ 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记分检查制度ꎮ 上

课时ꎬ 实习生感到枯燥无味ꎬ 不专心听讲ꎬ 在桌上画图画ꎮ 培训工作一度

明显受阻ꎮ④

最后ꎬ 翻译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ꎮ 大体如下: 相当一部分翻译来上海

前没安顿好家庭ꎬ 工作几年后想回家却承担不起路费ꎮ 由于习惯不同ꎬ 年

纪较大的翻译希望回东北寻找伴侣ꎮ 翻译的编制问题解决较晚ꎬ 入党入团

要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ꎮ 不少厂认为翻译人员只是临时来厂工作ꎬ 又是国

际干部和少数民族ꎬ 不重视或不敢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相当一部分翻译认为自己的工作没前途ꎬ 并非终身职业ꎬ 工作不安心、 不

主动ꎻ 个别翻译品质较为恶劣ꎬ 不宜担任这项工作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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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走向 “政治优先” (１９６０—１９６７)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上海培训朝鲜实习生的外部大背景是中、 苏、 朝三边关

系的变化ꎮ 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ꎬ 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明显地显现出

来: 对内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为苏联对中国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不满ꎻ
对外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为两国领导人在炮击金门和中印边界冲突等重大事

件上的不同态度和主张ꎻ 双边合作方面主要体现为长波电台和 “共同舰队”
问题在同盟内部引发了一场风波ꎬ 克里姆林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援助

并将苏联专家撤出中国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朝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中苏两国领

导人极力争取的对象ꎮ 期间ꎬ 平壤在多种场合或明或暗地对北京表示支持ꎮ
不过ꎬ 出于获取经济援助等考虑ꎬ 金日成也注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ꎮ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ꎬ 朝鲜先后与苏联和中国签订了 «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和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ꎮ①

６０ 年代上半期大部分时候ꎬ 在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的过程中ꎬ 朝鲜

依旧站在中国一边ꎬ 特别在理论层面上更是如此: 不断强调国际范围存在

激烈的阶级斗争ꎬ “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正在压倒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势

力”ꎬ “和平不能乞求ꎬ 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去争取”ꎬ “社会主义革命

的基本方法是暴力方法”ꎻ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对中共的歪曲和指

责ꎻ 坚决反对美英苏三国签署的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ꎮ② 在此种情形下ꎬ
中朝关系顺理成章地得以迅速发展ꎬ 主要表现为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两国领导人

频繁互访、 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数量可观的经济援助、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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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无奈的选择: 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１９４５—１９５９) » (下)ꎬ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５７８—７３４ 页ꎻ 沈志华: « “唇齿相依” 还是 “政治联姻”? ———中朝同盟

的建立及其延续 (１９４６—１９６１) »ꎬ 第 １８４—１８８ 页ꎮ 有关苏朝条约和中朝条约缔结前后的相关情

况ꎬ 可另参见 «驻有关使馆关于苏联与朝鲜关系的报告»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外档ꎬ

１０９－０３０２３－０４ꎬ 第 １０—１４、 １８—２５ 页ꎻ «朝方对金日成首相访问苏联、 中国的宣传和反映»ꎬ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２５ 日ꎬ 外档ꎬ ２０４－００７６１－０４ꎬ 第 １—７ 页ꎮ

«朝鲜对国际共运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基本提法»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外档ꎬ １０６－０１１２９－１０ꎬ

第 １—３６ 页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第 １、 ３ 版ꎮ



朝鲜大力支持中国、 平壤反对苏联对华 “围剿”、 在苏阿冲突中力挺阿尔巴

尼亚、 中朝文化往来日益密切ꎮ① 相应地ꎬ 苏朝关系渐渐降温ꎮ 以 １９６３ 年

为例ꎬ 朝鲜庆祝苏联建军四十五周年、 朝苏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十四周年活

动的规格较以往明显下降ꎬ 金日成首相和李周渊副首相在庆祝 “八一五”
解放日讲话中首次只字未提苏联并将苏联代办讲话时间限定为五分钟ꎬ 平

壤停止出版 «朝苏友好报» 和 «朝苏友好月刊»ꎬ 两国在学术和体育交流过

程中也龃龉不断ꎮ②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ꎬ 赫鲁晓夫下台ꎬ 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记ꎮ 苏联领导人的更迭给苏朝关系改善带来了契机ꎮ 当月月底ꎬ 在中国领

导人的劝说下ꎬ 朝鲜决定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 “十月革命” 四十七周年

庆典ꎮ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ꎬ 朝鲜驻苏联大使敦促苏联为改善两国关系采取措施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Ａｌｅｘｉ Ｋｏｓｙｇｉｎ) 当场表示苏联反对帝国主义、 支

持民族解放运动并将努力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之间的团结ꎮ ２ 月ꎬ 柯

西金率代表团访问朝鲜ꎮ 不久ꎬ 莫斯科便恢复了一度停止的对朝军事援助ꎬ
答应逐步向平壤提供一些防御性武器ꎮ ５ 月ꎬ 金日成便对苏联大使讲ꎬ 在公

开论战中只有日本和印尼共产党跟着中国走ꎬ 从而将自己与毛泽东拉开距

离ꎮ 当年ꎬ 在一系列纪念活动中ꎬ 苏联和朝鲜都明显地扩大了规模、 提高

了规格ꎮ 与此相适应ꎬ 当中共批评勃列日涅夫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

夫路线、 在援越问题上玩弄 “假援助、 真出卖” 花招时ꎬ 平壤不再随之附

和ꎮ 不仅如此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金日成甚至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领导人是非马

克思主义者ꎮ 在对内政策方面ꎬ 朝鲜也坚决拒绝按照中国的要求发动 “文
化大革命”ꎬ 并尽一切可能抵制中国的影响ꎮ 最终ꎬ 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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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简况资料»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 外档ꎬ ２０３－００４６１－０４ꎬ 第 １２—１４ 页ꎮ 那时ꎬ 中国对

中朝关系的发展状况非常满意ꎮ 在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ꎬ 邓小平认为朝鲜党是兄弟党

中的第一梯队ꎬ 敢于替中共讲话ꎮ 参见吴冷西: «十年论战: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中苏关系回忆录»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５３２—５３３ 页ꎮ

«苏联同朝鲜关系 (１９６３ 年) »ꎬ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外档ꎬ １０９－０３３５１－０４ꎬ

第 １—５、 ９—１０、 １２—１３ 页ꎮ



到了互不往来的地步ꎮ①

６０ 年代上海培训朝鲜实习生的内部小环境是中国外交的 “左倾化” 及

其带来的培训外国实习生指导方针的变化ꎮ １９６０ 年初ꎬ 中国领导人决定缓

和同苏联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ꎮ “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ꎮ 但

经过两年的尝试后ꎬ 面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巨大压力、 中苏两党两国新的矛

盾冲突以及印度支那和中印边界的局势持续恶化ꎬ 北京开始全面调整对外

政策的指导思想ꎬ 转而更加强调 “中国革命中心论” “无产阶级国际义

务” 以及 “反两霸”ꎮ 相应地ꎬ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

命” 爆发后ꎬ 中国迅速地走上了一条 “两个拳头打人” 和 “四面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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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１９６５ꎬ” Ｊｕｎｅ ４ꎬ １９６５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Ｎｅｗ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Ｊｕｎｅ １６ － １７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８７ － ９１ꎻ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Ｓｉｎｏ － Ｋｏｒ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１９６６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ꎬ １９６６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ｐｐ １０１ － １０５ꎻ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 －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ｉｎ ＤＰＲＫ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ꎬ １９６６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ｐ １０５ꎻ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ＤＰＲＫ ｔｏ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ꎬ １９６７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ｐｐ １０６－１０７ꎻ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ｉｎ Ｐｙｏｎｇｙａｎｇ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５ꎬ １９６７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ｐ １２２ꎻ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 Ｆｉｎａｌ Ｔｏａｓｔ Ｍａｄｅ ｂｙ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Ｋｏｓｙｇｉｎ ａｎｄ

ｂｙ Ｋｉｍ Ｉｌ Ｓｕ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ｔｈꎬ １９６５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１９６５ꎬ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４ꎬ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Ｄ: １１４９７９ꎻ Ｂｅｒｎｄ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ꎬ “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ａｔｔｅ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ꎬ” ｐ ３ꎻ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ＰＲＫꎬ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Ｚｖｅｔｋｏｖ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Ｊａｒｃｋ ｏｎ ２６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４: ３０ ａｎｄ １６: 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Ｅｍｂａｓｓｙꎬ ２９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８ꎬ” Ｊｕｌｙ ２９ꎬ

１９６８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Ｌｅｒｎｅｒꎬ ｅｔｃꎬ ｅｄｓ 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６２ꎻ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ｂｙꎬ “ＤＰＲ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５０－１９７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Ｋｏｒ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ｒａꎬ Ｍａｙ １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Ｓｅｏｕｌꎬ Ｋｏｒｅａꎬ ｐ ２４ꎻ Ｂａｌáｚｓ Ｓｚａｌｏｎｔａｉꎬ “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１９６２－１９７０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 (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３１ꎻ «我驻朝鲜和苏联使馆报回关于苏联与朝鲜关系的动向与看法»ꎬ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１２ 月 ９

日ꎬ 外档ꎬ １０９－０３６４０－０２ꎬ 第 ４—５、 １４—１５、 ２４—２５、 ３２—３５、 ３７—４１、 ４５—４７、 ４９—５１ 页ꎻ 成晓

河: « “主义” 与 “安全” 之争: 六十年代朝鲜与中、 苏关系的演变»ꎬ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０—３３ 页ꎮ



的道路ꎮ①

在对外政策 “左” 转的过程中ꎬ 中国培训外国实习生的方针路线也随

之发生了明显转变ꎮ 为了进一步完善外国实习生工作规章制度ꎬ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教育部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联合向中央提交了

一份 «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 实习生工作的请示报告»ꎬ 并附上了 «外国留

学生工作试行条例 (草案) » 和 «外国实习生工作试行条例 (草案) » 两

份文件ꎮ ２０ 日ꎬ 中央原则上批准了两份条例ꎬ 并转发各相关部门ꎮ②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ꎬ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正式颁布了 «外国实习生工作试行条例 (草

案) »ꎮ 条例的指导思想如下: 培训外国实习生 “是一项严肃的国际主义任

务”ꎻ 坚持 “量力而行” 和 “少而精ꎬ 时间短” 的原则ꎬ 尽可能在国外培

训ꎻ “在学习上ꎬ 要严格要求ꎬ 但不可操之过急ꎻ 在政治上ꎬ 要积极影响ꎬ

但不要强加予人ꎻ 在生活上ꎬ 要适当照顾ꎬ 但要严格按制度办事ꎬ 注意节

约”ꎮ③ 出于检查条例试行情况并继续强化外国实习生工作等考虑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ꎬ 外国实习生工作会议召开ꎮ 会议 “进一步明确了实习生工作以技术培

训为中心”ꎬ “明确了对实习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和要求ꎬ 以及社会

管理工作中若干政策界限问题”ꎮ④

１９５６ 年以后ꎬ 一批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陆续来华ꎮ 本以为这些人将成

为中阿政治友谊的象征ꎬ 但事实证明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与中国工人干部之

间不断发生各种矛盾冲突ꎮ 在北京看来ꎬ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 “思想认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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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 «１９６２: 中国对外政策 “左” 转的前夜»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３—４０

页ꎻ 李丹慧: «最后的努力: 中苏在 １９６０ 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１９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ꎬ

«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２—１６２ 页ꎻ 章百家: «改变自己影响世界———２０ 世纪中国外交基

本线索刍议»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１４ 页ꎮ

“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 教育部、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 ‘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 实习生工作

的请示报告’ ”ꎬ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河北省档案馆 (以下简称 “冀档” )ꎬ ８５５－１９－８８５ꎬ 第 ５８—

７３ 页ꎮ

“上海市轻工业局转发 «外国实习生工作试行条例 (草案) » 希即讨论和试行的通知”ꎬ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５７３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中央批准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党组 ‘关于外国实习生工作会议的报告’ ”ꎬ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 冀档ꎬ ８５５－７－２８６０ꎬ 第 １－１０ 页ꎮ



面、 生活要求高、 作风散漫、 男女关系不严肃”ꎮ 虽然中阿双方做了一些沟

通协调和内部教育工作ꎬ 可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扭转ꎮ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ꎬ 在

周恩来的支持下ꎬ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 国务院和公安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

对策ꎮ 会议认为ꎬ 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中方干部没有意识到 “培训工作的

本质是做人的工作ꎬ 而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在于思想政治教育”ꎮ 此后ꎬ “政
治优先” 的方针很快取代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以来贯彻执行的 “技术为主ꎬ
思想政治辅之” 的路线ꎮ① １９６６ 年ꎬ “文化大革命” 爆发ꎬ 培训外国实习生

工作中突出政治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ꎮ 相应地ꎬ 自 ６０ 年代中期起ꎬ 中方在

培训外国实习生时日益强调向实习生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政策方针ꎬ 努力将实习生培养成 “建设的种子” “友谊的种子”
和 “革命的种子” (另一说 “革命的种子” “友谊的种子” 和 “技术的种

子” )ꎮ②

６０ 年代ꎬ 中朝两国签订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ꎮ 议定书规定ꎬ
中国将接待朝鲜技术人员前来实习ꎬ 并提供某些技术资料ꎮ③ 总体来看ꎬ 这

一时期来到中国的主要是一些成套设备朝鲜实习生ꎬ 具体到上海也是如此ꎮ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使然ꎬ 大约在 １９６４ 年年底、 １９６５ 年年初ꎬ 中朝关系和中

国培训外国实习生基本指导思想均发生了实质性变化ꎮ 以此衡量ꎬ 上海培

训朝鲜实习生可以以 １９６４ 年为分界点划分为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前后两个阶段ꎮ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ꎬ 上海对朝鲜实习生的培训基本达到了对方的要求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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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华杰: «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 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ꎬ 第

１３１—１３７ 页ꎮ

“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关于上报朝鲜冷藏船实习生的接待实习计划 (草案) 的报告”ꎬ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２５５－２－２６６ꎬ 第 １７ 页ꎻ “上无十二厂对朝鲜实习生下半年政治思想工作的打

算”ꎬ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２８—２９ 页ꎻ “上无十一厂一年来培训实习生工作总

结”ꎬ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８５ 页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第 ４ 版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第 ３ 版ꎻ «人民日

报»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第 ２ 版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 ４ 版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 １ 版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第 ５ 版ꎻ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 ６ 日第 ６ 版ꎻ «人民日

报»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第 ６ 版ꎮ



此项工作仍面临着诸多困难ꎬ 主要存在于技术层面ꎮ

中方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部分工厂领导对培训工作不够重

视ꎬ 没有对全体职工进行国际主义教育ꎬ 没有按照要求编写书面教材和教

育计划ꎻ 部分工厂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处于半停工状态ꎬ 部分工厂生产任

务又过重ꎬ 实习生培训受到一定影响ꎻ 朝鲜实习生经常会突然提出索要某

些技术资料或参观其他工厂ꎬ 因中国没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和安排ꎬ 中方工

作人员往往难以直接给予答复ꎬ 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请示ꎮ①

相对来说ꎬ 朝方的问题更大ꎬ 且多为主观造成: 迟迟不告知朝鲜实习

生和翻译前往上海的时间ꎬ 改变计划提前或延迟返回朝鲜ꎻ 提出的实习要

求不明确ꎬ 对实习生原有水平评判严重失误ꎬ 时常要求改变培训内容ꎻ 同

一批实习生技术或文化水平差距较大ꎻ 实习生贪多求广ꎬ 索要计划之外的

技术资料ꎻ 本应由朝方配备的翻译人员明显不足ꎬ 有时中方被迫要在没有

翻译的情况下实施培训ꎮ② 大多数情况下ꎬ 面对这些问题时ꎬ 中方都尽可能

６５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②

“上海市轻工业局朝鲜实习生培训工厂检查情况简报”ꎬ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８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

１２１６ꎬ 第 ６—７ 页ꎻ “海燕厂关于朝鲜实习生情况反映”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８ 页ꎻ “海燕厂关于朝鲜实习生提出参观有关工厂事”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９ 页ꎻ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三) (５ 月 １３ 日—１８ 日) ”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２２ 页ꎻ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八)

(５ 月 １７ 日—２４ 日) ”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３２—３３ 页ꎻ “上海市水产供销

公司关于朝鲜实习生情况简报 (第二期) (１１ 月 １６ 日—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第９０ 页ꎮ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函报科技合作朝鲜实习生安排情况”ꎬ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
－１－９１１ꎬ 第 １９ 页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为函复接待朝鲜实习生来华实习中有关问题”ꎬ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１１９８ꎬ 第 ４ 页ꎻ “天马电影制片厂关于朝鲜实习生下厂后几天来

情况报告”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２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习生工作

报告 (第十次) ” (此处空格为原文所有———笔者注)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８１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朝实习生工作报告 (第二十次) ”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 沪档ꎬ 第 ８４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习生工作报告 (第二十一次) ”ꎬ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３ 日ꎬ 沪档ꎬ 第 ８９ 页ꎻ

“上海市轻工业局关于朝鲜实习生安排情况及接待意见的报告”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

２－１２１６ꎬ 第 ４ 页ꎻ “上海市轻工业局 １９６１ 年第三季度外国实习生培训工作情况汇报”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２１５ꎬ 第 ３０ 页ꎻ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三)

(５ 月 １３ 日—１８ 日) ”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２３ 页ꎻ “华丽铜版纸厂培训朝

鲜实习生工作的基本总结”ꎬ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７７０ꎬ 第 ９０ 页ꎻ “上海电影技术厂



在不严重影响自身生产和违反保密制度的前提下予以解决ꎮ 但毫无疑问ꎬ
上述种种状况终究还是给培训工作带来很多不便ꎬ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培训的效果和进程ꎮ
与技术层面相反ꎬ 由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十分亲密ꎬ 绝

大多数中国接待单位非常注意照顾朝鲜实习生的民族自尊心ꎬ 并在工作和

生活上予以了周到细致的安排ꎬ①因此总体上此间朝鲜实习生与中方人员相

处得较为融洽ꎬ 对华政治态度也较为友好ꎮ 前者例如: 有的朝鲜实习生表

示 “在中国参加活动与在自己国家里一样”ꎻ 部分朝鲜实习生与师傅感情很

好ꎬ 实习结束后挥泪告别ꎻ 中方工厂领导和工人额外的主动帮助和关心也

令朝鲜实习生十分感动ꎮ② 后者突出体现为: 称赞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ꎬ 关

关于朝鲜实习生的实习情况汇报”ꎬ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ꎻ “上海

塑料制品模型厂培训朝鲜实习生总结”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２１６ꎬ 第 ４８ 页ꎻ “上海

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二) ”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９ 页ꎻ “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六) (６ 月 ３ 日—８ 日) ”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

１－３３０ꎬ 第 ２８—２９ 页ꎻ “海燕厂五月六日朝鲜实习生来厂交谈中的情况”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４ 页ꎻ “上海电影机械厂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二) (８ 月 ６ 日—９ 月 １２

日) ”ꎬ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２５ 页ꎻ “上海市水厂供销公司关于朝鲜实习生

情况简报 (第五期) (１２ 月 １２ 日—２０ 日) ”ꎬ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沪档ꎬ Ｂ２５５－２－３５７ꎬ 第 ９７ 页ꎮ

① 　 其一ꎬ 有时中方会有意识地要求朝方介绍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 “千里马运动”ꎮ 参见

“海燕厂关于朝鲜实习生工作与全体实习生座谈纪要”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０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习生工作报告 (第八次) ”ꎬ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

３３０ꎬ 第 ６４ 页ꎮ 其二ꎬ 上海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提高了对实习生的待遇ꎮ 参见 “上海市对外

贸易局抄转商业二局 ‘关于对外国实习生供应问题的补充意见’ ”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１２－

４－５０２ꎬ 第 ４２ 页ꎮ 其三ꎬ 中方对朝鲜实习生身体和工作关心和照顾颇多ꎬ 参见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实习生情况报告”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５６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

习生情况报告”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５７ 页ꎮ

②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社会主义国家 １９６０ 年四、 五月份在沪实习生工作汇报”ꎬ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０３５ꎬ 第 ２７ 页ꎻ “上海塑料制品模型厂培训朝鲜实习生总结”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２１６ꎬ 第 ４８ 页ꎻ “海燕厂关于朝鲜实习生工作与全体实习生座谈纪要”ꎬ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０ 页ꎻ “建工一五三厂朝鲜实习生简报第二期 (４ 月 ２７ 日—５

月 １０ 日) ”ꎬ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７６６ꎬ 第 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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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国面对的三年自然灾害ꎻ 表现出亲华反苏的倾向ꎻ 起初ꎬ 政治上不愿

多谈ꎮ 但经过专人沟通后ꎬ 开始在反苏反修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ꎮ①

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ꎬ 随着苏朝关系转暖ꎬ 中朝关系渐趋冷淡ꎮ 及至中国文

化大革命爆发后ꎬ 平壤更是极力从各方面抵制北京的影响ꎮ 与此同时ꎬ 中

国也加强了对朝鲜实习生的政治思想教育ꎬ 试图让这些人认同反对修正主

义和扩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ꎮ 应该说ꎬ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上海培训朝鲜实习生

工作依旧面对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 朝方不按协议规定派出实习生ꎬ 最严

重者ꎬ １９６０ 年签署的协议一直拖到 １９６５ 年才执行ꎻ 朝鲜实习生水平不一ꎬ
贪多求广ꎬ 甚至以影响两国关系相威胁要求改变实习计划ꎬ 不服从师傅安

排ꎬ 不择手段地获取计划以外的技术资料和样品ꎻ 翻译人数不足或水平无

法胜任ꎻ 个别情况下ꎬ 中方实习计划安排不周ꎬ 保密制度执行不力ꎮ② 但更

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是ꎬ 朝鲜实习生对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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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社会主义国家 １９６０ 年四、 五月份在沪实习生工作汇报”ꎬ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０３５ꎬ 第 ２７ 页ꎻ “上海市轻工业局 １９６１ 年第三季度外国实习生培训工作情况

汇报”ꎬ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２１５ꎬ 第 ３１ 页ꎻ “海燕厂四月三十号电影局召开欢迎朝

鲜实习生茶话会我厂参加座谈情况”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１ 页ꎻ “海燕厂朝

鲜实习生学习情况汇报”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６ 页ꎻ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

片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汇报 (九) (６ 月 ２５ 日—７ 月 ６ 日) ”ꎬ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９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

３３０ꎬ 第 ３６ 页ꎻ “上海市轻工业局援外办公室关于朝鲜实习生来厂实习情况 (简报) 第二期”ꎬ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１７７０ꎬ 第 ６４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习生工作报告 (第十二

次) ”ꎬ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７４ 页ꎻ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习生工作报告

(第十四次) ”ꎬ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７７－１－３３０ꎬ 第 ７６—７８ 页ꎮ

“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关于朝鲜实习生实习情况简报 (第七期)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５ 日) ”ꎬ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２５５－２－３５７ꎬ 第 ９９ 页ꎻ “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关于朝鲜

实习生情况总结”ꎬ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２５５－２－３５７ꎬ 第 １１１—１１３ 页ꎻ “上无十二厂实习生简

报”ꎬ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９ 页ꎻ “第四机械工业部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工

作情况的报告”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２９ꎬ 第 ６５、 ６８—６９、 ７１、 ７８、 ８１ 页ꎻ “上海电

子管厂简报 (二) ”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１—１２ 页ꎻ “上海无线电十一厂

实习生工作简报 (十一期) ”ꎬ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 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６４ 页ꎻ “第一机械工业部

第四局关于援朝热工仪表厂培训实习生的问题”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１２－ ４－ １６８０ꎬ 第

３６—３７ 页ꎻ “上无十二厂朝鲜实习生工作简报 (七) ”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３４—３５ 页ꎻ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朝实习生回国休假离沪前的情况反映”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２９ꎬ 第 ４９ 页ꎮ



改变ꎮ
这一时期ꎬ 在沪朝鲜实习生较为普遍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流露出以下政

治立场: 或在反对修正主义或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不表态ꎬ 或坚持认为苏联

并非修正主义ꎬ 莫斯科真心援助北越ꎬ 先反帝再反修ꎬ 并对文化大革命表

示不理解ꎮ 更有甚者ꎬ 当众有意贬低中国ꎻ 只谈朝鲜抗美斗争ꎬ 而不讲中

国抗美援朝ꎻ 民族自尊心强ꎬ 不愿承认中国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ꎬ 在金日

成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孰优孰劣的问题上表现出朝鲜优越论ꎬ 时而有意识地

向中国人宣传朝鲜的先进ꎻ 认为中国对朝鲜不友好ꎬ 怀疑中国人在传授技

术时有所保留ꎬ 只唱朝鲜歌曲不唱中国歌曲ꎬ 并四处刺探中国的生产情

况ꎮ① 且不论上述政治立场正确与否ꎬ 有一点是肯定的ꎬ 此时两国人员之间

相处得远不如前一个阶段融洽ꎬ 而这更多地是对北京与平壤关系转冷的折

射ꎬ 亦与中方过于频繁急切的政治宣传有着某种关联ꎮ②

随着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渐趋淡化乃至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和矛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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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灯泡厂朝鲜实习生情况汇报 (第三期) ”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４５ 页ꎻ “上海电子管厂简报 (二) ”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１—１２ 页ꎻ “上

海灯泡厂朝鲜实习生情况汇报 (第五期) ”ꎬ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５０ 页ꎻ

“上海无线电十一厂一年来培训实习生工作总结”ꎬ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９２—

９３ 页ꎻ “上海无线电十二厂朝鲜实习生工作简报 (七) ”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

７２９ꎬ 第 ３５—３６ 页ꎻ “国营第七一八厂朝鲜实习生工作小结 (简报第十一期) ”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８６—１８９ 页ꎻ “上海灯泡厂朝鲜实习生工作简报 (八) ”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 － ３ － ７３０ꎬ 第 １６７—１６８、 １７１—１７２ 页ꎻ “上海灯泡厂朝鲜实习生工作简报

(九) ”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７５、 １７７—１７９ 页ꎻ “上海无线电十一厂培训

朝鲜实习生简报 (第十五期) ”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０３—１０５ 页ꎻ “上海

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朝实习生回国休假离沪前的情况反映”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２９ꎬ

第 ５０ 页ꎻ “国营第七一八厂关于朝鲜实习生回国休假情况简报 (第十二期) ”ꎬ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１８１ 页ꎮ

以上论说并非全盘否定此间在沪朝鲜实习生的政治立场ꎬ 也有一小部分实习人员对华态度

友好或经过中方有意识的影响渐渐接受了中国的某些政治主张ꎮ 相应地ꎬ 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小范

围内依旧存在ꎮ 参见: “上海无线电十一厂实习生工作简报 (九) ”ꎬ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５３—５５ 页ꎻ “上海磁性材料厂朝鲜实习生实习情况及 ‘五一’ 节活动简报”ꎬ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５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３９—４１ 页ꎻ “第四机械工业部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情况的

报告”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２９ꎬ 第 ６７ 页ꎻ “上海无线电十二厂朝鲜实习生简报

(三) ”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６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０３－３－７３０ꎬ 第 ２２—２３ 页ꎮ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国家对外经委下发通知: “由于朝方长期拖延实习生来华

时间ꎬ 给我方准备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和损失”ꎬ 经国务院外办同意ꎬ 决定全

面暂停接待朝鲜实习生的准备工作ꎮ① 至此ꎬ 上海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告一

段落ꎮ

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ꎬ 便开始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ꎮ 与苏

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合作主要表现为苏东国家向中国派专家ꎬ 同

时接纳中国的实习人员ꎻ② 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合作形式则恰好相

反ꎬ 中国向朝鲜、 越南、 蒙古派工程师ꎬ 同时培训这些国家的实习生ꎮ 连

接这些合作关系的主要纽带只有一个ꎬ 那就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启动的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 技术援助政策的出

发点是支持兄弟国家的建设ꎬ 落脚点是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实力、 遏

制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扩张ꎮ 从属于这项政策的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自然

也不例外ꎮ 从一开始ꎬ 中国政府便强调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ꎬ 将培训朝鲜

实习生作为 “抗美援朝的具体工作” 来抓ꎬ 借以加强两国人民 “传统的、
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ꎮ 落实到文件中ꎬ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明确地

将培训朝鲜实习生界定为一项 “严肃而又光荣的政治任务”ꎬ 要求接收单位

“只许做好ꎬ 不许做坏”ꎮ 如此一来ꎬ 原本只是纯粹双边常规经济活动的技

术培训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人为地提升到了关涉中朝两党、 两国关系的

政治高度ꎮ
从技术的层面讲ꎬ 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ꎬ ５０ 年代上半期上海对朝鲜实

习生的培训存在厂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实习目标确定不合理、 理论教学与

业务实践脱节和翻译不安心工作等诸多问题ꎮ 不过ꎬ 随着中央和上海市的

多次督促检查ꎬ 自 ５０ 年代下半期开始上述技术层面的缺陷逐渐减少ꎬ 有的

０６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②

“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暂停接待朝鲜实习生准备工作的通知”ꎬ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１２－５－１３２ꎬ 第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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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甚至采取了创新性的教学和考核方法ꎮ 相比较而言ꎬ 朝鲜在选拔和派

遣实习生方面始终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ꎬ 时常出现同一工种实习人员文化

水平差异较大、 对拟派遣人员体检不严、 临时更改实习专业、 改变乃至长

期拖延来华时间等违反技术合作协议的现象ꎮ 为此ꎬ 中央相关部委也曾就

某些事项与朝方交涉ꎬ 但更多的时候是尽可能地在不改变对方做法的前提

下和自身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满足朝鲜的要求和容忍朝鲜的做法ꎮ 在此期间ꎬ
作为地方政府的上海党政机关积极配合中央的工作ꎬ 极力避免指出朝方违

反协议和考虑不周之处ꎮ
从实习生与中方人员的关系来看ꎬ 中央和上海市在基层宣传和强调朝

鲜实习生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并没有立即生成中朝两国工人间的友谊和团

结ꎮ 虽然上海市一些接收朝鲜实习生的厂矿按照上级的指示对职工进行了

国际主义教育ꎬ 可实习生与当地工人间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发生了诸多的摩

擦和矛盾: 个别工人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犯下的罪行ꎬ
对实习生心存芥蒂ꎬ 不愿教给他们技术ꎻ① 部分工人存在大国思想ꎬ 轻视朝

鲜ꎬ 看不起技术较差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实习生ꎬ 甚至因此辱骂他们ꎻ② 一些

工人对厂里给予实习生生活和工作上的特殊照顾心怀不满ꎬ 认为他们不该

享受这样的待遇ꎬ 并借题发挥讽刺实习生ꎻ③ 少数工人因工作细节ꎬ 或如争

１６１

　 专题研究

①

②

③

“上海市榆林区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２７－２－１１７０ꎬ 第 ３３

页ꎻ “中共公私合营上海电焊机厂委员会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检查报告”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３－１－３７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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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 页ꎻ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朝鲜实习生工作情况报告”ꎬ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２７－２－１１７０ꎬ

第 ８ 页ꎻ “上海市榆林区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２７－２－１１７０ꎬ 第 ３３

页ꎻ “中共上海水产公司委员会关于朝鲜实习生实习工作的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９－

１－３１ꎬ 第 ３３ 页ꎻ “中共国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委员会关于接受朝鲜实习生的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９－１－３１ꎬ 第 １４ 页ꎻ “四三六厂关于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报告”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３－１－３７ꎬ 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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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ꎻ “上海船厂朝鲜实习生指导小组 １９５５ 年指导工作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３－１－

３７ꎬ 第 ４４ 页ꎮ



夺体育器材之类的时间而与实习生发生争吵ꎻ① 因任务分配不当ꎬ 老师傅生

产和教学难以兼顾ꎬ 忽视教学工作ꎬ 令实习生不满ꎻ② 工人们担心培训实习

生会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ꎬ 不愿接待实习生ꎬ 对实习生有抵触情绪ꎮ③ 了解

了相关情况后ꎬ 中央一再强调培训朝鲜实习生是事关中朝关系的大事ꎮ 相

应地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上海市委责令各厂矿加强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

育ꎮ 随着思想教育工作的进一步深入ꎬ 加之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工人对朝

鲜孤儿实习生关照有加ꎬ④ １９５５ 年以后两国工人的关系大为改善ꎬ 呈现出一

派团结的景象ꎬ 有的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ꎮ⑤ 可以说ꎬ 政府塑造和民间自发

共同勾画了这段中朝民间友好的历史轨迹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上半期ꎬ 朝鲜没有参加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组织的反

华大合唱ꎬ 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中偏向中国ꎬ 中朝关系持续升温ꎮ 此间ꎬ
绝大多数在沪朝鲜实习生对华态度友好ꎬ 两国工人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ꎮ
然而ꎬ 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ꎬ 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ꎬ 朝鲜寻求与苏联靠近ꎬ 中

朝关系旋即变冷ꎮ 与此同时ꎬ 相当一部分朝鲜实习生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渐

趋冷淡ꎬ 甚至将中国视为朝鲜的竞争对手ꎮ 相应地ꎬ 两国工人均对对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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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中共国营上海玻璃厂委员会关于朝鲜实习生来厂实习情况的报告”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９－１－３１ꎬ 第 ２６—２７ 页ꎻ “上海船厂朝鲜实习生指导小组 １９５５ 年指导工作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沪档ꎬ Ａ４３－１－３７ꎬ 第 ４４ 页ꎮ

“上海市朝鲜实习生工作检查报告 (初稿) ”ꎬ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２７－２－１１７０ꎬ

第 １９ 页ꎮ

“中共国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委员会关于接受朝鲜实习生的总结”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沪

档ꎬ Ａ４９－１－３１ꎬ 第 １２—１３ 页ꎮ

上海在此期间接收的朝鲜实习生的最大特点是绝大部分为战灾孤儿ꎮ 中国政府对接待这部

分实习人员非常重视ꎬ 破例承担他们回国的旅费ꎬ 并希望各厂 “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关怀”ꎬ 分批而

非单独安排回国ꎬ 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ꎮ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为具体分配朝鲜孤儿

至有关企业实习的函”ꎬ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１４ 页ꎻ “纺织工业部答复有关

朝鲜孤儿去沪实习之问题”ꎬ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３４－１－５４５ꎬ 第 ２１ 页ꎮ 根据各相关单位的

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ꎬ 大致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相当一部分中国工人对这些孤儿实习生抱有本

能的同情ꎬ 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多方关照ꎬ 双方关系较为融洽ꎮ

如上海制皂厂裔祖庚老师傅一家在朝鲜实习生韩仁子生病时常去探望ꎬ 对方非常感动ꎮ 回

国前ꎬ 韩仁子特意到裔祖庚家道别ꎬ 依依不舍ꎬ 并要照片永久留念ꎮ 参见 “国营上海制皂厂关于培

训朝鲜实习生实习制皂项目的总结及实习情况的鉴定表”ꎬ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沪档ꎬ Ｂ１６３－２－８８８ꎬ

第 ６８ 页ꎮ



生了疑虑、 抱怨和不满等负面情绪ꎬ 相互关系明显受到影响ꎮ
从长时段出发ꎬ 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场景下观察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在沪

朝鲜实习生问题ꎬ 大体可以得出如下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结论: 政治因素是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主要关注点ꎮ 中朝两党 “兄弟”
相称时ꎬ 中方愿意容忍朝方选派实习生工作中出现的种种违约行为和疏漏

之处ꎬ 国家间关系隐匿于党际关系之后ꎮ 一旦两党反目ꎬ 中国则反过来追

究朝鲜派遣实习生过程中不当之举的法律责任ꎬ 党际关系依旧支配着国家

间关系ꎮ 由是观之ꎬ 技术培训更多地只是从一个侧面扮演着中朝两党关系

晴雨表的角色ꎬ 而并未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推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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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忘却:
美国社会对朝鲜战争集体记忆的塑造
(１９５３—１９６５)

李金仙∗

　 　 摘　 要　 长期以来ꎬ 朝鲜战争在美国是一场被 “忘却” 的战争ꎮ 而之

所以被忘却ꎬ 学者们通常认为是因为这场战争介于获得光辉胜利的二战和

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越战之间ꎬ 且以签订停战协定而非美国彻底的胜利而

告终ꎬ 因此不值一提ꎮ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 １９５３—１９６５ 年间美国社会包括政府、 军方、 媒体和

大众文化对这场战争的阐释、 描述和态度ꎬ 挖掘美国社会忘却朝鲜战争的

深层原因ꎮ 笔者认为ꎬ 美国社会为了有效地弱化朝鲜战争的失败给美国国

民意识带来的负面冲击ꎬ 维护和提升民众在冷战中的士气ꎬ 对其意义进行

了模糊处理ꎬ 使这场战争在国家的集体记忆中逐渐淡去ꎬ 最终朝鲜战争成

为一场被大多数美国人遗忘的战争ꎮ
关键词　 朝鲜战争　 集体记忆　 冷战士气　 意义模糊　 被遗忘

长期以来ꎬ 朝鲜战争被美国社会称作是一场被忘却的战争① (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ｗａｒ)ꎮ １９５３ 年战争结束后ꎬ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表现出纪念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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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金仙ꎬ 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ꎬ 外交学院英语系副教授ꎮ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ꎬ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刊登了一篇题为 «被忘却的战争» 的报道ꎬ 后来

“被忘却的战争” 这一称呼一直被美国社会广泛使用ꎮ



的热情ꎮ 直到 １９９５ 年ꎬ 朝鲜战争纪念碑才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正式落成ꎬ①

自此ꎬ 美国政府才开始通过国会法案在每年的朝鲜停战协定日 (即 ７ 月 ２７
日) 开展全国性的纪念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即朝鲜战争结束 ６２ 周年ꎬ 在伊利诺伊

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ꎬ 朝鲜战争纪念馆在一些朝鲜战争退伍老兵的发起下

建立并正式对公众开放ꎬ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ꎬ 中国早在 １９５８ 年就在辽宁

丹东建立了抗美援朝纪念馆ꎮ
相对而言ꎬ 美国大众文化界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形式也寥寥无几ꎮ 从战

争开始至今ꎬ 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仅约 １００ 部ꎬ 其中大多数电影虽以朝鲜战

争为背景ꎬ 实际上讲述的是二战和越战的故事ꎮ 与之相比ꎬ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５
年之间美国共制作电影约 １７００ 部ꎬ 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就有约 ５００ 部ꎬ 占

到全部影片的三分之一ꎮ② 约翰韦恩 (Ｊｏｈｎ Ｗａｙｎｅ) 一生导演了大量的战

争影片ꎬ 却唯独没有拍摄朝鲜战争的电影ꎮ 除了电影制作方面ꎬ 通过相关

书籍发行的数量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ꎮ 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很多大书店发

现上百本关于内战的书籍ꎬ 相当数量的一战和二战书籍ꎬ 数十本的越战书

籍ꎬ 但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只有几本ꎮ③ 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

姆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ｂｅｒｓｔａｍ) 在越战期间就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 «出类拔萃之

辈»④ 一举成名ꎬ 而他关于美陆战 １ 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 ９ 兵团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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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年ꎬ 越战老兵纪念碑揭幕仪式举行ꎬ 这引起了许多美国朝鲜战争老兵的不满和抗议ꎮ

１９８４ 年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詹姆斯弗洛里欧 ( Ｊａｍｅｓ Ｆｌｏｒｉｏ)ꎬ 提交议案呼吁建立朝鲜

战争老兵纪念碑ꎬ 但是提案遭到了议会代表的反对ꎬ 后经过三次国会大讨论ꎬ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 日ꎬ 科

罗拉多参议员威莱姆斯阿姆斯特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再次做出建立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提案ꎬ

该法案最终被国会通过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 签署了

Ｈ Ｒ ２２０５ 号法令 (公共法 ９９—４９９)ꎬ 法令决定建立朝鲜战争纪念碑ꎬ 以纪念在战争中服役过的美

国军队ꎮ 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修建耗时近 ９ 年时间ꎬ 直到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

式落成ꎮ

Ｐａｕｌ Ｍ Ｅｄｗａｒｄｓꎬ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Ｆｉｌ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ｂｉｄ ꎬ ｐｒｅｆａｃｅ 笔者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在美国访学期间ꎬ 注意到这一现象依然存

在ꎬ 华盛顿、 波士顿、 纽约等城市的一些大书店ꎬ 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仍然是寥寥无几ꎬ 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ｌｌ 林肯纪念堂地下的纪念品商店ꎬ 关于内战的书有近百本ꎬ 越战的书也有几十本ꎬ 但是关于朝鲜

战争的书只有两本ꎮ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ｂｅｒｓｔａｍꎬ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Ｂｒｉｇｈｔｅｓ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７２



性打击的巨著 «最寒冷的冬天: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①ꎬ 直到他 ２００７ 年

去世数月后才出版ꎮ 此外ꎬ 民众 “记忆” 层面也是如此ꎮ 关于朝鲜战争ꎬ 美

国社会既没有神话也没有故事ꎬ 它被排除在了美国历史主叙事之外ꎬ 成为

了一场在美国众多战争中被 “忘却” 的战争ꎮ 事实上ꎬ 美国历史上也有其

他一些没有取得胜利的对外战争或外交危机ꎬ 但是它们或是被纳入胜利的

主叙事中ꎬ 或是成为永久的伤痛记忆ꎬ 但是都没有被 “忘却”ꎮ 例如ꎬ １８１２
年战争中ꎬ 美国没有让英国做出任何让步ꎬ 也没有征服加拿大ꎬ 而且首都

华盛顿被英军占领ꎬ 但是经典爱国歌曲 «星条旗歌» 却在这场战争中诞生ꎬ
并于 １９３１ 年被定为美国国歌ꎻ １９６２ 年古巴危机中ꎬ 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妥协

性很大的紧急政策ꎬ 以不再对古巴进行任何入侵行动ꎬ 并撤回部署在土耳

其和意大利的导弹为条件化解了危机ꎬ 但在美国国民意识中ꎬ 古巴危机的

化解被视作肯尼迪任期内最光荣的时刻ꎻ 在越南战争中ꎬ 美国没有获得任

何实质性的胜利ꎬ 越战打了十几年ꎬ 而且伤亡惨重ꎬ 阵亡人数高达 ５ ８ 万

人ꎬ 受伤人数超过 ３０ 万ꎬ 美国社会由此出现了巨大的分裂ꎬ 但是这场战争

却深深印记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ꎮ
与之相比ꎬ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伤亡也很惨重ꎬ 阵亡人数高达 ５ ４ 万人ꎬ

受伤人数达 １０ 万左右ꎮ 为什么朝鲜战争会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成为一场被

忘却的战争呢? 对于这一问题美国社会最通常的解释是朝鲜战争是一场以

“ (国际) 警察行动” 为开始ꎬ 以 “停战协定” 为结束标志的战争ꎬ 无论是

“开始和结束都没有任何光荣而言” ② ꎬ 这与美国一向追求战争目标明确而

结果完全胜利的传统相悖ꎮ③ 而且朝鲜战争处于光辉胜利的二战和造成美国

社会分裂的越战之间ꎬ 它的影响微不足道ꎬ 不值得一提ꎬ 因而被美国社会

所忘却ꎮ
本文试图通过深入考察朝鲜战争结束至美国深度卷入越南战争这段时

间内美国社会 (包括政府、 军方和大众文化) 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理解ꎬ
挖掘美国社会忘却朝鲜战争的深层原因ꎮ 实际上ꎬ 战争结束后的十几年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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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ｂｅｒｓｔａｍꎬ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ｅｓｔ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

Ｐａｕｌ Ｍ Ｅｄｗａｒｄｓꎬ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Ｆｉｌ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Ｂｕｓｈｋｏｆｆꎬ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Ｋｏｒｅａ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８ꎬ １９９５ꎬ

Ｖｏｌ ８７ꎬ Ｉｓｓｕｅ １７７ꎬ ｐ ２０



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采取了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ꎬ 以规避这场战争对美国

冷战政策的不利影响ꎮ 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作品则通过对朝鲜战争目标和意

义的讨论ꎬ 通过聚焦于美国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讨论ꎬ 把朝鲜战争描绘成

不值得纪念和讴歌的战争ꎮ 美国政府政策和大众文化作品的共同作用ꎬ 使

朝鲜战争最终处于美国集体记忆的边缘位置ꎬ 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场被忘却

的战争ꎮ

一、 “集体安全的胜利”: 艾森豪威尔政府
塑造朝鲜战争集体记忆的努力和忘却战争基调的确定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北朝鲜、 中国和美国领导的联合军签订了朝鲜战争

停战协定ꎬ 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广播电视向全美国人民宣布三年之久的朝

鲜战争终于结束ꎮ 他的讲话非常简短而低调ꎬ 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战争

的意义ꎬ “在这场战争中ꎬ 联合国抵制了北朝鲜的侵略———不是用惹人同情

的抗议言语ꎬ 而是用坚定的、 目标明确的行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ꎮ” 然后

他提出了沉重的警告: “我们只是在一个战场上签订了停战协定ꎬ 但是这不

能保证世界的和平ꎮ 我们现在不应该放松警惕ꎬ 也不应该停止对和平的追

求ꎮ” 在演讲的结尾ꎬ 他引用林肯的话强调了美国人致力于长久和平的决心

和毅力ꎬ “对任何人不怀恶意ꎬ 对一切人宽大仁爱ꎻ 坚持正义ꎬ 因为上帝使

我们懂得正义ꎻ 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完成一切

可能的事情ꎬ 在我们中间、 在全世界保存正义和持久的和平ꎮ” ①

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了声明ꎬ 他的基调和艾森豪威尔大体一致ꎬ 强调

美国需要保持警觉、 付出更多的努力维护世界和平ꎮ “目前签订的停战协定

并不能够保证和平的实现ꎮ 因此ꎬ 我们不应该放松警惕ꎬ 也不应该减少在

韩国的军事力量ꎬ 除非将来有事件表明这么做是慎重的ꎮ”② 杜勒斯明确总

结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两个胜利ꎮ 首先ꎬ 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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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践了 “集体安全” 原则ꎬ 保证了世界的安全ꎮ “史无前例ꎬ 一个国际

组织在遭受武力进攻时通过集体力量抵制了侵略者的袭击ꎮ 侵略者ꎬ 一开

始获得了胜利ꎬ 最终被击退所有自由的国家ꎬ 无论大小ꎬ 都因为集体

安全的理念得到实践、 因为犯规者遭受了严厉的惩罚而变得更加安全ꎮ”①第

二ꎬ 在推行政治避难原则方面获得了胜利ꎮ 杜勒斯强调北朝鲜和中国士兵

都可以自愿待在 “自由的国土”ꎮ 杜勒斯在申明的最后ꎬ 特别强调了美国人

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ꎬ 即通过政治协商促进朝鲜半岛的统一ꎬ 号召美国人

为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和牺牲ꎮ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通过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日的演讲ꎬ 试图把朝鲜战

争塑造成集体安全原则的胜利ꎮ 二人都坚信美国花费人力和财力参加朝鲜

战争是正确的ꎬ 因为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原则首次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成功

运用ꎮ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杜勒斯在国务院发表演讲时指出ꎬ “我们建立了

这样的一个事实: ‘集体安全’ 已经从理想成为现实ꎬ 当敌人清楚自己发动

侵略时ꎬ 其他的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ꎬ 这样将不会再发生类似朝鲜战

争的战争了ꎮ”②艾森豪威尔在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６ 日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报告了

美国政府和第 ８３ 届国会做出的 “成绩”ꎬ 在报告中ꎬ 他声称美国在朝鲜战

争中 “获胜”ꎬ 美国人民通过朝鲜战争的例子向全世界表明了 “自由世界”
的集体意志ꎬ 他们有决心一起应对亚洲以及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ꎮ③

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ꎬ 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紧密

相关ꎬ 集体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ꎮ 艾森豪威尔上台时ꎬ 就坚持

通过联盟加强集体安全ꎬ 他曾经告诉自己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

军: 他相信集体安全是保障未来自由世界安全的关键ꎮ④ 同样ꎬ 杜勒斯也极

力主张推行集体安全ꎮ 他指出在朝鲜战争中ꎬ 美国增加了远东地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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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ꎬ 目的是为了 “帮助该地区的自由国家发展内部的稳定和实力ꎬ 加强

这些自由国家维护自由的意愿和能力ꎬ 从而有效推进自由世界的集体安

全ꎮ” ① １９５４ 年ꎬ 杜勒斯在 «外交» 杂志上撰写文章ꎬ 表明他对集体安全的

坚定立场: “自由世界安全的核心是集体防卫体系ꎬ 很明显ꎬ 自由世界的任

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实现安全ꎬ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立具备范围适当、
灵活性高的防御能力ꎬ 如果他们努力想做到这一点ꎬ 他们将会拥有驻军ꎬ
但是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ꎬ 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ꎮ 如果没有同盟合作ꎬ 我

们将处于不利地位ꎬ 无法大规模反击侵略国发动的战争ꎮ” ②艾森豪威尔和

杜勒斯坚持认为朝鲜战争体现了集体安全原则前所未有的胜利ꎬ 但他们的

观点并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赞同ꎬ 相反却遭到了一些报刊、 国会议员、 学

者的批评ꎮ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刊发了 «朝鲜战争的教训»

一文ꎬ 明确指出朝鲜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ꎬ 因为它夺去 ２５０００ 名美国人的

生命ꎬ 浪费了 ２００ 亿美元ꎬ 但并没有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ꎮ③文章认为朝鲜

战争让 «联合国宪章» 中的集体安全原则具有了实质性意义的看法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发空洞ꎮ “在紧要关头ꎬ 联合国军队中只有美国在战争

中做出了巨大的军事贡献ꎬ 我们看到联合国的首要成员———苏联ꎬ 在战争

中却支持北朝鲜和中国、 英国———联合国的另一主要成员ꎬ 继续和中国进

行广泛的贸易往来我们看到印度试图削弱联合国美国人从朝鲜战

争中什么也没有得到ꎮ 这是历史上美国人第一次如此迫切地想尽快结束战

争ꎬ 不论是否获胜ꎮ” ④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华尔街日报» 也指出美国政治

家鼓吹朝鲜战争代表着联合国的胜利ꎬ 代表着集体安全的胜利ꎬ 这完全是

一派胡言ꎮ 该报认为ꎬ 在朝鲜战争中ꎬ 自由世界联盟做出的贡献很少ꎬ 或

基本没有贡献ꎬ 战争结果也令人失望ꎬ 既没有成功ꎬ 也没有失败ꎬ 而是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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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一个难题———没有实现的和平ꎮ①

很多国会议员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朝鲜战争是集体安全原则胜

利的说法没有表示公开、 特别的支持ꎮ 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美

国在朝鲜战争中伤亡惨重的事实ꎮ 参议员威廉姆Ｆ 诺兰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Ｋｎｏｗｌａｎｄ)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接受 «纽约时报» 采访时指出: “除韩国之外ꎬ
在三年的战争中ꎬ 美国承担了沉重负担ꎬ 联合国 ９０％的人力是由美国提供

的ꎬ 联合国 ９５％的伤亡由美国承担尽管联合国的 ６０ 个成员国中有 １７ 个

国家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ꎬ 为战争输送了 ３５０００ 名人力但是都无法表

明ꎬ 朝鲜战争证明了集体安全行动的有效性ꎮ”②

一些学者们也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朝鲜战争象征着集体安全胜

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ꎮ 耶鲁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 认为很难证明这是一个事实ꎮ 他指出ꎬ 只有在与自身重要利益无

关情况下ꎬ 出于对被侵略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参与的对侵略者的抵抗行动才

属于集体安全行动ꎬ 美国参与朝鲜战争显然并不是这样的行动ꎬ 因为美国

在朝鲜战争中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安全利益ꎬ 参加战争是为了阻止苏联共

产主义的扩张ꎬ 而不是为了帮助受到侵略的国家ꎮ 他认为ꎬ 美国的行为与

传统的权力平衡的做法并无二处ꎮ 美国在朝鲜战争的武装干涉行动的性质

完全不是抗击侵略者、 惩罚侵略行为、 威慑潜在侵略者ꎬ 而是针对美国的

头号敌人、 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发动的 “集体武力防卫”ꎬ 这与集体安全的意

义完全不同ꎮ③

可见ꎬ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ꎬ 试

图将朝鲜战争塑造成为一场展示集体安全理念的战争ꎬ 但是他们的努力没

有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ꎬ 这种对朝鲜战争的解释很快就被忘却ꎬ 直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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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以联合国的名义参加海湾战争

时才再次被提及ꎮ
另一方面ꎬ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涉及朝鲜战争问题时ꎬ 有意将视线

投向未来ꎬ 强调美国人和联合国军队在将来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韩国

的自由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ꎬ 从而规避了对这场毫无荣誉可言的战争本身

的性质和结果的讨论ꎮ
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ꎬ 战后美国应该更多关注韩国在安全、 稳定、

统一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ꎬ 而不是去反思战争ꎬ 谈论战争的得失和善恶ꎮ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签订后ꎬ 杜勒斯立即飞到韩国ꎬ 和韩国总统李承晚商

讨如何通过政治会议促进两国统一ꎬ 如何推进韩国经济恢复和再建ꎬ 签订

怎样的相互安全协定以防卫北朝鲜未来的侵略ꎮ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６ 日ꎬ 艾森豪

威尔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汇报本届政府和第 ８３ 届国会的业绩ꎬ 报告中他指

出ꎬ 美国通过签署停战协定赢得了两个胜利: 第一ꎬ 美国人民向世界表明

自由世界的集体意志能够而且也将会阻止亚洲发生的侵略———以及世界其

他地方的侵略行为ꎻ 第二ꎬ 美国赢得了机会向世界表明自由国家的人民在

和平时期会和战场中表现一样英勇ꎮ 在报告中ꎬ 他特别提到了两个事实:
美国拨款 ２ 亿美元ꎬ 决心援助韩国重建家园ꎻ 此外ꎬ 美国在韩国的所有专家

和技术人员将为韩国提供技术支持ꎬ 帮助韩国人民实现重建家园、 维护自

由的梦想ꎮ 艾森豪威尔称: “军事胜利、 外交胜利、 精准的外交政策意义都

不能久远———如果不能够给生活在恐惧、 匮乏或饥饿中的成千上百万的人

带来希望ꎮ 我们坚定不移地追求永久的和平ꎬ 但是只有当这些人相信自己

拥有未来、 拥有自由时ꎬ 我们才可以真正实现永久的和平ꎮ”① 帮助韩国拯

救自由、 守护自由成为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标ꎮ
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将讨论重点落在如何保卫未来的和平ꎬ 关于朝鲜战

争失败的记忆却从美国的集体记忆中抹除了ꎮ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 参议

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威利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ｌｅｙ) 指出ꎬ 虽然世界

为朝鲜停战协定而欢欣雀跃ꎬ 但是我们不应该 “过度兴奋和乐观相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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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严格秉持现实的态度ꎬ 认识到ꎬ 这只是标志着我们在为和平而战

的长篇中翻开了新的一章ꎮ” ① 美国的各大报纸也纷纷刊登文章ꎬ 警示美国

公众世界和平面临的挑战ꎬ 号召人民为保卫世界的和平而战斗ꎮ 如 «华盛

顿邮报» 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刊登了关于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的评论文

章ꎬ 警告美国人 “我们不应该因为朝鲜形势的缓和而放松警惕重要的

事情是子弹停止飞的时候ꎬ 我们要坚持不懈ꎬ 这样更容易理性地看到深层

的问题ꎮ 今天我们希望朝鲜停战协定能够创造实现真正和平的氛围ꎮ”②

大体说来ꎬ 通过将朝鲜战争视作联合国集体安全理念的胜利 (尽管没

有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和接受)ꎬ 并将其视作美国追求和平道路上的第一

步ꎬ 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消除战争的失败给美国的国民意识造成的负面冲

击ꎬ 同时也巧妙地规避了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否正当、 牺牲是否值得等实

质性问题的讨论ꎬ 朝鲜战争因而被有意忘却ꎮ

二、 “战俘通敌卖国”:
朝鲜战争、 冷战士气以及美国军方主导的选择性记忆

　 　 朝鲜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大量的士兵被俘虏ꎬ 而关于战俘遣返的问

题成为朝鲜停战协定 (从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持续至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中谈判方争论最

为激烈、 耗时最长的议题ꎮ 北朝鲜和中国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

公约ꎬ 要求遣返所有战俘ꎬ 但是美国从自己的冷战利益需求考虑ꎬ 认为全

部遣返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会影响未来 “自由世界” 与 “共产主义” 之间的

较量ꎬ 因此坚持战俘 “一对一遣返” 和 “自愿遣返” 的原则ꎬ 企图扣留北

朝鲜和中国的战俘ꎮ 为此ꎬ 朝鲜停战协定几次受阻ꎬ 经过多次交涉ꎬ 谈判

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ꎬ 北朝鲜和中国同意战俘非全部遣返ꎬ 美方放弃了

“一对一遣返” 的要求ꎬ 最终战俘遣返问题才得以解决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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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停战协定签订ꎬ 开始陆续释放战俘ꎮ 对于美国人而

言ꎬ 朝鲜战争不是以美国投放原子弹或者占领了外国领土而结束ꎬ 而是以

最后一个战俘离开了战俘营为标志ꎮ①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ꎬ 美国有 ７１９０
名战俘ꎬ 其中有 ４４２８ 名战俘通过官方交涉而得到释放ꎮ② 但是并非所有被

释放的美国战俘都选择了归国ꎬ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ꎬ 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开始后ꎬ
２３ 名美国战俘拒绝归国ꎬ 选择住在中国ꎮ 他们通过北京电台ꎬ 向美国国内

的家人解释他们没有叛变ꎬ “在目前的情况下ꎬ 美国国内和平和自由的声音

都被压制ꎬ 真正的叛徒是那些将美国推向一场他们不想要的战争的人”③ꎮ
这些美国战俘认为自己将来有一天会返回美国ꎬ 但是目前美国盛行的军国

主义、 种族主义以及麦卡锡主义让他们深感惊恐而难以做出归国的决定ꎮ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归国日截止时ꎬ 只有两名战俘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和家人的劝说

改变了想法ꎬ 但仍然有 ２１ 名战俘摒弃了回归美国的意愿ꎬ 选择住在中国ꎮ
２１ 名战俘的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包括政府、 军方、 媒体等对战俘忠诚

度和懦弱性的大讨论ꎬ 可以说ꎬ 从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ꎬ 美国社会对战俘问题

的讨论和反思成为了记忆朝鲜战争最重要的主题ꎬ 而关于战争本身的讨论

和反思ꎬ 如朝鲜战争是否合法化、 战争的意义何在、 美国在战争中应该汲

取怎样的教训等问题则被边缘化ꎮ 用史学家费伦巴赫的话说ꎬ “战俘问题比

战场受到的关注还要多ꎮ” ④

在这场大讨论中ꎬ 美国军方起着主导的作用ꎮ 为了冷战的外交需求ꎬ
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ꎬ 他们对归国的美国战俘采取了严厉的审查、 拷

问和惩罚制度ꎬ 从一开始将美国战俘的行为定义为通敌叛国ꎬ 从而控制了

３７１

　 专题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Ｙｏｕｎｇꎬ “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 Ｆｉｌｍｓꎬ Ｂｒａ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８)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ｌｍꎬ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ꎬ １８ / 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５３

ＰＯＷ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５５ꎬ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ＩＩꎬ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Ｍａｎ ｉｎ Ｋｏｒｅａ”ꎻ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ꎬ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ｐ ８ ａｎｄ ｐ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ｒｒ / ｆｒｄ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Ｌａｗ / ｐｄｆ / ＰＯＷ－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中国的统计数字为 ４４１７ꎬ 数字有差异ꎬ 是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释放了部分

英美战俘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Ｙｏｕｎｇꎬ Ｎａｍｅꎬ 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ＰＯＷ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１９

Ｔ Ｒ Ｆｅｈｒｅｎｂａｃｈꎬ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３１７



美国社会对朝战战俘问题讨论的议题ꎮ
当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时ꎬ 军方就申明有美国战俘通过短波电台节目

或在给家人的信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ꎮ １９５３ 年初ꎬ 美国国防部长查尔

斯威尔逊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ｓｏｎ) 指出ꎬ 在 ２９０００ 封美国战俘写给家人的信中ꎬ
“几乎” 所有的信件都谴责了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商人ꎬ 并请求家人与他们一

起共同反对这场 “无用” 的战争ꎮ①当这些战俘归国时ꎬ 美国政府和军方就

很担心这些战俘会将他们在短波节目中传递的信息公开在国内传播ꎬ 因此ꎬ
在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战俘小规模交换行动开始之前ꎬ 美国军方就对归国战俘采取

了谨慎的态度ꎮ 空军司令米勒德Ｃ 尤恩 (Ｍｉｌｌｉａｒｄ Ｃ Ｙｏｕｎｇ) 在提交给国

防部的报告 «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队战俘被洗脑的问题» 中发出警告ꎬ “这
些被洗脑的战俘可能会指责盟军而赞扬共产党ꎮ”②当战俘小规模交换行动开

始后ꎬ １４９ 名被释放的美国战俘有 ２０ 名战俘被军方秘密转移至宾夕法尼亚

州福泽谷的一个精神病病区ꎬ 国防部宣称这些战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

渗透ꎬ 正在接受精神病学家的治疗ꎮ 而当时的主流杂志 «生活周刊» 也宣

称中国军队已经改变了战斗的方式ꎬ “控制了美国归国战俘的头脑ꎬ 并将他

们送回来宣扬共产主义思想ꎮ”③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该杂志用长达九页的篇幅

刊登了这 ２０ 名美国战俘口述的故事ꎬ 不过这些战俘都否认自己被共产党洗

脑ꎬ 也拒不承认自己和共产主义有 “沾染”ꎮ④ 尽管军方关于美国归国战俘

被洗脑的说法遭到质疑ꎬ 但是归国战俘存在通敌行为却成为美国认定的

事实ꎮ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当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开始后不久ꎬ ２３ 名美国战俘宣称放

弃归国ꎬ 留在共产主义世界ꎬ 这更引发了军方对朝鲜战争战俘忠诚度问题

的深度关注ꎬ 在军方看来ꎬ ２１ 名 “叛变” 的战俘是美国战斗士气败坏的典

型例子ꎮ 军方在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作战方战俘交换完成之后ꎬ 立即接管了对归国

战俘的管理ꎬ 他们对这些战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严厉质问和严格的智力

和思想测试ꎬ 大约有 １０００ 多名战俘接受了质问ꎬ 军方负责人麦亨利西

４７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Ｙｏｕｎｇꎬ Ｎａｍｅꎬ 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ＰＯＷ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ꎬ ｐ １１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１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１１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ｏｒｇｅ ＧＩｓ ｔｅ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ｒａ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 Ｏｒｄｅａｌꎬ” Ｌｉｆｅꎬ Ｍａｙ ２５ꎬ １９５３ꎬ ｐｐ １０８－１１０ꎬ １１３－

１１６ꎬ １２１ꎬ １２４



格尔 (Ｍａｉ Ｈｅｎｒｙ Ｓｅｇａｌ) 公开发表申明ꎬ 指出美国有很多战俘确实受到了共

产主义的影响和渗透ꎬ 和共产党军队存在共谋行为ꎮ １９５４ 年ꎬ 艾森豪威尔

政府专门成立了朝鲜战争美国战俘调查小组ꎬ 由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卡

特伯杰思 (Ｃａｒｔｅｒ Ｂｕｒｇｅｓｓ) 担任主席ꎮ １９５５ 年成立了国防部战俘咨询委

员会ꎬ 目的在于负责教导和培训军队官员在战争中如果被俘ꎬ 如何做出应

对ꎮ 此后ꎬ 国防部战俘咨询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战俘调查的结果ꎬ 明确指出

太多 “被动的战俘” 缺乏 “足够的爱国主义”ꎬ “站在了” 共产党一边———
和共产党合作、 告发其他的战俘而且放弃了和敌人的对抗ꎮ 报告指出ꎬ “几
乎所有的美国战俘突破了只能交代姓名、 军衔、 编号和出生日信息的限

制”ꎮ①

军方关于朝鲜战争战俘通敌叛国的说法得到了美国大众媒介和文化界

的进一步强化ꎮ 自 ２１ 名战俘 “叛变” 的事件发生后ꎬ 关于朝鲜战争中美国

战俘的负面报道充斥了各大期刊和报纸ꎬ 例如 «朝鲜战争的懦夫» ( «时代

周刊»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被洗脑的朝鲜战俘» ( «学术»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老兵的狱友控诉» ( «生活»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洗脑: 是制定政策

的时候了» ( «大西洋月刊»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投降的战俘类型» ( «科学摘

要»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以及 «为什么战俘通敌?» ( «科学杂志»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ꎮ 通过 «纽约时报» 索引也显示ꎬ 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之后ꎬ 关于

战俘的负面新闻由之前的 ３３％上升至 ７６％ꎮ②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记者尤金金基德 (Ｅｕｇｅｎｅ Ｋｉｎｋｅａｄ) 在 «纽约

人» 上发表了题为 «历史上的新话题» 一文ꎬ 他指出ꎬ 美国存在全面的士

气崩溃和大规模的同谋ꎬ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战俘和俘虏他们的人有同

谋合作”ꎬ③ “从撰写反对美国的宣传页ꎬ 到告发自己的战友ꎬ 到不太严重的

罪行ꎬ 如发送圣诞问候传递共产主义的正面信息等”ꎬ 这种现象前所未有ꎮ
同时ꎬ 美国军事精神分析师、 陆军上校威廉姆欧文梅尔 (Ｍａ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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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ｗｉｎ Ｍａｙｅｒ) 作为军方观点的主要代表ꎬ 通过军队、 政府、 学校以及电视

广播等各个渠道发表演讲ꎬ 进一步肯定并宣扬了金基德关于至少有三分之

一的美国战俘和俘虏他们的人有同谋合作的论断ꎮ 他批评美国战俘在朝鲜

战争中消极被动、 能力差、 对美国主流价值观不忠诚并缺乏爱国主义精

神ꎮ① 金基德和梅尔的论断和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ꎬ 成为美国社会理解朝战

战俘问题的主流观点ꎮ②

美国战俘懦弱通敌也成为美国大众文化讨论朝鲜战争时最主要的叙事ꎮ
１９５４ 年ꎬ 第一部反映这一主题的电影 «战俘»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 在美国上

映ꎬ 电影中展现了多名美国战俘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ꎬ 成为 “进步主义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③ꎮ 在此之后ꎬ «竹监狱»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Ｐｒｉｓｏｎꎬ １９５４) «叛
谍» (Ｔｈｅ Ｒａｃｋꎬ １９５６ 年) «时间极限» (Ｔｉｍｅ Ｌｉｍｉｔꎬ １９５７ 年) «满洲候选

人»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ꎬ １９６３ 年) 以及电视系列剧 «外星界»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Ｌｉｍｉｔｓ) 中的 «梦魇»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 都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美国的朝战

战俘被洗脑、 软弱屈从的负面印象ꎮ 同时ꎬ 文学作品也淋漓尽致地批判了

战俘中 “进步主义者” 的懦弱表现ꎬ 这些作品包括杜安索林的 «板门店

之行» (Ａ Ｒｉｄｅ ｔｏ Ｐａｎｍｕｎｊｏｍꎬ １９５６ 年)、 威廉姆斯佛瑞斯特的 «迷»
(Ｓｔｉｇｍａꎬ １９５７ 年)、 佛朗西斯波利尼的 «黑夜» (Ｎｉｇｈｔꎬ １９６１ 年)、 查尔

斯豪的 «火焰谷»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Ｆｉｒｅꎬ １９６４ 年) 等ꎬ 其中 « ｚ 　 黑夜» 和

«火焰谷» 两部作品中描述的战俘大多数都是 “进步主义者”ꎬ 是一群 “道
德堕落的美国人”ꎮ④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间ꎬ 经过美国社会从军方、 媒体到大众文化的大力宣

传ꎬ “通敌” “被洗脑” 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描述朝鲜战争老兵时最常用的词

汇ꎬ 美国人普遍认为归国战俘中很多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ꎬ 有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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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党同谋ꎬ 试图颠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安全ꎮ 对于美国人来说ꎬ 朝鲜

战争的失败暴露了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ꎬ 而归国

战俘就是这种软弱无能的代表ꎮ① 在美国政府、 军方、 媒体和大众文化一同

努力下 (尽管有时会出现不同的声音ꎬ 但是始终没有出现重大分歧)ꎬ 朝鲜

战争的失败记忆转化为对朝战战俘甚至国民弱点的反思和讨论ꎬ 并进而成

为美国官方提升国民冷战士气的有力武器ꎮ
在朝鲜战争中ꎬ 美国战俘为什么会表现如此软弱ꎬ 为什么会背叛了自

由制度? 一种解释是从外部寻找原因ꎬ 将罪责归咎于北朝鲜和中国ꎬ 认为

美国战俘在战俘营中被共产党军队 “洗脑”ꎮ② “洗脑” 派的观点宣称ꎬ 美

国战俘由于被 “洗脑”ꎬ 向美国报纸写稿宣扬共产主义的优势和揭露美国帝

国主义的本质ꎬ 甚至相信了共产主义而拒绝归国ꎮ 持 “洗脑” 派观点的人

主要包括政府、 军方代表和新闻界记者等可以对社会主流意见产生影响的

人ꎮ 但是政府和军方很快发现这种解释有效性并不强ꎮ 一方面ꎬ 它很难得

到归国战俘的证实ꎬ 在小规模交换行动中归国的战俘在接受采访中都否认

自己被 “洗脑” ———而且几乎没有战俘知道这个词的存在ꎬ 即使那些被认

定具有 “进步主义” 倾向的战俘也拒不承认自己被 “洗脑”ꎻ 另一方面ꎬ 美

国政府和军方认为 “洗脑” 并不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概念ꎬ 因为其和他们秉

持的价值观相悖ꎬ 他们很难想象 “洗脑” 背后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威胁和恐吓

才可以让一名士兵支持自己国家的敌人ꎮ③更重要的是ꎬ 对于美国政府和军

方ꎬ 将美国战俘的责任归为共产党的 “洗脑”ꎬ 则不利于严整军纪ꎬ 不利于

强化全民反对冷战的决心ꎬ 因而ꎬ “洗脑” 的说法很快就被否认ꎮ １９５６ 年美

国陆军队发行了一个题为 «共产党对战俘的质问、 渗透和利用» 的报告ꎬ
指出所谓 “洗脑” 是一个 “公众的误解”ꎬ “几个政府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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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 一词的概念来自美国 «芝加哥先驱报» 记者爱德华亨特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ｕｎｔｅｒ)ꎬ 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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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共产党对联合国军队战俘实施的某种神秘的头脑控制法ꎮ 美国所谓的 “洗脑”ꎬ 实际上是指朝

鲜战争期间ꎬ 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军队战俘实行的关于如何认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本质的政

治教育ꎮ

Ａｌｂｅｒｔ Ｄ Ｂｉｄｅｒｍａｎꎬ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Ｃａｌｕｍｎ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ｓ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ｐ ２０４



没有证明朝鲜战争中出现任何一例美国战俘被 ‘洗脑’ 的事件ꎮ”① １９５７ 年ꎬ
参议院通过了由政府行动委员会递交的报告ꎬ 题为 «共产党对美国军队和

普通战俘的质问、 渗透和利用»ꎮ 在报告中ꎬ 康奈尔大学的医学教授哈罗

得Ｇ 沃尔夫 (Ｄｒ Ｈａｒｏｌｄ Ｇ Ｗｏｌｆｆ) 通过广泛调查发现公众关于洗脑的推

测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ꎮ②到 ５０ 年代末ꎬ 关于美国战俘由于被 “洗脑” 而发

生和共产党同谋行为的解释逐渐淡出美国公众的记忆ꎮ
另一个解释是从美国社会内部挖掘原因ꎬ 认为美国国民性格、 文化和

教育制度都存在极大缺陷和弱点ꎬ 从而使这些士兵在被俘虏时变得软弱ꎬ
经不住考验和压力ꎬ 背弃了美国的自由制度ꎬ 转而信仰了共产主义ꎮ 这派

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记者金基德和美国军事精神分析师ꎮ 金基德在 «只
有一场战争例外» (１９５９ 年) 一书中指出ꎬ 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战争ꎬ 无论战

俘营看管多么严实ꎬ 总有很多美国战俘成功越狱逃跑ꎬ 唯独朝鲜战争的战

俘例外ꎮ 他认为ꎬ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ꎬ 是因为美国培养这些士兵的整个

文化模式出现了问题ꎬ 表现在 “儿子的家庭教育、 教育体制、 体格健康、
宗教信仰忠诚度、 生活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的优越感” 等方面ꎮ③和

金基德的立场一样ꎬ 梅尔也认为 “朝鲜战俘营中美国士兵的行为让美国人

严重质疑自己的国民性格、 教育制度ꎬ 许多战俘的行为从荣誉、 品质、 忠

诚、 勇气和个人正义方面讲都没有达到历史上美国人的标准ꎮ”④梅尔在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接受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的采访时指出ꎬ 这些美国战俘之所以

很快就屈服于共产党ꎬ 是因为这些士兵对自己的国家及其经济和政治制度

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问题知之甚少ꎬ 而且过于依赖短暂的物

质富裕带来的优越感ꎬ 因此ꎬ 当这些物质的财富被剥夺之后ꎬ 他们就会产

生不安全感、 容易被操纵ꎬ 难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和信仰ꎮ 梅尔特别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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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５ Ｍａｙ １９５６ꎬ ｐ ５１

参见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９５７ꎬ ｐ ３

Ｅｕｇｅｎｅ Ｋｉｎｋｅａｄꎬ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Ｗａｒ Ｂｕｔ Ｏｎ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ꎬ １９５９ꎬ ｐ １０ꎬ １５ꎬ １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Ｍａｙｅｒꎬ “Ｗｈｙ Ｄｉｄ Ｍａｎｙ ＧＩ Ｃａｐｔｉｖｅｓ Ｃａｖｅ Ｉｎ?” Ｕ Ｓ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ꎬ １９５６ꎬ ｐ ５６



朝鲜战争中美国士兵的三个缺陷: 缺乏内在的纪律性 (他认为主要是因为

家庭中母亲的强势造成的)ꎻ 缺乏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认识 (他认为这主要是

美国教育制度过多强调进步主义思想、 缺乏爱国主义教育导致的) 以及

“士兵在战争中缺乏高尚的道德品质” (他认为这是由于军队太注重满足士

兵的福利而造成的)ꎮ①尽管金基德和梅尔的观点在当时虽然遭到了一些批评

和反对②ꎬ 但是他们的解释成为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完成之后美国社会对战

俘通敌行为最主流的解释③ꎬ 被很多有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人物接受ꎬ 包括艾

森豪威尔总统、 联邦调查局局长 Ｊ埃德加胡佛 (Ｊ Ｅｄｇａｒ Ｈｏｏｖｅｒ)ꎬ 还有

政治学家安东尼布斯卡伦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ｏｕｓｃａｒｅｎ)、 历史学家费伦巴赫

(Ｔ Ｒ Ｆｅｈｒｅｎｂａｃｈ)、 罗伯特莱基 (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ｃｋｉｅ)、 哈里米德尔顿

(Ｈａｒ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罗素科克 (Ｒｕｓｓｅｌ Ｋｉｒｋ) 和教育改革家麦克斯诺

(Ｍａｘ Ｒａｆｆｅｒｔｙ) 和奥斯汀路德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Ｒｕｄｄ) 等ꎮ④

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讲ꎬ 朝鲜战争中士兵被俘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

通的监禁现象ꎬ 而是反应了冷战中美国面临的国家危机ꎮ 朝鲜战争的失败

就是因为美国战俘的软弱ꎬ 因为他们和共产党有同谋行为ꎬ 而战俘问题的

背后则是整个美国教育文化模式的失败ꎬ 尤其是在培养教育年轻人的道德

品质方面出现了重大的缺陷ꎮ 如果美国士兵如此懦弱、 缺乏组织纪律和爱

国主义精神ꎬ 那么美国如何在冷战中获胜ꎬ 美国的国家安全如何得以保证?
对于美国政府和军方来说ꎬ 唯有对这些 “背叛” 战俘进行严厉的惩罚ꎬ

才可以重振冷战中的国内士气、 激发国民反对共产主义的热情ꎮ 战俘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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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Ｍａｙｅｒꎬ “Ｗｈｙ Ｄｉｄ Ｍａｎｙ ＧＩ Ｃａｐｔｉｖｅｓ Ｃａｖｅ Ｉｎ?” Ｕ Ｓ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ꎬ １９５６ꎬ ｐｐ ６０－６５

对金基德和梅尔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的主要人物包括记者威廉姆林赛怀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Ｗｈｉｔｅ) 和社会学家阿尔伯特Ｄ 比德曼 ( Ａｌｂｅｒｔ Ｄ Ｂｉｄｅｒｍａｎ) ꎬ 他们的观点分别参见:

Ｗｈｉｔｅꎬ Ｔｈｅ Ｃａｐ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ꎻ Ｂｉｄｅｒｍａｎꎬ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Ｃａｌｕｍｎ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ꎮ

Ａｌｂｅｒｔ Ｄ Ｂｉｄｅｒｍａｎꎬ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Ｃａｌｕｍｎ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ｓ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ꎬ ｐ １９１

参见: Ｔ Ｒ Ｆｅｈｒｅｎｂａｃｈꎬ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ｒꎻ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ｏｕｓｃａｒｅｎꎬ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Ｈ Ｒｅｇｎｅｒｙꎬ １９５８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ｃｋｉｅ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ｔｎａｍꎬ １９６２ꎻ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Ｇｌｏｒｙꎬ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１９６０ꎻ Ｈａｒ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６５ꎻ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Ｋｉｒｋ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ｕｓｅꎬ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１９５７ꎻ Ｍａｘ Ｒａｆｆｅｒｔｙꎬ Ｓｕｆｆｅ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ｅｖｉｎ Ａｄａｉｒꎬ １９６２ꎻ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１９６４



后不久ꎬ 军方就明确了对 “通敌叛国” 战俘的官方态度ꎮ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ꎬ 美

国进行了第一个军事法庭审判ꎬ 下士爱德华狄金森 (Ｅｄｗａｒｄ Ｄｉｃｋｅｎｓｏｎ)
被指控和共产党同谋ꎬ 而在首府华盛顿被告上了法庭ꎮ 之后ꎬ 军方指控多

名战俘有同谋罪而将他们告上军事法庭ꎮ 共有 １４ 名战俘被宣判有罪ꎬ 终身

监禁ꎬ 包括 ２ 名起初放弃归国ꎬ 之后思想又发生转变的战俘ꎮ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ꎬ 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 １０６３１ 号总统令ꎬ 确定了陆军军官士兵的六

点行为规则ꎬ 其中包括战俘不能透露除自己的名字、 级别、 入伍编号和出

生日之外的任何信息①ꎬ 而美国陆军也设计、 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ꎬ 教授

士兵们如何在被俘时保持士气和忠诚ꎮ
军方对美国朝战战俘的严厉惩罚、 对军队的纪律强化成为了当时美国

社会和文化看待朝鲜战争的风向标ꎬ 美国社会对朝战战俘的同情和理解在

军方的压力和影响下ꎬ 最终成为了边缘化的声音ꎬ 这一点在好莱坞电影中

表现最为明显ꎮ 早期的好莱坞电影如 «战俘» (１９５４ 年) 试图将美国战俘

塑造成为卧底的形象ꎬ 暗示人们任何通敌或拒绝遣送回国的美国战俘都有

可能是忠诚的秘密工作者ꎬ 以此重塑朝鲜战争中美国被俘士兵的荣耀形象ꎬ
但是 «战俘» 中试图对美国战俘展示出来的同情并没有得到美国军方和社

会的认可ꎬ 国防部最终撤销了对这部电影的支持ꎬ 而该电影票房也很差ꎬ
没有受到观众的好评ꎮ ②

很快ꎬ 好莱坞电影对朝战战俘的态度迅速偏向了官方———严厉惩罚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叛谍» 作为第一部国防部全力支持的关于战俘主题的电影开始上

映ꎮ 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在拍摄 «战俘» 失败之后ꎬ 再次选择了朝战战俘

的话题ꎬ 不过在 «叛谍» 的电影中ꎬ 对待战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ꎬ 由同情

战俘转向了官方的立场———法庭审判ꎮ «叛谍» 讲述了一名战俘被北朝鲜洗

脑而背叛了美国的故事ꎮ 主人公美国陆军上尉爱德华霍尔 (由年轻演员

保罗纽曼扮演ꎬ 他在北朝鲜监狱里被监禁两年) 在朝鲜战争中被北朝鲜

俘虏ꎮ 战争结束后ꎬ 他被释放归国ꎬ 但是回国不久他就背上了和北朝鲜军

队同谋合作、 背叛祖国的罪名ꎮ 爱德华出身军人家庭ꎬ 父亲是一名上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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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六条具体规定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Ｓ Ｐｒｕｇｈꎬ Ｊｒ “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５ꎬ Ｍａｙꎬ １９５６ꎬ ｐｐ ６７８－７０７

Ｓａｒａ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ꎬ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５６



他和弟弟从小都受到了美国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ꎬ 他本人在二战中因为表

现突出ꎬ 曾被授予银星奖章ꎬ 是美国军队的优秀代表ꎮ 但是电影反复强调

爱德华在朝鲜战争中却没有抵住压力ꎬ 投降了北朝鲜ꎮ 爱德华的父亲为自

己儿子的叛国行为感到羞耻ꎬ 对他来说ꎬ 他宁愿爱德华像弟弟一样牺牲在

战场ꎬ 也不要他做出如此可耻的叛国行为ꎮ 爱德华被告上军事法庭ꎬ 在法

庭上他做出了辩护ꎬ 指出他被俘期间ꎬ 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ꎬ 但是北朝

鲜利用他不幸的家庭故事———母亲在他 １２ 岁去世ꎬ 父亲对他粗鲁严厉ꎬ 从

来都不关爱他———摧毁他的意志ꎬ 当爱德华知道弟弟去世的消息后ꎬ 他突

然觉得这场战争毫无意义ꎮ 尽管法庭上他坚持申明自己没有违背底线ꎬ 他

的父亲也原谅了他ꎬ 但是美国军事法庭还是认定ꎬ 他犯了背叛国家的罪行

而必须给予刑罚ꎮ
在搬上电影银幕之前ꎬ «叛谍» 以电视剧的形式在 ＡＢＣ 播映ꎮ 剧本作

者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视剧作家罗德瑟琳 (Ｒｏｄ Ｓｅｒｌｉｎｇ)ꎮ 瑟琳一生写了

上百部电视剧本ꎬ 其中 «叛谍» 是他花费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ꎬ 长达 １９ 个

月ꎬ 而且修改了七次ꎮ 在剧本后记中罗德承认一开始他对这些战俘的态度

是ꎬ “我们不能惩罚这些人ꎬ 在我们的政府形式下不能惩罚他们ꎬ 根据一个

民主政府制定的人类行为原则我们也不能惩罚他们ꎮ 惩罚他们是不正义、
不理性的ꎮ” 后来针对这个问题他专门去华盛顿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进行了探

讨ꎮ 罗德承认经过三个星期的交谈、 采访和阅读ꎬ 他明白了这些军方官员

“承担着解决国家生存这个当前极其紧迫问题的重大责任ꎬ 他们必须遵循先

例原则审判、 判决他们ꎮ”①最终ꎬ 罗德将法庭惩罚朝战战俘写进了剧本中ꎮ
罗德承认ꎬ 无论在什么压力下ꎬ 战俘都不能屈服ꎬ 但是爱德华没有做到ꎬ
所以他受到惩罚是应该的ꎮ “投降是一种选择ꎬ 性格则是关键的变量ꎬ 而不

是被监禁的条件ꎮ” 在电影中ꎬ 爱德华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ꎬ 他用军事法庭

的审判去赎罪ꎬ 以给后人留下教训ꎮ 在被审判之前ꎬ 他用清晰、 坚定的声

音说道: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想我现在所想ꎬ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ꎬ 他们

就会知道出卖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人ꎮ” 爱德华接受了法庭起诉ꎬ 承认自己

在最需要信仰的时候ꎬ 却放弃了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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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通敌叛国问题成为朝鲜战争后美国塑造民众战争记忆的重要主题ꎬ
深刻影响了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理解ꎮ 在美国人看来ꎬ 无论战俘通敌叛国

的原因是什么ꎬ 战俘都不应该屈从ꎬ 这是美国社会对这一问题达成的共识ꎮ
大批战俘留在共产党国家或回国后为共产党国家效力都极大损害了美国政

府极力展示的朝鲜战争的正义性ꎬ 颠覆了美国极力塑造的士兵在对外战争

中的英雄主义形象ꎬ 削弱了美国价值观、 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威力ꎬ 有

损于国民的反共士气ꎬ 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不利地位ꎮ 这

使美国人更加不愿意回忆和讨论朝鲜战争ꎮ 换言之ꎬ 战俘问题与美国社会

长期持有的关于美国在对外战争中捍卫自由、 追求正义ꎬ 士兵勇敢、 富有

牺牲精神的国家历史叙事格格不入ꎬ 因此必须把朝鲜战争从有关美国历史

的主叙事中抹去ꎬ 让人们把朝鲜战争遗忘ꎮ

三、 一场意义模糊的战争: 大众文化对朝鲜战争的塑造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杜鲁门召开记者招待会ꎬ 一位记者问: “总统先生ꎬ
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在问ꎬ 我们是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呢?” 杜鲁门强调说ꎬ
“不是”ꎮ 另外一位记者进一步问: “将这次行动称为 ‘联合国主持下的警察

行动’ 是不是正确?” 杜鲁门答道: “确实可以这么说ꎮ”① 在电影 «坚韧的

刺刀»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Ｂａｙｏｎｅｔｓꎬ １９５１ 年) 中ꎬ 一个被应召再次参战的老兵就抱

怨道: “他们把它称作集体行动ꎬ 为什么他们不派警察去呢?”②

这两段对话集中反映了朝鲜战争的特点: 意义模糊ꎮ 杜鲁门政府始终

没有向美国公众明确界定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真正意图ꎬ 朝鲜战争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场没有清晰目标、 意义模糊的战争ꎮ 这种情况和二战完全不同ꎮ
二战时期ꎬ 罗斯福在宣战演讲中清晰地界定了美国参战的目标ꎬ 即为自由

和民主而战ꎬ 而且战争中有明确的敌人ꎮ 二战时期美国官兵都非常清楚美

国为什么而战ꎬ 敌人是谁ꎬ 打败德国和日本有多么重要ꎬ 他们甚至不需要

通过弗兰克卡普拉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ｐｒａ) 的纪录片 «我们为什么而战» 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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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意义ꎮ 许多二战的文化作品也都明确表达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国家身

份和国家目标ꎬ 阐释了美国为什么而战这个重要的问题ꎬ 即美国参加二战

是为了保护民主制度、 为了实现罗斯福的 “四大自由”① 但是ꎬ 当美国士兵

应召被派往朝鲜战场时ꎬ 他们并不清楚美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ꎮ
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ꎬ 美国的大众文学对这场战争也

正是这样描绘的: 朝鲜战争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ꎮ １９５２ 年ꎬ 美国著名小

说家威廉姆斯泰伦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ｙｒｏｎ) 在小说 «远征» 后记中写道:

“突然陷入了战争ꎬ 一场不明了、 含糊不清的战争ꎬ 如果不通

过欺诈基本可能不会 ‘赢’ 的战争ꎬ 一场没有意义、 不受欢迎的

冲突ꎬ 甚至连最血腥的政治家和战争狂也不愿意费力将它塑造成

一场爱国的战争ꎬ 这是一场没有标语、 没有歌颂、 没有英雄的战

争———忍受这种战争对于参与其中的大多数士兵来讲ꎬ 是件忍无

可忍的事情ꎮ” ②

作者斯泰伦是一名二战老兵ꎬ 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ꎬ 当朝鲜战争

爆发时ꎬ 他再次应召入伍ꎬ 但是他个人对于这场意义不明了的战争充满了

不满和怨愤ꎮ 小说 «远征» 就是以他的经历为原型ꎬ 展现了两名预备役军

人曼恩尼克斯和库尔夫对自己要加入这样一场意义模糊的战争的焦虑、 愤

怒以及反抗ꎮ 小说中ꎬ 上校坦普尔顿为了检验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有效性ꎬ
命令海军预备役军队进行 ３６ 英里的夜行ꎬ 年仅 ３０ 岁的曼恩尼克斯公开反对

他的上司ꎬ 最终遭到逮捕并被告上法庭ꎻ 而库尔夫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遣送

到屠宰场的绵羊ꎬ 与曼恩尼克斯不同ꎬ 他试图通过放弃而表示自己的抗议ꎮ
不仅是小说ꎬ 一些回忆录里也突出类似的主题ꎬ 即战场上的士兵对这

场战争的意义深感怀疑ꎮ 美国战地记者凯斯比奇 (Ｋｅｙｅｓ Ｂｅｅｃｈ) 在回忆

录中描述了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看法ꎬ 认为士兵不理解这场战争ꎮ 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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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兵的立场看ꎬ 朝鲜战争并不值得打ꎮ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

场错误的战争ꎬ 起初ꎬ 美国参战是为了争取守住 ‘三八线’ 这个

地理目标ꎬ 后来是为了跨过鸭绿江ꎮ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加入了战

争ꎬ 战争对士兵来说已经没有了地理的意义ꎮ 士兵没有办法说

‘这就是朝鲜战争ꎮ 现在我们赢了ꎬ 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ꎮ’ 战争

中没有像东京、 罗马或者柏林这样具体的目标ꎮ 对于美国士兵来

说ꎬ 在绵延不断的山脊以北只有广阔无垠、 令人生畏的亚洲大陆ꎬ
在那里的人生活方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ꎮ”①

朝鲜战争有将近两年的时间ꎬ 美国完全陷入停战谈判的僵局之中ꎬ 但

是在谈判期间战火依然继续ꎬ 这愈发让美国人无法理解ꎮ 许多文化作品深

度质疑停战协定即将签订ꎬ 美国士兵还必须做出牺牲ꎬ 意义到底何在? １９５３
年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 «停火» (Ｃｅａｓｅ Ｆｉｒｅ) 中ꎬ 导演欧文克拉

姆 (Ｏｗｅｎ Ｃｒｕｍｐ) 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ꎮ 故事发生在停战协定签订日ꎬ
当美国一个步兵排满心欢喜地期待回家时ꎬ 却不得不接受新的巡逻任务ꎮ
在巡逻的过程中ꎬ １４ 名士兵中共有 ８ 名丧生ꎬ 而一名叫金的韩国士兵最终

没有能够等到回家的喜讯而与怀孕的妻子团聚ꎮ 欧文将其讽刺地称为: “前
线平静的一天”ꎬ 嘲讽了美国政府为了在板门店的谈判中赢得更多无意义的

优势而导致士兵做出无谓的牺牲ꎮ
美国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ꎬ 还选择让士兵在战场上做出牺牲这到

底值得吗? １９５９ 年电影 «猪排山战役» (Ｐｏｒｋ Ｃｈｏｐ Ｈｉｌｌ) 再次对这个问题提

出了深刻质疑ꎮ 根据陆军预备役军官 ＳＬＡ 马歇尔 １９５３ 年出版的同名

畅销书改编的 «猪排山战役» 中多处展现了美国军官和士兵对朝鲜战争意

义的不理解ꎬ 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停战协定即将签订ꎬ 他们却要牺牲生命

占据毫无战略价值的 ２５５ 高地ꎮ 猪排山战役是美军第 ７ 步兵连和中国军队之

间的一次较量ꎬ 战役中美军中尉乔克莱蒙斯指挥的步兵连最初有 １３５ 人ꎬ
但后来只剩下 ２５ 人ꎮ 电影中ꎬ 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在质疑这样的牺牲是

否值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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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中尉乔克莱蒙斯带队出发攻占猪排山之前ꎬ 士兵队员苏吉就问

乔说: “猪排山值吗? 它只是一个差劲的、 不值得防卫的前哨阵地ꎬ 它值得

一个连的军力吗?” 乔也很困惑ꎬ 他解释说ꎬ “它是板门店谈判这个大游戏

中一个无用的地方ꎮ” 士兵富兰克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情绪ꎬ
他假装摔倒ꎬ 想脱离部队ꎮ 在乔的严厉命令下ꎬ 他才紧跟着部队ꎬ 极不情

愿地继续前进ꎮ 后来ꎬ 富兰克林躲藏在屋子里ꎬ 当乔进屋时ꎬ 他威胁要杀

掉乔ꎮ 在后来和乔之间的对话中ꎬ 富兰克林进一步反映出他作为一名普通

士兵对待当时战争的态度: “我为什么要为朝鲜而牺牲呢? 我为什么要关心

这座令人讨厌的山头呢?” 随着战役的推进ꎬ 美军伤亡越来越多ꎬ 乔的步兵

连仅剩下 ３５ 人ꎮ 面对着伤亡ꎬ 猪排山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代价的问题再次出

现ꎬ 中尉沃尔特拉塞尔和乔治连前来援助乔ꎬ 他问乔: “猪排山值吗?”
乔回答说: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ꎮ 在什么意义上值呢? 它没有任何军事上的

价值ꎮ 我怀疑美国人不会资助一美元给这场战争ꎮ”
可见ꎬ 从一开始ꎬ 美国军官和士兵都认为猪排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

西ꎬ 而他们必须用生命极力去维护它ꎬ 仅仅是因为政治家认为这样可以证

明美国的意志和能力ꎮ 乔和其他的军官深刻认识到这场战役没有任何意义ꎮ
电影中ꎬ 美国政治家在放弃进攻还是重新发动进攻之间选择了后者ꎮ 官兵

们选择了坚持ꎬ 并不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价值观的高度认同ꎬ 而仅仅

是因为军人必须要坚守自己的本职ꎬ 那就是要坚持战斗ꎮ 美国用 １１０ 人的生

命争取到一个没有价值的山地ꎬ 而且是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ꎬ 这是一

个巨大的讽刺ꎮ
对于美国人来说ꎬ 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不仅仅造成了士兵的牺牲ꎬ 而且

也带来了众多的家庭悲剧ꎮ
１９５３ 年由詹姆斯米奇纳 (ＪａｍｅｓＭｉｃｈｅｎｅｒ) 发表的畅销短篇小说 «孤

独里桥之役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ａｔ Ｔｏｋｏ－Ｒｉ) » 对美国为一场错误的战争而付出的

个人牺牲做出了解读ꎮ 小说于 １９５４ 年搬上银幕ꎬ 并获得了 １９５６ 年奥斯卡最

佳特效奖ꎮ 主人公哈利布鲁贝克是一名服役于美国海军航空兵 ＶＦ－１９２
“金龙” 舰载战斗机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ꎬ 也是一名二战英雄ꎬ 他被指派参

加由联合国军发起的 “空中封锁线战役”ꎬ 即对 “三八线” 以北的朝鲜军事

设施以及道路桥梁进行轰炸摧毁ꎮ 哈利对再次被征入军队、 派到朝鲜打仗

一直愤愤不平ꎬ 他本来在国内从事着体面的律师职业ꎬ 有幸福的家庭ꎮ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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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并不认同ꎬ 最后ꎬ 他接受了轰炸的任务ꎬ 也不是出

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可ꎬ 而是出于对军人本职工作的尊重ꎮ 故事的结局

是哈利和其他两位飞行员佛尼和奈斯特在执行飞行任务中坠机并最终牺牲

在战场ꎮ 电影展现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牺牲ꎬ 更包括了士兵家庭的悲剧ꎮ
电影中ꎬ 第 ７７ 海上舰队司令塔兰特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二战中战死ꎬ 他的妻

子因为失去两个儿子而精神错乱ꎬ “总是独自坐在自己的屋里ꎬ 编织儿童毛

衣”ꎻ 飞行员佛尼无法正常恋爱结婚ꎬ 而哈利两个可爱的女儿和美貌的妻子

不得不忍受失去哈利的痛苦ꎮ 美国做出这样的牺牲值得吗? 在电影中ꎬ 舰

队司令和哈利的一次谈话从冷战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ꎬ 反思了朝鲜战争的

目的ꎬ 认为它是为了防止多米诺骨牌的发生ꎮ “军事上我认为这是场悲剧ꎬ
我们应该退出ꎬ 但是如果退出朝鲜战争的话ꎬ 他们会占领日本、 印度支那、
菲律宾ꎬ 到时候我们从哪里反抗? 密西西比?” 但是他也承认朝鲜战争是美

国 “在错误的地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ꎮ 就像大多数电影批评家所评述ꎬ
“这部电影对朝鲜战争的意义提出了质疑: 个人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意义何

在? 但是电影没有做出相应的回答ꎬ 也没有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ꎮ”①

美国士兵在朝鲜战场缺乏爱国热忱和勇气ꎬ 对他们来说ꎬ 朝鲜战争的

意义完全和道义、 信念无关ꎬ 而且缺乏像二战一样的崇高目标ꎬ 能够活下

来成为他们战斗的唯一目标ꎬ 这也成为一些描写朝鲜战争的大众文化作品

展示的主题ꎮ
«幽冥神话» (Ｔｗｏ－Ｆｉｓｔｅｄ Ｔａｌｅｓ) 和 «前线战斗»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Ｃｏｍｂａｔ) 这

两部漫画小说在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２ 年出版ꎬ 当时也正是朝鲜战争进入白热化的

阶段ꎮ 在这两部漫画小说里ꎬ 美国士兵更是被描述成松散懈怠、 战斗意志

不坚定的一群人ꎮ 在这些士兵看来ꎬ 美国正在打一场不必要的战争ꎬ 对于

他们来说ꎬ 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国高尚的国家事业ꎬ 而是为自我的存活ꎮ
在詹姆士祝特 (Ｊａｍｅ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 的小说 «秘密» (１９６３ 年) 中朝鲜战争

被视作一场没完没了的拳击比赛ꎬ 一场由政治家设定的比赛ꎬ 明知不会赢ꎬ
但是还必须坚持打下去ꎬ 直到牺牲生命才能退出比赛ꎮ② 安瑟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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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ｋｏ－Ｒ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５５ꎬ ｐ ２０

Ｊａｍｅ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Ａｎ Ｏｒａ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ꎬ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Ｓｋｙｌｉｇｈ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３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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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ａｎｎ) 导演的电影 «战争中的人们» (Ｍｅｎ ｉｎ Ｗａｒꎬ １９５７ 年) 中ꎬ
战争的目标对士兵来说也是模糊不清ꎬ 他们在战争上拼命ꎬ 也只是为了最

后能够活着ꎮ ２４ 步兵师中的一个排和美国的大部队失去了联系ꎬ 为了重新

归入大部队ꎬ 排长本森 (Ｌｔ Ｂｅｎｓｏｎ) 上尉决定带领士兵们向 ４６５ 高地的军

营行进ꎬ 行程途中ꎬ 多名士兵被混入的北朝鲜军队杀死ꎻ 当他们快到军营

时ꎬ 发现远处有一群士兵冲他们呐喊ꎬ 蒙大拿中士 (Ｓｅｒｇｅａｎｔ Ｍｏｎｔａｎａ) 在

没有确认这群人是否是美国士兵的情况下 (事实上ꎬ 军营已经失守ꎬ 并被

伪装成美国兵的北朝鲜军队占领)ꎬ 立即开枪打死了他们ꎮ 在蒙大拿身上ꎬ
自我生存已经超越了任何良心和道德的约束ꎮ

美国文化作品揭示了美国官兵缺乏对朝鲜战争本身的坚定信仰、 对这

场战争充满了厌恶的事实ꎬ 并将朝鲜战争视作一场美国的灾难和悲剧ꎬ 一

场美国人不值得为之付出牺牲的战争ꎮ 但是他们没有努力去回答美国为什

么要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关键的问题ꎮ 就像一位美国电影历史学家所讲: “朝
鲜战争的电影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ꎬ 而且他们也不关心这

个问题ꎮ”①

大众文化作品对朝鲜战争意义的质疑和模糊化处理使得这场战争既无

法像二战那样被作为一场崇高的 “好战争” 而被反复提及、 叙说和讴歌ꎬ
也不能像越战那样不断被批评、 谴责和反思ꎬ 也就是说它在美国国家记忆

中既不能成为体现美国国家特性和荣耀的典范ꎬ 又不能充当展示和辩论美

国国家错误和悲伤的教训ꎮ 朝鲜战争成为一场缺乏崇高ꎬ 没有英雄ꎬ 但也

没有留下巨大伤痛ꎬ 因而是一场不值得记住的战争ꎮ

结　 论

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表述和再现ꎬ 而集体遗忘则相反ꎬ 是将过去尘封

起来ꎬ 让过去从公共讨论中淡出ꎮ 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过去ꎬ 记住什么ꎬ
忘却什么ꎬ 都是有选择性的ꎬ 而选择是根据当前的国家政治、 外交以及利

益需求而确定的ꎮ 在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这段时期内ꎬ 美国政府从和苏联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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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现实需求中出发ꎬ 从有利于美国继续推进冷战战略的角度考虑ꎬ 对

朝鲜战争进行了选择性的集体记忆塑造ꎬ 试图把这场美国并没有获得胜利

的战争描绘成集体安全原则的胜利ꎬ 在遭到质疑和反对后ꎬ 则把目光转向

未来ꎬ 以回避对朝鲜战争胜败得失的讨论ꎬ 忘却战争带来的伤痛ꎮ 而美国

军方关于战俘通敌的指控和媒体关于洗脑问题的讨论摧毁了构建关于朝鲜

战争英雄主义叙事的可能性ꎬ 使战场上的士兵难以成为讴歌和怀念的对象ꎮ
大众文化作品对朝鲜战争崇高性的质疑和战争意义的解构也使记忆和讨论

这场战争逐渐变得没有意义ꎮ 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ꎬ 使朝鲜战争成为一场

没有任何纪念形式的战争ꎬ 一场没有产生社会分歧和争议的战争ꎬ 一场没

有引起社会伤痛的战争ꎬ 并因此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逐渐淡出ꎬ 乃至消

失的战争ꎮ 而没有了本应承载伤痛和深刻教训的朝鲜战争记忆的制约ꎬ 美

国很轻易地再次卷入了另外一场无法获得胜利的战争———越南战争ꎬ 并因

此陷入深刻的社会分裂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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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评析
∗

詹　 欣∗∗

　 　 摘　 要 　 卡特上台伊始ꎬ 美国政府最初设想利用与苏联进行谈判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为契机ꎬ 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机制中来ꎮ 由于

苏联反应冷淡ꎬ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谈判暂时被束之高阁ꎬ 中美核军控

对话遥遥无期ꎮ 随着中美建交ꎬ 美国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核军控

对话ꎬ 既有如中美热线建立的老命题ꎬ 又有敦促中国尽早转向地下核试验

而不惜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援助为诱饵的新话题ꎮ 此后中美之间在核军控问

题上的合作日渐频繁ꎮ
关键词　 卡特政府　 核军控　 对华政策

核军控政策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为消除核战争

９８１

∗

∗∗

①

本文为 ２０１４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冷战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研究 (１４ＢＳＳ０３２) 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中美核关系研究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 ” (１２ＹＪＡ７７００５０) 的阶

段成果ꎮ

詹欣ꎬ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ꎮ

有关核军备控制 (以下简称核军控)ꎬ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无统一定义ꎬ 一般包括以下内

容: (１) 通过改进双方的通讯联络和增强信任措施ꎬ 以防止因为判断失误而发动核攻击ꎻ (２) 限制

核武器的试验、 种类、 数量、 质量和部署ꎻ (３) 部分裁减乃至全面销毁核武器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Ｉｎｔｒｉｌｉ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Ｄａｇｏｂｅｒｔ Ｌ Ｂｒｉｔｏꎬ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ＩＧＣＣ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１９８７ꎻ Ｌｙｎｎ 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Ｅ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ｅｄｓ 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ꎻ 张小明: «冷战及其遗产»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ꎮ



的威胁ꎬ 避免核扩散ꎬ 冷战时期ꎬ 美苏之间展开了一系列谈判ꎬ 先后签署

了多项核军控条约ꎬ 构筑了一整套国际核军控机制ꎮ 中国作为有核国家ꎬ
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ꎮ 卡特政府时期ꎬ 正值中美关系变革时期ꎬ 中美关系

的走向深刻地影响到了美国对华核军控政策ꎬ 同时也促使中国军控与裁军

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ꎮ
关于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论著颇多ꎬ 但大多集中在中美建

交进程和美台关系等领域ꎬ 探讨卡特政府对华核政策的成果不多见ꎮ① 本文

拟以美国新近公布的外交档案为依据ꎬ 评析卡特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的进

程与演变ꎬ 希冀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有益的探索ꎮ

一、 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机制的初步设想

吉米卡特 (Ｊｉｍｍｙ Ｃａｒｔｅｒ) 是一位比较重视核扩散问题的美国总统ꎬ
上台伊始ꎬ 就把防止核扩散与民主、 人权列为其外交政策的三项重点ꎮ 卡

特在就职演说中保证 “要为实现从地球上消灭核武器这一最终目标而努

力”ꎬ 并 “呼吁其他各国人民加入到我们的行列ꎬ 因为此举的成功乃意味着

生存ꎬ 而不是死亡”ꎮ②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一方面ꎬ 美国继续与苏联就限制

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ꎬ 另一方面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到非核武器国家ꎬ 他

认为 “只有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愿意对防止核扩散工作予以合作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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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学功: «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ꎬ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９２—１９８ 页ꎻ 宫力: «通向建交的艰难跋涉———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年的中国对美政策»ꎬ «党

的文献»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７—７８ 页ꎻ 王海滨、 何韵: «中美核能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ꎬ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ꎻ 第 １４３—１５５ 页ꎻ 詹欣: «美国与朝鲜核问题的历史分析»ꎬ «东

北师大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７—３１ 页ꎻ 罗伯特罗斯: «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 (１９６９—１９８９):

在谈判中合作»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ꎻ Ｂｒｅｃｋ Ｗａｌｋｅｒꎬ “ Ｆｒｉｅｎｄｓꎬ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ｌｌｉｅｓ: Ｃｙｒｕｓ

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４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５７９－５９４

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Ｊｉｍｍｙ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ꎬ １９７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ｕｃｓｂ ｅｄｕ / ꎻ

李剑鸣、 章彤编: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ꎬ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４４２ 页ꎮ



目标才能实现ꎮ”①

考虑到中美尚未建交ꎬ 在核问题上卡特政府最初的态度还是以试探为

主ꎮ 其实ꎬ 这种模式与尼克松———福特时期最初并无明显的不同ꎬ 他也强

调通过渐进的方法ꎬ 规劝与诱导ꎬ 逐渐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之

中并限制其核力量ꎬ 借以维护其霸主地位ꎮ②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卡特上台不

久在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时ꎬ 向中方透露美国打算要与苏联进

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谈判ꎬ 他强调这是一个与苏联相关的双边条约ꎬ
不过 “如果有效的话ꎬ 也许其他国家ꎬ 例如中国、 法国可以考虑加入ꎬ 但

是当下这仅仅是与苏联谈判的条约ꎮ”③ 然而卡特发现黄镇对苏联极为不信

任ꎬ 一提到苏联领导人或许真心希望维护和平和控制原子弹ꎬ 他立即进行

反驳ꎮ④ 针对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ꎬ 黄镇指出 “那仅仅是一张纸而已ꎬ
对于苏联来说根本没有用ꎬ 他们会撕毁条约”ꎬ “苏联的一个特性ꎬ 就是欺

软怕硬ꎬ 他们说一套ꎬ 做一套ꎮ 他们一边谈论裁军ꎬ 一边却制造更多的武

器ꎮ 因此我们对这种裁军不感兴趣ꎮ” 至于让中国未来加入 «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 的谈判问题ꎬ 黄镇强调了中国的一贯立场: “首先ꎬ 我们主张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ꎻ 其次ꎬ 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ꎻ 最后ꎬ 我们建议

所有国家一起讨论如何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ꎬ 而作

为第一步ꎬ 应该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ꎮ”⑤ 显然卡特只是在核

不扩散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试探ꎬ 他也不指望能够立即把中国拉入到核军

控谈判之中ꎮ
不久ꎬ 国务卿万斯 (Ｃｙｒｕｓ Ｒ Ｖａｎｃｅ) 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访问苏

联ꎮ 在访苏之前ꎬ 万斯向黄镇进行了通报ꎮ 关于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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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吉米卡特: «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ꎬ 北京: 新华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ꎬ 第

２５０—２５１ 页ꎮ

关于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ꎬ 见拙文 «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评析»ꎬ «当代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７—１１４ 页ꎮ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ꎬ １９７７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ꎬ Ｖｏｌ ＸＩＩＩ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ｐ ２２－

２３

吉米卡特: «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ꎬ 第 ２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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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的阐述与卡特并无二异ꎬ 仍是强调这是一个关于美苏之间的条约ꎬ 但

希望未来能有其他国家加入进来ꎮ 不过与卡特不同的是ꎬ 万斯还谈到了几

个具体问题ꎬ 诸如条约包括是否允许和平核爆炸、 需要何种核查机制等内

容ꎮ 中国的反应显然也在万斯的预料之中ꎬ 黄镇重申: 中国对美苏之间这

种裁军协议不感兴趣ꎬ 中国的政策是一致的ꎬ 即反对美苏核讹诈ꎬ 也不会

参加任何这样的活动ꎮ 中国认为美苏已经进行足够多的核试验ꎬ 现在不允

许其他国家进行ꎬ 是毫无道理的ꎮ 况且苏联是否接受这样一个协议ꎬ 还不

一定呢ꎮ① 果不其然ꎬ 苏联的反应极其消极ꎬ 万斯的每一项建议ꎬ 都遭到了

抵制ꎮ 关于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ꎬ 苏联只是考虑可以与美国签署一项一

年半或两年的短期协议ꎬ 如果其他国家不加入的话ꎬ 那么到时候任何一方

可以都宣布放弃条约并恢复核试验ꎮ 这与美方的最初设想大相径庭ꎬ 万斯

非常失望ꎮ 黄镇劝告万斯放弃幻想ꎬ 因为 “不断的让步就会导致这样的结

果ꎬ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 ‘养虎为患’ ”ꎮ② 这样看来ꎬ 连说服苏联就签署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进行谈判都非常困难ꎬ 更何谈说服中国了ꎮ
不过在 １９７７ 下半年卡特和万斯仍然不断地向苏联兜售 «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 这个想法ꎬ 并劝说其他有核国家加入到这个进程中来ꎮ ８ 月 ２２ 日

万斯访华ꎬ 这是卡特政府就职以来中美两国首次高级别磋商ꎬ 主要目的是

就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进行试探ꎬ 同时就双方所关心的国际问题阐述各自

的立场ꎬ 包括美苏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问题ꎮ
在核军控问题上ꎬ 万斯多少有些轻松ꎬ 因为他告诉中方 «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 的准备已取得了一些进展ꎬ 苏联和英国已经同意进行谈判ꎮ 不过他

认识到中国和法国在该问题上的不同立场ꎬ 所以强调当前只是寻求签署一

个美、 英、 苏三方的协议ꎬ 如果时机适当ꎬ 希望其他国家加入ꎮ③ 此外ꎬ 万

斯还阐述了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ꎬ 特别是有关核能问题ꎬ 由于卡特在这个

问题上的重视ꎬ 万斯还向中方透露美国 “开始修改出口政策”ꎬ 基于此ꎬ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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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在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ꎮ①

万斯的介绍ꎬ 了无新意ꎬ 更严重的是ꎬ 中方发现卡特政府对全球战略

的认知与福特政府并无明显的差异ꎮ 卡特政府仍然把美苏缓和作为外交的

重点ꎬ 加快推进停滞不前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ꎬ 因此对华关系正

常化是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的ꎬ 万斯甚至再次提出了一个已被中方否

定的 “倒联络处方案”ꎮ 对此ꎬ 中方颇为不快ꎮ 邓小平在与万斯会谈中ꎬ 不

仅对他的关系正常化方案提出了批评ꎬ 斥之为 “是一个倒退”ꎬ 而且对他的

全球战略观提出了质疑ꎮ 在核不扩散政策方面ꎬ 邓小平明确指出双方的观

点是不同的ꎮ 中方反对核扩散ꎬ 但有核国家也无权否认其他国家拥有核武

器的权利ꎮ② 在万斯访华期间ꎬ 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是其重心ꎬ 核不扩散问

题并非主要话题ꎬ 虽然双方观点各异ꎬ 但中美双方也没有在这个问题过多

的纠结ꎬ 中方甚至没有对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建议做出任何回应ꎮ 万

斯本来就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信心不足ꎬ 因此对核不扩散问题有所突破

也没有报更多的幻想ꎮ
实际上ꎬ 美国在推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上遇到的困难ꎬ 不仅仅

表现在苏联方面ꎬ 也有其国内的阻碍ꎮ 一些军方领导人和能源部的官员们

极力反对签署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ꎬ 他们认为只是为了检验现有军备的

触发器是否有效和可靠ꎬ 就需要进行一些低级别的试验ꎮ 此外ꎬ 在核查问

题上ꎬ 为了检测协议是否遭到违反ꎬ 到底需要安装多少探测装置ꎬ 美国、
苏联、 英国三国也持不同意见ꎮ 苏联坚持三国应一视同仁ꎬ 而英国则以国

家幅员狭小为借口ꎬ 反对安放那么多且昂贵的装置ꎮ③ 因此ꎬ 卡特政府不得

不把推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放在第一位ꎬ 其次才是签订一个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ꎮ
由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迟迟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ꎬ 而签署

一个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更是遥遥无期了ꎮ 原想利用这个条约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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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入到核军控机制的这条路短期内看来难以奏效ꎮ

二、 中美核军控对话的正式确立

从 １９７８ 年始ꎬ 美国和中国都意识到苏联的威胁正在逐步地扩大ꎮ 苏联

乘美国热衷于搞缓和之际ꎬ 在第三世界大力进行扩张ꎬ 威胁到了美国的利

益ꎬ 更让美国人担忧的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展缓慢ꎻ 而中国的

安全环境更是日益恶化ꎬ 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囤积大量兵力ꎬ 而且不遗余

力地全力支持越南反华ꎮ
为遏制苏联的扩张趋势ꎬ 与万斯在对华问题上有分歧的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布热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 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实现

中美关系正常化ꎮ① 拉拢中国的一个方式就是逐步放宽对华技术转让ꎬ 包括

潜在的核能合作问题ꎮ 实际上早在尼克松—福特时期ꎬ 美国为加强美中战

略关系ꎬ 曾考虑与中国签署一个民用原子能合作协议ꎮ② 一方面可以与中国

建立某种安全关系对抗苏联ꎬ 另一方面则利用核能合作把中国纳入到核不

扩散机制上来ꎬ 但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不前ꎬ 这种合作并未建立

起来ꎮ
美苏关系的紧张为中美核能合作提供了契机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总统科

学顾问普雷斯 (Ｆｒａｎｋ Ｐｒｅｓｓ) 致函卡特ꎬ 建议应该尽快对华进行一系列科学

技术交流ꎬ 包括能源、 太空应用、 高能物理 (加速器) 等领域ꎮ③ ２ 月初ꎬ
尽管仍然遭到万斯的反对ꎬ 但是在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 (Ｈａｒｏｌｄ
Ｂｒｏｗｎ) 的积极推动下ꎬ 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构ꎬ 负责处理促进中美

两国科学届的往来和敦促放宽向中国转让敏感的军事技术等问题ꎮ 有关能

源ꎬ 包括核能合作的问题再次被提及出来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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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下半年ꎬ 美国先后派出两个重要代表团访华ꎬ 均涉及到了核能

合作的问题ꎮ 首先ꎬ ７ 月 ６ 日至 １０ 日ꎬ 普雷斯率领一个由 １５ 人组成的代表

团访问了中国ꎬ 这是当时美国政府派往国外的阵容最强大的一个科技代表

团ꎮ 代表团与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就科技交流举行了一系列会谈ꎬ 探讨

了两国在农业、 医药、 生物科学、 能源、 气象学、 海洋学、 勘探自然资源

及空间科学等方面进行合作可能性问题ꎮ① 其次ꎬ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１１ 月 ５ 日ꎬ
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率领代表团访华ꎬ 他共带领五

个技术小组分别就煤炭、 水力发电、 可再生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高能

物理、 核物理和磁约束聚变等问题与中方进行了会谈ꎮ 在高能物理、 核物

理和磁约束聚变领域ꎬ 美国就扩大科技人员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探讨ꎻ 在核

能方面ꎬ 代表团在得知中国正在打算从其他国家购买反应堆的情况下ꎬ 决

定利用这一良机加强合作ꎮ②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核物理研究还是核能开

发ꎬ 美国都尽最大可能避免军事技术的卷入ꎬ 在核问题上ꎬ 努力保持民用

技术色彩ꎮ 此外他们发现虽然中国渴望核能合作ꎬ 但却拒绝接受安全保障

协议ꎬ 而在中美尚未建交以及中国在实质性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之前ꎬ
要求中国签订这种军控协议几乎不太可能ꎮ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中美建交为中美进行实质性的核军控对话提供了条

件ꎮ １ 月末邓小平访问美国ꎬ 卡特利用这个机会劝说中方放弃大气层核试

验ꎮ 卡特主要从中国的大气层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核尘埃对人类影响的

角度ꎬ 建议中方全部转向地下核试验ꎮ 对此ꎬ 邓小平仍然坚持了中方的立

场ꎬ 强调 “苏联和美国进行了很多次大气层核试验ꎬ 而我们进行核试验的

数量是非常有限的”ꎬ 因此中国 “当前不能承担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义

务ꎮ”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ꎬ 为加强中美合作ꎬ 卡特提出可推荐普雷斯就技

术上的问题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磋商ꎬ 邓小平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ꎮ 这是

中美高层首次就中国核试验的方式进行对话ꎬ 从表面上来看ꎬ 美国打出环

保牌ꎬ 敦促中国放弃大气层核试验ꎬ 但从深层次来说ꎬ 美国仍旧试图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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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拉入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ꎬ 进而整个国际核不扩散机制ꎮ①

不过令卡特没有想到的是ꎬ 普雷斯从更专业化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保留

意见ꎮ 他认为美国可以提供一些具有不保密性质的土壤力学和挖掘技术给

中国ꎬ 也可以提供中国大量美国已与苏联分享的和平核试验的情报ꎬ 包括

弹坑构造与坍塌、 避免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层等数据ꎮ 但是他认为美国即

使与中国分享不保密的情报ꎬ 也会涉及严重的法律和政治问题ꎮ 首先ꎬ 会

遭致国会的反对ꎮ 由于美国过去只给过两个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和法国提供

过这种帮助ꎬ 但英国现在试图把合作扩展到核武器发展阶段ꎬ 包括核材料

分享、 武器设计信息交流和为英国在内华达核试验基地进行地下核试验ꎬ
显然已受到国会的反对ꎮ 而国会肯定对与中国分享信息要远比英法敏感得

多ꎬ 因此这种合作是否能够得到国会的同意前景暗淡ꎻ 其次ꎬ 是苏联的因

素ꎮ 由于这种合作势必会导致苏联提高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警觉ꎬ 这肯定

会破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前景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ꎮ 即使美国

向苏联解释ꎬ 这种合作在范围上是非常有限的ꎬ 目的仅仅是加速中国放弃

大气层试验ꎬ 也可能不会减轻苏联的担忧ꎻ 最后ꎬ 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本身带来的问题ꎮ 由于条约不仅禁止核试验ꎬ 也禁止提供给其他国家相关

核试验的帮助ꎬ 这肯定会给未来谈判带来不利影响ꎮ 因此ꎬ 普雷斯建议卡

特在未来几个月里推迟进一步的行动ꎬ 直至美苏峰会和国会讨论限制战略

武器谈判之后ꎮ 如果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就这一问题寻求帮助ꎬ 美国必须非

常谨慎地采取一个适度的合作计划ꎬ 可帮助中国获得石油和矿产开采的钻

头设备ꎬ 以及限制性地提供不保密的和平核爆炸相关情报ꎮ② 当前尚无中方

档案证实在邓小平访美之后ꎬ 是否立即在核试验问题上寻求美国的帮助ꎬ
但从美方档案来看ꎬ 此后在一段时间内ꎬ 美国不再提出核试验技术援助的

问题ꎬ 直到国防部长布朗访华ꎬ 看得出卡特也觉得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基

本采纳了普雷斯的建议ꎮ
然而随着苏联扩张有增无减ꎬ 美国决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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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１９ 日卡特同意国防部长布朗访华ꎬ 在议题准备之中ꎬ 除美苏军事态势

以外ꎬ 核军控问题被列为计划探讨的话题之一ꎬ 因此布朗建议美国军控与

裁军署署长乔治塞格尼奥斯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ｉｇｎｉｏｕｓ) 随行ꎮ① 此外ꎬ 以国家安

全事务副助理戴维阿隆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协调会ꎬ
邀请国务院、 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参加ꎬ 讨论布朗访华问题ꎬ
会议一致同意在布朗访华前可向中方表明美国将与中国讨论各种军控问题

并鼓励中国进行地下核试验ꎮ 不过他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能提供

援助帮助中国完善其核能力ꎬ 同时要求中情局查明中国是否卷入了巴基斯

坦核计划问题ꎮ② 显然协调会的立场要远比普雷斯强硬得多ꎮ
即便如此ꎬ 一向重视美苏关系的万斯再次对中美核军控对话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ꎮ 首先ꎬ 他认为美中关系所暗含的安全合作足以构成遏制苏联冒

险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可是真的发展却不一定能使苏联收敛其行为ꎬ 反而会

把它逼急了ꎬ 铤而走险ꎮ 因此他反对把任何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出口转让

给中国ꎮ 其次ꎬ 他认为对华出售装备和技术帮助中国进行地下核试验并不

符合美国的利益ꎮ 它可能会被苏联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视为与中国建立核

关系的开始ꎬ 这也与美国进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谈判的努力相违背ꎮ
第三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他认为中国将面会临日益增长的外交和世界舆论

压力阻止他们进行大气层核试验ꎮ 因此当中国考虑在世界扮演一个新的角

色时ꎬ 他们会自动地把兴趣转向地下核试验ꎬ 例如法国就是这种情况ꎮ③ 针

对万斯的看法ꎬ 布朗进行了反驳ꎮ 他认为ꎬ 当前虽然美国并不主张向中国

出售武器ꎬ 但是不能把话说死ꎬ 重要的是美国应该用具体的行动表示ꎬ 美

国的目的在于争取一个强大、 安全而友好的中国ꎮ 因此他认为推动中国进

行地下核试验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ꎮ 与万斯不同的是ꎬ 他不反对向中国提

供一些侦测检查的方法ꎬ 无论机密与否ꎬ 一些不保密的有关能够促进尽早

停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地下核试验的钻孔技术的信息ꎬ 布朗也表示支持ꎮ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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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布朗知道中国寻求帮助的原因不太可能仅仅局限在如何避免大气层核试

验所产生的环境问题ꎮ 因此ꎬ 他认为这些合作必须是公开的ꎬ 以免引起苏

联、 美国的盟国以及众多潜在的 “核扩散国” 的猜忌与误解ꎮ①

就在万斯与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就美中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对华技术转让

等问题仍旧争论不休的时候ꎬ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苏联入侵阿富汗ꎬ 万斯那

种以美苏缓和为前提的战略框架遭到了严重的质疑ꎬ 布朗与布热津斯基的

观点逐渐占了上风ꎮ 布朗在阐述访华目标时ꎬ 把军控对话作为其主要议题

之一ꎮ 除了向中方阐述卡特政府的军控政策以外ꎬ 他还要劝说中国领导人

在国际军控问题上中国应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ꎮ 具体手段包括: (１) 为在

国际危机期间两国政府之间提供迅速、 机密的交换信息ꎬ 在中美之间应建

立一个特殊的通讯设施ꎬ 如 “热线”ꎻ (２) 敦促中国尽早转向地下核试验ꎬ
并表明可以提供给他们关于地下核试验的一些公开的数据的意愿 (但不是

诊断材料或及技术的限制信息)ꎻ (３) 试探中国加入多边军控谈判的意愿ꎬ
如海床条约、 外太空条约等ꎻ (４) 建议中国尽早表达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ꎬ ＣＣＤ) 的意愿等ꎮ②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１３ 日ꎬ 布朗访华ꎬ 这是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长

第一次访问中国ꎮ 布朗重申美方立场: “一个安全、 强大、 和平和友好的中

国与美国利害攸关”ꎮ 针对苏军入侵阿富汗ꎬ 他强调 “假如他们对美中两国

的共同利益进行威胁ꎬ 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以相互补充的行动作出回

答ꎮ”③ 显然美国把中国的安全与美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ꎬ 提升了中美安全

合作的高度ꎮ 除了布朗与中方领导人进行高层会谈以外ꎬ 具体的中美安全

讨论主要分为三个小组: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蒂

尼恩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ｉｎｎｅｅｎ) 讨论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 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和塞格尼奥斯讨论军控问题、 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和美国国防部长助

理马基弗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Ｇｉｆｆｅｒｔ) 讨论军事接触问题ꎮ
关于核军控问题ꎬ 中美高层最初的接触都是小心翼翼的ꎮ 首先ꎬ 塞格

８９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②

③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１９７９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ꎬ Ｖｏｌ ＸＩＩＩ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ｐ １０１７－１０２０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９ꎬ １９７９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ꎬ Ｖｏｌ ＸＩＩＩ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ｐ １０２５－１０２９

Ｓｐｅｅｃ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ｒｏｗ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ꎬ １９８０ꎬ ＤＮＳＡ ＣＨ ００４８６



尼奥斯肯定中国 “两超率先”① 的裁军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ꎬ 但却强调这是

不够的ꎮ 他辩解美国在 １９７７ 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裁军提案ꎬ 但遭到了苏联的

拒绝ꎮ 他把责任推到了苏联一方ꎬ 并建议所有国家ꎬ 不分大小ꎬ 都要加入

进来劝说苏联裁军ꎮ 其次ꎬ 他对中国加入裁军委员会的举措表示赞赏ꎬ 认

为这会给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ꎮ 因为作为自力更生的国家ꎬ 中国的观点一

定会得到高度的尊重ꎬ 例如ꎬ 中国可以重申支持无核区的原则ꎬ 中国也可

以参加外层空间条约和海床条约ꎮ 第三ꎬ 他提出中美建立 “热线” 的重要

性ꎬ 特别在危机时刻ꎬ 例如核事故、 突发事件或者涉及苏联的一些事件ꎬ
需要这种快速的通讯渠道ꎮ 对于塞格尼奥斯的这些提议ꎬ 章文晋在坚持中

方原有立场的基础上不失灵活ꎬ 他认为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大的

武库ꎬ 其主要的危险也来自于两个超级大国ꎬ 然而当前苏联是扩张主义者ꎬ
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ꎮ 尽管美国拥有庞大的武库ꎬ 但很难独自面

对苏联ꎬ 因此中国和美国必须联手合作ꎮ 在军控问题上ꎬ 中国会保持原有

的立场ꎬ 但也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中国打算

向更多的国家学习ꎬ 尤其是美国ꎮ② 这是中美两国高层在核军控问题上的第

一次对话ꎬ 美国在热线、 地下核试验的技术转让以及多边军控协议方面并

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ꎬ 中国仍然不希望完全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ꎮ 不过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问题上ꎬ 中国的态度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ꎬ 中国准备

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ꎬ 这也成为中国迈向国际核军控机制的重要的

一步ꎮ 后来布朗总结道: “中国倾听要远比说的多ꎬ 但是他们承认一些军控

手段和加强国家安全是相互关联的ꎬ 并愿意继续保持这种对话ꎮ”③

布朗访华后ꎬ 中国在核军控问题上取得了进一步进展ꎮ ２ 月 ５ 日ꎬ 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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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发言ꎮ 他指出: “国际军备现状的一

个主要特点是ꎬ 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军备ꎬ 它们的军事实力

大大超过任何其他国家ꎮ 它们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策源地ꎮ 因此ꎬ
为了防止世界战争ꎬ 有必要要求两个超级大国率先采取行动ꎬ 均衡地、 大

规模地裁减军备ꎮ 在它们的军备确已切实地、 大规模地而不是敷衍地、 徒

有虚名地裁减以后ꎬ 才谈得上让其他核国家和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同

它们一道按照合理的程序和比例进一步裁军ꎮ” 至于裁军方式ꎬ 章文晋提出

了局部裁军的建议ꎮ “局部裁军措施可以是对某种类型武器的禁止和裁

军———例如ꎬ 核武器、 常规武器、 化学和生物武器ꎬ 或其他某种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ꎮ 局部裁军措施也可以指某种地区性安排ꎬ 例如建立各种和平区

或无核区ꎮ 局部裁军还可以是一些其他的专门措施ꎬ 例如ꎬ 保证无核国家

安全、 撤退外国军队、 撤销外国军事基地ꎬ 研究和传布裁军和扩军的真实

情况等等ꎮ” 针对核扩散问题ꎬ 他指出中国反对大国核垄断ꎬ 但这并不意味

着 “我们主张或鼓励扩散核武器ꎮ”①

美国对中国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非常满意ꎬ 认为 “章文晋第一

次出席裁军委员会并发表演说ꎬ 标志着中国拒绝参与国际军控机制时代的

结束ꎮ” 为进一步促使中国在核军控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ꎬ ３ 月 １８ 日美

国新任军控与裁军署署长拉尔夫厄尔 (Ｒａｌｐｈ Ｅａｒｌｅ) 与章文晋会谈时除了

再次对中国加入裁军谈判委员会表示欢迎以外ꎬ 强调美国正在限制战略武

器谈判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进行努力ꎬ 希望与中国就有效地提高军控问

题寻找一个利益的共同点ꎮ 实际上也就是劝说中国就核军控在更广泛的领

域中与美国合作ꎮ 对于厄尔建议ꎬ 章文晋坦言除了过去已知的几个具体的

问题以外ꎬ 中国当前对军控问题并没有过多的关注ꎮ 不过他同意建立常规

的军控对话机制ꎬ 作为中美政治对话的一部分ꎮ 针对热线问题ꎬ 章文晋再

次持否定态度ꎬ 强调 “当前中方感觉没有必要”ꎬ 但同意 “随着世界局势的

快速变化ꎬ 也许将来会加以考虑”ꎮ② 此次对话是 １ 月份中美核军控对话的

延续ꎬ 此后中美之间在核军控问题上的合作日渐频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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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论

针对一个拥有初级核力量的中国来说ꎬ 如何把它拉入到国际核军控机

制上来ꎬ 对于卡特政府来说ꎬ 仍旧是一个难题ꎮ 卡特上台伊始ꎬ 其外交仍

把美苏缓和作为外交的重点ꎬ 加快推进停滞不前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

谈判ꎬ 因此对华核军控政策是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的ꎮ 卡特政府最初

设想利用与苏联进行谈判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为契机ꎬ 规劝和引导

中国ꎬ 把其纳入到国际核军控机制中来ꎮ 由于苏联反应冷淡ꎬ 美国内部及

其盟友也颇多质疑ꎬ 因此美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

器谈判ꎬ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谈判暂时被束之高阁ꎮ
就个人而言ꎬ 尽管卡特一直试图平衡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关系ꎮ 但是随着苏联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ꎬ 美国对外战

略发生了悄然的变化ꎬ 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逐渐占据了上风ꎬ 其高潮

即是中美建交ꎮ 如果说过去美国为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机制之中提出

了各种各样的方案ꎬ 有隔靴搔痒之嫌的话ꎬ 那么中美建交却为中美核军控

对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ꎮ 此后美国政府ꎬ 上至总统ꎬ 下至国防部长、
军控与裁军署署长轮番上阵ꎬ 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ꎬ 既有如中美热

线建立的老命题ꎬ 又有敦促中国尽早转向地下核试验而不惜提供一些技术

性的援助为诱饵的新话题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无论是布热津斯基、 布朗还是

万斯ꎬ 在对待核技术问题上并无明显的不同ꎬ 他们都主张保持这些技术的

民用色彩ꎬ 避免增强中方的军事实力ꎮ 这基本符合了美国的对华战略构想ꎬ
既把游离于国际核军控体制之外的中国拉入其中ꎬ 又限制并监督了中国核

力量的发展ꎮ
而对于中国来说ꎬ 随着 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开放ꎬ 中国的核军控政策也做出

了重要的调整ꎬ 以完全以我为中心向国际惯例靠拢ꎬ 从抵制迈向合作ꎮ 中

美建交不久ꎬ 中国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ꎬ 这是中国迈向国际核军

控机制的重要的一步ꎬ 此后中国在国际军控与裁军方面越来越扮演重要的

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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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造” 与中东秩序的重塑
———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新论∗

闫　 伟∗∗

　 　 摘　 要　 “９１１” 事件后ꎬ “新保守主义” 塑造了小布什政府的中东

政策ꎮ 藉此ꎬ 美国以 “先发制人” 的手段ꎬ 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

战争ꎬ 推翻了中东地区两大反美政权ꎮ 在此基础上ꎬ 美国提出了所谓的

“大中东计划”ꎮ 一方面ꎬ 美国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基础ꎬ 重建阿富汗与伊

拉克的政权ꎮ 另一方面则在中东其他国家甚至是亲美国家大肆输出民主ꎮ
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通过民主改造中东ꎬ 以便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土

壤ꎬ 颠覆中东反美国家ꎬ 化解巴以冲突ꎬ 从而构建中东地区的新秩序以及

亲美的政治氛围ꎮ 回望历史ꎬ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尽管以失败告终ꎬ 但却对

中东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它客观上削弱了中东国家的统治ꎬ 并成为当

前中东局势动荡的重要诱因ꎮ
关键词　 乔治沃克布什　 “大中东计划” 　 “阿拉伯之春”

２０１０ 年末以来ꎬ 中东地区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ꎬ 突尼斯、 利比亚、
埃及、 也门等国的政权纷纷垮台ꎬ 叙利亚更是陷入血腥的内战ꎮ 国内外学

界已从中东国家的威权统治、 社会经济问题ꎬ 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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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１５ＺＤＡ０３３)ꎻ 陕西省教育厅重点

研究基地项目 “现代阿富汗政治发展研究” (１５ＪＺ０７８) 的阶段性成果ꎮ

闫伟ꎬ 历史学博士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ꎮ 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中东部落

社会史、 阿富汗问题ꎮ



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ꎮ① 然而却忽视了 ２０ 世纪初中东政策深远

的影响ꎮ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ꎬ 美国不仅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推翻中东的一些反美政权ꎬ 更重要的是通过输出民主的方式ꎬ 扶植中东国

家的公民社会及政治反对派ꎬ 向中东各国施压ꎬ 从而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

改造ꎬ 重塑中东地区的秩序ꎮ 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当时ꎬ
埃及、 叙利亚、 利比亚、 也门等国的政治反对派纷纷崛起ꎬ 要求政治变革ꎮ
沙特、 科威特、 巴林等国也被迫进行一些政治改革ꎮ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削

弱了中东国家的统治ꎬ 扰乱了中东固有的政治秩序ꎬ 客观上成为当前中东

局势动荡的重要诱因ꎮ

一、 “９１１” 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

布什执政期间ꎬ 其外交政策被冠之以 “布什主义” (Ｂｕｓｈ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其

思想基础则是美国的 “新保守主义”ꎮ “新保守主义” 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末ꎬ 它反对当时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政策ꎬ 要求美国政府应当更加强硬的

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ꎮ 在里根执政时期ꎬ 新保守主义者纷纷加入美国政府ꎬ
将其外交思想转化为实践形成了所谓的 “里根主义”ꎬ 并成功地遏制了苏

联ꎮ 在经历了 ９０ 年代初的蛰伏之后ꎬ ９０ 年代末ꎬ “新保守主义” 卷土重来ꎬ
在美国的政界的影响迅速扩大ꎮ 总的来看ꎬ “新保守主义” 维护美国传统的

自由主义ꎬ 具有 “美国例外论” 的宗教理想主义因素ꎬ 即 “相信上帝选择

了美国来担负特殊的使命”②ꎬ 因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性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共和党的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ꎬ 副总统切尼、 国防部长拉姆

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皆为信奉 “新保守主义”ꎮ 而国务卿鲍

威尔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ꎮ 因此ꎬ 在布什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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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ꎬ 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明确ꎮ 但是ꎬ “９１１” 事件的发生迅速使 “新
保守主义” 占据了上风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ꎬ 以及随后美国

政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 中ꎬ 明确提出了单边主义、 先发制人、 防御

性战争的外交政策纲领ꎬ 从而确立了美国的新中东政策ꎮ 在此基础上ꎬ 布

什政府对克林顿时期的中东政策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ꎮ
第一ꎬ 美国政府改变了克林顿时期对伊拉克和伊朗 “双重遏制” 的外

交政策ꎬ 而转向推翻所谓的 “邪恶轴心”ꎬ 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ꎮ 冷战结束

后ꎬ 美国政府将伊拉克、 伊朗、 利比亚、 朝鲜等国列为 “无赖国家”①ꎬ 认

为这些国家是自由世界的威胁ꎬ 对这些国家进行遏制ꎮ 克林顿时期ꎬ 美国

对于伊朗和伊拉克采取所谓的 “区别遏制”ꎬ 主要是指对伊拉克和伊朗区别

对待ꎬ 对前者采取非常严厉的制裁ꎬ 对后者则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 的政

策ꎬ 灵活的平衡对伊朗的遏制与对话ꎮ 然而ꎬ “９１１” 之后ꎬ 美国对两伊

的政策发生了改变ꎮ 根据美国提出的防御性战争的原则ꎬ 美国可以对潜在

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ꎮ 美国使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ꎬ 对伊

朗则放弃了非常灵活的遏制措施ꎬ 转而加强对伊朗的遏制ꎬ 特别是当伊朗

核危机发生后更是如此ꎮ
第二ꎬ 布什政府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侧重点ꎮ 长期以

来ꎬ 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问题核心ꎮ 布什认为克林顿时期的对巴以和平进

程的投入太多ꎬ 但却一无所得ꎮ② 因此ꎬ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超脱的政

策ꎬ 这事实上是对以色列的纵容ꎮ “９１１” 之后ꎬ 反恐与对中东地区的民

主改造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心所在ꎮ 尽管美国也提出了 “中东和平路线

图” 计划ꎬ 但是ꎬ 巴以问题只是 “大中东计划” 的一部分ꎮ 正如 ２００２ 年美

国 «国家安全战略» 所说ꎬ 如果巴勒斯坦实现民主和拒绝恐怖主义ꎬ 美国

将支持巴勒斯坦建国ꎮ③ 因此ꎬ 在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中ꎬ 巴以问题的地位

相对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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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美国疏远了其在中东的盟友ꎮ 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一直是美国中

东政策的重要支柱ꎮ 但是ꎬ “９１１” 之后ꎬ 由于参与劫机的 １９ 名恐怖分子

中有 １５ 名来自沙特ꎬ “基地组织” 首脑本拉登也是沙特人ꎮ 因此ꎬ 美国

与沙特的关系急转直下ꎮ 此后ꎬ 美国又不顾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反对ꎬ 发

动了伊拉克战争ꎮ 同时ꎬ 美国与土耳其也就伊拉克战争北部战线的问题和

库尔德工人党的问题争执不断ꎮ① ２００４ 年ꎬ 美国提出 “大中东计划”ꎬ 向阿

拉伯国家施压ꎬ 要求其进行民主改革ꎬ 放松对国家的控制ꎮ 这已危及温和

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ꎬ 后者强烈反对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ꎬ 美阿关系因此

大受影响ꎮ
总的来看ꎬ 反恐和对中东国家的民主改造是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ꎮ

而布什政府企图通过对中东的民主改造一劳永逸的解决中东的恐怖主义对

其国家安全的威胁ꎬ 以及其他中东问题ꎮ 正如布什所说ꎬ 消除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途径就是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化ꎮ② 这反映了美国的 “民主和平论”ꎮ
由此可见ꎬ 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逻辑起点是中东国家的专制ꎬ 而其他问题

都是由此引发ꎮ 因此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更具有整体性ꎮ 事实上ꎬ 政治制

度与恐怖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ꎮ 基于此ꎬ 布什中东政策的实施势必问题

丛生ꎮ

二、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

在近现代的中东历史上ꎬ 战争成为交往的重要形式ꎮ③ 在中东地区ꎬ 冲

突与战争具有连续性ꎬ 即频繁发生于地缘板块的断层线上ꎮ 由此形成了中

东地区冲突频发的三大区域: 巴勒斯坦、 海湾地区和阿富汗ꎮ 在这些地区ꎬ
战争并未解决业已存在的矛盾ꎬ 而只是矛盾的集中爆发ꎬ 并为下一场冲突

积蓄力量ꎮ “９１１” 事件无疑再次引爆了中东地区的各种矛盾ꎬ 并且与美

国的 “新保守主义” 产生互动ꎬ 因而引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ꎮ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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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ꎬ 这两场战争只是阿富汗问题和海湾战争的新发展ꎮ
“９１１” 事件发生后ꎬ 美国很快就锁定基地组织是恐怖袭击的主谋ꎮ ９

月 １４ 日ꎬ 美国政府要求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和关闭基地组织训练营ꎮ① 但

塔利班拒绝了美国的要求ꎬ 表示将本拉登交给美国是对伊斯兰教的背

叛ꎮ② 与此同时ꎬ 美国加紧准备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ꎮ 美国向沙特和阿联

酋施压ꎬ 使其与塔利班断交ꎮ 巴基斯坦试图调解ꎬ 但无功而返ꎮ③ 西方国

家、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表示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ꎮ 美国还向阿富汗派遣特

工ꎬ 向 “北方联盟” 提供资金ꎬ 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ꎬ 授权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ꎮ 另一方面ꎬ
美国加紧进行军事部署ꎬ 为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做准备ꎮ ９ 月底ꎬ 美军为此

已部署了 ４ 个航母战斗群ꎬ ７００ 多架战机ꎬ 以及 １８ 万的军队ꎮ④ 而塔利班只

有 ４—５ 万的军队ꎬ 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悬殊ꎮ⑤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塔利班拒绝了美国的最后通牒ꎬ 布什在电视讲话中

宣布美国发动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ꎮ⑥ 美国政府将这一军事

行动称为 “持久自由行动”ꎮ 军事打击之初ꎬ 美、 英军舰发射了 ５０ 枚巡航

导弹ꎬ ４０ 架轰炸机从航母和其他空军基地上起飞对喀布尔、 贾拉拉巴德、
坎大哈、 赫拉特等城市的防空设施、 电视台、 电台、 雷达、 飞机场等进行

空中打击ꎮ 空袭一周后ꎬ 塔利班已无法对美、 英的空军构成威胁ꎮ 美国开

始对阿富汗的军事目标进行密集轰炸ꎬ 为 “北方联盟” 向这些地区的推进

扫清道路ꎮ １１ 月 ９ 日ꎬ 在美国特种部队的协助下ꎬ “北方联盟” 攻占阿富汗

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ꎬ 塔利班政权迅速崩溃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北方联盟”
兵不血刃地占领喀布尔ꎮ １２ 月 ７ 日ꎬ 塔利班领袖奥马尔撤离坎大哈ꎮ 至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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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已丧失了对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ꎬ 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ꎮ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在中东地区发动的第一场战争ꎮ 塔

利班政权的迅速倒台与美国的巨大军事优势直接相关ꎮ 在阿富汗战争中ꎬ
美国使用重达 １ ５ 万磅的 “炸弹之母” ＢＬＵ－８２ 型炸弹ꎬ 可以摧毁方圆 ５００
多米的有生力量ꎮ 这种武器在攻占马扎里沙里夫时收到奇效ꎮ 同时ꎬ 美国

具有先进的军事指挥系统ꎮ 美国一位军事专家称ꎬ 从骑在马背上的美国情

报人员发现目标到完成空中打击只用 １９ 分钟!① 阿富汗战争可谓是 “骑在

马背上的现代战争”②ꎮ 而且美国还利用了阿富汗族群间的矛盾ꎬ 在并未投

入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下ꎬ③ 通过支持北方联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ꎮ 但

是ꎬ 在美国取得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同时ꎬ 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ꎮ 战争

造成了大量的阿富汗平民伤亡ꎮ 据粗略统计ꎬ 阿富汗战争导致约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人死亡ꎬ ３ 万人受伤ꎮ④ 这使美国所谓的只针对军事目标进行外科手

术式的空袭成为呓语ꎮ 而且战争也引爆了阿富汗国内的民族矛盾ꎮ 阿富汗

战争后ꎬ 塔吉克族、 乌孜别克族等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在北方掌权ꎬ 一些地

区的普什图族遭到迫害ꎬ 开始向其他地区和国家逃难ꎮ 据联合国统计ꎬ 在

阿富汗北部地区ꎬ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有 ２００００ 名普什图人逃往其他地区ꎮ⑤ “北方

联盟” 还屠杀大量的塔利班战俘ꎮ 据目击者称ꎬ “北方联盟” 一次就屠杀了

３０００ 名战俘ꎬ 美国士兵也涉嫌参与此事ꎮ⑥ 伊斯兰世界强烈谴责美国空袭造

成的平民伤亡和 “北方联盟” 对塔利班战俘的报复性屠杀ꎮ⑦ 重建一个国家

远比推翻一个反美政权要困难ꎬ 塔利班政权的倒台并不是美国噩梦的结束ꎬ
而仅仅是开始ꎮ

“９１１” 事件发生后ꎬ 美国政府一度怀疑伊拉克也参与恐怖袭击ꎮ⑧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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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 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并未发现伊拉克卷入 “９１１” 事件ꎮ 然而ꎬ 美国国

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主张不仅要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ꎬ 而且也要对

“真主党” 和伊拉克等反美力量动手ꎮ① 布什认为对待伊拉克不应操之过急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随着阿富汗战争进入尾声ꎬ 布什指示国防部拟定对伊拉克的

作战方案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制定了打击伊拉克的军

事计划ꎬ 即 ＯＰＬＡＮ １３０Ｖ 计划ꎮ 与阿富汗战争不同ꎬ 该计划要求空袭和地面

部队同时推进ꎮ 这一计划成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军事计划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政府也开始在国内外为此进行造势ꎮ 美国政府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ꎬ 特别是其与基地组织有染ꎬ 并将对伊拉克的军

事行动形容为继阿富汗战争之后的第二场反恐战争ꎮ 布什在一次讲话中表

示ꎬ “长期以来ꎬ 萨达姆与恐怖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ꎮ 从 ９０ 年代初至今ꎬ
伊拉克高级情报人员与基地组织至少进行了 ８ 次联系ꎮ 伊拉克向基地组织派

遣制造炸弹的专家ꎬ 以及提供使用生化武器的训练ꎮ②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小布什在联合国表示ꎬ “我们的原则受到 ‘无赖国家’ 的威胁ꎬ 如果安理会

不处理的话ꎬ 美国及其盟友将代劳”ꎮ③

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截然相反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美

国国会授权布什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ꎮ 美国大部分民众也支持这一决议ꎮ
根据 «纽约时报» 进行的民意调查ꎬ 有 ６７％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拉克动

武ꎮ④ 然而ꎬ 在国际社会上ꎬ 大多数国家对此持反对态度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在俄罗斯、 法国和中国的提议下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１４４１ 号决议ꎬ
要求伊拉克恢复联合国对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ꎬ 否则伊拉克将面临

严重的后果ꎮ 迫于压力ꎬ 伊拉克政府同意该决议ꎮ 中国、 俄罗斯、 法国、
德国和阿拉伯国家认为这已足够ꎬ 反对对伊拉克动武ꎮ 据粗略统计ꎬ ７１％的

德国人、 ６８％的俄罗斯人、 ６７％的法国人ꎬ ８７％的埃及人对于美国的行为感

到不满ꎮ⑤ 而且根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联合国核查小组组长布里克斯的报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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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已同意销毁导弹ꎮ 但是ꎬ 美国还是逆势而动ꎬ 绕过联合国ꎬ 联合英

国和西班牙等国决定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美国向伊拉克下达了要求萨达姆在 ４８ 小时内下台

的最后通牒ꎮ 萨达姆回绝后ꎬ ２０ 日ꎬ 美国发动 “自由伊拉克行动”ꎬ 拉开了

伊拉克战争的序幕ꎮ 战争的第一阶段为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３０ 日ꎬ 联军展开了对萨

达姆及高级官员的 “斩首” 行动ꎬ 针对伊首脑机关、 指挥通讯系统和媒体

的 “震慑” 行动及意在切断萨达姆与军队联系的 “切断蛇头” 行动ꎮ 与此

同时ꎬ 大约 １０ 万名联军开始发动地面进攻ꎮ① 第二阶段为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４ 月

５ 日ꎬ 主要是打击包括共和国卫队在内的伊重要目标ꎬ 支援巴格达地面作

战ꎮ 第三阶段为 ４ 月 ５ 日至 ５ 月 １ 日ꎬ 对南、 北部城市进行空袭ꎬ 打击伊军

残余力量ꎮ 在南部ꎬ 联军在一些城市与伊军展开激战ꎬ 如巴士拉、 纳西里

耶、 库特等地ꎬ 但总的进展顺利ꎮ ４ 月 ３ 日ꎬ 联军进攻巴格达ꎬ 于 １２ 日完

全占领该城ꎮ 在北部ꎬ 联军在库尔德武装的配合下ꎬ 也顺利地占领基尔库

克、 提克里特等地ꎮ ５ 月 １ 日ꎬ 布什在 “林肯” 号航空母舰上宣布了伊拉克

战争主要军事行动结束ꎮ②

美国仅仅用了 ２６ 天ꎬ 伤亡 １２９ 人就推翻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ꎬ 而且与

１９９１ 年的海湾战争相比ꎬ 美国只花费了前者的四分之一 (２００ 亿美元)ꎮ③

这确实令人大跌眼镜ꎬ 究其原因ꎬ 除美国的军事优势ꎬ 以及长时间的制裁

之外ꎬ 伊拉克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矛盾ꎮ 在伊拉克ꎬ 民众存在着家族、 部

落、 地域、 族群、 教派等多种认同ꎮ 而这些认同都对国家认同起着消解的

作用ꎮ 复兴党在其执政之初ꎬ 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ꎮ 但是ꎬ 在海湾战

争后ꎬ 复兴党成为 “萨达姆党”④ꎬ 忠于萨达姆家族ꎬ 更加依靠提克里特地

区的政治精英ꎮ 因此ꎬ 复兴党政权的稳定是建立在压制或平衡其他各种认

同的基础上ꎮ 而美国的入侵正是作为一股外力打破了这种平衡ꎬ 从而使复

兴党政权迅速瓦解ꎮ 这一点与阿富汗战争有着很大的不同ꎮ 因此ꎬ 美国在

军事上的迅速胜利之因ꎬ 反而是伊拉克在政治上重建的难题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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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 之后ꎬ 美国在中东发动的两场战争不仅仅是对恐怖袭击的回

应ꎬ 它还是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具体实践ꎮ 这两场战争既有不同点也相互

关联ꎮ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使其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ꎬ 而且对阿富

汗的重建忽视ꎬ 使塔利班起死回生ꎮ 这两场战争是美国在中东输出民主和

重塑中东 “新秩序” 的起点ꎮ 但是ꎬ 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

困境ꎮ

三、 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 和中东 “新秩序” 的重塑

２００２ 年ꎬ ３０ 多名阿拉伯学者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阿拉伯经济与社会

发展基金会之邀ꎬ 撰写了 «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ꎮ 该报告指出ꎬ 阿拉

伯国家在自由、 性别平等和知识匮乏三个关键领域存在问题ꎮ 布什政府以

此为依据ꎬ 提出要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布什在西点军校的

一次演讲中表示ꎬ “当人们获得最基本的权利之时ꎬ 便没有了文明冲突”ꎬ
“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同样要求自由与机遇ꎬ 他们的政府应当倾听他们的声

音”ꎮ①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访问巴林期间表示ꎬ 美国正在酝

酿推进中东民主改革的伟大计划ꎮ② 随后ꎬ 英国的一家名为 «生活报» (Ａｌ
Ｈａｙａｔ) 的阿拉伯语报纸曝光了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 草案ꎬ 其主要内容包

括三个方面: 推动民主化改革和建立良治政府、 建立知识型社会ꎬ 以及缩

小中东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ꎮ③ 这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ꎮ ６ 月 ９
日ꎬ 美国在 “八国首脑会议” 上正式提出了 “大中东倡议” (也称 “泛中

东和北非计划” )ꎮ
根据该倡议ꎬ 美国将推动 “大中东地区”④ 的民主改革ꎬ 以及促进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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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ꎮ① 其中ꎬ 前者是 “大中东计划” 的核心ꎮ “大
中东倡议” 与之前美国提出的 “大中东计划” 也有所不同ꎮ 前者是美国与

欧洲、 阿拉伯国家妥协的结果ꎬ 因此更加强调该计划的多边性和民主化的

多样性和自主性ꎬ 淡化其外部强加的色彩ꎮ 总的来看ꎬ 美国的 “大中东计

划” 将注意力投向中东国家的内部ꎬ 从而改变了之前美国只关注冲突本身

的外交政策ꎮ 而其中体现了美国试图通过向中东国家 “输出民主”ꎬ 以达到

一劳永逸的解决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ꎬ 重塑中东秩序的目的ꎮ②

布什政府在 “大中东计划” 的框架下ꎬ 开始对中东国家进行 “民主改

造”ꎮ 对于不同类型的中东国家ꎬ 美国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ꎮ 具体来看ꎬ 主

要有以下四种类型ꎮ
第一ꎬ 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 “民主重建”ꎮ 事实上ꎬ 美国在正式提出

“大中东计划” 之前ꎬ 随着阿、 伊两国重建的展开ꎬ “民主改造” 已开始进

行ꎮ 美国试图将两国塑造成 “民主的模板”ꎬ 以推动其他中东国家的民主化

进程ꎮ 在政治上ꎬ 美国排除了两国原政权的政治影响ꎬ 建立西方式的民主

宪政体制ꎮ 阿富汗新政权并未如战前美国所设想的那样ꎬ 将塔利班的温和

派吸纳进入政府ꎬ 反而将其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ꎮ③ 同时ꎬ 在美国的主导

下ꎬ 阿富汗各方力量对于政治重建达成一致ꎬ 通过了 «波恩协议»ꎮ 阿富汗

政治重建就是在该文件的框架下展开的ꎮ ２００４ 年阿富汗通过了以美国宪法

为模板的新宪法ꎬ 同年还进行了总统选举ꎮ 伊拉克战争后ꎬ 美国控制了伊

拉克内政ꎬ 解散了复兴党的国家机器ꎬ 取缔了复兴党ꎮ 此外ꎬ 美国还组建

了伊拉克临时政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伊拉克全民公决批准了新宪法ꎮ 这部宪法规

定 “议会制” 和 “联邦制” 作为伊拉克的政治制度ꎮ④ 阿富汗和伊拉克制

宪的完成标志着两国基本上确立了宪政民主体制ꎮ 两国还在这一制度框架

下进行了多次的竞争性选举ꎮ 如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阿富汗总统选举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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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伊拉克议会选举ꎮ 总之ꎬ 美国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了阿富汗

和伊拉克原有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ꎬ 而代之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ꎮ 但是ꎬ
两国政治制度的突变不是源于内部ꎬ 而是由外部势力所强加ꎮ

在经济上ꎬ 确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ꎬ 改革两国原有的经济体制ꎮ
信奉经济自由主义是美国 “新保守主义” 的重要特征ꎬ 同时也是美国 “大
中东计划” 的要素之一ꎮ 阿富汗新政府背弃了塔利班时期的依靠毒品经济

和拒绝经济自由化的政策ꎬ 转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ꎬ①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

作ꎮ 阿富汗先后加入了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和

“经济合作组织” 等地区合作组织ꎮ 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初ꎬ 美国政府就公布

了对伊拉克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计划ꎮ 根据该计划ꎬ 美国废止了复兴党时

期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ꎬ 而代之以自由市场经济ꎬ 并且对伊拉克的国有经

济部门ꎬ 特别是石油部门进行私有化ꎬ 扶持私有经济的发展ꎮ② 美国总统特

使布雷默在负责伊拉克战后事务期间ꎬ 就是按照这一计划对伊拉克进行改

革ꎮ③ 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已有 １２０ 家伊拉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ꎮ④ 美国

在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下ꎬ 对这两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仅是为了在中东

树立一面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ꎬ 而且也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ꎬ 特

别是石油利益ꎮ 在伊战结束之初ꎬ 美国的哈利伯顿公司就从伊拉克获得了

７０ 亿美元的订单ꎮ
在安全上ꎬ 维护两国的国内秩序ꎬ 创建新的安全部队ꎮ 阿富汗战争后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１３８６ 号决议授权北约组建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负责

喀布尔的安全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后ꎬ 逐渐扩展到阿富汗全境ꎬ 负责维护阿富汗

的国内秩序ꎮ 而美国领导的联军则继续负责打击塔利班ꎮ ２００７ 年初ꎬ “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 共有来自 ３７ 个国家的 ３５４６０ 人ꎬ 其中美军 １ ４ 万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阿富汗安全部队创建后ꎬ 美国国防部为该部队提供资金、 装备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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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阿富汗安全部队已达 ３６０００ 人ꎮ① 美国推翻复兴党政权后ꎬ
对伊拉克进行分区占领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１５１１ 号决议ꎬ
授权组建多国部队ꎬ 以取代之前的 “联军”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ꎬ
负责维护伊拉克的国内秩序ꎮ 事实上ꎬ 该决议赋予了美国占领军以合法性ꎮ
同时ꎬ 多国部队还指导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重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阿富汗安全部队

的规模已达到 １６ ４ 万人ꎮ②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 “民主改造”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ꎮ 一种稳定

的政治制度一定深植于本土文化之中ꎬ 并且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具有一

致性ꎮ 美国通过暴力的方式废除了原有的制度ꎬ 而代之以西方的政治制度ꎮ
然而ꎬ 无论是文化、 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结构都具有相对稳定性ꎬ 不可能像

政治制度一样发生突变ꎮ 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出现了 “水土

不服” 的现象ꎮ
第二ꎬ 对温和阿拉伯国家的 “民主倡议”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当美国的 “大

中东计划” 公之于众后ꎬ 阿拉伯国家对此强烈反对ꎬ 认为美国企图将中东

纳入其帝国之中ꎮ③ 阿拉伯国家为了抵制美国的改革要求ꎬ 提出了 “阿拉伯

改革倡议” (Ａｒａｂ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也门主办了关于民主和

人权的地区论坛ꎬ 并通过了 «萨那宣言»ꎮ④ 该文件表示支持民主的原则ꎬ
建议召开 “阿拉伯民主对话论坛” (Ａｒａｂ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Ｆｏｒｕｍ)ꎬ 以促

进各国在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交流ꎮ ３ 月ꎬ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⑤举办了中东

各国非政府组织参加的关于阿拉伯世界改革的会议ꎮ 这次会议通过了 “亚
历山大里亚声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要求阿拉伯国家起草三权分立、
媒体独立ꎬ 以及允许学生示威的宪法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 阿盟在突尼斯召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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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通过了支持政治改革的决议ꎬ 要求各国自己决定改革的步伐ꎮ① 阿盟提

出 “阿拉伯改革倡议”ꎬ 是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政治改革的压力ꎬ 使改革的

主导权掌握在各国政府的手中ꎮ 但是ꎬ 这同时也使政治改革的话题重新弥

漫阿拉伯世界ꎬ 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美国在 “八国集团” 峰会上正式提出 “大中东倡议”ꎮ

由于该倡议要比之前的 “大中东计划” 温和ꎬ 因此ꎬ 获得了大部分阿拉伯

国家的接受ꎮ 在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 中ꎬ “未来论坛”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是美国推动阿拉伯国家改革的最重要的多边对话机制ꎮ 第一届 “未
来论坛” 在摩洛哥的拉巴特召开ꎬ 八国集团和 “大中东地区” 的 ３０ 多个国

家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与会ꎮ 在这次会议上ꎬ 各方表达了希望推进中

东地区的民主改革、 经济和文化发展ꎬ 并建立 “未来基金会” 以支持改革ꎮ
到 ２０１１ 年为止ꎬ 该论坛已成功举办七届ꎮ 在 “大中东倡议” 的具体实施

上ꎬ 一方面美国通过向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提供 “民主援助”ꎬ 以推动这些国

家的经济自由化、 传媒独立ꎬ 以及政党、 社会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ꎮ② 而

且美国严格地监督和管理这些项目ꎮ 如美国参与巴林教育体系的改革ꎬ 培

训了 １００ 多名巴林教育部的官员和教师ꎬ 以及 １０００ 多名中学生ꎬ 甚至在一

些项目中引导巴林学生讨论和学习美国宪法ꎮ 同时美国还培训巴林的记者ꎬ
大力倡导传媒独立ꎬ 支持巴林的司法改革等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美国对于推进 “大
中东地区” 的各国政府的民主与政治公平的预算达到了 １１ １９２ 亿美元ꎬ 占

到总额的 １２ ２％ (并未包含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预算)ꎮ③

另一方面ꎬ 美国向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施加政治压力ꎬ 要求其进行民主

改革ꎮ④ 如 ２００５ 年ꎬ 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表示ꎬ 埃及已走上了和平之路ꎬ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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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该走民主之路的时候了ꎮ 而且美国驻埃及大使和其他官员多次接见埃

及的政治反对派ꎬ 如 “明日党” (Ａｌ Ｇｈａｄ Ｐａｒｔｙ) 的领袖艾曼努尔

(Ａｙｍａｎ Ｎｏｕｒ)ꎮ① 在这种情况下ꎬ 这些国家被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

革ꎬ 加强民众的政治参与ꎮ 如巴林赋予政党以合法性ꎬ 并举行了议会选举ꎬ
副首相第一次由什叶派出任ꎬ 在议会的 ４０ 个席位中ꎬ 反对派占据 １８ 席ꎮ 科

威特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ꎬ 并举行了议会选举等ꎮ 其中ꎬ 埃及的

政治改革步伐最大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埃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ꎬ 废除了 “唯一

候选人” 的总统选举制度ꎬ 而代之以多党多名候选人的制度ꎬ 并随后举行

了总统大选ꎮ②

２００６ 年后ꎬ 随着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泥潭ꎬ 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

议会选举ꎬ 美国政府对中东国家的 “民主输出” 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ꎮ③ 阿

拉伯国家也开始压制政治反对派ꎮ 但是ꎬ 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 “民主输出”
打破了威权主义的稳定性ꎬ 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第三ꎬ 对 “无赖国家” 的遏制与颠覆ꎮ 美国界定的 “无赖国家”ꎬ 大部

分集中在中东地区ꎮ④ 而美国所谓的 “无赖国家” 具有三大特征ꎬ 即威权主

义的政治体制、 支持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ꎮ 那么ꎬ 威权主义

的政治体制就和后两大特征发生了联系ꎮ 在美国政府看来ꎬ 这种联系是必

然的ꎮ 同时ꎬ 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是冷战后ꎬ 特别是 “９１１”
后美国面临的两大国家安全威胁ꎮ 因此ꎬ 推翻这些 “无赖国家” 就成为美

国 “大中东计划” 的主要目标之一ꎮ 布什在 ２００２ 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 “邪
恶轴心”⑤ 只是 “无赖国家” 的升级版本ꎮ

在 ２００３ 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ꎬ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加强政治和军事上的

遏制ꎬ 支持反对派的手段来对付其他的 “无赖国家”ꎬ 其最终目标是要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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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政权ꎮ① 伊拉克战争后ꎬ 利比亚宣布承担 “洛克比空难” 的责

任、 赔偿遇难者家属、 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ꎮ 美国对利比亚的态度也转

向温和ꎬ 取消了对其长达 １８ 年的经济制裁ꎬ 并且与利比亚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两国实现了和解ꎮ② 对于伊朗来说ꎬ 布什政府发动的两场战争推翻了伊朗的

两大宿敌ꎬ 使后者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增ꎬ 特别是伊朗开始发展核能力ꎮ
因此ꎬ 美国对伊朗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ꎮ 其一ꎬ 美国加强对伊朗的遏制ꎮ
美国除继续实行 «达马托法» 制裁伊朗的石油部门之外ꎬ 开始制裁伊朗的

金融和贸易部门ꎮ 如禁止伊朗的银行向美国的银行兑换货币ꎮ 美国的经济

制裁确实制约着伊朗经济的发展ꎮ 根据西方学者的统计ꎬ ２００７ 年ꎬ 伊朗的

失业率达到了 １５％ꎬ ４０％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ꎬ③ 这也成为伊朗社会严

重的不稳定因素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借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威胁为名ꎬ 拉

拢海湾国家孤立伊朗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美国发起了 “海湾安全对话” (Ｇｕｌ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以增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合作ꎬ 美国借此向海湾国

家出售大量军火ꎮ④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美国与沙特签订了总值高达 ２０ 亿美元的

军售订单ꎮ⑤ 美国国务卿赖斯称此举是为帮助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抵抗伊朗、
叙利亚和真主党的威胁ꎮ 其二ꎬ 美国支持伊朗政府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

会ꎬ 向伊朗 “输出民主”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美国国会通过了 “伊朗自由支持法案”
(Ｉｒ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ｔ)ꎬ 建议美国政府通过支持伊朗的反对派和独立的

６１２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第十十辑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ｒ Ｈ Ｓａｄａｔ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Ｂ Ｊｏｎｅｓꎬ “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ｙｒｉａ: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ＶＩ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９６ꎻ Ａｂｂａｓ Ｍｉｌａｎｉꎬ “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５

参见闫伟: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与美国关系的演变»ꎬ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Ｇｒａｃｅ Ｎａｓｒｉꎬ “ Ｉｒ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ｕｒｍｏｉｌꎬ”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６３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２００５ 年ꎬ 伊朗青年的失业率达到 ３０％ꎮ 参见 Ａｂｂａｓ

Ｍｉｌａｎｉ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４６ꎮ

Ｄａｌｉａ Ｄａｓｓａ Ｋａｙｅꎬ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ꎬ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ｒａｎ?: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

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２

Ｇａｗｄａｔ Ｂａｈｇａｔꎬ “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ＶＩ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７



媒体ꎬ 以颠覆伊朗政权ꎮ① 美国还为此投入 ７５００ 万美元ꎬ 主要用于支持美

国之音波斯语频道和自由欧洲电台向伊朗广播ꎬ 支持流亡的伊朗政治人物

和非政府组织ꎬ 以及联系伊朗国内的反对派等ꎮ②

布什政府对叙利亚的政策同样如此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美国国会通过了 “叙利

亚责任及恢复黎巴嫩主权法案”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禁止美国公司向叙利亚出口商品和投资ꎬ 减少外交联系ꎬ
禁止叙利亚政府资产的交易等ꎮ③ ２００４ 年ꎬ 布什要求美国的金融机构切断与

叙利亚商业银行的联系ꎬ 冻结部分叙利亚的资产ꎮ④ ２００５ 年ꎬ 美国召回了其

驻叙利亚大使ꎮ 同时ꎬ 美国向土耳其施压ꎬ 阻止其调解叙以两国的关系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在美国的支持下ꎬ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ꎮ⑤ 此外ꎬ 美国公开支持叙利

亚的非政府组织和政治反对派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布什在白宫接见了叙利亚反对派

的领袖ꎮ
布什政府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并不成功ꎮ 这是因为ꎬ 这些所谓的

“无赖国家” 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ꎬ 因此ꎬ 美国无法通过一些常规

的手段来 “输出民主”ꎮ 换言之ꎬ 美国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遏制的手段ꎬ 以使

这些国家或是如同利比亚那样改变对美国的态度ꎬ 或是由此引发内部经济

问题ꎬ 从而导致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瓦解ꎮ 除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

提供一些支持外ꎬ 很难干预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运行ꎮ 事实上ꎬ 美国的支

持反而削弱了叙伊两国政治反对派的号召力ꎬ 这些反对派也极力撇清与美

国的关系ꎮ 可见ꎬ 无论是 “民主输出” 的手段还是影响ꎬ 这些国家与温和

的阿拉伯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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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对巴以问题的 “民主” 解决ꎮ 布什政府认为巴以问题难解的根

源在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缺乏民主ꎮ 因此ꎬ 巴勒斯坦的 “民主化” 成

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基础ꎮ 正如布什所说ꎬ “对于巴勒斯然人民来说ꎬ 民主之

路是通往独立、 尊严和进步的唯一途径”ꎬ 那些阻挠和破坏改革的巴勒斯坦

领导人是巴勒斯坦 “通向和平和民主的主要障碍”ꎮ①

事实上ꎬ 由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巴以冲突中节节败退ꎬ 巴勒斯

坦民众在 ７０ 年代就要求改革ꎮ 到 ２１ 世纪初ꎬ 这种要求更加强烈ꎮ 根据

２００２ 年的一次民意调查ꎬ ９１％的巴勒斯坦人支持改革ꎮ② 以色列和美国也将

政治改革作为和巴勒斯坦谈判的先决条件ꎮ 以色列总理沙龙表示ꎬ 巴民族

权力机构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ꎬ 阿拉法特必须下台ꎮ 随后ꎬ 布什对此回应ꎬ
要求巴民族权力机构停止恐怖主义行动ꎬ 进行经济和民主化改革ꎬ 将阿拉

法特排除出权力中心ꎬ 只有这样美国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ꎮ 在各方压力下ꎬ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阿拉法特签署了 «基本法»③ꎮ ６ 月底ꎬ 巴民族权力机构准备

在 ２００３ 年初举行选举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提出了 “中东和平路线图” 计划ꎮ
尽管在该计划中ꎬ 美国肯定了巴勒斯坦建国ꎬ 但却设置了政治改革这一先

决条件ꎮ 这实际上是要将阿拉法特等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派排挤出巴民族

权力机构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 巴民族权力机构举行改革ꎬ 态度温和的阿巴斯就

任总理ꎮ 但是ꎬ 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中东和平路线图” 中的矛盾ꎮ 随着

巴以双方爆发新一轮的冲突ꎬ 该计划陷入停顿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阿拉法特去世后ꎬ
阿巴斯于 ２００５ 年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ꎮ 美国开始重拾 “路线

图” 计划ꎬ 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由 ２００２ 年的约 ７５００ 万美元猛增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２ ７４４ 亿美元ꎮ④ ２００６ 年ꎬ 在时隔十年之后ꎬ 巴勒斯坦第一次举行

立法委员会的选举ꎮ 但是选举的结果却大出美国所料ꎬ 哈马斯赢得 １３２ 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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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７４ 席ꎬ 而法塔赫只赢得了 ４５ 席ꎮ① 美国要求哈马斯承认以色列、 拒绝恐

怖主义、 接受巴以签订的条约ꎬ 但遭到后者的拒绝ꎬ “中东和平路线图” 计

划并未取得成功ꎮ
哈马斯的胜利不仅使美国推动巴勒斯坦进行 “民主改革”ꎬ 以实现巴以

和平的希望落空ꎬ 而且也与美国将巴勒斯坦建成 “民主模板” 的愿望南辕

北辙ꎮ 尽管巴民族权力机构存在着诸如腐败、 独断、 效率低下等问题ꎬ 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巴以和谈ꎮ 但是ꎬ 从根本上讲ꎬ 民主并不能构成巴以实

现和平的必要条件ꎮ 美国的 “民主输出” 反而削弱了巴勒斯坦的温和派ꎮ
正如一位巴勒斯坦人所说ꎬ “如果美国强加给我们一位领导人ꎬ 即使他是先

知穆圣ꎬ 我也不会选他”②ꎮ 这种强烈的反美主义促成了哈马斯的胜利ꎬ 同

时也与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一同瓦解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基础ꎮ 从 ２００７
年起ꎬ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开始进行调整ꎬ 减弱了对中东国家的 “民主改

造”ꎬ 增加在伊拉克的投入ꎬ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ꎬ 重新回归现实主义ꎮ
总的来看ꎬ 在布什执政时期ꎬ “大中东计划” 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ꎮ

布什政府企图通过对阿富汗、 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进行 “民主改造”ꎬ 推动温

和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ꎬ 遏制和颠覆 “无赖国家”ꎬ 从而建构中东的 “新秩

序”ꎬ 维护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ꎮ 这体现了美国的 “民主和平论”ꎬ 具有

很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ꎮ 而在其背后则隐藏着美国的现实利益ꎬ 即民主的

中东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中东地区的控制ꎮ 尽管布什政府的 “新秩

序” 并未成功ꎬ 但对中东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美国的政策打破

了中东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ꎬ 使伊朗的影响扩大ꎬ 并且形成了东起伊朗西

至黎巴嫩的所谓 “什叶派新月地带”ꎮ 另一方面ꎬ 美国的政策也在客观上削

弱了中东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ꎬ 这也预示着中东地区新一轮变革的

到来ꎮ

９１２

　 专题研究

①

②

Ａａｒｏｎ Ｄ Ｐｉｎａ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ＲＬ３３２６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０

Ｊｕｄｙ Ｂａｒｓａｌｏｕꎬ “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ｏａｄ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１５６



四、 美国与欧盟以及俄罗斯在中东的博弈

中东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ꎬ 历来是大国争夺的热点ꎮ
“９１１”之后ꎬ 欧盟和俄罗斯对美国的 “阿富汗战争”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ꎬ
但是在 “伊拉克战争” 问题上ꎬ 各方却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冲

突当中ꎮ 究其原因ꎬ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更具 “进攻性”ꎬ 它打破了各方在

中东地区的利益平衡ꎬ 从而引发美、 欧、 俄三方在中东的新一轮博弈ꎮ
在 “大中东计划” 问题上ꎬ 尽管该计划也获得了欧盟和俄罗斯的认可ꎬ

但是各方对于它的认识并不一致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欧盟与南地中海国家 (主要是

中东国家) 签订了 «巴塞罗那宣言»ꎬ 开启了 “巴塞罗那进程”ꎮ 从内容上

看ꎬ 该计划与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 差别不大ꎬ 但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却南

辕北辙ꎮ 欧洲国家认为ꎬ 中东国家并不需要美国的 “自由前进战略”ꎬ 而需

要的是这些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变革上的共同观念ꎮ 而这又建立在这

些国家和社会的潜力ꎬ 尊重他们的尊严ꎬ 意识到政治与经济欠发展之间的

联系ꎬ 以及未解决的领土争端ꎮ① 进一步讲ꎬ 欧盟更注重通过多边的手段推

动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ꎬ 以及巴以问题的解决ꎬ 在此基础上再谈民

主变革ꎮ 因此ꎬ 欧盟的中东政策更加务实ꎬ 更注重这些国家的稳定性ꎮ 而

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是从政治变革入手解决中东问题ꎬ 具有很强的理想主

义色彩ꎮ 对于俄罗斯来说ꎬ 重塑其在中东的地位、 维护边疆安全和经济利

益是其中东政策的主要关注点ꎮ② 普京上台后ꎬ 奉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

策ꎬ 其中东政策明显有别于欧美ꎮ 俄罗斯认为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应该深植

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当中ꎬ 中东的稳定要比民主重要ꎬ 因此反对美国的 “民
主输出” 政策ꎮ 同时ꎬ 俄罗斯主张运用政治和外交的手段解决中东问题ꎬ
反对对 “问题国家” 的制裁与孤立ꎮ③ 但是ꎬ 尽管欧盟和俄罗斯对于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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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策有所抵触ꎬ 但是并不代表会走向冲突ꎮ 事实上ꎬ 美、 欧、 俄三方

在各自外交政策的实施方面ꎬ 存在着互动与博弈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八国集

团” 正式提出 “大中东倡议” 实质上就是各方妥协的结果ꎮ
在伊拉克问题上ꎬ 欧盟和俄罗斯坚持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下ꎬ 通过多

边的途径解决ꎮ① 因此ꎬ 以法、 德为核心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

对伊拉克动武ꎮ 美国则将法、 德等国斥之为 “老欧洲”ꎬ 而通过向东欧和南

欧国家施加压力ꎬ 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ꎮ 在欧洲还爆发了数百万人的反战

游行ꎮ 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ꎬ 欧美关系的最低点ꎮ② 战争是解决安全问题的

一种途径ꎮ 欧盟追求的是相对安全ꎬ 因此ꎬ 伊拉克并不构成欧盟的现实威

胁ꎬ 反而伊拉克的稳定有助于维护其利益ꎮ 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样如此ꎬ 伊

拉克战争不仅损害了俄罗斯的经济利益ꎬ 而且也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的战

略空间ꎬ 危及其国家安全ꎮ 而布什政府追求的是绝对安全ꎬ 即要消除任何

威胁美国安全的因素ꎬ 而不管其他国家的利益ꎬ 并以此为名追求绝对利

益ꎮ③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当中ꎬ 美国的单边主义严重地损害了欧洲国家

和俄罗斯在伊拉克的利益ꎮ 如伊拉克战争后ꎬ 这些国家被迫减免伊拉克的

债务ꎮ 在伊拉克重建上ꎬ 各方依然存在很大的矛盾ꎮ 与阿富汗重建不同ꎬ
美国希望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ꎮ 战争刚一结束ꎬ 美国就接管了伊拉克的内

政ꎬ 并自行任命了伊拉克临时政府ꎮ 而欧盟和俄罗斯则认为伊拉克重建应

由联合国主导ꎮ 但是ꎬ 各方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的争执并不仅限于推翻萨

达姆政权是否正确ꎬ 以及重建如何进行的问题ꎮ 而是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

与欧盟和俄罗斯反霸权的争执ꎮ④ 正如当时的一些欧洲人所说ꎬ “问题不在

于是否该推翻萨达姆政权ꎬ 而在于美国有没有权利这样做”⑤ꎮ 随着美国在

伊拉克陷入困境ꎬ 开始寻求多边解决伊拉克问题时ꎬ 各方的矛盾开始缓解ꎬ
欧盟和俄罗斯开始积极参与伊拉克的重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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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ꎬ 伊朗被爆出进行铀浓缩活动ꎬ 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

的焦点ꎮ 美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ꎬ 以便对伊

朗实施制裁ꎬ 而且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ꎮ 而欧盟则进行了多次斡

旋ꎬ 并最终使伊朗中止铀浓缩活动ꎬ 签署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附加议定

书ꎮ 但是ꎬ 随着 ２００５ 年内贾德上台ꎬ 伊核问题再次凸显ꎬ 欧盟的立场也日

渐强硬ꎮ 俄罗斯支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伊核问题ꎬ 但反对美

国对伊朗的严厉制裁ꎬ 以及对伊朗动武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也直接参与伊

朗的核计划ꎬ 与伊朗合作建设布什尔核电站ꎮ 当然美、 欧、 俄三方也有合

作的一面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美国的倡议下ꎬ 联合国安理会 ５ 个常任理事国与德

国建立了伊朗核问题的 “六方会谈” (也称 “Ｐ５＋１” )ꎬ 并借此推动联合国

通过了 １７３７、 １７４７、 １８０３ 三个决议对伊朗实施制裁ꎮ 美国、 欧盟以及俄罗

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博弈体现了当今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ꎮ 伊朗在很大

程度上是作为反体系力量而存在的ꎬ 因此ꎬ 伊朗发展核技术是对美国主导

的国际体系的挑战ꎮ 这是美国将其列为 “邪恶轴心” 的根本原因ꎮ 美国对

伊朗的政策是通过遏制和颠覆使其 “融入” 国际社会ꎮ 欧盟是当今国际体

系的受益者ꎬ 而且与伊朗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ꎬ 特别是在能源领域ꎮ 如

２００４ 年ꎬ 英法德三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１１１ 亿美元ꎬ 而美国则只有 ２
亿多美元ꎮ① 因此ꎬ 欧盟既需要维护现行的国际体制ꎬ 又要关照与伊朗的关

系ꎮ 欧盟对伊朗的政策更加强调通过接触和对话的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ꎮ
然而ꎬ 对于俄罗斯来说ꎬ 它是被动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ꎬ 因此ꎬ 伊

朗核问题不仅关涉到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ꎬ 而且还是其与欧美讨

价还价ꎬ 重塑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筹码ꎮ 但是ꎬ 美国、 欧盟和俄罗斯在

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方面是一致的ꎮ
在巴以和平进程上ꎬ 欧盟和俄罗斯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 “中东和平路

线图” 计划ꎬ 但是各方在巴以问题上仍有冲突的一面ꎮ 美国和欧盟都要求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改革ꎬ 但是欧盟并不认为改革是重启巴以和平

进程的先决条件ꎮ 正如欧盟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说ꎬ “在没有民主运动ꎬ 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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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坦克的情况下ꎬ 巴勒斯坦不能举行选举”①ꎮ 因此支持巴民族权力机构

无限期延迟选举的决定ꎮ 此外ꎬ 美国和欧盟在巴以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分

工ꎮ② 美国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主导者ꎬ 但以色列却为其主要援助对象ꎮ③ 而

欧盟则一直在政治上追随美国的和平计划ꎬ 对巴勒斯坦进行人道主义援

助ꎮ④ 从地缘角度来看ꎬ 欧洲比美国更接近中东ꎬ 拥有更多的穆斯林ꎬ 因此

欧洲更易受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ꎬ 对于巴以问题的解决也更加迫切ꎮ 但

是ꎬ 布什政府长期忽视巴以问题ꎬ 一味地放纵以色列ꎬ 致使巴以和平进程

停滞不前ꎮ 这不仅使欧盟在巴以问题上的努力付之东流ꎬ 而且还对欧盟的

安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尽管俄罗斯支持美国的和平计划ꎬ 但是其立场更

加倾向巴勒斯坦ꎬ 而与以色列冲突不断ꎮ⑤ 如俄罗斯支持联合国通过谴责以

色列的决议ꎮ 此外ꎬ 俄罗斯和欧盟一样ꎬ 反对美国将阿拉法特下台作为启

动 “中东和平路线图” 的条件ꎮ 俄罗斯与欧美在巴以问题上的最大的不同

在于ꎬ 俄罗斯支持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ꎮ ２００５ 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被刺杀

后ꎬ 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上陷入了孤立ꎮ 而俄罗斯不仅免去了叙利亚将近 ９８
亿美元的债务ꎬ 而且反对安理会对叙利亚的制裁ꎮ⑥ 特别是ꎬ 当哈马斯赢得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后ꎬ 西方国家拒不承认ꎮ 而俄罗斯的立场恰恰相

反ꎬ 普京称哈马斯当选是对美国政策的 “一记重击”ꎬ 并邀请哈马斯代表团

访问俄罗斯ꎮ
从根本上讲ꎬ 美、 欧、 俄在巴以问题上的博弈源于各方在该问题上的

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ꎮ 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主要目标之一ꎬ
而巴勒斯坦的安全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ꎮ 对于欧盟来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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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和稳定本身是其在巴以问题上的关注点ꎮ 因此ꎬ 作为中东和平进程

“设计者” 的美国并不关注和平本身ꎬ 而作为 “参与者” 的欧盟恰恰相反ꎮ
但是ꎬ 由于欧盟的外交能力偏弱ꎬ 以及美国的强势ꎬ 使双方在巴以问题上

存在很强的张力ꎮ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ꎬ 其在巴以问题上主要关注的有两点:
一是通过支持巴勒斯坦ꎬ 以便获得阿拉伯国家对于车臣问题的支持ꎻ 二是

重新回归中东ꎬ 塑造其大国地位ꎮ 因此ꎬ 巴勒斯坦成为俄罗斯重新楔入巴

以问题的立足点ꎬ 这便导致俄、 美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冲突ꎮ 这在某种程度

上也反映了欧俄双方对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权利的挑战ꎮ
在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同时ꎬ 国外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政策存在诸多问

题ꎬ 难以获得成功ꎮ① 从政策实践本身而言ꎬ 美国未能通过西式的民主制度

重新塑造中东政治ꎮ 当时ꎬ 在美国政策影响下的中东国家大都未能建立起

有效的民主制度ꎮ 然而ꎬ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在中东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ꎮ
在阿富汗与伊拉克ꎬ 美国强加的民主制度非但未能消除极端主义和政治冲

突存在的土壤ꎬ 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 (教派、 族裔、 部落等)
之间的隔阂ꎮ 如今ꎬ 这两个国家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ꎮ 植根于伊拉克阿拉

伯逊尼派的伊斯兰国更是肆虐中东ꎮ 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ꎬ 美国的中

东政策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基础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５ 年ꎬ 埃及大选时ꎬ 反

对穆巴拉克统治的政治反对派已形成气候ꎬ 并组织游行、 示威ꎮ 伊朗在

２００９ 年大选后同样爆发了骚乱ꎮ 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也开始集结ꎬ 谋

划推翻巴沙尔政权ꎮ 在巴以问题上ꎬ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客观上使巴以问题

进一步边缘化ꎬ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ꎮ 可以说ꎬ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客观上对

于中东的威权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ꎮ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ꎬ 小布什的中东

政策的消极影响才逐渐显现ꎬ 对于当代中东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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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志龙: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 “大中东计划” »ꎬ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ꎻ 叶青:

«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困境»ꎬ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ꎻ 祁怀高: «民主盛装难掩霸权谋

求———从三次大选解读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 »ꎬ «武汉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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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莱茵兰的占领研究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陈洪运∗

　 　 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美国随同协约国集团参与了对德国

莱茵兰的分区占领ꎮ 美国威尔逊政府在战前及战争期间ꎬ 并没有出兵莱茵

兰的意图ꎬ 但迫于法国的压力ꎬ 美军被迫充当了 “不情愿的占领者”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美军随英国、 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驻莱茵兰ꎮ 美国占领区以科布

伦茨为首府ꎬ 由美国军政府管制ꎮ １９２０ 年ꎬ 莱茵兰高级委员会取代军政府ꎬ
继续管理占领区ꎮ 美国占领者在莱茵兰实行了维持政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

稳定的政策ꎮ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ꎬ 鲁尔危机爆发ꎬ 美军全部撤离莱茵兰ꎮ 美国参

与莱茵兰占领的历程到此结束ꎮ 从微观视野看ꎬ 美国的占领成功地维持了

美占区的基本稳定ꎻ 从宏观视野看ꎬ 协约国出兵莱茵兰ꎬ 不但无助于解决

德国问题ꎬ 反而加剧了欧洲大陆的不稳定ꎮ 由于协约国在处理莱茵兰问题

上的整体决策失败ꎬ 美国在美占区取得的局部成功ꎬ 没有对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的德国局势和国际安全格局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ꎮ
关键词　 莱茵兰　 美国军政府　 莱茵兰高级委员会　 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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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美国星条旗从科布伦茨市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

(Ｅｈｒｅｎｂｒｅｉｔｓｔｅｉｎ) 城堡的尖顶上缓缓降落ꎬ 随后美国驻德国占领军从科布伦

茨全部撤离ꎬ 这标志着一战后美国参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莱茵兰占领的正

式结束ꎮ 从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军政府在科布伦茨成立ꎬ 到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ꎬ
美军从莱茵兰撤离ꎬ 其间美军饮马莱茵河ꎬ 历时长达四年ꎮ 美国涉足莱茵

兰的占领行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国家实施军事占领和政治管制ꎬ
它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ꎬ 美国为什么背离孤立主义

传统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插手莱茵兰事务? 其次ꎬ 初尝占领欧洲国

家滋味的美国人在占领区实施了哪些政策? 美国是如何最终撤军的? 最后ꎬ
美国的这次 “初体验” 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社会的走向以及欧洲安全

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哪些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该课题研究的尚不充分ꎬ① 本文力图主要运用美国

的相关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ꎬ 厘清美国涉足莱茵兰占领事务的来龙去脉ꎮ
在此基础上ꎬ 通过国际关系史视角ꎬ 进一步阐述美国的这次占领 “初体验”
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欧关系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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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国内学术界涉及到该问题的成果主要有: 陈从阳: «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ꎻ 王宏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 １９１８—

１９２９»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ꎮ 不过ꎬ 两书对该问题的论述相对简略ꎬ 部分史实的

考证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ꎮ 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Ｈｅｎｒｙ Ｔ Ａｌｌｅｎꎬ Ｍｙ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Ｂｏｓｔ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２３ꎻ Ｈｅｎｒｙ Ｔ Ａｌｌｅｎꎬ Ｔｈｅ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Ｔｈｅ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２７ꎻ 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Ｆｉｎｃｈꎬ “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ｒｍ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３)ꎬ ｐｐ ５１３－５１７ꎻ Ｋｅｉｔｈ Ｌ Ｎｅｌｓｏｎꎬ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

１９２３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ꎬ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５ꎻ Ａｌｆｒｅｄ Ｅ Ｃｏｒｎｅｂｉｓｅꎬ “ 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 Ｅｎｔｌａ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３ꎬ Ａ Ｐｈｏｔｏ Ｅｓｓａｙ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ꎬ ｐｐ １８３－１８９ꎻ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 Ｈａｂｉｂꎬ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ｂｕｔ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ｒａ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３ꎻ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 Ｈａｂｉｂꎬ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ꎬ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ｍ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 １９２３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７３７－７５７ꎻ Ｅｒｉｋａ Ｋｕｈｌｍａ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ｕｇｈ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ｒäｕｌｅｉｎｓ: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ꎬ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ꎬ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ꎬ １９１８－２３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７１ꎬ ｎｏ 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０７７－１１０６



一、 美国参与莱茵兰占领的历史背景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协约国和美国代表同德国代表正式签署旨在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停战协定»ꎮ 中午 １１ 时ꎬ 交战双方正式停火ꎮ 同日ꎬ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宣读了 «停战协定»ꎮ 美国听众欢呼雀跃ꎬ 以至于当

总统提及 “占领” 一词和 “莱茵兰” 这个稍显陌生的地名时ꎬ 美国人似乎

没有意识到美军即将充当一群 “不情愿的占领者”ꎮ 美国是主动谋划进占莱

茵兰ꎬ 还是被动地卷入其中? 如果答案是前者ꎬ 那么美国是否有能力、 是

否有意愿染指莱茵兰? 如果是后者ꎬ 那么占领莱茵兰的计划从何而来? 美

国为什么会涉足其中呢? ———下面将逐一讨论上述问题ꎬ 进而阐述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参与占领莱茵兰的历史背景ꎮ
美国独立后ꎬ 长期恪守孤立主义思想和 “门罗主义” 观念ꎬ 专注于美

国国内和美洲大陆事务ꎮ １９ 世纪末ꎬ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ꎬ 对海外

市场的需求日益强烈ꎮ 由此ꎬ 美国开始尝试撇开恪守孤立主义、 专注美洲

大陆的传统ꎬ 谋求对外扩张ꎮ
１８９８ 年ꎬ 美西战争爆发ꎬ 美国轻易打败了昔日的殖民帝国西班牙ꎮ 这

场胜利对美国走上海外军事占领的道路ꎬ 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ꎮ 当时ꎬ «华
盛顿邮报» 的社论指出: “无论如何ꎬ 我们为新的感觉所激励就像尝到

了屠场上鲜血的味道ꎬ 人们尝到了帝国的味道ꎮ”①此后美国的海外据点迅速

增加ꎬ 除了菲律宾和古巴以外ꎬ 美西战争后ꎬ 波多黎各也被美国长期占领ꎮ
威尔逊上台后ꎬ 美国又染指海地和多米尼加ꎮ 从总体上看ꎬ 一战前美国的

海外占领实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ꎬ 美国占领的对象是落后的亚

洲和拉美小国ꎮ 这些国家面积狭小ꎬ 而且经济贫困、 社会发展滞后ꎻ 其次ꎬ
美国占领的主要手段是军事征服ꎮ 美国占领普遍遭到当地民众反抗ꎬ 美军

回应以残酷镇压ꎬ 例如美军镇压菲律宾独立运动耗时 ３ 年ꎬ 付出 ４０００ 美军

阵亡的代价ꎻ② 再次ꎬ 占领政策的主旨是谋取经济利益ꎮ 美国进行海外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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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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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 «世界史 (现代史编) »ꎬ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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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为美国经济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ꎬ 因而占领区往往

沦为美货倾销的市场和廉价材料的供应地ꎮ １９００—１９０３ 年间ꎬ 美国只占古

巴出口总额的 ７５％ꎬ 而 １９０４—１９０９ 年间就增加到 ８６％ꎮ① 最后ꎬ 美国占领

体制普遍经过由军政府到文人政府的过渡ꎮ
显然ꎬ 通过上述占领实践ꎬ 美国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对被占领地区实施

政治、 经济和军事管制的策略ꎮ 然而ꎬ 美国有限的经验显然难以充分满足

涉足德国带来的新挑战ꎬ 相比菲律宾和古巴等ꎬ 莱茵兰无疑具有特殊性:
首先ꎬ 莱茵兰是欧洲的发达地区ꎬ 而非此前的亚洲和拉美小国ꎮ 莱茵兰经

济繁荣ꎬ 政治体系完备ꎬ 文化传统悠久ꎮ 由此ꎬ 美国既有的武力镇压ꎬ 经

济渗透和体制过渡等三大法宝几乎失去用武之地ꎻ 其次ꎬ 莱茵兰的占领者

不再局限于美国一家ꎬ 而是多国联合占领ꎮ 多国占领势必催生占领者之间

相互博弈的新课题ꎬ 美国对此毫无经验ꎮ
面对如此之多的全新挑战ꎬ 具有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ꎬ 又尚未做好充

分准备的美国在停战前对对德占领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战时以威尔逊总统

为首的美国政府ꎬ 显然无心染指德国领土ꎮ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ꎬ 威尔逊总统在参议院发表 “没有胜利的和平” 演说ꎬ 强

调美国的目的是实现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和平ꎬ 希望交战国能达成 “无
兼并和无赔偿” 的媾和ꎬ 从而获得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ꎮ② 美国参战后ꎬ 威

尔逊在宣战演说中ꎬ 重申美国反对占领ꎬ “我们不追求自私的目的ꎬ 我们不

想征服别人ꎬ 也不想统治别人ꎮ 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款ꎬ 我们将慷慨牺牲ꎬ
但不要求物质补偿ꎮ 我们只是维护人类权利的战士ꎮ”③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ꎬ 威尔

逊在国会发表的 “十四点计划” 中ꎬ 除第 ７ 点要求德国 “把阿尔萨斯和洛

林归还法国” 外ꎬ 没有涉及德国领土问题ꎮ④ 停战前夕ꎬ 威尔逊重申美国参

战的初衷ꎬ “美国人民授权美国参战ꎬ 这场战争将发挥独特和崇高的作用ꎬ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ꎬ 而是为我国永恒的生活基础的原理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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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ꎮ 我们试图把自由和良知馈赠给世界ꎮ”①

战时美国大众是否有战后占领德国的想法呢?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ꎮ 德

国的潜艇战激怒了美国人ꎬ 但是当时最激进的美国人要求的也只是参战而

不是对德占领ꎮ “大多数美国人万万想不到ꎬ 最后一支美国远征军将在四年

多以后才从德国国土撤回ꎮ”② 美军也从未考虑过占领德国事宜ꎬ 多数是唱

着乔治科汉的 «去那里»③ 来到欧洲的年轻人ꎬ 他们没有长期在海外服役

的打算ꎮ 思乡情绪很快在军中蔓延: “我想家ꎬ 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这么想

家”ꎻ “当士兵收到国内亲人寄来的信他们的孤独和相思之情都会更加

沉重ꎮ”④ 停战之际ꎬ 美军的想法无疑是解甲归田ꎬ 而非进军德国ꎮ 当时ꎬ
美军中流行着一首 “打油诗”: “我们将德国佬赶过了莱茵河 /将德皇赶下了

王位 /噢ꎬ 拉法耶特ꎬ 我们不再欠你的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ꎬ 送我们回家

吧ꎮ”⑤ 前往莱茵兰的士兵满腹牢骚: “我们参军是为了作战ꎬ 决不是为了当

警察ꎮ”⑥

可以看出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谈判尘埃落定之前ꎬ 美国朝野上下

都没有兴趣奔赴莱茵兰ꎮ 学者道格拉斯哈比卜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 Ｈａｂｉｂ) 指出ꎬ
“无论威尔逊政府还是美军ꎬ 参战时都没有想到会把占领德国作为停火谈判

或和平谈判的必要条件ꎮ”⑦ 另一位学者纳尔逊也认为ꎬ “美国在投入占领之

前没有占领意图ꎮ”⑧

９２２

　 研究生论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ｉｎｋꎬ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８１ 转引自刘绪贻ꎬ 杨生茂主编: «美国通史» 第四卷ꎬ 第 ４２４ 页ꎮ

Ｋｅｉｔｈ Ｌ Ｎｅｌｓｏｎꎬ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ꎬ ｐ １

乔治Ｍ 科汉是美国著名的爱国剧作家和歌曲作者ꎬ 他根据召集部队上前线的号声改编出

一首反映美军精神的流行歌曲——— «去那里»ꎬ 其中写道: “约翰尼拿起枪ꎬ 拿起枪ꎬ 拿起枪 / 拿起

枪向前跑ꎬ 向前跑ꎬ 向前跑 / 听见他们呼唤我和你 / 每一个属于自由的儿子城镇来的步兵、 坦

克兵 / 让你们的母亲为你们骄傲 / 忠实于自由决不动摇”ꎮ 彼得Ｉ 博斯科: «美国人眼中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ꎬ 孙宝寅译ꎬ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１０７—１０８ 页ꎮ

安德鲁卡洛尔: «美军战争家书»ꎬ 李静滢译ꎬ 北京: 昆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１１０ 页ꎮ

威廉Ｊ 本内特: «美国通史»ꎬ 刘军等译ꎬ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５２ 页ꎮ

彼得Ｉ 博斯科: «美国人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ꎬ 孙宝寅译ꎬ 第 １７１ 页ꎮ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 Ｈａｂｉｂꎬ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ｂｕｔ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ｈｉｎｅ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ｒａꎬ ｐ １０５

Ｋｅｉｔｈ Ｌ Ｎｅｌｓｏｎꎬ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ꎬ ｐ ｘｉ



既然美国并无占领德国领土的想法ꎬ 甚至反对协约国进占德国ꎬ 那么

为何美国最终竟会卷入莱茵兰占领? 法国对莱茵兰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ꎬ 法国日益表露出染指莱茵兰的强烈愿望ꎮ 显然ꎬ
这不是法国决策者一时的突发奇想ꎬ 而是历史上法、 德两国反复争夺这片

膏腴之地的逻辑产物ꎬ 同时也和当时法国的现实利益考虑密切相关ꎮ 一方

面ꎬ 围绕莱茵兰的归属问题ꎬ 德法之间的厮杀历经数个世纪绵绵不绝ꎮ １９
世纪以来法国在莱茵兰的一再挫败ꎬ 特别是 １８７０ 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ꎬ
重创了法国人的心灵: １８７３ 年ꎬ 法国南锡主教发表 «牧师的信»ꎬ 号召教众

为光复阿尔萨斯、 洛林祈祷———新仇旧恨之下ꎬ 法国在 １９１８ 年剑指莱茵兰

实非偶然ꎮ 另一方面ꎬ 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使法国在战时便形成了

“夺莱制德” 的构想ꎮ 一战虽然以法胜德败而告终ꎬ 但是由于人口和实力方

面的差异ꎬ 战后的法国并不安全ꎮ 因此ꎬ 维护安全成为法国决策的核心考

虑ꎮ 爱德华卡尔指出ꎬ “在 １９１９ 年后的年代里ꎬ 欧洲事务中最重要和最

持久的问题就是法国对安全的追求ꎮ”① 法国只有两条出路: 其一ꎬ 与美、
英结盟ꎬ 建立集体安全体系ꎻ 其二ꎬ 尽可能削弱德国ꎮ 将莱茵兰从德国分

离出去显然是对法国安全最为有利的选项ꎮ 此外ꎬ 从经济和资源角度说ꎬ
煤炭需求是法国力图占领莱茵兰的一大动因ꎮ 战前法国的冶金业不如德国

发达ꎬ 主要因为法国燃煤短缺ꎮ 而战后 “洛林光复会把法国煤炭和焦炭的

赤字增加到每年 ３７００ 万吨ꎬ 使法国严重依赖外国燃料ꎮ” “如果法国能够找

到可靠煤源ꎬ 洛林铁矿会使法国铁产量翻番ꎬ 跟德国产量相当ꎮ”② 于是ꎬ
法国将注意力转向了盛产煤炭的莱茵兰ꎮ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ꎬ 法国锻造委员会③

(Ｃｏｍｉｔé ｄｅｓ Ｆｏｒｇｅｓ) 决议称: “任何将法国领土扩展到阿尔萨斯、 洛林和萨

尔以外 (的莱茵兰) 的举动ꎬ 都将大大简化收复洛林给法国带来的问题ꎮ”④

在历史恩怨ꎬ 安全考虑和经济资源利益的共同推动下ꎬ 战时法国政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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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莱茵兰纳入决策视野ꎮ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ꎬ 普恩加莱 (Ｐａｉｎｌｅｖｅ) 要求霞飞元帅研究停战的条件ꎮ 后

者答复称: 阿尔萨斯、 洛林以及萨尔划归法国ꎻ 莱茵河左岸建立若干独立

国家ꎻ 肢解普鲁士ꎮ①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ꎬ 白里安在宣布法国的战争目标时声称:
阿尔萨斯和洛林不是唯一的问题ꎻ 如果没有相应保障ꎬ 收复失地终将成为

徒劳ꎮ 他坚持ꎬ 法国在决定相应地区的主权变更、 中立化或临时占领时ꎬ
拥有不容置疑的发言权ꎮ② 莱茵兰问题就此公开化ꎮ

同时ꎬ 法国政府着手游说其他协约国ꎬ 以期在莱茵兰问题上寻求国际

支持ꎮ 法国在莱茵兰的要求得到了沙皇的支持ꎮ 但是协约国的另一大巨头

英国在莱茵兰问题上和法国有很大分歧ꎮ 英国意图通过恢复欧陆均势ꎬ 实

现和平ꎮ 英方首相劳合乔治 (Ｌｌｏｙｄ Ｇｅｏｒｇｅ) 和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ａｌｆｏｕｒ) 等认同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ꎬ 却把法国对莱茵兰的野

心视为不稳定因素ꎮ １９１７ 年ꎬ 贝尔福在接受英国议会质询时指出ꎬ “我们既

不希望也不鼓励把德国的一部分从母国分割出去ꎬ 在莱茵河左岸建立独立

政权的想法ꎮ”③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ꎬ 劳合乔治首相则表示英国参战不是为了

“分裂德意志民族或肢解德国”④ꎮ
由于协约国内部分歧尚存ꎬ 加之白里安下台、 沙俄政府的覆亡以及美

国参战ꎬ 战争后期主政法国的里博 ( Ｒｉｂｏｔ )、 普恩加莱和克里孟梭

(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ａｕ) 对莱茵兰问题的政策趋于谨慎ꎮ 直至战争临近尾声ꎬ 法国才

重新明确表述了进占莱茵兰的构想: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法国外交部公布 «重组

德国的初步意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的备

忘录ꎮ 这份备忘录指出: 为了保证法国安全ꎬ 莱茵河左岸必须中立化ꎻ 莱

茵兰的铁路应处于国际共管之下ꎻ 为了防止战后德国经济复兴ꎬ 需要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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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帝国改组为松散的联邦ꎮ 为此ꎬ 英法必须建立永久性军事同盟ꎬ 英法

美三国应该建立长期经济联盟ꎮ①

显然ꎬ 占领莱茵兰ꎬ 让战时的法国魂牵梦绕ꎬ 问题在于战时与法国同

床异梦的协约国ꎬ 尤其是完全无意染指德国的美国ꎬ 为何竟会被卷入莱茵

兰占领之中? 下面将通过梳理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协约国和美国商讨对德停战协议

的过程ꎬ 解答上述问题ꎮ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ꎬ 德军统帅兴登堡、 鲁登道夫等人向德皇威廉二世坦承ꎬ

德军已无胜算ꎬ 停战在所难免ꎮ② ９ 月ꎬ 联军发动总攻ꎬ 德军崩溃ꎮ １０ 月 ３
日ꎬ 德国首相巴登亲王马克斯通过瑞士致电美国请求停战和谈ꎮ③ 威尔逊没

有把德国的密电转告盟友ꎬ 但法国情报部门事先破译了照会内容ꎮ １０ 月 ５
日ꎬ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在巴黎

秘密开会讨论对德决策ꎮ １０ 月 ７ 日ꎬ 三位首脑一致同意ꎬ 委托军方草拟停

战协议ꎮ
７ 日夜ꎬ 英、 法、 意首脑致信美国驻最高军事委员会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Ｗａ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 代表塔斯克波利斯 (Ｔａｓｋｅｒ Ｂｌｉｓｓ)ꎬ 表示: 协约国首脑同意就德

奥停战问题咨询联军代表的意见ꎬ 要求军方遵循首脑会议商定的重要原则:
第一ꎬ 德、 奥军队撤离法国、 比利时、 卢森堡和意大利ꎻ 第二ꎬ 德军撤回

莱茵河东岸的德国领土ꎻ 第三ꎬ 德军撤出阿尔萨斯和洛林ꎮ④ 如果德国能接

受这些要求ꎬ 会使西欧国家的被占领土、 阿尔萨斯和洛林ꎬ 以及莱茵河西

岸都处于不设防状态ꎮ 首脑会议告知波利斯ꎬ １０ 月 ８ 日上午ꎬ 联军代表将

开会讨论停战事宜ꎮ⑤ 波利斯电告华盛顿请求指示ꎬ 美国政府回电称: 未获

得正式指令前ꎬ 不要采取任何行动ꎬ 务必随时知会美国政府协约国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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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协议ꎮ①

８ 日ꎬ 联军将领开会商讨停战事宜ꎮ 法国元帅福煦在交涉中第一次正式

提议协约国军队进占莱茵兰ꎬ 他提出: 德军应在两周内撤离比利时、 法国、
阿尔萨斯、 洛林及卢森堡ꎻ ３０ 天内撤离莱茵河左岸ꎻ 联军接管上述地区ꎬ
与地方当局共管ꎬ 直至最终和约签署ꎻ 此外ꎬ 联军可以占领莱茵河西岸并

在对岸建立若干桥头堡ꎬ 以保证德国支付赔款ꎻ 如果谈判破裂ꎬ 联军就以

桥头堡为依托打击德军ꎮ②福煦的提案得到军方的支持ꎬ 政治首脑却担心要

价过高会使德国放弃和谈ꎬ 态度谨慎ꎮ
同日ꎬ 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复德国照会称ꎬ 德、 奥军队应立即撤出全部

被占领土ꎬ 以示和谈诚意ꎮ③ ９ 日ꎬ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照会美国代表指出:
美方只要求德军撤离占领区ꎬ 不足以充分保障协约国利益ꎻ 同时ꎬ 协约国

的领导人对于威尔逊和德国展开双边交涉的行为也表示不满ꎬ 他们要求美

国委托军方制定停战条件并且委派一位全权代表前往欧洲磋商ꎮ④ 威尔逊委

任豪斯上校作为特使代表美国参会ꎮ⑤

１０ 月 ６—２３ 日ꎬ 威尔逊一边撇开欧洲盟友反对ꎬ 继续单独同德国越洋

交涉ꎬ 一边依靠美国派驻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代表ꎬ 打探各国对停战谈判的

态度ꎮ ２１ 日ꎬ 华盛顿征询波利斯的看法ꎬ 后者主张停战协议需保持纯粹的

军事性ꎬ 不应该纳入预示和平条件的条款ꎬ 其主旨应该是结束军事行动并

迫使德国解除武装ꎮ⑥

此时ꎬ 英、 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对德停战条件ꎮ 英军统帅道格拉

斯黑格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ａｉｇ) 的温和派观点在英国占据上风ꎮ 黑格主张ꎬ 德军

实力尚存ꎬ 停战的条件不宜过严ꎬ 协约国应限于迫使德国退出阿尔萨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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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林并且返回德国领土ꎮ① 法军统帅福煦的激进派主张则在法国成为主流ꎮ
１６ 日ꎬ 福煦致信克里孟梭ꎬ 表示: 联军应当占领莱茵河左岸并夺取对岸的

桥头堡ꎬ 以此保障德国支付战争赔款ꎮ②

２３ 日ꎬ 威尔逊停止与德国的双边谈判ꎬ 协约国与德国间的停战会谈随

即展开ꎮ 同日ꎬ 克里孟梭指示福煦等人以军事占领莱茵河左岸为前提ꎬ 与

各国将领就停战协定展开磋商ꎮ③ ２５ 日ꎬ 福煦召集法、 英、 美军队的指挥官

贝当、 黑格和潘兴等人会谈ꎮ 席间ꎬ 英、 法两国对是否进占莱茵河西岸并

建立桥头堡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这次会议上ꎬ 美军代

表潘兴将军由于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指示ꎬ 因而出于军事上的考虑ꎬ 草率

地附和法方占领西岸并且进军东岸的意见ꎮ④ 会后ꎬ 福煦致函克里孟梭ꎬ 表

示他同意潘兴的看法: 有必要占领莱茵河上的桥头堡并在东岸建立中立

区ꎮ⑤ 潘兴致电华盛顿ꎬ 告知会议经过和他的观点ꎮ ２７ 日ꎬ 美国政府回电反

对潘兴和福煦的激进停战方案ꎬ 指示潘兴和特使豪斯协调立场ꎬ 展开

斡旋ꎮ⑥

２９—３０ 日ꎬ 欧洲协约国政府首脑和美国特使豪斯正式就停战问题展开

谈判ꎮ 英法围绕是否进军莱茵兰的问题再次展开激辩: 英国强调染指莱茵

河东岸并不是明智之举ꎻ 法方则坚持必须把占领莱茵兰写入对德停战协定ꎮ
尽管美国政府无意涉足莱茵兰ꎬ 但是美国代表豪斯却自作主张地同情法国

的立场ꎬ⑦ 甚至转而要求威尔逊总统赋予他更多自由处置的空间ꎮ⑧

豪斯上校明知染指莱茵兰违背了美国的既定方针ꎬ 他为什么会在会谈

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突然倒向法国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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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 豪斯的亲法情绪起了主要作用ꎮ 出于私人喜好ꎬ 豪斯同情克里

孟梭ꎬ 进而听信了法军会尽快撤离莱茵兰的承诺ꎮ① 同时ꎬ 豪斯在宏观层面

对欧洲问题的看法与威尔逊有所出入ꎮ 虽然豪斯和威尔逊都反对进占德国

领土ꎬ 但是威尔逊对法国在战后欧陆的野心有所忌惮ꎬ 豪斯却不以为然ꎮ
他曾致信法国大使表示: 法国曾为自由和民主事业付出了最大的人员和经

济牺牲ꎮ 事实上ꎬ 战争爆发以来ꎬ 法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ꎬ 再无力争夺世

界霸权ꎮ 即便法国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ꎬ 法国的复苏仍将相当缓慢ꎮ②

其次ꎬ 豪斯与华盛顿之间的沟通不畅ꎬ 无从获悉美国官方的准确指示ꎮ
２９ 日ꎬ 威尔逊在电报中重申反对严苛的停战条件ꎬ “协约国现在索要过多的

利益和保证ꎬ 会给实现真正的和平造成困难ꎮ” 不过ꎬ 指示的口吻在电报传

输过程中悄然改变ꎬ 豪斯获悉: “或许盟国方面的要求将会使真正的和平的

达成面临一定困难ꎮ”③

当然ꎬ 豪斯向法国妥协的最主要原因ꎬ 明显在于豪斯去欧洲的主要使

命———促使协约国接受威尔逊的 “十四点计划”ꎮ 豪斯坦诚ꎬ 其使命的首要

目标是使协约国接受威尔逊的 “十四点计划”ꎮ 他在 ２８ 日的日记中指出:
“在我看来ꎬ 最重要的是让盟友接受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及补充条款”ꎻ “如果

这点实现ꎬ 那么和平的基础也就建立了ꎮ” 如若不然ꎬ 那么 “我们将置自己

于一种不光彩的处境ꎮ”④ 他抵达法国后ꎬ 立即着手对 “十四点计划” 进行

解释ꎮ ２９ 日ꎬ 他把注解的 “十四点计划” 电告威尔逊ꎬ 征询总统意见ꎮ⑤

接着ꎬ 豪斯在第一次会议上表态ꎬ 美国参加停战谈判的前提是各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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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复电 １０ 月 ３０ 日到达ꎬ 总统认为豪斯 “对十四点相关原则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ꎬ 但

是提到的细节只是作为说明性的建议ꎮ 显然ꎬ 所有的细节之处将不得不在和平会议上考虑ꎮ”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１８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１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ꎬ Ｖｏｌ １ꎬ ｐ ４２１



“十四点计划”ꎮ 法国和意大利表态反对建立国际联盟ꎬ 英国同样态度消

极ꎮ① 面对盟友的阻力ꎬ 豪斯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推销十四点原则上ꎬ 对

于停战的军事条款意兴阑珊ꎮ 为了获得法国对于 “十四点计划” 的支持ꎬ
豪斯只能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ꎬ 包括在莱茵兰问题上与法国妥协ꎮ

２９ 日ꎬ 法意代表甚至主张专注于军事问题ꎬ 搁置和平计划ꎮ 豪斯深知

一旦德国投降ꎬ 美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下降ꎬ 所以坚决反对ꎮ 他进而威胁ꎬ
如果盟友不接受 “十四点计划”ꎬ 美国就考虑单独和德、 奥媾和ꎮ② 英、 法

却不为所动ꎬ 劳合乔治声称 “如果美国单独媾和ꎬ 我们将对此感到很遗

憾就英国公众而言ꎬ 我们将继续斗争ꎮ”③

面对英、 法的反对ꎬ 豪斯试图同英国妥协ꎬ 但威尔逊态度强硬ꎬ 拒绝

在十四点原则上做出让步ꎬ ３０ 日ꎬ 总统电告豪斯: 我感到授权你告知盟国

我不同意参与不包括航海自由条款的谈判是我的庄严责任ꎬ 因为我们宣誓

不仅要向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且要向其他地方的军国主义做斗争ꎮ 我同样不

能参加一个不包括国际联盟的谈判ꎮ④ 豪斯建议威尔逊公开英、 法拒斥 “十
四点计划” 的态度ꎬ 争取舆论支持ꎮ⑤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劳合乔治向会议提出了针对美国 “十四点计划” 的答复

备忘录ꎮ 备忘录基本接受 “十四点计划” 的主要内容ꎬ 只对其中两个条款

持保留意见ꎮ 法国和意大利虽然有异议ꎬ 不过迫于压力ꎬ 只得无奈接受英

国的方案ꎮ⑥ ３１ 日ꎬ 威尔逊致电豪斯ꎬ 对谈判的进展表示满意ꎮ⑦ 不料此后

在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上ꎬ 英国再次对 “十四点计划” 中的海上航行自由

问题展开质疑ꎬ 豪斯不得不继续斡旋ꎮ
综上所述ꎬ 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中ꎬ 豪斯把大部分精力投注于维护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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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早在会议召开前的当天中午ꎬ 豪斯与劳合乔治、 贝尔福等共进午餐时ꎬ 研究过 “十四点

原则” 的劳合乔治已表示ꎬ 如果不对海上自由条款做出限定ꎬ 英国将不会接受它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 １６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 １６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 １６６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１８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１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ꎬ Ｖｏｌ １ꎬ ｐ ４２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 １６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ｐ １７２－１７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 １７２



四点计划”: 他一开始寄希望于英国的谅解ꎬ 但是英国对海上自由条款展开

了顽强抵制ꎮ 因此ꎬ 豪斯势必转向与法国妥协ꎬ 以换取法国在 “十四点计

划” 上支持美国ꎮ 于是ꎬ 莱茵兰问题就成了豪斯拉拢法国的筹码ꎮ①

随着美国与法国达成默契ꎬ 此前反对进军莱茵兰的英国被迫就范ꎮ １１
月 １ 日ꎬ 劳合乔治在福煦对占领条款稍做调整ꎬ 保证德国可以接受后ꎬ 表

态同意福煦的停战计划ꎬ 进占莱茵兰赫然在列ꎮ 在协约国的执政者的支持

下ꎬ 最高战争委员会几乎未经讨论就通过了福煦制定的停战方案ꎮ② １１ 月 ４
日ꎬ 最高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停战方案的正式文本ꎬ 其中包括: “ (德国) 立

即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法国ꎻ 德军撤离所有占领区ꎬ 退至莱茵河东岸指

定的中立地带以外ꎬ 联军占领莱茵河西岸地区及美因茨、 科布伦茨和科隆

三个桥头堡ꎮ”③ １１ 月 ８ 日ꎬ 德国停战谈判代表团被带上贡比涅森林里的一

列火车ꎬ 聆听联军宣读停战协议ꎮ 德国代表团对法国的莱茵兰计划提出异

议ꎬ 法方只是稍做让步: 德军撤退的期限从 ５ 天延长到 ３１ 天ꎻ 中立区宽度

由 ３０—４０ 公里缩减到 １０ 公里ꎬ 尤其是在鲁尔区ꎻ 同时允诺保护德国政府在

莱茵河两岸的治权ꎮ 不过协约国断然拒绝了限制占领军规模的要求ꎬ 协约

国的 ５０ 个师将会进驻莱茵河西岸ꎮ 当德国代表询问法军进入莱茵兰意欲何

为时ꎬ 法国统帅福煦回应他既不知道ꎬ 也不关心ꎮ④

由此看来ꎬ 美国卷入莱茵兰占领ꎬ 完全就是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底进行的一

系列外交博弈中与英、 法相互妥协、 彼此角力的结果ꎮ 美国通过支持法国

进占莱茵兰的方案ꎬ 换取法国对十四点和平计划的认同ꎮ 美法之间达成的

默契ꎬ 迫使反对进入莱茵兰的英国不得不屈从于法国的意志———三个大国

之间纷繁复杂的相互制衡、 相互掣肘ꎬ 在错进错出之间推动美军踏上了占

领莱茵兰这片陌生的欧洲土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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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合乔治在 １１ 月 ３ 日的会议上ꎬ 在海上自由的问题上向法国求救时ꎬ 克里孟梭没有像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会议上那样给予积极支持ꎬ 而是倒向了豪斯ꎬ 使劳合乔治十分被动ꎮ 克里孟梭的在

这一问题上的转向ꎬ 显然是对豪斯在莱茵兰占领问题上妥协的 “报答”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ｐ １８３－１８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ｏｕｓｅꎬ ｐｐ １１９－１２４

Ｄａｖｉｄ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１９３０: Ｔｈ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ｒｓꎬ ｐ １４

Ｄａｖｉｄ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１８－１９３０: Ｔｈ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ｒｓꎬ ｐｐ ２２－２３



二、 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

美国和协约国与德国正式签署 «停战协定»ꎬ 意味着美军进驻德国莱茵

兰已经板上钉钉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赶在 «停
战协定» 签订以前颁布了第 １９８ 号特别命令ꎬ 指示组建美国第 ３ 军团ꎮ 德国

军队撤离后ꎬ 第 ３ 军团将代表美国进驻莱茵兰ꎮ 由于当时战争名义上还没有

结束ꎬ 这项命令直到几天以后才正式生效ꎮ 潘兴将军委派约瑟夫Ｔ 迪克

曼少将 (Ｍａｊ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Ｊｏｓｅｐｈ Ｔ Ｄｉｃｋｍａｎ) 担任第 ３ 军团指挥官ꎬ 第 ３ 军团

下辖第 ３ 军和第 ４ 军ꎮ 不久ꎬ 哈恩将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ａｈｎ) 统率的第 ７ 军ꎬ 也

归入第 ３ 军团建制ꎮ 整编后的第 ３ 军团总兵力约为 ２４ 万人ꎬ 占美国远征军

总兵力的 １ / ８ꎬ 占协约国进驻莱茵兰总兵力的 １ / ３ (人数最多时约 ７５ 万)ꎮ①

«停战协定» 生效后ꎬ 德军撤退到莱茵河东岸ꎬ 使莱茵兰形成不设防状

态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早晨 ５ 点 ３０ 分ꎬ 联军统帅福煦元帅命令美国和协约国的百

万大军———比利时军队、 英国第 ２ 军团、 法国第 ５ 军团、 美国第 ３ 军团、 法

国 １４ 军团和法国第 ８ 军团ꎬ 沿着西北东南方向齐头并进向莱茵兰进发ꎮ 美

军先后穿过法国、 比利时和卢森堡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按照原定计划ꎬ 第

３ 军主力穿过莱茵河上的桥梁进入德国境内ꎮ 美军到达预定驻地后ꎬ 立即着

手建立军政府机关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美军统帅潘兴颁布条令ꎬ 规定了莱

茵兰民众和占领军之间的关系ꎮ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特里尔的最高统帅部颁布了第

一号命令ꎬ 规定了军政府的组织形式ꎮ 这两项指令成为美占区军政府的两

大基本章程ꎬ 军政府随之建立ꎮ
(一) 军政府的占领政策

美国军政府成立伊始ꎬ 正是德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ꎬ 德国的经济运行

瘫痪ꎬ 社会秩序混乱ꎮ 因此ꎬ 军政府把恢复正常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

视为首要任务ꎮ 为此ꎬ 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稳定的措施ꎬ 涉及到政治、
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ꎬ 具体来讲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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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 在政治上ꎬ 为了协调和规范美国占领军和莱茵兰民众间的关系ꎬ
早在第 ３ 军团向莱茵地区进军的过程中ꎬ 美军司令潘兴将军便向当地民众和

占领军颁布公告ꎬ 规定: “以上提到的地区及它们的民众处于美军的法规和

权力监管之下所有依法、 和平地遵守军事当局颁布的法令的人ꎬ 其人

身、 家庭、 财产和信仰将得到保护ꎮ 其他人会被立即逮捕ꎬ 受到严厉惩

罚ꎮ” 同时ꎬ 美军司令也对美军的行为进行了限制ꎬ 规定 “美军将严格遵守

所在国法律和文明战争法ꎮ”①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第 ３ 军团渡过莱茵河进入莱茵兰时ꎬ 德国革命已经

爆发ꎬ 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被推翻ꎬ 德国建立了共和国ꎮ 不过ꎬ 德国的社

会秩序并未随着共和体制的建立而恢复ꎮ 新生的魏玛政权面临来自极左派

和极右派的挑战ꎮ 德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工人和士兵代表会ꎬ② 他们在很多地

区接管了政权ꎮ 这种状况在莱茵兰美占区也很普遍ꎮ 美军到达时ꎬ 工人和

士兵代表会已经接管了美占区很多地区的地方政权ꎮ 此外ꎬ 德国民众也仍

处于革命的狂热之中ꎮ 因此ꎬ 成立不久的美占区军政府把维护正常的法律

和社会秩序视为首要使命ꎮ 为此ꎬ 美军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 承认哪一

个地方当局? 是工人和士兵代表会ꎬ 还是在德国旧政权中重新选任官员?
结果ꎬ 美国军政府与其他军政府一样ꎬ 经过权衡后没有依靠这些当时炙手

可热的代表会ꎬ 而是倾向于从旧政权的地方官员中选择人才ꎮ 美军这么做

的原因是: 第一ꎬ 他们倾向于承认旧政权官员的合法性ꎻ 第二ꎬ 美国军官

对革命组织十分反感ꎮ 他们把代表会委员看作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从社会

最底层爬上来的人ꎮ 此外ꎬ 军政府官员也认为ꎬ 以受过训练的地方官员作

为军政府的代理人ꎬ 能够比工人和士兵代表会的革命者更好地宣传和执行

法令ꎮ 另外ꎬ 一个更为不容忽视的原因是: 美方认为通过宣布工人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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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 “工人和士兵代表会”ꎬ 即国内常用的 “工人和士兵苏维埃” 一词ꎮ 国内魏玛共和

国史研究学者孟钟捷在 «德国 １９２０ 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 一书的 «导言» 中对 “苏维埃” 和

“代表会” 二词的德语内涵进行了系统考察后ꎬ 认为 “代表会” 这一名称更符合德语词义和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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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不合法ꎬ 能够阻止革命及破坏活动进一步在美占区蔓延ꎬ 从而维护

政治和社会稳定ꎮ①

应该指出的是ꎬ 虽然美国占领军的官员倾向于同有经验的德国官员进

行合作ꎬ 但是双方的合作并不总是顺利的ꎮ 这部分归咎于德国官员的态度:
他们中有些人对占领军言听计从ꎬ 有些又顽固阻挠占领军的工作ꎮ 不过ꎬ
主要原因在于军政府对德国官员吹毛求疵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十分讨厌德

国官员畏首畏尾ꎬ 将之称为典型的德国式谄媚ꎻ 另一方面ꎬ 又对挑战占领

军的官员的行为进行压制ꎮ 无疑ꎬ 美国官员控制着德国民政官员并且希望

他们能够顺从ꎮ
其次ꎬ 在经济上ꎬ 军政府密切关注美占区的经济和工业稳定ꎬ 为此军

政府对保障工业运转的要素———原材料、 失业率以及劳资关系时刻保持

警觉ꎮ
在原材料方面ꎬ 占领初期ꎬ 协约国继续对德国实施经济封锁ꎬ 严格限

制原料供应ꎬ 美占区许多工厂由于物资不足停止运转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 美

国军政府积极游说协约国ꎬ 推动后者尽快解除对德国的经济封锁ꎮ 对于罢

工问题ꎬ 军政府形成了 “分类处理” 的政策ꎮ 美国人对罢工不是简单采取

“一刀切” 禁止的处理ꎬ 而是将罢工分为两类: １. 如果罢工者遵守军政府制

定的相关规定ꎬ 没有威胁到美国占领军的切身利益ꎬ 军政府准许罢工ꎬ 但

是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 一方面ꎬ 美方禁止罢工者成立纠察队以及煽

动劳工ꎬ 否则罢工者会被逮捕、 审判和惩罚ꎻ 另一方面ꎬ 如果罢工超过规

定时限ꎬ 劳资双方无法达成协议ꎬ 那么罢工者就必须寻找新的雇主ꎮ 如果

罢工者拒绝再就业ꎬ 那么他会被逮捕ꎬ 并被驱逐出美占区ꎮ② ２. 如果占领军

雇佣的工人或者有关美军切身利益的公共设施的劳工发生罢工ꎬ 美军会毫

不犹豫地采取措施予以镇压ꎮ １９１９ 年ꎬ 第 ３ 军团在安德纳赫 (Ａｎｄｅｒｎａｃｈ)
和本多夫 (Ｂｅｎｄｏｒｆ) 地区雇佣的装卸工人罢工ꎬ 美军迅速做出反应ꎮ 在安

德纳赫ꎬ 罢工的装卸工被逮捕、 受审并被罚装卸物品ꎮ 本多夫的工人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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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安德纳赫采取的行动后选择复工ꎬ 因而免于受罚ꎮ①

当然ꎬ 为了避免罢工出现ꎬ 军政府积极干预可能引发罢工的劳资争端ꎮ
一般的做法是占领当局命令德国地方政府出面ꎬ 向劳资双方解释军政府的

态度并且建议双方达成协议ꎮ 这种做法通常能有效地迫使劳资双方迅速地

达成妥协ꎮ② 军政府在经济上的举措ꎬ 保障了占领区经济的恢复ꎬ 缓和了劳

资关系ꎬ 避免了大规模无序罢工的出现ꎬ 整体上稳定了美占区的社会经济

秩序ꎮ
再次ꎬ 在社会政策方面ꎬ 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ꎬ 美国军政府颁布

了数量众多、 包罗万象的相关法规ꎬ 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例如ꎬ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美军司令潘兴以命令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条例ꎬ 涉及身份

证和通行证、 酒精销售和酒吧经营、 集会和开会、 电话、 电报等内容ꎬ③ 这

些规定为维持美占区的基本社会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ꎮ 此外ꎬ 美军政府还

颁布了有关公共卫生以及打击卖淫嫖娼等的社会政策法规ꎬ 其中的许多法

规体现了美国国内进步主义的价值观的同时ꎬ 也违背了莱茵兰传统ꎬ 其中

尤以禁酒令和堆肥管理政策最为典型ꎮ
美国军政府官员深受当时美国国内进步主义观念影响ꎬ 他们认为酒类ꎬ

尤其是烈性酒所引发的酗酒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军纪ꎮ 因此ꎬ 军政

府密切注意酒类的销售ꎮ 潘兴将军的命令允许德国人在上午 １１ 时至下午 ２
时和下午 ５ 时至 ７ 时之间出售葡萄酒和啤酒ꎬ 但是严厉禁止出售烈性酒ꎮ 此

后ꎬ 虽然军政府曾多次放宽出售葡萄酒和啤酒的时间限制ꎬ 但是对于烈性

酒的禁令却始终如一ꎮ 同时ꎬ 美军不仅禁止士兵饮用烈性酒ꎬ 而且这一规

定也适用于美占区的德国民众ꎮ④ 诚然ꎬ 军政府的禁酒政策对稳定美占区的

社会秩序有所助益ꎬ 但是这一政策显然违背了德国民众饮酒的传统ꎬ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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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抗议ꎮ
在军政府的社会政策中ꎬ 不仅禁酒的规定违背了莱茵兰传统ꎬ 对堆肥

的规定也是如此ꎮ 粪堆是德国农民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ꎬ 他们常把粪堆

在厨房附近ꎬ 这种做法引起了美军的反感ꎮ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第 ３ 军团指

挥官迪克曼少将颁布一项命令ꎬ 要求德国农民将他们的粪撒到他们的地里ꎬ
禁止他们在住所附近堆粪ꎮ 这一禁令使德国农民极为不满ꎬ 因为 “这影响

了他们精心设计的施肥计划ꎮ” 在当地民众的反对下ꎬ 艾伦少将于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撤消了这一命令ꎮ①

由此可见ꎬ 美国军政府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政策ꎬ 主要着眼于维持社

会稳定ꎮ 在德国政局不稳、 社会动荡的背景下ꎬ 美方的 “维稳” 方针显然

有助于恢复秩序ꎮ
(二) 文人政府的管制政策

正当美国军政府在莱茵兰忙于 “维稳” 之时ꎬ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巴黎

和会召开ꎮ 和会期间ꎬ 围绕莱茵兰问题欧美大国政要进行了反复磋商ꎬ 最

终达成 «莱茵兰协定»ꎬ 规定: 协约和参战国的武装军队将继续占领德国领

土作为德国履行 «凡尔赛条约» 的保证ꎬ 并成立一个 “莱茵河流域协约国

高级委员会” 的民政机构ꎬ 作为协约国在占领区内的最高代表机关ꎮ②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ꎬ «莱茵兰协定» 生效ꎬ 高级委员会成为占领区最高权力机

关ꎮ 在同美国驻德国占领军艾伦将军进行多次交涉后ꎬ 同年 ６—１０ 月ꎬ 高级

委员会美国部开始执掌美占区政务ꎬ 美国军政府随之淡出ꎮ 随着文人政府

的建立ꎬ 莱茵兰美占区进入了文人政府管制时期ꎮ
虽然高级委员会在名义上是整个莱茵兰的最高权力机关ꎬ 但是由于美

国没有批准 «凡尔赛和约»ꎬ 因此美占区政府的合法性实际上仍然来源于

«停战协定» 的相关条款ꎮ 美军指挥官艾伦仍然是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ꎮ
总体而言ꎬ 文人政府管制时期的许多政策仍然延续了军政府的既有举措并

有所深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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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ꎬ 美占区政府继续对极左以及极右的政治势力保持警惕ꎬ 维

持社会稳定和日常秩序ꎮ １９２０ 年 ３—４ 月间ꎬ 德国接连发生右翼主导的卡普

—吕特维茨暴动和左翼领导的鲁尔暴动ꎬ 美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ꎬ 既避免

暴动波及占领区ꎬ 又防范法国借机干预德国事务ꎮ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ꎬ 极右派的

卡普、 吕特维茨发动了反政府暴动ꎮ 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对德国民众的反

暴动罢工进行引导ꎻ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ꎬ 严防暴动扩展到美占区ꎮ① 不久ꎬ
鲁尔暴动爆发ꎬ 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红军控制鲁尔区ꎬ 并不

断向政府军进攻ꎬ 意图推翻魏玛共和国ꎮ 美国占领当局一面防止暴动波及

美占区ꎬ 一面支持德国政府派遣国防军进入鲁尔非军事区镇压暴动ꎮ② 当

法、 比军队以德军进入鲁尔区为由占领法兰克福、 达姆施塔特等地时ꎬ 美

方不但对法国干涉德国内政的行为进行谴责ꎬ 而且积极斡旋ꎬ 督促法、 比

早日撤军ꎮ③ 在第二次鲁尔危机和 １９２１ 年德国共产党人三月起义期间ꎬ 美

占区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对策ꎮ
在经济上ꎬ 占领当局延续了军政府的政策ꎬ 继续努力维持正常的经济

秩序ꎬ 其中以继续执行军政府时期的罢工政策最具有代表性ꎮ 占领当局继

续坚持ꎬ 只要没有威胁到美国占领军的利益ꎬ 不影响公共设施ꎬ 工人就可

以举行罢工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２２ 年夏秋之际ꎬ 德国出现严重通的货膨胀现象ꎬ
食品的价格在数周内成倍上涨ꎮ 美国官员认为ꎬ 当时工人们为了增加工资

进行罢工ꎬ 只是一种有效的谈判策略ꎮ④ 不过当罢工开始影响社会稳定ꎬ 超

过当局容忍的底线时ꎬ 占领区政府就会出手压制ꎮ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本多

夫燃气厂的工人发动罢工ꎮ 当局认为罢工影响了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转ꎬ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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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随即出动逮捕三名工人领袖并且取缔了这次罢工ꎮ①

在社会政策上ꎬ 美国占领当局把维持社会秩序视为重要任务ꎮ 酒精和

卖淫是诱发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两大恶疾ꎮ 因而ꎬ 占领当局一方面实行

严格的禁酒令ꎬ 另一方面强力打击卖淫活动ꎮ 在禁酒方面ꎬ 虽然 １９２０ 年初ꎬ
根据高级委员会的政策ꎬ 美占区政府放松了对德国民众酿酒的限制ꎬ 但是

仍然严厉限制酒的出售ꎮ 非法出售酒精以及未经授权出售葡萄酒和啤酒等

行为ꎬ 都会受到惩处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间ꎬ 美占区共有

４２８ 人因此类罪行受到起诉ꎮ②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１９２３ 年 １ 月间ꎬ 共有 ９８ 人因

为违反禁酒令和相关法规被判刑ꎮ③ 此外ꎬ 占领当局颁布法令治理流浪和卖

淫行为ꎮ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间ꎬ 共有 ４４１６ 名流浪者和娼妓被定罪ꎬ
这占当时军事法庭对非重大案件的定罪量的半数以上ꎮ④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１９２３
年 １ 月间ꎬ １３１７ 名流浪者和娼妓被定罪ꎬ 超过总量的半数ꎮ⑤

毫无疑问ꎬ 文人政府延续了军政府的既有政策ꎬ 关注维护政治、 经济

和社会的稳定和秩序ꎬ 其施政效果尚可ꎮ

三 、 美国占领军最后撤离

«莱茵兰协定» 规定ꎬ 协约国军队应该以五年为期ꎬ 渐次撤离莱茵兰ꎮ
然而ꎬ 美军没有按照既定时间表从莱茵兰有序组织撤军ꎬ 而是撇开英国、
法国和比利时ꎬ 于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单独提前撤出占领区ꎮ 美军提前撤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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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违约” 举措ꎬ 究竟是源于美国单方面的决策? 抑或是由于美国与其他

占领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使然? 下文将主要回顾美军撤退的历史进程ꎬ 据此

解读上述问题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在法国的坚持下ꎬ 美国不情愿地参与了协约国对德国莱

茵兰的占领ꎮ 由于德国在战争期间的诸多暴行ꎬ 加上 «停战协定» 签署后

德国并没有解除武装ꎬ 因此起初美国人甚至对美军参与莱茵兰占领的行动

表示理解与支持ꎮ 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宣读 «停战协定» 的莱茵兰占领条款

时ꎬ 国会议员的欢呼以及此后美国国内对此行为的正面回应ꎬ 都足以证明

这一倾向ꎮ 然而ꎬ 由于战后美国人仇德情绪的消退ꎬ 巴黎和会期间出现的

尔虞我诈以及美国人对战后欧洲的失望ꎬ① 美国民众逐渐对威尔逊倡导的世

界主义丧失兴趣ꎬ 战时一度消退的孤立主义情绪回温ꎮ 美国国内要求远离

欧洲事务ꎬ 撤回美国占领军的呼声日益高涨ꎮ １９２１ 年ꎬ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沃伦哈定 (Ｗａｒｒｅｎ Ｈａｒｄｉｎｇ) 以 “恢复常态” 为口号ꎬ 一举从威尔逊手中

夺得总统宝座ꎬ 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ꎮ 哈定上台后ꎬ 积极迎合孤立主义情

绪ꎮ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哈定在就职演说中强调ꎬ 美国应该摆脱纷繁的欧

洲事务ꎬ “我们的共和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这

本身便证明了ꎬ 我们历来奉行的不介入旧世界事务的政策确实属明智之

举因此我们并不谋求左右旧世界的命运ꎮ 我们无意牵累于此ꎮ 在每一

种具体情况下ꎬ 除非我们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决定确有必要ꎬ 否则我们不会

承担什么责任ꎮ”② 这一表态无疑预示了哈定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基本原

则——— “不卷入政策”ꎬ 亦即美国不直接加入国联或参加任何政治性组织ꎬ
不想与外国发生任何联系ꎮ③

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重新高涨ꎬ 特别是恪守 “不卷入政策” 的哈定总

统上台ꎬ 预示着美军驻守莱茵兰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ꎮ １９２１ 年ꎬ 当哈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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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如何看待驻德美军时ꎬ 他回答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将要回国ꎮ”①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美德签订和平条约ꎬ 美军虽然没有立即全部撤回ꎬ 但撤

军行动却在不间断地进行ꎬ 留驻莱茵兰的美军数量日趋减少ꎮ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５
日ꎬ 美国驻德国占领军②的数量降低为 ５５００ 人ꎮ③ ２ 月 １７ 日ꎬ 美国驻德国占

领军司令艾伦将军收到战争部的指示ꎬ 准备再撤出 ２０３ 名军官和 ３０００ 名士

兵ꎮ④ ３ 月ꎬ 艾伦将军获悉哈定总统决定在 ７ 月 １ 日前召回全部的美国占领

军ꎬ 并要求他制定相应运输计划ꎮ⑤

美军即将撤离德国的动向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应ꎮ 莱茵兰高级委员会

的法国、 英国和比利时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ꎬ 立即把此事呈报各自政府ꎬ
要求政府就该问题与美国交涉ꎮ⑥ ３ 月ꎬ 法国政府在非正式场合表态反对华

盛顿的决定ꎮ⑦ ４ 月 ６ 日ꎬ 高级委员会里的法方代表蒂拉尔告诉艾伦ꎬ 法国

政府已经正式要求美国政府ꎬ 不要撤出全部美军ꎮ⑧

艾伦将军本人也不同意美国政府的快速撤军政策ꎮ ３ 月 ２８ 日ꎬ 他在巴

黎会见美国驻法大使赫里克 (Ｈｅｒｒｉｃｋ)ꎬ 讨论美军撤离及其对莱茵兰的潜在

影响ꎮ 同日ꎬ 他还拜访了英国驻巴黎大使哈丁斯 (Ｈａｒｄｉｎｇｓ) 爵士ꎬ 讨论欧

洲整体局势和莱茵兰的状况ꎮ ３ 月 ２９ 日ꎬ 赫里克大使致电国务院ꎬ 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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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地区为艾伦将军保留部分驻军ꎮ① ４ 月 １５ 日ꎬ 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劳登

(Ｌｏｗｄｅｎ) 到达科布伦茨ꎮ 他在与占领当局官员多方商谈后ꎬ 致电战争部长

威克斯 (Ｗｅｅｋｓ)ꎬ 建议在莱茵地区保留部分美军和美国代表ꎬ 并声明这一

行动对于避免法德关系进一步恶化是必不可少的ꎮ② ４ 月 １９ 日ꎬ 霍顿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大使从伦敦抵达科布伦茨ꎬ 同占领区官员及美国前驻柏林委员

德雷斯尔 (Ｄｒｅｓｓｅｌ) 进行了交谈后ꎬ 建议继续和华盛顿沟通撤军问题ꎮ 他

同时告诉艾伦ꎬ 哈维 (Ｈａｒｖｅｙ) 大使正在尽全力阻止美国在莱茵兰的军队被

全部召回ꎮ③ ４ 月 ２０ 日ꎬ 德国委员哈茨菲尔德 (Ｈａｔｚｆｅｌｄｔ) 拜访艾伦ꎬ 对于

美国政府决定把全部美国驻军撤离莱茵兰的决定感到十分沮丧ꎮ 他认为这

一决定对德国是不幸的ꎮ④

面对国内外的反对ꎬ 哈定总统只能让步ꎮ ５ 月初ꎬ 总统在一份电报中委

婉地表达了在莱茵兰维持一些军队的意图ꎮ⑤ ６ 月 ３ 日ꎬ 艾伦将军收到一份

战争部的电报ꎬ 表示美国可能在莱茵兰地区无限期保留一支不超过 １２００ 名

官兵的小分队ꎮ⑥ 出人意料的是ꎬ ６ 月ꎬ 美国国会通过裁军法案ꎬ 此举给召

回海外美军施加了更大的压力ꎮ⑦ 哈定总统受到 １１ 月总统选举的影响ꎬ 对

于继续在欧洲保留美国驻军的决策产生怀疑ꎮ⑧ 由于赔款危机引起的欧洲局

势动荡ꎬ 又使总统的忧虑雪上加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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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 维尔特政府在德国上台ꎮ 维尔特一改前任费伦巴赫

政府的修约政策ꎬ 实行履约政策ꎮ 不过ꎬ 履约既未能促使德国的国际环境

改观ꎬ 也未能解决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ꎮ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德国外交

部长拉特瑙遇刺身亡ꎬ 这一突发事件不仅导致德国马克急剧贬值ꎬ 而且打

击了国际社会对德国经济复兴的信心ꎮ ７ 月 １２ 日ꎬ 维尔特内阁被迫向协约

国宣布德国丧失支付能力ꎬ 请求把 １９２２ 年尚未缴纳的现金赔偿推迟到 １９２４
年底ꎬ 并且相应地减少实物赔偿ꎮ 英国认可德国的延期要求ꎬ 法国却威胁

采取报复措施ꎬ 试图强迫德国交纳赔款ꎮ ７ 月 ３０ 日ꎬ 法国总理普恩加莱通

知劳合乔治ꎬ 表示法国同意德国延期支付的前提是ꎬ 德国把鲁尔煤田交

给协约国作为抵押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 法国查封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德国产业ꎬ
以显示其逼迫德国按期赔款的决心ꎮ①

面对日益严峻的欧洲局势ꎬ 美国国内围绕莱茵兰驻军是否有必要继续

保留的 问 题 展 开 了 争 论ꎮ 前 驻 土 耳 其 大 使 亨 利  摩 根 索 (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伊 利 诺 伊 州 前 州 长 劳 登 ( Ｌｏｗｄｅｎ )、 战 争 部 的 哈 博 德

(Ｈａｒｂｏｒｄ) 等人都强调驻德美军的重要价值ꎮ② 哈定总统、 战争部长威克斯

及前副国务卿弗莱彻等人则希望美军尽快撤回ꎮ ８ 月ꎬ 弗莱彻在致致总统的

信中ꎬ 虽然承认美国在莱茵兰的军事存在能够起到阻止法国实施过激举动

的作用ꎬ 但是他认为占领并不能给美国带来直接的好处ꎻ 欧洲局势正走向

紧张ꎬ 美军每多滞留一天ꎬ 就意味着卷入国际冲突的更大危险ꎮ ８ 月 ２４ 日ꎬ
哈定总统在回电中承认美军的存在可能将会使美国卷入国际纠纷ꎬ 美国政

府正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发展ꎬ 随时准备撤军ꎮ③

９ 月份ꎬ 反对撤军的哈博德 (Ｈａｒｂｏｒｄ) 向战争部提交的报告强调: 美

军进驻德国不是为了任何国家的利益ꎬ 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ꎮ 主张撤

军的战争部长威克斯把哈博德的报告呈交给总统的同时ꎬ 一并提交了前陆

军参谋长佩顿Ｃ 马奇 (Ｐｅｙｔｏｎ Ｃ Ｍａｒｃｈ) 的看法ꎬ 马奇认为美国占领军

的作用微乎其微ꎮ 威克斯进而向哈定总统施压: “我赞同立即全部撤军ꎬ 我

希望你将这么决定ꎮ” ９ 月 １６ 日ꎬ 哈定总统在给威克斯的回信中表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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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安排撤离”① 随后ꎬ 艾伦将军收到国务院指示: 如果法军进入鲁

尔ꎬ 美国占领军应当立即撤离ꎬ 从而使法国人明确了解到美国不支持它的

政策ꎮ②

１０ 月ꎬ 美国战争部长威克斯向美国媒体暗示: “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前

回家”ꎮ 美军撤离德国的意图引起了法德双方的不满ꎮ 德国政府认为ꎬ 美国

人的撤离违背了美国帮助德国重建的道德义务ꎻ 法国总理普恩加莱也抱怨

美军的抽身而去ꎮ 美国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提醒哈定总统ꎬ 法国既没有批准

«华盛顿条约»ꎬ 也还没有开始就战争债务问题进行协商———美军执意撤退

可能激怒法国ꎬ 损害美国的利益ꎮ 美国国会本身也犹豫不决: 当国会议员

约翰蒂尔森为驻军德国的重要性辩护时ꎬ 议员们对他的观点报以掌声ꎮ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哈定总统本人也对撤军问题产生动摇: “我承认德国对我们义务

的争论有某些合理性我承认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应对局势ꎬ 因为它涉

及法国ꎮ”③ 不过ꎬ １１ 月底ꎬ 美国政府宣布将不再给占领军提供替换部队ꎬ
这表明美军的全部撤离已经不可避免ꎮ④

此外ꎬ 对于 ７ 月以来在欧洲不断发酵的赔款危机ꎬ 美国是什么态度呢?
８ 月下旬ꎬ 由于法国的强硬态度ꎬ 德国政府请求美国介入ꎮ ８ 月 ２６ 日ꎬ 德国

驻美代办冯瑟曼向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呈交了德国政府的呼吁书ꎬ 指出:
“德国政府已经动用了它的全部政治力量去履行义务ꎮ 然而ꎬ 目前的状况表

明德国必须立即获得外部的帮助”ꎮ 菲利普同情德国的处境ꎬ 建议国务卿休

斯介入该问题ꎮ 休斯不想马上介入因赔偿而产生的法、 德纠纷ꎬ 因而反应

很冷淡ꎮ⑤ 不过ꎬ 美国驻巴黎赔偿委员会的代表波登对此事却十分关注ꎮ １０
月ꎬ 他在发给国务院的一份紧急电报中ꎬ 不但分析了由赔款问题可能引发

的纷争的严重性以及德国政府关于赔款问题的要求ꎬ 而且提出了解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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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一系列建议ꎮ① 这些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建议构成了此后 “休斯方

案” 的雏形ꎮ②

随着法国的态度日趋强硬ꎬ 鲁尔危机的阴影正悄然袭来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法国在赔款委员会巴黎会议上正式宣布德国没有履行偿付规定ꎮ 同时ꎬ 随

着赔偿纠纷引起的德国政治、 经济局势的急剧恶化ꎬ 美国舆论对法国的强

硬政策越来越不满ꎬ 进而纷纷同情德国的境遇ꎮ 此外ꎬ 美国舆论也开始批

评国务卿休斯在欧洲问题上无所作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休斯利

用参加在纽黑文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机会ꎬ 宣布了以波登提出的解

决方案为基础ꎬ 由他进一步完善的新的赔偿计划ꎮ 虽然这一计划受到了英

国和德国的欢迎ꎬ 但是却遭到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坚决反对ꎮ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
日ꎬ 赔款委员会再次在巴黎开会ꎬ 会议最终以 ３ 票对 １ 票的表决结果认定德

国蓄意违约ꎬ 并通过了以鲁尔抵押德国赔偿的决议ꎮ
１ 月 ６ 日ꎬ 美国占领军司令艾伦将军再次会见了高级委员会法国代表蒂

拉尔ꎮ 他估计ꎬ 促使法德达成协议ꎬ 从而避免法国夺取鲁尔行动的发生尚

有可能ꎮ 然而ꎬ 局势却在迅速地恶化ꎮ ７ 日ꎬ 法国德古特将军的副手致信艾

伦ꎬ 称法国军队正在进行进军鲁尔前的集结ꎮ 艾伦立即电告国务院ꎬ 法国

出兵鲁尔已经箭在弦上ꎮ 同日ꎬ 美国参议员里德提出议案ꎬ 要求驻德美军

立即撤退ꎮ 参议院以 ５７: ６ 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里德的提案ꎮ③ ８ 日ꎬ 法军乘

坐 １７ 列军车经科布伦茨前往鲁尔ꎮ 同日ꎬ 美国国务卿通知法方ꎬ 鉴于法国

进军鲁尔区的行动ꎬ 美国决定从鲁尔撤军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 法国宣布法军即将

进入鲁尔ꎬ 以控制这一地区的矿产ꎮ １１ 日ꎬ 哈定总统召集国务卿休斯和战

争部长威克斯在白宫开会ꎬ 经过一个多小时商谈后ꎬ 哈定总统正式宣布美

军撤离莱茵兰ꎮ④ 法国、 英国和德国政府分别对美国的行动做出有利于自身

政策的解释: 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和莱茵兰高级委员会法方代表蒂拉尔等人

极力否认鲁尔占领与美军撤离之间的关系ꎻ 英国和德国人则将美军撤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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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国入侵鲁尔的后果ꎬ 同时也是美国对法国侵略政策的抗议ꎮ① 同日ꎬ 美

国驻军收到华盛顿的撤军指示: 自 «停战协定» 签字之日起ꎬ 美军已驻守

莱茵兰长达 ４ 年零 ２ 个月ꎬ 他们的使命到此为止ꎮ “圣米耶勒” 号轮船将尽

快开往不来梅或汉堡港ꎬ 撤回剩余的美国驻莱茵兰占领军ꎮ②

同时ꎬ 虽然法、 比军队已经进入鲁尔区ꎬ 但艾伦将军仍没有放弃在德

国与法国之间重启谈判的希望ꎮ 因而他在未取得华盛顿授权的情况下ꎬ 以

个人名义向高级委员会的英国、 法国以及比利时代表提议ꎬ 召开一次高级

委员会会议ꎬ 以促使德国与协约国重启谈判ꎮ １ 月 １２ 日ꎬ 会议在蒂拉尔的

办公室召开ꎮ 虽然所有的委员都对艾伦将军的举动表示同情ꎬ 同意将这一

问题告知他们各自的政府ꎬ 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讨论德法谈判显然不是高级

委员会的分内之事ꎮ③ １ 月 １３ 日ꎬ 艾伦将其 “越权之举” 告知华盛顿ꎬ 同

时表达了对于重启鲁尔问题谈判的期望ꎮ １７ 日ꎬ 国务院在回电中指示艾伦

将军ꎬ 在没有获得国务院的具体指示前ꎬ 不要就局势发表任何看法或提出

任何建议ꎮ 法国政府也不赞同艾伦的建议ꎮ④ 同时ꎬ 基尔马诺克爵士也收到

英国政府的指示ꎬ 不允许他在高级委员会参与讨论任何与法国在鲁尔区的

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ꎮ⑤ 艾伦次日复电国务院ꎬ 表示将遵守美国政府的

指示ꎮ⑥

由于美军撤离势在必行ꎬ 德国和协约国方面都对艾伦将军以及美国占

领军在莱茵兰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和感激ꎬ 同时也对他们的离开表示遗

憾和不舍ꎮ 危机发生后ꎬ 在莱茵兰人愤慨地谴责法国和比利时的同时ꎬ 当

地所有政论性报纸一致对美军宣布撤离表示遗憾ꎮ⑦ １ 月 １８ 日ꎬ 高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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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代表哈茨费尔特－威尔登堡亲王 (Ｐｒｉｎｃｅ Ｈａｔｚｆｅｌｄｔ－Ｗｉ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访问美

军总部ꎬ 转交德国古诺总理给艾伦的信ꎮ 信中表达了德国政府对美军离开

的遗憾ꎬ 以及对艾伦将军在美占区良好管理的真诚感谢ꎮ①莱茵兰高级委员

会主席、 法国代表蒂拉尔也在美因茨的法语报纸 «莱茵回声报» ( ｌＥｃｈｏ ｄｕ
Ｒｈｉｎ) 上刊文表达了对最后一支美军即将离开的深深遗憾ꎮ②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ꎬ 艾伦将军正式向美国驻德国占领军宣布ꎬ 美国国旗将

在当日中午降下ꎬ 美军在莱茵省的使命随之结束ꎮ③中午ꎬ 美国星条旗最后

一次从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城堡的尖顶上降落ꎬ 接替美军的法军升起法国国

旗ꎮ④ 然后ꎬ 艾伦在住所举行了一次正式午餐聚会ꎬ 法国、 比利时、 英国以

及意大利代表都做了发言ꎬ 表达了对艾伦将军及其美军离开的不舍ꎮ⑤ 下

午ꎬ 美国占领军的最后一支队伍离开科布伦茨市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乘船

返回美国ꎬ 德国民众纷纷送行ꎮ⑥ 美国军队驻守莱茵兰的历史到此告一

段落ꎮ
显然ꎬ 美军的提前撤退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ꎮ 取代威尔逊总

统上台的哈定政府ꎬ 对欧洲事务兴趣索然ꎬ 因而不顾盟友的反对不断收缩

驻军的规模ꎻ 赔款问题的不断升级和鲁尔危机的猝然爆发ꎬ 导致美法关系

渐行渐远ꎬ 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命令美军全部撤出莱茵兰ꎮ 尽管莱茵兰高级

委员会的美方代表ꎬ 直到最后时刻仍然试图协调美国与其他占领者之间的

关系ꎬ 但是夹在美国政府与法国盟友之间的占领区政府势单力孤ꎬ 根本无

力影响各方的既定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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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美军随同协约国军队挺进莱茵兰ꎬ 美国占领当局开府建

政ꎮ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美国驻军撤离科布伦茨ꎬ 星条旗从莱茵河畔古堡黯

然降落ꎮ 其间ꎬ 美国协同协约国盟友ꎬ 在莱茵兰维持军事存在和政治管制ꎬ
历时四年ꎮ 回顾美国涉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协约国联合驻军莱茵兰

的历史进程ꎬ 从停战谈判最后一刻ꎬ 美国遭到法国的裹挟ꎬ 被动地充当

“不情愿的占领者”ꎬ 到鲁尔危机爆发之际ꎬ 美军匆忙从德国撤退ꎬ 主动地

扮演 “溜走的占领者” 角色———美国在莱茵问题上的被动也好ꎬ 主动也罢ꎬ
本质上都是美国在当时外交博弈中宏观决策思路的具体表现ꎮ 结合美国占

领当局具体施政的微观历史叙述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演进的宏观

历史线索ꎬ 笔者对一战后美国占领莱茵兰的评价是——— “不败而败”ꎮ
表面上看ꎬ 美国占领当局自始至终成功地维护了莱茵兰美占区社会秩

序的稳定ꎮ 就具体的政治军事措施而言ꎬ 美国在莱茵兰的政策难言失败ꎮ
首先ꎬ 美国人成功地维持了日常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ꎮ 其次ꎬ 美国人

成功地处置了棘手的工人运动问题ꎮ 此外ꎬ 美国占领当局还 “扎紧篱笆”ꎬ
防控外来的不稳定因素渗入美占区ꎮ 无论是左翼的革命ꎬ 还是右翼的暴动ꎬ
甚或是由法国人支持的莱茵分离主义运动ꎬ 美国对于一切可能危害 “安定

团结” 的势力ꎬ 都采取严防死守和坚决拒斥的态度ꎮ 客观而言ꎬ 美国占领

军的军事存在和占领当局以 “维稳” 为目标的政治举措ꎬ 无疑都确保美占

区成为乱世纷扰中的一处相对平稳的避难所ꎮ 美国人保全了当地民众的生

命财产和安居乐业ꎬ 因而赢得了德国人的好评和感激ꎮ
同时ꎬ 在局部层面上ꎬ 美国参与莱茵占领ꎬ 确实令美国及相关各方有

所获益ꎮ 从美国外交角度说ꎬ 莱茵兰占领为美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影响提

供了平台ꎮ 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ꎬ 无疑有利于美国在欧洲和德国问题上

获得更多发言权ꎮ 这也是在美国政府在参议院否决 «凡尔赛条约» 后迟迟

没有撤军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纳尔逊在 «胜利者的分裂» 中明确指出 “它
(莱茵兰占领) 成了除贸易和战债外ꎬ 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最直接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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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①ꎻ 从美国海外军事占领的发展史角度说ꎬ 莱茵兰占领无疑丰富了美

国实施海外军事占领的实践经验ꎬ 为二战后美国军队再次占领德国以及全

球驻防奠定了基础ꎮ 莱茵兰占领检验了美国在海外占领事务方面既有的政

策工具和美军的执行能力ꎮ 例如ꎬ 美国代表诺伊斯倡议组建的莱茵兰高级

委员会ꎬ 其灵感就来源于美国在菲律宾把军政府转制为文人政府的先例ꎮ
莱茵兰占领的实践无疑也为美国日后的占领行动ꎬ 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

经验教训ꎮ 纳尔逊指出: “在准备第二次对德占领人选时ꎬ 汉特上校有关莱

茵兰军政府的报告被视为 ‘圣经’ꎬ 报告的思想被特意付诸实践ꎬ 至少使第

二次占领避免了许多错误ꎮ”② 从美欧思想交流的角度说ꎬ 莱茵兰占领则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ꎬ 推动美国和欧洲大陆在思想观念上实现跨洋交流ꎮ
其中的典型案例是美国的进步主义观念在莱茵兰的传播ꎮ 美军进驻莱茵兰

之日ꎬ 正是美国国内进步主义运动高潮迭起之时ꎮ 进步主义思想宣扬道德

自律ꎬ 主张控制酗酒和注重卫生ꎮ 美国占领当局通过颁布禁酒令和卫生政

策ꎬ 把进步主义观念引入欧洲ꎮ 此事开创 ２０ 世纪美德文化交流全新局面的

先河ꎬ 美国从欧洲文明成果的输入者ꎬ 一跃成为先进观念的输出者ꎮ 魏玛

时期 “美国主义” 在德国兴起ꎬ 可以视为这种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ꎮ 总

之ꎬ 如果 “就占领论占领”ꎬ 美国参与莱茵兰占领的具体政策难言失败ꎮ
不幸的是ꎬ 美国在莱茵兰取得的有限成功ꎬ 经不起宏观历史视野的考

验———１９２３ 年美国占领者赢得的好评ꎬ 由于 １９３３ 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的历

史剧变ꎬ 几乎变得毫无意义ꎻ 美国人在莱茵兰的局部成果ꎬ 显然无从弥补

协约国在莱茵兰问题上的严重失策ꎮ
诚如本文反复陈述的事实ꎬ 美国参与协约国占领莱茵兰的起源、 发展

和终结ꎬ 自始至终一直同一战结束前后的宏观大国博弈密不可分———停战

谈判把美国裹挟进了莱茵兰占领行动ꎻ 巴黎和会制定了莱茵兰占领的路线

图ꎻ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危机最终促使美军撤离莱茵兰ꎮ 评价美国在

莱茵兰问题上决策的得失成败ꎬ 不能脱离宏观的国际关系背景ꎬ 简单地

“就占领论占领”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莱茵兰占领历来遭人诟病ꎮ 英国历史学家 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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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泰勒在名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中ꎬ 曾经犀利地针砭过莱茵兰占

领的后果: “另一项条款从根子上就是战略性质的ꎮ 这就是由协约国军队占

领莱茵兰ꎮ 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它作为一项临时的安全措施提出来ꎬ 并规定

它只应持续 １５ 年ꎮ 法国人想使占领永久化ꎻ 而且ꎬ 由于他们未能通过和约

做到这一点ꎬ 就希望通过把撤离同德国人令人满意地偿付赔款一事绑在一

起来达到同样的结果ꎮ 赔款成了后面几年里的支配性问题ꎻ 而且由于存在

两个问题———实际上很快成了三个问题———而变得更加棘手ꎮ”①

协约国出兵莱茵兰的目的是削弱德国ꎬ 保障法国安全ꎬ 进而维护欧陆

的和平ꎮ 然而ꎬ 从贡比涅到凡尔赛ꎬ 从巴黎到鲁尔ꎬ 莱茵兰占领不仅没能

实现题中应有之意ꎬ 而且引起了协约国始料未及的诸多消极影响:
从德国的角度说ꎬ 莱茵兰占领无疑毒化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政

治生态ꎮ 外国军队染指莱茵兰的丧权辱国ꎬ 激化了德国社会对战胜国和凡

尔赛体系的反感ꎮ 魏玛共和国的民意基础和政治稳定ꎬ 由于莱茵兰国土沦

丧的罪责ꎬ 再遭沉重打击ꎮ 形形色色的新旧极端政治势力ꎬ 在莱茵兰事务

上借题发挥ꎬ 向魏玛民主政权以及凡尔赛国际秩序频频发难———莱茵兰占

领的目的在于压服德国这个不稳定因素ꎬ 结果反而加剧了德国政治的 “不
稳定”ꎮ

从协约国角度说ꎬ 莱茵兰占领对当时欧洲安全秩序的巩固可谓弊远大

于利ꎮ 美、 英、 法三大国始终无力弥合莱茵兰问题上的严重分歧ꎬ “大联

盟” 随之渐行渐远ꎻ 美国试图通过参与莱茵兰驻军交换得到国际联盟ꎬ 由

于国内政局变动提前流产ꎻ 法国企图凭借联合占领获取国际安全保障ꎬ 由

于英、 美的不合作ꎬ 同样劳而无功ꎻ 最致命的是ꎬ 莱茵兰占领、 德国赔款

和协约国的战争债务ꎬ 这三个问题被人为地捆绑在一起ꎬ 不但没有降低解

决每一个问题的难度ꎬ 反而致使任意一个问题处置失当时爆发的负面连锁

反应成倍增长———协约国出兵占领莱茵兰的初衷在于为动荡的欧陆注入一

针 “稳定剂”ꎬ 结果却加剧了国际格局内部的 “不稳定”ꎮ
对比莱茵兰占领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和欧洲造成的巨大 “不稳

定”ꎬ 美国人在美占区苦心孤诣维持的 “稳定”ꎬ 无疑就只是杯水车薪ꎬ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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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残烛ꎮ 同时ꎬ 相对凡尔赛国际体系的诸多弊病ꎬ 莱茵兰占领同样只不过

是其中的冰山一角ꎮ 泰勒这样评述协约国在勾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

序时犯下的致命错误: “这就是那个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决定性的致命后

果ꎬ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 ‘德国问题’ꎬ 实际上到头来把它弄得更加尖

锐了ꎮ”①

客观公允地说ꎬ 美国不是协约国集团在莱茵兰问题以及宏观国际格局

规划上决策错误的主要责任者ꎮ 美国威尔逊总统在 “十四点计划” 中所规

划的基于民族自决和国际联盟的 “一揽子” 解决方案ꎬ 相比法国一意孤行

的侵夺莱茵兰计划ꎬ 显然更加有助于化解法德之间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上剪

不断ꎬ 理还乱的恩怨纠葛ꎮ
然而ꎬ 美国没有借助参加莱茵兰占领这一契机ꎬ 在欧洲事务中 “大有

作为”ꎬ 无疑是令人唏嘘的历史遗憾ꎮ 面对莱茵兰问题ꎬ 美国没有见招拆

招ꎬ 而是进退失据ꎮ 美方先是被动地充当 “不情愿的占领者”ꎬ 后来又在鲁

尔危机前夜ꎬ 迫不及待地走为上策ꎬ 主动扮演了 “溜走的占领者” 这个不

甚光彩的角色ꎮ
总而言之ꎬ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演进的宏观背景下ꎬ 由于协

约国在莱茵兰问题上的整体战略决策出现错误ꎬ 致使美国在莱茵兰取得的

局部战术成功黯然失色———不败而败ꎬ 难言成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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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１９３０ 年世界裁军大会
筹备委员会会议研究

钱　 睿∗

　 　 摘　 要　 裁军问题一直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ꎮ 由于军

备竞赛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ꎬ 因此裁军与安全被紧密联

系起来ꎮ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底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成立世界裁军大会筹备委员会

(以下简称筹委会) 以为日后的正式大会做准备ꎮ 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９３０ 年

底ꎬ 筹委会一共召开了七次会议ꎬ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ꎬ 当时的主要强

国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ꎮ 由于各国的裁军政策各不相同ꎬ 尤其是围绕欧洲

安全问题ꎬ 即德国的 “平等诉求” 与法国 “安全渴望” 之间的矛盾始终无

法解决ꎬ 筹委会在不断的拖延与搁置中失去了达成裁军协定的最好时机ꎬ
最后在 １９３０ 年底通过了一个内容空泛的 “裁军公约草案”ꎮ 到了 ３０ 年代

初ꎬ 国际局势急转直下ꎬ 各种不利征兆预示着裁军大会正式会议会历经

艰难ꎮ
关键词　 裁军　 裁军大会筹委会　 欧洲安全

在探讨两战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时ꎬ 相比欧洲安全问题ꎬ 裁军问题往

往被忽视ꎬ 然而裁军和安全二者是紧密联系的ꎮ 从 １９２５ 年底筹委会设立到

３０ 年代初ꎬ 关于裁军问题的国际谈判大多是在筹委会会议上进行的ꎮ 但对

于这样一个讨论裁军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ꎬ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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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却不多ꎬ 缺少详细、 系统的研究筹委会会议的专著ꎮ①

本文力图对筹委会设立的背景、 会议进程以及会议结果与影响进行梳

理ꎬ 对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后期各国政府的裁军政策做一个简要的分析ꎬ 以期

能对 ２０ 年代中后期以欧洲安全问题为矛盾核心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有一

个更加深入而全面的认识ꎮ

一、 一战后的欧洲裁军问题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军备不受控制地增长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

因” 的观念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逐渐被广泛地接受ꎮ 这种观念的逻辑在于:
在地区中ꎬ 若一国拥有大量军备ꎬ 其邻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ꎬ 必然也需要

保持必要的军备以供自卫ꎬ 这会形成一个动态平衡ꎮ 而一旦这样的平衡被

打破ꎬ 一国开始大量扩充军备ꎬ 就会增加紧张感与不安全感ꎬ 这种举动将

会导致邻国的反制措施ꎬ 如此逐渐演变成军备竞赛ꎬ 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

且不可控ꎬ 直到一国政党在本国军备暂时处在优势地位时ꎬ 利用一些突发

事件为理由挑起战争ꎮ② 曾在一战期间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ｅｙ) 爵士对这一观念表示了认同ꎬ 他表示: 大量军备导致战争的

道理是显然的欧洲军备急剧增长ꎬ 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与恐惧ꎬ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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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筹委会会议的相关情况ꎬ 一些国外著作中有较少涉及ꎬ 主要有: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

会主编的 «国际事务概览» (Ａ Ｊ Ｔｏｙｎｂｅｅꎬ ｅｄｓ ꎬ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Ｍｉｌｆｏｒｄ)ꎬ 其战前系列中有多卷对筹委会会议进展情况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介绍ꎻ

国联秘书处编写的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中译本为 «国际联盟十年记»ꎬ 章骏骑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３２ 年)ꎻ 约翰惠勒－贝内特的 «裁军的僵局» (Ｊ Ｗ Ｗｈｅｅｌｅｒ－Ｂｅｎ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ꎬ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ｕｓｔｉｎ ＆ Ｓ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１９３４)ꎻ 菲利普诺埃尔－贝克的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年

世界第一次裁军会议以及它为什么会失败» (Ｐ Ｊ Ｎｏｅｌ－Ｂａｋ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Ｆａｉｌｅ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ｅｒｇａｍｏｎꎬ １９７９)ꎻ 华尔托斯的 «国际联盟史» (上卷) (汉敖、

宁京、 封振声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６４ 年)ꎻ 爱德华卡尔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

系» (徐蓝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９ 年)ꎻ 鲍爵姆金等主编的 «世界外交史»ꎻ 维戈兹基等主编

的 «外交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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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战争不可避免ꎮ① 因此ꎬ 他认为 “各国要么裁军ꎬ 要么毁灭ꎮ”②

各国大规模削减军备ꎬ 即普遍裁军ꎬ 就能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ꎬ 也

就能促进和平ꎮ 紧接来下的问题便是: 如何才能推动普遍裁军? 关于裁军

问题的国际协商确实能够减少国家间的不信任感以及不安全感ꎬ 但是由于

没有国家愿意在其邻国保持大量军备的情况下裁军ꎬ 因此普遍裁军实现起

来困难重重ꎮ 唯一的可行性计划似乎是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ꎬ③ 为将要裁

军的国家提供某种安全补偿ꎬ 一旦它们受到进攻ꎬ 在这个体系中别国将会

为其提供援助ꎮ 由此可见ꎬ 如果没有安全保证作为基础ꎬ 普遍裁军似乎不

能实现ꎮ
１９１９ 年的 «凡尔赛条约» 在建立国际安全体系方面进行了努力ꎬ 和约

第一部分 “国联盟约” 第十六条的规定类似于要求建立一个国联主导下的

集体安全体系ꎮ 第十六条规定: 成员国有义务对任何违反盟约进行战争的

成员国采取行动ꎬ 直至使用军事力量ꎮ④ 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多大成

效ꎬ 国联主导下的集体安全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ꎬ 主要的原因是 １９２０
年美国参议院未批准 «凡尔赛条约»ꎮ 因此原本美国政府承诺的对法国的

安全保证便成了一纸空文ꎬ 而英国表示既然美国不承担义务ꎬ 英国也不打

算这么做ꎮ
在整个 ２０ 年代ꎬ 欧洲安全问题一直深刻影响着一战后的国际秩序ꎬ 欧

洲安全问题一日不处理ꎬ 裁军问题也就无从解决ꎮ 欧洲安全问题的实质是

德国的平等诉求与法国的安全渴望之间的矛盾ꎮ
«凡尔赛条约» 对德国的限制极为苛刻ꎬ 连战时的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斐

迪南福煦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Ｆｏｃｈ) 元帅在听闻和约签字后都说 “这不是和平ꎬ
不过是 ２０ 年的休战”ꎮ 在军备方面ꎬ 和约规定: 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ꎬ
允许保留陆军 １０ 万人ꎬ 维护国内的秩序与边境巡逻ꎬ 其中军官不超过 ４０００
人ꎻ 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军队占领 １５ 年ꎬ 东岸 ５０ 千米以内不得设防ꎬ 禁止

德国在莱茵河流域保留部队和设置堡垒ꎻ 海军限定为战斗舰与轻巡洋舰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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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 驱逐舰与鱼雷艇各 １２ 艘ꎬ 海军兵员不得超过 １ ５ 万人ꎬ 其中军官不得

超过 １５００ 人ꎬ 不得拥有主力舰及潜艇ꎻ 禁止德国拥有坦克、 装甲车等重型

武器ꎻ 德国不得拥有陆海军航空兵力ꎮ① 为了表明这种限制的合理性ꎬ 协约

国在和约序言部分还特别提出 “德国裁军是欧洲普遍裁军的先声”ꎮ 而事实

上ꎬ 一战后协约国并未切实履行此承诺ꎮ 因此ꎬ 在道义上ꎬ 德国占有优势ꎮ
在整个 ２０ 年代ꎬ 在裁军问题上ꎬ 历届魏玛德国政府都以 “军备平等” 为理

由ꎬ 给协约国施压ꎬ 要求它们裁军ꎮ 德国后来提出 “要么协约国裁军ꎬ 要

么允许德国适当增加军备” 的要求ꎬ 并毫不妥协ꎬ 这成为裁军大会筹委会

会议以及正式大会上的主要阻力之一ꎮ
法国在一战后成为欧洲大陆陆军最强大的国家ꎬ 因此ꎬ 在裁军问题上ꎬ

法国首当其冲ꎮ 面对日益强大邻国德国ꎬ 依据裁军与安全的关系ꎬ 如果要

求法国裁军ꎬ 须给予其某种安全补偿ꎮ 但是随着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 «凡
尔赛条约»ꎬ 附带的美、 英给予法国的安全保证条约成了一纸空文ꎮ 于是ꎬ
法国退而求其次ꎬ 在东欧拉拢小国ꎮ 在 ２０ 年代ꎬ 法国先后同比利时、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签订军事同盟条约ꎮ 与此同时ꎬ 在

法国的鼓励和支持下ꎬ 捷、 罗、 南三国也互相交叉地订立了盟约ꎬ 同它们

分别与法国所订的盟约ꎬ 共同构成了为法国在欧洲大陆筑起一道牢固安全

屏障的所谓 “小协约国” 军事政治集团ꎮ② 但是这并不足够保证法国安全ꎬ
从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法国与英国在伦敦、 戛纳等地多次展开关于安保问题的谈

判ꎬ 到 １９２４ 年的 «互助条约草案» 及 «日内瓦议定书»ꎬ 到 １９２５ 年的 «洛
迦诺公约» 再到 １９２８ 年的 «非战公约»ꎬ 法国在整个 ２０ 年代孜孜以求的就

是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ꎬ 其主要目标是寻求英、 美的安全保证ꎬ 以应

对来自日益强大的德国威胁ꎮ “没有安全保证ꎬ 法国须保留必要的军备以保

卫自身的安全”ꎬ 这也成为后来裁军大会筹委会会议以及正式大会上法国不

愿裁军的主要理由ꎮ
围绕欧洲安全问题产生的欧洲陆军裁减问题便成为日后筹委会会议必

须面对的最大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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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筹委会的设立

«国联盟约» 已规定国联成员国在裁军方面有相关义务ꎬ 盟约第一条第

二款规定: 国际联盟会员ꎬ 惟须确切保证有笃守国际义务之诚意并需承认

联盟所规定的关于其海、 陆、 空实力暨军备之章程ꎮ①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盟约会员国承认为维持和平起见ꎬ 必须缩减各国军备至适合保卫国家安全

及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ꎮ②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ꎬ 国联理事会根据盟约第九条ꎬ
设立了陆海空军常设咨询委员会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以研究

各国军备问题ꎮ③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又设立了临时混合委员会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ｘｅ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与常设咨询委员会并行工作ꎬ 着手研究裁军问题的内涵、 裁

军的标准、 国联会员国以及欧洲的会员国与裁军问题有关的特殊国情ꎮ④ 但

是ꎬ 在未有安全保证的条件下达成裁军公约困难重重ꎬ 随着英国关于裁军

的 “埃雪方案” (Ｅｓｈｅｒ Ｐｌａｎ) 以及关于安全的 “共同互助草案”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的失败ꎬ 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也陷入停滞ꎮ⑤

１９２４ 年的日内瓦协定强调 “仲裁、 安全、 裁军” 三者之间的联系ꎮ １０
月 ３ 日ꎬ 国联理事会决定为研究裁军问题成立一个新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主要

职责是协调常设咨询委员会以及临时混合委员会工作ꎬ 并与国联各机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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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作ꎬ 因此得名为 “协调委员会”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ꎮ① 在新的

背景下ꎬ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召开的国联六大重新开始讨论裁军问题ꎮ 英国外交大

臣奥斯汀张伯伦 (Ａｕｓｔｅ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Ｂｒｉａｎｄ) 经过事先协商ꎬ 拟定一份关于秉承日内瓦协定 “仲裁、 安

全、 裁军” 三原则精神的新提议ꎬ 授意由西班牙代表在大会上提出ꎮ② ９ 月

１２ 日西班牙代表德里昂 (Ｑｕｉｎｏｎｅｓ ｄｅ Ｌｅｏｎ) 在国联六大上提出该提议ꎬ
其最后一段内容为: “ (大会) 要求理事会ꎬ 在它判断国联三大第十四条决

议要求的一般安全条件达到时ꎬ 立即着手为军备裁减会议做准备ꎮ”③ 该提

议引发激烈争论ꎬ 荷兰代表和匈牙利代表均表示异议ꎬ 并迅速提出了新提

案ꎮ 荷—匈两国方案无实质区别ꎬ 均要求立即着手为裁军大会的召开做准

备ꎮ 而对此ꎬ 英国表示强烈反对ꎬ 英国认为当前的政治条件还不够成熟ꎮ
在 １７ 日第三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的讨论中ꎬ 英国驻国联代表团成员塞西

尔赫斯特 (Ｃｅｃｉｌ Ｈｕｒｓｔ) 表示: 各国在 “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安全条件ꎬ 才

能召开裁军会议” 这一点上没有分歧ꎬ 问题在于何时开始为裁军会议做准

备ꎮ 西班牙方案建议由国联理事会决定在何时召开裁军会议ꎬ 而荷—匈方

案要求当前立即开始准备ꎮ 赫斯特强调ꎬ 在国联经历了 «共同互助草案»
以及 «日内瓦协定» 的失败后ꎬ 在裁军问题上必须小心谨慎ꎬ 国联不能再

失败了ꎮ 因此ꎬ 他建议各国先与其负责国防的军事部门协商ꎮ 法国代表保

罗－邦库尔 (Ｐａｕｌ－Ｂｏｎｃｏｕｒ) 对此表示赞同ꎬ 他认为各国政府应与国防部门

协调ꎬ “裁军只有当各国政府认为裁减军备与他们自己国家安全保障能协调

起来”ꎬ 才能实现ꎮ 他同样表示担心公众对裁军的期望会超过国联当前的实

际能力ꎮ 赫斯特最后发言表示荷—匈方案束缚了国联理事会的手脚ꎬ 他期

望能找到在西班牙方案与荷—匈方案之间能找到协调的办法ꎮ④

１８ 日第三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的讨论中ꎬ 英国代表团另一成员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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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ｒａｈａｍｅ) 表示: «日内瓦协定» 的提出使得裁军方面的

工作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ꎬ 因为 “协定本身强调ꎬ (裁军) 会议在有足够数

量大国准备把协定付诸实施前ꎬ 无法召开ꎮ” (英国当时已经拒绝了 «日内

瓦协定» ) 他还警告如果不顾实际想做什么轰动的事情 (指裁军)ꎬ 那是很

危险的ꎮ①

英国坚持认为当前政治条件下无法召开裁军大会ꎬ 并在这一点上得到

法国的支持ꎮ 最终ꎬ 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贝内斯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ｅｎｅｓ) 从英、
法支持的西班牙提案和荷—匈方案之间找到了折中的办法ꎬ 贝内斯建议先

为裁军大会召开的可能性做一个研究和准备ꎬ 国联理事会判断时机成熟后

再召开正式大会ꎮ 修改后的西班牙方案最后一段内容为: “依据 «国联盟

约» 第八条精神ꎬ 要求理事会为召开一个军备限制与裁减会议做一个研

究ꎬ 一旦国联三大第十四号决议要求的安全条件达到ꎬ 就能召开此裁军大

会ꎮ”② 可见ꎬ 贝内斯的建议实际上更偏向英国的要求ꎬ 英国对此表示满

意ꎮ ２３ 日ꎬ 贝内斯在向国联六大所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修改后的西班

牙方案ꎬ 并在 ２５ 日获得通过ꎮ③ ２６ 日ꎬ 国联理事会通过贝内斯关于 «仲
裁、 安全与军备裁减问题» 的报告ꎬ 要求国联理事会设立一委员会对

“一个可能性的军备裁减与限制大会准备性工作 (即后来的筹委会) 做必

要的研究ꎬ 提出一些建议以供讨论ꎬ 在 １２ 月份会议上向理事会进行汇

报”ꎮ④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８、 ９ 日ꎬ 国联理事会就法国代表保罗－邦库尔的关于筹委

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做了讨论ꎮ 理事会在筹委会主席选举、 正式名称等次要

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ꎮ 主席、 副主席在筹委会首次会议时由其自身代表选

出ꎻ 名称简化ꎬ 就叫筹委会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ꎮ 另外ꎬ 国联理事会还

决定常设咨询委员会以及混合委员会将在筹委会会议期间继续工作ꎬ 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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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提供咨询ꎮ① 在关于筹委会受邀国问题上ꎬ 英国代表对法国的研究报

告提出异议ꎮ
保罗－邦库尔建议ꎬ 受邀国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战后已被强制裁军的国

家 (即战败国)ꎬ 由德国作代表ꎻ 第二类是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与裁军问题密

切相关的国家ꎬ 具体如下: 波兰应作为与苏联毗邻国家的代表ꎻ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应作为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代表ꎻ 罗马尼亚一

方面作为苏联毗邻国家的代表ꎬ 另一方面作为黑海沿岸国家代表ꎻ 荷兰虽

然相对军事力量较弱ꎬ 但是有规模较大的殖民军队ꎬ 因此也应被邀请ꎻ 芬

兰应作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ꎮ 再加上美国与苏联ꎬ 以及国联理事会十

一国ꎬ 这样受邀国就达到十八个ꎮ 奥斯汀张伯伦预计德国即将成为国联

理事国一员ꎬ 因此他坚持认为不能让德国作为唯一的战败国代表与会ꎬ 这

会使德国认为它未受到平等对待ꎬ 他建议同时邀请匈牙利作为第一类国家

代表ꎮ 贝内斯支持张伯伦关于 “德国不应作为第一类的唯一代表” 的建议ꎬ
但强调受邀国数量应该限制ꎬ 鉴于匈牙利在履行战后合约义务上做得最少ꎬ
因此他反对邀请匈牙利ꎮ 法国代表保罗－邦库尔建议邀请保加利亚ꎮ 张伯伦

做了让步表示遵从会议多数决定ꎮ 最后讨论的结果为邀请保加利亚与德国

一起作为上述第一类国家的代表与会ꎮ 在邀请美国的问题上ꎬ 张伯伦强调ꎬ
在英国政府看来ꎬ 任何没有美国参加的海军裁减会议都将会是徒劳的ꎮ 美

国可能不会同意参加国联机构下的裁军会议ꎬ 因为美国正考虑将陆、 空军

裁减问题与海军裁减问题分开讨论ꎮ 美国可能设想在华盛顿召开一个海军

会议ꎬ 如果国联成员国参加在华盛顿的海军会议ꎬ 美国将会相应地参加在

日内瓦召开的陆、 空军裁减会议ꎮ 张伯伦建议在美国政府表明态度前ꎬ 先

观察情况ꎮ 法国代表保罗－邦库尔当即表示法国不会参加任何将陆空军与海

军裁减问题分开的会议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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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并未加入国联ꎬ 所以美国政府无权派代表参加这两个委员会ꎮ 美国政府对这一点

表示强烈不满ꎬ 美国政府与国联秘书处围绕 “筹委会与国联下设机构的关系” 这一问题进行了交

涉ꎮ 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ꎬ 常设咨询委员会以及混合委员会构成扩大ꎬ 美国可以派代表参加ꎬ 这两

个委员会负责协助筹委会的工作ꎬ 只对筹委会而非国联理事会负责ꎮ ＢＤＦＡꎬ Ｐａｒｔ Ⅱꎬ Ｓｅｒｉｅｓ Ｊ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ꎬ ｐｐ ２１５－２１６

ＢＤＦＡꎬ Ｐａｒｔ Ⅱꎬ Ｓｅｒｉｅｓ Ｊ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ꎬ ｐｐ １９４－１９８ 关于受邀国问题的讨论请参见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英国驻国联代表团备忘录ꎮ



基于上述讨论的结果ꎬ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ꎬ 邀请

非国联常任理事国保加利亚、 芬兰、 德国、 荷兰、 波兰、 罗马尼亚、 塞尔

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苏联、 美国参加筹委会ꎮ 首次会议初

步定于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ꎮ①

关于建立筹委会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国联理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会议

中进行的ꎬ 因此ꎬ 美、 德、 苏三国由于当时不是国联成员国均未参与讨论ꎬ
但它们都接到了参加筹委会的邀请ꎬ 三国对此的态度各不相同ꎮ 美、 德接

受了邀请ꎬ 而苏联政府由于与瑞士的外交纠纷②ꎬ 最终拒绝派代表参加筹委

会首次会议ꎮ

三、 筹委会会议第一阶段

根据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国联理事会通过的决议ꎬ 首次会议初步定于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ꎮ③ 但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捷

克斯洛伐克、 乌拉圭五国向国联秘书处提交了联合照会ꎬ 建议筹委会首次

会议延期举行ꎬ 具体会期由国联理事会在其 ３ 月份的会议上决定ꎮ④ 法国等

国提出该建议的理由是ꎬ 第一、 苏联与瑞士的外交纠纷问题正在谈判中ꎬ
应该等待其结果以使苏联这样重要的国家能够有机会参加会议ꎻ 第二、 当

前德国还不是国联成员国ꎬ 推迟会期等待德国加入国联能够将德国限制在

国联框架内ꎬ 会在裁军方面减少很多来自德国的阻力ꎮ⑤

一方面ꎬ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苏联与瑞士关于罗夫斯基被暗杀事件的谈判破裂

了ꎬ 苏联政府在 ４ 月再次拒绝了国联的邀请ꎬ 声明不会派代表参加筹委会ꎮ
另一方面ꎬ 从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开始ꎬ 国联理事会内部因为德国的常任理事国席

位问题陷入激烈的争吵ꎬ 因为波兰、 西班牙、 巴西也想获得这一席位ꎮ⑥ 而

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是德国加入国联的前提条件ꎬ 因此ꎬ 由于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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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问题还未有解决方案ꎬ 德国暂时还无法加入国联ꎮ
到了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初ꎬ 局势很明显ꎬ 法国等国在 １ 月 ３０ 日要求延期会议

所基于的两个理由ꎬ 一个都未能实现ꎮ 然而ꎬ 筹委会首次会议已经没有理

由再拖下去了ꎮ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筹委会首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ꎮ 荷兰代表劳登当选

主席ꎬ 西班牙代表科维安 (Ｃｏｂｉａｎ) 以及乌拉圭代表布埃罗 (Ｂｕｅｒｏ) 当选

副主席ꎮ① 筹委会首次会议决定设立两个小组委员会ꎬ 即小组 Ａ 委员会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 与小组 Ｂ 委员会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ꎮ Ａ 委员会负责

研究陆、 海、 空军问题ꎬ 其主要成员来自原咨询委员会另外再加美国、 德

国两国代表ꎻ Ｂ 委员会负责研究经济以及其他非军事问题ꎬ 其主要成员都来

混合委员会ꎬ 美国也可以派代表参加ꎮ 国联理事会原本的计划是将技术性

问题交由咨询委员会以及混合委员会研究ꎬ 但是由于美国坚决反对将筹委

会工作交由国联下设组织ꎬ 才做了上述调整ꎮ 筹委会各国代表一致同意:
Ａ、 Ｂ 两个委员会只研究技术性问题ꎬ 不讨论政治问题ꎮ

关于裁军问题的讨论主要在 Ａ 委员会中进行ꎬ Ａ 委员会于 ５ 月 ２８ 日开

始内部讨论ꎬ 不久就陷入激烈争吵ꎮ② 各国很快分成两派: 一派以英国为

首ꎬ 支持英国的有美、 德、 瑞典、 西、 荷ꎻ 另一派以法国为首ꎬ 再加上比、
意、 波以及小协约国集团ꎮ 两派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ꎬ 关于军备

的定义ꎬ 即裁军的范围ꎻ 第二ꎬ 陆、 海、 空三军裁减之间的关联性ꎻ 第三ꎬ
四个具体的裁军问题: 陆军物资、 空军军备、 监控组织、 预备队问题ꎮ③

军备定义 (裁减范围) 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后面的具体问题中的预备

队问题ꎮ 英国一派认为应该将一国军备分为三部分ꎬ 即 “和平时期军备”
“和平时期为战争做准备的军备” “战时军备”ꎻ 法国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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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１９２７ꎬ ｐｐ ６－７ 关于主席与副主席提名问题ꎬ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代表团团长保罗－

邦库尔由于担心给别国留下 “法国主导筹委会会议” 的印象ꎬ 因而放弃了主席提名 (见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１９２７ꎬ ｐ ６)ꎻ 而美国代表团团长休吉本森 (Ｈｕｇｈ Ｓ Ｇｉｂｓｏｎ) 由于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 (Ｆｒａｎｋ

Ｋｅｌｌｏｇｇ) “美国在筹委会不起领导作用” 的相关指示拒绝了副主席提名ꎮ (见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２６ꎬ Ｖｏｌ １ꎬ

ｐ １０１ )

关于筹委会首次会议流程以及 Ａ、 Ｂ 两个委员会会议流程请参见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国联秘

书长德拉蒙德所作关于筹委会工作情况的备忘录ꎬ ＢＤＦＡꎬ Ｐａｒｔ Ⅱꎬ Ｓｅｒｉｅｓ Ｊ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ꎬ ｐｐ ２４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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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和平时期军备” “战时军备” 两部分ꎮ① 两派在 “和平时期的军备可

裁减ꎬ 战时军备不可裁减” 这一点上达成共识ꎬ 但却在 “和平时期为战争

做准备的军备” 是否可以裁减的问题上陷入分歧ꎮ 英国代表罗伯特塞西

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ｅｃｉｌ) 认为对 “能立即动员的军备” (自然包括和平时期为战争

做准备的军队) 应该给予裁减与限制ꎬ 显然英国主要是想限制预备队ꎬ 而

这一点是法国竭力反对的ꎮ 法国提出既然 “和平时期为战争做准备的军备

“并不包括在” 和平时期军备 “内ꎬ 那就不应该对这一部分军备进行限制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 英、 法两派始终无法达成一致ꎮ

在陆、 海、 空两三军之间关联性问题上ꎬ 英国倾向于分三类裁减标准ꎮ
英国的设想是在某些当前可能能达成协定的军种问题上 (比如海军)ꎬ 能先

开始谈判ꎮ 而法国则强调整体性ꎬ 即三军之间是有关联的ꎮ 法国的理由是: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ꎬ 一国在某个军种上的行动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的不同军种ꎮ 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ꎬ Ａ 委员会分设陆、 海、 空三个委员会分

开讨论裁军问题ꎬ 但是为强调三军之间的关联性ꎬ 三个委员会应彼此密切

协作ꎮ②

在具体裁军问题上ꎮ 在预备队问题上ꎬ 法国坚决不同意裁减预备队ꎮ
法国担心相对于对德国显劣势的人口、 资源ꎬ 因此要维持庞大的ꎬ 可快速

投入使用的军队ꎬ 因此法国反对任何对预备队数量上的裁减ꎬ 最后只同意

减短服役期ꎮ
关于物资裁减方法问题上ꎬ 英、 美两国要求直接限制 (质量与数量限

制)ꎻ 法国主张间接限制 (军费预算限制)ꎮ 法国表示直接裁减与限制若没

有相应的监控机构就不会有效ꎬ 而设立监控机构又是英国一派竭力反对的ꎬ
因此直接裁减与限制在当前条件下无法施行ꎮ③

在空军裁减问题上ꎮ 在民用飞机问题上ꎬ 英、 法两派均同意无法在军

用飞机以及民用飞机之间做明确区分ꎬ 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民用飞机经过

适当改造都有军事用途ꎮ 法国对德国国内飞速发展的民用航空业表示忧虑ꎬ
建议削减其民用航空规模或者限制民用航空的发展ꎬ 这遭到美国、 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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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反对ꎮ 英国认为该问题属于政治性问题ꎬ Ａ 委员会无权讨论ꎮ 各大国就

空军限制问题各自提出提案: 英国建议削减第一线作战飞机ꎻ 法国、 意大

利要求限制和平时期军用飞机的总马力ꎻ 美国建议限制总吨位ꎻ 日本提议

限制空军军事人员ꎮ 各国争论不休ꎬ 无法达成一致ꎮ①

在监控组织问题上ꎬ 法国是唯一支持设立监控机构的大国ꎮ 法国建议

建立一个 “搜集与比较政府公开文件的永久性机构”ꎮ 英、 美、 日、 意四国

均表示反对ꎬ 英国等国的理由是ꎬ 该机构实施起来很可能变质ꎬ 演变成一

个跨国性的国际参谋部ꎬ 会威胁到各国主权ꎮ 最终ꎬ 各国只在同意 “编辑

本国的年度军事报告ꎬ 按照统一标准公开本国的相关军事数据” 方面达成

一致ꎮ②

实际上ꎬ 正如后来筹委会主席劳登在提交给国联大会第三委员会的报

告中指出的那样: “下设委员会中技术问题上的分歧是其政治观点分歧的表

现”ꎮ③ 英法之间在裁军技术问题上分歧的根源在于欧洲安全问题ꎮ 法国在

裁军问题上的理论是 “先有安保才能裁军”ꎮ 由于法国在地理上很容易遭到

入侵ꎬ 而这种入侵最可能来自德国ꎬ 所以法国在筹委会上的策略都是针对

德国ꎮ 一方面ꎬ «洛迦诺公约» 的保证并不能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ꎬ 法国希

望回到集体安全方针ꎬ 要求设立一个有实权的国际监控机构以保证裁军协

定的实施 (自然这样的监控机构有权对违反协定的国家实施制裁)ꎻ 另一方

面ꎬ 鉴于法国相对于德国在人口与资源上占劣势ꎬ 法国领导人希望在军事

上保持对德优势ꎬ 为了能拥有在第一时间能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军队ꎬ 法国

拒绝裁减预备队ꎮ 而英国是岛国ꎬ 这种天然优越的地理位置ꎬ 使得英国人

不能理解法国人思想里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ꎮ 一方面ꎬ 英国不想再在 «洛
迦诺公约» 基础上承担新的安保义务ꎬ 因此英国反对法国在裁军问题上提

出的建立类似国联盟约第十六条的国际监控机构ꎻ 另一方面ꎬ 英国基于传

统的均势政策ꎬ 希望削减法国过于强大的陆军ꎬ 因此积极主张削减预备队ꎮ
由于 Ａ 委员会内的讨论陷入僵局ꎬ 一直在等待 Ａ 委员会讨论结果的筹

委会也无进展ꎮ 到 ９ 月 ６ 日国联七大召开ꎬ Ａ 委员会与 Ｂ 委员会均未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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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ꎮ 保罗－邦库尔建议筹委会及其两个委员会加紧工作ꎮ 筹委会在 ９ 月 ２２—
２７ 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ꎬ 美国代表吉本森建议 Ａ、 Ｂ 两个委员会将分歧与各

国的保留意见一并写入给筹委会的报告中ꎮ ９ 月 ２７ 日ꎬ 筹委会通过吉本森

的建议ꎮ 在新的指示下ꎬ Ａ 委员会在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了第三次会

议ꎬ 将主要分歧及其各国观点均写入报告ꎬ 最终向筹委会提交的报告长达

１７６ 页ꎮ 总的来说ꎬ 最终报告为裁军问题的各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与研

究ꎬ 是非常有价值的ꎮ 因此可以说ꎬ 裁军问题技术上是经过充分准备的ꎮ①

在筹委会第二次会议结束后ꎬ 英、 法两国代表又进行了接触ꎬ 希望能

达成妥协ꎮ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塞西尔与保罗－邦库尔以及白里安举行了会谈ꎮ
会谈的主要内容即为两国在 Ａ 委员会的分歧: 预备役问题、 海军裁减方式

问题、 民用航空限制问题、 监控问题ꎮ 塞西尔与邦库尔仍然未能就任何问

题达成一致ꎬ 但双方一致同意英、 法应该密切合作ꎬ 先讨论次要问题ꎬ 像

预备队等重大分歧留到最后讨论ꎮ 此外ꎬ 邦库尔要求在筹委会会议讨论中

不涉及具体数字ꎬ 双方讨论的结果是: 在将与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筹委

会第三次会议上达成一个草案ꎬ 但是草案不包含具体数字ꎬ 具体数字由接

下去的会议以及正式大会制定ꎮ 英、 法两国代表将在第三次会议召开之前

再次会晤ꎮ②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塞西尔与邦库尔会晤ꎬ 讨论的主题是筹委会第三次

会议的议程ꎬ 英、 法两国政府对此设想不一: 保罗－邦库尔想先就下设 Ａ 委

员会的报告做一个一般性的讨论ꎻ 而塞西尔认为下设委员会已经对裁军问

题以及做了详尽而又充分的调查研究ꎬ 因此可以立即开始就一个全面性的

裁军草案大纲展开讨论 (此时英国政府已经拟定了一个草案)③ꎮ １７ 日ꎬ 在

筹委会会议召开前夕ꎬ 塞西尔私下里秘密将英国制定的裁军草案交给法国

代表保罗－邦库尔ꎮ １９ 日ꎬ 英国草案意外泄露ꎬ 立即在法国舆论引起轩然大

波ꎮ 塞西尔为避免更为恶劣的后果ꎬ 在 ２１ 日ꎬ 即筹委会第三次会议的首日

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英国的裁军草案ꎮ 法国政府担心英国在筹委会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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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先机ꎬ 也迅速拟定了一份裁军草案ꎬ 于 ２３ 日提交给了筹委会ꎮ①

英国方案在裁军方法上ꎬ 建议分陆、 海、 空军设立不同的标准进行裁

减与限制ꎮ 在陆军方面ꎬ 裁减的军队范围应限制在 “开战一段时期内能够

投入使用的军队”ꎬ 而这个 “一段时期” 的期限留待日后讨论决定ꎮ 为了限

制陆军总人数ꎬ 英国建议按照其他军种的军官的比率限制陆军军官人数ꎮ
在海军方面ꎬ 采取分类限制方法ꎬ 限制每种军舰的数量、 吨位ꎬ 火炮口径ꎮ
空军方面ꎬ 建议限制岸基军用飞机的数量ꎮ②

法国方案较英国方案更为复杂ꎬ 强调三军之间的关联性ꎮ 法国方案建

议将一国军队分为国内军队与海外军队ꎬ 分别进行限制ꎮ 陆军方面: 军队

限制不应涉及其组成与训练ꎬ 陆军军官无必要限制ꎮ 海军方面ꎬ 建议按照

总吨位限制ꎮ 空军方面ꎬ 对包括后备役在内的飞机进行总马力限制ꎮ 建议

在裁军方案中应考虑一国的战争潜力ꎮ 物资限制方面应采取预算限制的方

法ꎮ 法国方案还建议设立一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控各国裁军情况及是否有

违反裁军协定的行为ꎮ③

此时德国方面的态度还没那么激进ꎬ 德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冯伯恩

施道夫 (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Ｂｅｒｎｓｔｏｒｆｆ) 仅仅在口头层面要求协约国裁军ꎬ
并未有什么大动作ꎻ 美国代表吉本森也遵守国务院 “不在筹委会上起领导

角色” 的指示ꎬ 仅仅作为一个温和的旁观者ꎮ 因此ꎬ 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中ꎬ
各国主要是在围绕英、 法方案进行讨论ꎮ 实际上只是延续了英、 法两国在 Ａ
委员会内的争吵ꎬ 在预备队问题、 物资限制方式问题、 监控组织设立问题

等重大分歧上并未有任何进展ꎮ
在陆军方面: 在预备役问题上ꎬ 英国认为已训练过的预备役应在限制

范围ꎬ 但是法国在这一问题上毫不妥协ꎬ 最后英国做了让步ꎬ 对此问题持

保留意见ꎬ 将在对草案的二审中再次提出ꎮ 国内与海外军队可做区分ꎬ 但

一国可适当做些改变ꎬ 只要总数不超过即可ꎮ 相关实行义务兵制的国家应

该限制其服役期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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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军方面: 在空军限制方法上ꎬ 英国建议限制每种飞机的吨位ꎬ 而

法国建议限制总马力ꎬ 两国激烈争论却无法达成一致ꎮ 瑞典代表亨宁斯

(Ｅｉｎａｒ Ｈｅｎｎｉｎｇｓ) 提出综合这两种限制方法的建议ꎬ 最终筹委会各国代表在

原则上接受了这一综合限制方法ꎬ 而具体怎样限制留待日后讨论ꎮ① 在民用

航空限制问题上ꎬ 各国均同意军、 民用飞机之间的严格区分不现实ꎮ 由于

美国坚决反对任何限制民用航空发展的建议ꎬ 最后各国同意公布民用飞机

的数量ꎮ②

海军方面: 英、 美、 日要求遵照并扩大 «华盛顿条约» 的规定ꎬ 按照

分类限制原则ꎬ 对每种舰只数量、 吨位、 火炮口径进行限制ꎻ 而法、 意坚

持总吨位限制ꎮ ４ 月 ６ 日ꎬ 法国提出新提案ꎬ 在总吨位限制下ꎬ 各国可自由

分配各类舰只的吨位ꎬ 但是须提前一年告知别国ꎮ ４ 月 １１ 日ꎬ 英国政府拒

绝该建议ꎬ 因其无法保证英帝国在巡洋舰需求方面的特殊需要ꎮ③

在物资限制方面: 德国代表提出直接限制七大战争物资的建议: 即步

枪或卡宾枪、 机关枪和步枪、 火炮和低于 １５ｃｍ 口径的榴弹炮、 火炮和超过

１５ｃｍ 口径的榴弹炮军用汽车、 坦克、 装甲车ꎮ 该建议遭到了除了美国以外

筹委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ꎮ④ 而荷兰代表公开各国战争物资的建议由于日

本的竭力反对而不了了之ꎮ 在筹委会大多数国家认为直接限制的方法不可

行的情况下ꎬ 法国建议通过预算限制的方式对战争物资进行间接限制ꎬ 但

该建议遭到了英、 美两国的激烈反对ꎮ 在英国的坚持下ꎬ 法国做了妥协ꎬ
最终各国一致同意仅仅公布各国军事预算而暂时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ꎮ⑤

在国际监控问题上ꎬ 法国建议设立一常设国际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各国

裁军进程ꎬ 建立一个国际军备监控体系ꎮ 法国及其支持者表示ꎬ 裁军协定

若无监控机构保证其实施将会失去意义ꎮ 而英、 美对此表示反对ꎬ 英国表

示任何裁军协定的实施是应该建立在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ꎮ 英国建

议依据 «国联盟约» 第十一条ꎬ 各签约国有 “友好权利” 可将任何违反裁

军协定或在利用军备方面变化打破国际关系平衡的行为告知一特设的国际

１７２

　 研究生论坛

①

②

③

④

⑤

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ꎬ ｐ ９４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１９２７ꎬ ｐ １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１９２７ꎬ ｐｐ １５－１６

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ꎬ ｐ ９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１９２７ꎬ ｐ １７



机构ꎬ 由其负责调查ꎬ 各签约国都应配合该机构的调查ꎮ 但建议最后ꎬ 英

国又补充到当事国可拒绝该国际机构的调查ꎮ 美国代表后来转变态度ꎬ 吉

本森表示若美国被排除出监控组织ꎬ 美国不会反对建立国际监控机构的建

议ꎮ 但是意大利坚决反对设立任何监控组织的态度使得一切妥协的努力都

无果而终ꎮ①

由于在预备队以及监控问题等核心问题上英、 法两国始终都不能达成

一致ꎬ ４ 月 ２３ 日ꎬ 筹委会决定不再花费时间继续讨论ꎬ 最后通过一份报告ꎬ
决定综合英国裁军方案与法国裁军方案以形成一个文本草案留待二审时继

续讨论ꎬ 并且报告还指出 “在初审中接受该文本的代表团无义务在二审中

持相同态度”ꎮ② ４ 月 ２６ 日ꎬ 筹委会主席劳登在对第三次会议情况做总结与

回顾时强调: “我们不能太早召开下次会议ꎬ 我们必须 (给时间) 容许各国

政府考虑并交换意见以达成一致ꎮ”③ 当日ꎬ 第三次会议结束ꎮ
筹备委员会只是机械地把所讨论的两个方案捏合成一个文件 (文本草

案)ꎬ 许多重要条款保持了两个方案的提法ꎬ 而对某些条款则做了许多保

留ꎬ 把各方模棱两可的分歧确定了下来ꎮ 这一草案末提出任何具体数字ꎮ
每一个国家有权根据多种因素任意确定自己的装备水平ꎮ④ 这显然不能令

人满意ꎮ 与苏联欧洲边界接壤的所有国家代表对文本草案均提出了保留意

见ꎬ 他们表示 “除非苏联表明对裁军问题的态度ꎬ 他们才能确定本国的裁

军政策”ꎮ 而德国的态度更加明确: 对整个文本草案持保留意见ꎮ ４ 月 ２２ 日

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发表声明称 “草案不能使得德国预见它的基本需要

(军备) 被满足除非它们被满足ꎬ 德国不会将草案看做是普遍裁军的第

一步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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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会议第二阶段

由于苏联与瑞士关于罗夫斯基被暗杀一事已经达成协议ꎬ 因此苏联政

府在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底致电国联秘书处ꎬ 准备派代表团参加将在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

开的筹委会第四次会议ꎮ① 法国人关于筹委会第四次会议议程的设想原本是

讨论新设立的仲裁与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ꎬ 并等待它在解决安保问题方

面有了进展后再重开关于裁军问题的讨论ꎮ 然而ꎬ 苏联将派代表参加筹委

会第四次会议的声明似乎预示着在筹委会会议中将重开关于裁军问题的一

般性讨论ꎬ 而苏联媒体很快证实苏联代表是带着一份普遍裁军方案去日内

瓦的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致信筹委会主席劳登ꎬ 建议在筹委

会第四次会议中重开关于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讨论ꎮ 苏、 德两国在这一问题

上的靠近引起了法国人的警觉ꎮ 法国人担心德国与苏联将在筹委会上密切

合作ꎬ 而这一担心又被如下消息加深了: 苏联驻筹委会会议首席代表马克

西姆李维诺夫 (Ｍａｘｉｍ Ｌｉｔｖｉｎｏｖ) 在去日内瓦之前ꎬ 先访问了柏林ꎬ 并与

伯恩施道夫举行了会谈ꎮ② 事实上ꎬ 在日后的会议中ꎬ 苏、 德两国密切合

作ꎬ 并逐渐领导起一个集团以对抗法国ꎬ 这成为筹委会工作的一大障碍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筹委会第四次会议的首日ꎬ 主席劳登接受伯恩施道夫的请

求ꎬ 重开关于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讨论ꎮ 随后ꎬ 李维诺夫迅速行动ꎬ 发表演

说对西方大国以及国联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ꎬ 并进一步提出了苏联的

“全面裁军方案”ꎮ③ 苏联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解散陆、 海、 空军部队ꎬ 销毁

一切类型的武器和弹药ꎬ 停止一切军事训练ꎬ 废除义务兵役制度ꎬ 取消全

部海空军基地等ꎮ④ 李维诺夫要求各国代表立刻就苏联方案进行表态ꎬ 要么

全部接受ꎬ 要么全部拒绝ꎮ 而大多数代表都表示无法立刻对苏联方案进行

表态ꎬ 必须要给它们一段时间研究该方案的具体内容ꎮ 李维诺夫最终同意

在筹委会下一次会议 (将于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 上详细讨论苏联方案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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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筹委会第五次会议召开ꎬ 很快就进入关于苏联的全面

裁军方案的议题讨论ꎮ ３ 月 ２０ 日ꎬ 李维诺夫发表演说为苏联方案造势ꎬ 再

次指责国联在裁军工作方面的低效ꎮ 他指出ꎬ 除了国联大会与理事会ꎬ １４
个国联下设机构就裁军问题召开了不少于 １２０ 次会议ꎬ 通过了 １１１ 条决议ꎬ
却在实际裁军方面几乎毫无建树ꎮ 李维诺夫强调苏联政府在裁军方面的诚

意ꎬ 并要求筹委会回应苏联方案之前首先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ꎬ “是否接受

苏联方案中的全面裁军原则ꎬ 第二ꎬ 是否准备实施裁军的第一步ꎬ 即便无

法杜绝战争ꎬ 也能使战争很难在一年内爆发ꎮ”① 德国以及土耳其代表附和

了李维诺夫的演说ꎬ 并表示支持苏联方案ꎮ 但筹委会多数代表表示不能接

受ꎬ 而英国代表库申登勋爵更是对苏联方案展开尖锐的抨击ꎮ 在 ３ 月 ２０ 日

库申登勋爵的演说中ꎬ 逐条分析苏联方案中的具体条款ꎬ 论证其不合理性

并质疑苏联政府派代表参加筹委会的动机是提出一个不可能被接受的方案

以 “破坏资本主义国家与国联的声誉”ꎮ② 面对各国对苏联方案的批评ꎬ ３
月 ２２ 日ꎬ 李维诺夫做出让步ꎬ 表示若筹委会各国代表接受苏联方案的全面

裁军原则ꎬ 苏联愿意在某些具体条款上做出改进ꎮ③ ２３ 日ꎬ 李维诺夫进一步

表示ꎬ 若全面裁军原则不被接受ꎬ 苏联已准备好按比例递进的局部裁军方

案ꎮ 苏联的新方案主张 “将各国按照军力进行分类ꎬ 大国裁军一半ꎬ 小国

裁军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ꎬ 裁军将在两年内分阶段进行”ꎮ④ ３ 月 ２４ 日ꎬ 筹

委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决议ꎬ 指出 “苏联的全面裁军方案太过理想化ꎬ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条件下无法被实施因此ꎬ 苏联的全面裁军方案不能

被筹委会接受作为其工作的基础ꎮ”⑤ 苏联的新方案则留待下次会议讨论ꎮ
对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文本草案的二审是第五次会议议程中的另一个重

要议题ꎮ 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筹委会第三次会议的闭幕式上ꎬ 主席劳登在做

总结时曾经强调 “各国政府之间协商与交流” 以尝试达成一个单一草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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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ꎮ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在筹委会第五次会议的开幕式上ꎬ 劳登问各国

代表是否在会议外进行了私下协商ꎮ 劳登指出除非各国协商并有了令人满

意的成果ꎬ 他不建议开展对文本草案的二审ꎮ① 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仍然遵

循着他的一贯政策ꎬ 抓住每一个机会给筹委会施压ꎮ 伯恩施道夫建议立即

开展对文本草案的二审ꎬ 以便早日召开裁军大会正式会议ꎬ 他认为当前筹

委会在文本草案上的分歧是政治上的ꎬ 这该由正式会议而非筹委会会议负

责解决ꎮ
３ 月 ２２ 日的会议上法国代表克罗泽尔 (Ｃｌａｕｚｅｌ) 对 １５ 日劳登的问询做

出回应ꎬ 建议推迟二审ꎬ 暗示相关政府正在协商ꎬ 应该等待相关政府协商

的结果ꎮ② 克罗泽尔表示 “达到最终解决方案的条件是各国之间的交流ꎬ 这

种交流不仅仅局限在技术专家层面ꎬ 更重要的应该是政府层面的协商”ꎬ
“而我们正在沿着这条 (政治协商) 路线努力ꎬ 不久应该就会有积极成

果”ꎮ③ 意大利对法国代表克罗泽的演说表示质疑ꎮ ２３ 日意大利代表德马瑞

尼斯 (ＤｅＭａｒｉｎｉｓ) 表示ꎬ 他对克罗泽尔演说中提到的 “相关政府之间正在

进行的政治协商” 一无所知ꎬ 因此 “不管这样的协商有无成果ꎬ 意大利都

将对此持保留态度”ꎮ④ 库申登勋爵发表声明支持克罗泽尔的演说ꎬ 并证实

了 “相关国家的政治协商正在进行ꎮ” ２３ 日伯恩施道夫再次向筹委会提议要

求 “正式大会应尽早召开”ꎮ⑤ ２４ 日ꎬ 筹委会决定休会ꎬ 在下次会议上再讨

论对文本草案的二审ꎮ 最终决议指出 “由主席决定在合适的时候召开筹委

会下一次会议ꎬ 以开展对文本草案的二审”ꎬ 作为对德国的让步ꎬ 该决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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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到 “下次会议应尽快召开ꎬ 最好在国联九大之前”ꎮ① 事实上ꎬ 第六次会

议一再拖延ꎬ 未能在国联九大前召开ꎮ
德国对筹委会 ３ 月 ２４ 日的最终决议并不满意ꎬ 在 ９ 月 ７ 日的国联九大

第三委员会会议上ꎬ 德国总理赫尔曼穆勒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Ｍüｌｌｅｒ) 表示 “近三

年来筹委会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ꎬ 却始终没有把握它的工作要领ꎬ 更不

用说解决问题了”ꎬ 因此他要求 “国联大会尽快通过决议立即停止筹委会的

工作并召开正式会议”ꎮ② 在第三委员会内部关于确定正式大会召开时期问

题的讨论中ꎬ 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提议在 １９２９ 年内召开正式会议ꎮ 法国代

表保罗－邦库尔认为筹委会在正式会议召开前必须在主要分歧上达成一致ꎬ
因此他建议大国间应协商以使得筹委会能取得进展ꎮ 但是英国代表库申登

勋爵否决了德国尽早召开正式大会的提议ꎮ 在经过一系列争论后ꎬ ９ 月 ２２
日ꎬ 第三委员会向国联大会提议: “由大国间政治协商的结果决定筹委会下

次会议的时间ꎬ 但不应迟于 １９２９ 年年初”ꎮ③ 除了德国ꎬ 匈牙利对该决议均

保留ꎬ 国联大会各国均接受了该提议ꎮ

五、 会议第三阶段

在筹委会第五次会议上ꎬ 苏联政府的部分裁军方案被推迟讨论ꎬ 因此

苏联政府要求尽快召开第六次会议以讨论苏联的第二个方案ꎮ 伯恩施道夫

也要求尽快召开会议ꎬ 德国此时和苏联走得更近了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苏

联政府第二次致信筹委会主席劳登ꎬ 要求尽快召开第六次会议ꎮ 在苏联、
德国的压力下ꎬ １２ 月 ２８ 日劳登回应苏联政府ꎬ 确定筹委会第六次会议将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ꎮ④

４ 月 １５ 日筹委会第六次会议召开ꎬ 在经过为期两天的关于第六次会议

议程问题讨论之后ꎬ 筹委会转入对苏联部分裁军方案的讨论中ꎮ １８ 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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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李维诺夫向筹委会提交一份提案ꎬ 要求筹委会应以苏联方案为基础进

行今后的工作ꎮ 该提案主要内容为: １. 提交给正式大会的裁军草案应建立

在大量裁减原则上ꎻ ２. 草案应用按比例裁减或类似的方法ꎬ 适用于所有国

家ꎬ 某些小国和被保护国可适当变通ꎻ ３. 草案应包含数字ꎮ① 该提案立即遭

到日、 法代表的反对ꎮ 日本代表佐藤 (Ｓａｔｏ) 指出 “每个国家的安全需求不

同ꎬ 一个不偏不倚的 (苏联) 裁军方法ꎬ 并不能满足所有国家的安全需要ꎻ
而像苏联方案一样采用数字手段的埃雪计划早就被国联讨论并最终被拒绝

了ꎮ” 法国代表马西利 (Ｍａｓｓｉｇｌｉ) 持相同的观点ꎬ② 并进一步指出 “Ａ 委员

会的讨论上各国的分歧ꎬ 已经能够证明苏联方案所依赖的数字原则根本不

切实际ꎮ”③ 李维诺夫要求筹委会就苏联提案进行投票ꎬ 但是支持苏联提案

的只有德国、 土耳其代表ꎬ 筹委会其余成员都不愿接受苏联议案ꎮ 在筹委

会常务委员会于 １９ 日就该问题制定一份新提案之后ꎬ 德国立场也发生了转

变ꎬ 伯恩施道夫转而支持常务委员会的新提案ꎮ 该提案宣称 “筹委会并未

发现任何建立在按比例裁减原则上的实际裁减方法”ꎬ 但是同时指出 “这并

不妨碍正式大会考虑这一原则”ꎬ 建议将苏联方案附录在筹委会的报告中ꎮ④

最终ꎬ 该提案以压倒性多数在筹委会中获得通过ꎬ 主席劳登随即宣布关于

苏联方案的讨论结束ꎮ 李维诺夫对这样的结果表示强烈不满ꎬ 发表演说攻

击筹委会拒不接受苏联方案的原则与方法ꎮ 李维诺夫表示 “苏联绝不会撤

回提案”ꎬ 以免 “筹委会与正式大会的失败被归咎于苏联政府不参与合

作”ꎮ⑤ 但是ꎬ 李维诺夫的抗议并没有任何作用ꎬ 苏联方案被永久搁置起来ꎬ
筹委会在日后的会议中再也没有讨论过苏联方案ꎮ

苏联的部分裁减方案与全面裁军方案相比ꎬ 还是有很大进步的ꎮ 在某

些方面ꎬ 比如承认集体安全原则ꎬ 要求在进攻性与防御性武器之间进行区

分ꎬ 是有实际价值的ꎮ 由于筹委会各国中普遍存在的对苏联政权的怀疑与

敌视ꎬ 实际上苏联的第二份方案并没有被筹委会认真考虑ꎮ 或许由别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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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苏联代表提出这份方案ꎬ 该方案会被更加公平地对待ꎬ 很可能其中的某

些建议ꎬ 特别是按比例裁减原则ꎬ 会在进过某种改进后被筹委会接受ꎮ①

在拒绝苏联部分裁军方案后ꎬ ４ 月 ２０ 日ꎬ 筹委会开始对 １９２７ 年草案进

行二审ꎮ 首先讨论的是限制化学、 生物武器的制造与使用问题ꎮ 最终条款

并未在 １９２５ 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关于生化武器条款的基础上有多大改进ꎮ 草

案规定 “在战争时期禁止使用毒气以及类似气体ꎻ 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

法ꎮ”② ４ 月 ２４ 日ꎬ 筹委会开始关于空军裁减问题的讨论ꎮ 德国代表伯恩施

道夫提出禁止轰炸的提案由于法国、 英国等国的代表的反对未获通过ꎮ 为

了掩饰各国拒绝 “禁止轰炸” 提案时的心虚ꎬ 在希腊代表的建议下ꎬ 筹委

会通过一项决议ꎬ 声明 “拒绝德国提案的各国政府并不表示它们会倾向于

使用轰炸”ꎮ 关于空军条款的讨论中ꎬ 伯恩施道夫提议: １ 飞机应分陆用、
海用分别限制ꎻ ２ 现役以及预备役飞机均在限制的范围内ꎮ 经过一系列讨

论ꎬ 德国代表撤回了第一条提议ꎬ 但是坚持航空预备队也应在限制的范围

内ꎮ 美国代表吉本森建议在关于陆军物资裁减问题有结果后再进行讨论ꎬ
该建议获得通过ꎮ 法国代表提议 “任何需要的国家都可用数据对其国内、
海外航空队以及航母舰载机的拥有情况 (数量、 马力) 进行说明”ꎬ 但是这

按各国意愿执行ꎬ 并无强制性ꎮ 而苏联要求该分类说明应是强制性的ꎬ 但

却未获通过ꎮ 意大利与英国对于法国的建议持保留意见ꎮ③

４ 月 ２６ 日ꎬ 开始讨论陆军裁减问题ꎮ 在主要分歧之一的预备队限制问

题上ꎬ 为了寻求能达成一个裁军草案ꎬ 美、 英两国态度开始转变ꎬ 不再坚

持对预备队的限制ꎮ 美国代表吉本森首先发表声明ꎬ 表示 “尽管美国政府

仍然倾向于包括预备队在内的限制方法”ꎬ 但是从实际方面考虑ꎬ 为了打破

僵局ꎬ 美国政府愿意改变立场ꎬ “遵从陆军国家的意见ꎬ 不对预备队进行限

制”ꎮ 听完美国代表的发言ꎬ 法、 意、 日等陆军强国代表更加表示不会改变

其原有立场ꎮ 英国代表库申登勋爵表示ꎬ 英国政府也愿意在这一问题上做

出让步ꎬ 不再坚持要求对预备队进行限制ꎮ 德国、 苏联代表提出抗议ꎬ 要

求任何裁军草案都必须包含对预备队的限制ꎮ 而在苏联代表想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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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表决的努力失败后ꎬ 主席劳登宣布草案不会包含对预备队的限制ꎮ 在

军队分类限制的问题上ꎬ 最终采用的法国代表的建议ꎬ 将一国军队按照

“总人数、 在国内部署的军队人数 (无论他们属于国内军队还是海外军队)、
在海外部署的军队” 三种进行限制ꎬ 而 “在海外部署的军队” 的限制是非

强制的ꎮ 在对军官、 士兵分类限制问题上ꎬ 在英、 美的压力下ꎬ 法国在空

军方面做了让步ꎬ 空军只限制总人数ꎬ 而不再对军官进行特别限制ꎮ①

５ 月 ２ 日开始讨论对战略物资的限制问题ꎮ 在之前的讨论中ꎬ 德国、 苏

联要求对在役以及后备物资进行直接分类限制ꎻ 法国及其盟友认为直接限

制需要某种监控体系ꎬ 而这在当前并不可行ꎬ 因此法国提议以预算限制的

方法对物资进行间接限制ꎮ 美国代表吉本森坚决反对任何对预算的限制ꎬ
倾向于接受直接限制方案ꎮ 英国代表库申登勋爵表示ꎬ 由于直接限制所必

要的监控体系无法建立ꎬ 所以尽管间接限制会面临种种困难ꎬ 也只能采用

这一方式ꎮ 经过一系列争辩ꎬ 由于美国激烈反对任何对预算的限制ꎬ 法国

做出让步ꎬ 最后筹委会的决议顺应了美国的要求ꎬ 只要求公布预算ꎬ 而不

加以限制ꎮ②

在关于陆军裁减的几个重大问题讨论结束后ꎬ ５ 月 ６ 日ꎬ 筹委会通过决

议ꎬ 关于海军问题以及美国提案留到下次会议讨论ꎬ 监控问题、 信息公开

问题也留到下次会议ꎮ 德、 苏两国对陆军限制问题上预备队以及物资限制

问题未采纳其建议而愤愤不平ꎮ 伯恩施道夫发表演说希望各国政府 “认真

考虑公众舆论需要什么”ꎬ 并期望在正式大会上 “当前在筹委会会议上各国

政府的政策能有所改变”ꎮ③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英国工党政府上台ꎮ 在英国首相拉姆赛  麦克唐纳

(Ｒａｍｓａｙ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的倡议下ꎬ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至 ４ 月ꎬ 英、 美、 日、 法、 意

五国代表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ꎮ 英、 美、 日三国在主力舰进一步裁减以及

巡洋舰的分类与限制等问题达成一致ꎬ 并最终通过了 «伦敦海军条约»ꎮ ４
月 ２１ 日麦克唐纳将伦敦海军会议的相关情况与结果转告筹委会主席劳登ꎮ
但由于法、 意两国并未接受 «伦敦海军条约»ꎬ 劳登认为若所有海军国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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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致ꎬ 会大大减少筹委会会议将面临的阻力ꎮ 而筹委会各国代表给劳

登的反馈说明ꎬ 大多数与会国都希望延期下一次会议ꎬ 以留足够的时间给

法、 意两国私下协商ꎮ① ５ 月 ７ 日劳登通知各国代表ꎬ 确定筹委会下次会议

将在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ꎮ②

１１ 月 ６ 日筹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ꎮ 首日会议上ꎬ 筹委会决定此次会议

的议程是将 １９２７ 年文本草案条款分五章按顺序对其进行审查ꎮ ７ 日ꎬ 筹委

会正式开始二审ꎮ 在第一章 “人员限制” 上ꎬ 法国代表马西利建议在海、
空军方面ꎬ 应该将军官与士兵分类限制ꎮ 塞西尔表示反对ꎬ 并指出在海军

人员方面ꎬ 应只限制总人数ꎮ 美、 日、 意三国代表均支持塞西尔ꎮ 这个问

题被交给一个小组委员会ꎬ 经过一系列讨论ꎬ 最后达成妥协: 海、 空军人

员采取一致的限制方法ꎬ 对军事人员进行总人数方面的限制ꎬ 但是各国需

要公布其军官与士兵的人数ꎮ １１ 月 ８ 日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提出新提案ꎬ
建议对实行义务兵制的国家的在职军人人数以及服役期进行限制ꎮ 该提案

立即遭到法国代表的反对ꎬ 理由是德国的建议又要重新引入关于预备役问

题的讨论ꎬ 而该问题已经以有利于法国的形式被解决ꎮ 塞西尔原本支持德

国建议ꎬ 但是后来发现涉及到预备役人数限制问题ꎬ 而法国在这一问题上

拒不让步ꎬ 塞西尔转而提出新提议ꎬ 只要求限制服役期ꎮ 在关于德国建议

的投票中ꎬ 英、 美代表双双弃权ꎬ 德国提案最终被否决ꎮ 关于服役期限制

问题上ꎬ 最后达成妥协是实行义务兵制国家有权规定本国军人的服役期ꎬ
但不能超过某个规定的数字ꎬ 这个数字由之后的正式会议决定ꎮ③ 另外ꎬ 由

比利时代表提出的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国家可以适当

延长服役期” 的建议也在筹委会获得通过ꎮ④

１１ 月 １１ 日开始关于陆军物资限制的讨论ꎮ 意大利代表德马瑞尼斯首先

发言ꎬ 要求对陆军现役以及后备物资进行直接限制ꎮ 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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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持原先的观点ꎬ 积极支持直接限制原则ꎮ 英国代表塞西尔表示ꎬ 虽然从

理论上来说ꎬ 直接列举限制是最简单的方法ꎬ 但是他倾向于支持间接预算

限制方法ꎮ 理由是直接限制必须伴随某种监控组织的设立ꎬ 而这并不实际ꎮ
塞西尔为证明直接限制低效性ꎬ 举了德国巡洋舰 Ｅｒｓａｔｚ－Ｐｒｅｕｓｓｅｎ 号的例子ꎬ
该巡洋舰符合 «凡尔赛条约» 规定的所有限制ꎬ 但是却比任何一般的巡洋

舰强大得多ꎮ 美国代表吉本森表示不会接受任何限制本国预算的草案ꎬ 但

若筹委会接受该原则ꎬ 美国也会相应单独实施直接限制来配合ꎬ 因此ꎬ 美

国也不会反对预算限制原则ꎬ 会对该条持保留意见ꎮ 法国代表最后一个发

言ꎬ 支持塞西尔的预算限制建议ꎮ 至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在物资限制问题上ꎬ 已有

四个提案提交给了筹委会ꎬ 它们分别为意大利代表提出的直接限制与间接

预算限制结合的提案ꎻ 苏联代表提出的直接限制为主、 辅之以预算限制的

综合限制提案ꎻ 德国代表提出的直接限制提案ꎻ 英国代表在和法国以及美

国代表沟通后提出的预算限制提案ꎮ① 在投票中ꎬ 前三个提案均被否决ꎬ 英

国提案以 １６ 比 ３ 获得通过ꎬ 反对的三票来自意大利、 苏联、 德国代表ꎬ 而

美国则弃权ꎮ 预算裁减原则终于确立ꎮ②

筹委会以伦敦海军会议七国专家拟定的一个草案作为海军条款的讨论

基础ꎬ 并于 １７ 日开始对该草案展开讨论ꎮ 苏联代表李维诺夫先后提出三个

提案ꎮ 第一个提案提议按比例裁减原则ꎬ 类似于重提苏联的部分裁减方案ꎬ
因此很快被否决ꎮ 第二个提案建议涉及条款的措辞ꎬ 建议在 “限制海军军

备” 之前加入 “裁减” 一词ꎬ 该建议被筹委会接受ꎮ 第三个建议要求 «伦
敦海军条约» 规定外的舰种也应在限制范围内ꎬ 英、 美、 日等海军大国一

致反对ꎬ 该条被否决ꎮ 但为了安抚苏联ꎬ 筹委会也通过一个保留条款ꎬ 表

示应尽可能达成 «伦敦海军条约» 规定外舰种限制的协议ꎮ③

在海军问题中ꎬ 讨论最多的是小国舰队内的吨位转化问题ꎮ 筹委会各

国一致同意海军小国在舰队吨位转化方面比大国自由ꎬ 但是在定义海军小

国的标准方面存在分歧ꎮ 苏联认为认为海军舰队总吨位在 ２０ 万吨以下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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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ꎬ 而瑞典认为这个标准应在 １０ 万吨ꎮ 美、 英、 日、 法均认为当前不必

涉及具体的区分数字ꎮ 塞西尔认为筹委会当前只负责方法ꎬ 而具体数字应

留待由正式大会决定ꎮ 另一个涉及数字的建议是苏联代表提出的主力舰的

最大吨位应从 ３ ５ 万降至 １ 万ꎮ 筹委会决定设立一个下设委员会研究吨位转

化与数字去留问题ꎮ 该下设委员会的讨论结果为ꎬ 在转化问题上ꎬ 海军总

吨位低于 １０ 万吨的小国可自由转化水面舰队 (英反对转化潜艇)ꎬ 总吨位

超过 １０ 万吨按舰队按其总吨位的比例转化ꎮ 在数字去留问题上ꎬ 保留数字

仅供参考ꎬ 无强制约束作用ꎮ①

空军裁减问题方面ꎬ 塞西尔提出的限制政府拥有预备役飞机以及限制

空军的军费预算的建议均未获通过ꎮ 最后达成的条款为 “签约国陆、 海、
空军拥有的在役飞机以及能立即投入使用的后备飞机的数量、 总马力、 种

类不得超过给定数字”ꎬ 而这些数字由正式会议决定ꎮ② 关于军、 民用飞机

的关系ꎬ 最终条款规定签约国不得以军事目的改造民用飞机ꎬ 不得在和平

时期从事这种改造的准备ꎻ 各国通过民用航空以军事目的雇佣和训练人员

方面应被限制ꎻ 各签约国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资助其军事用途而非

经济目的的航空公司ꎮ 在民用航空限制问题上ꎬ 尽管美国激烈反对任何限

制民用航空发展的提议ꎬ 筹委会还是多数通过条款ꎬ 它规定: 各国须向国

联提供关于民用航空飞机的数量、 总马力、 支出信息的年度报告ꎮ③

在化武问题上ꎬ 筹委会在禁止在战争中制造和使用毒气及细菌武器方

面很快达成一致ꎮ 在信息交换问题上ꎬ 通过的主要条款是关于军队人数的ꎬ
规定: 各国政府需要向国联提供关于 １ 分国内与海外陆、 海、 空军军队人

数ꎬ 包括准军事组织人数ꎻ ２ 正进行军事训练青年人数ꎻ ３ 义务兵役时长ꎻ
４ 军费支出ꎮ 除此以外各国需向国联提供装备 ６ 英寸口径火炮商船的相关

信息ꎮ④

在其他规定方面ꎬ 围绕英国代表塞西尔提出的三个建议ꎬ 筹委会陷入

激烈争端ꎮ 第一个建议为设立一个常设裁军组织以负责监督裁军公约的实

施ꎻ 第二个建议为签约国政府面临暴乱或大规模国内起义时可适当违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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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规定增加军备ꎻ 第三个建议为裁军公约不影响已签订条约规定的相关国

家的裁军义务ꎮ①

在常设裁军委员会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设立问题上ꎬ
英、 法在组成以及职能上存在分歧ꎮ 英认为常设裁军委员会代表应该独立

于政府ꎬ 法认为应该对政府负责ꎮ 最终规定ꎬ 代表由政府提名但是不代表

政府ꎬ 也不由政府罢免ꎮ 常设裁军委员会召开年度大会以及特殊时期都可

召开会议ꎻ 各国提交给国联的关于军备方面的信息由常设裁军委员会研究ꎬ
提出报告监督条款有无落实并告知国联理事会ꎮ 关于常设裁军委员会方面

的最大争论在于所有签约国都可以派出代表还是只有大国才能有代表ꎬ 最

后决定该问题为政治问题ꎬ 留到正式会议讨论ꎮ②

在克减条款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ｓ) 问题上ꎬ 法国代表表示ꎬ 英国建议中该条款

“只适用于镇压与起义”ꎬ 而来自外部袭击时不在适用范围明显不合理ꎬ 要

求将 “面临暴乱或大规模国内起义时” 改为 “面临外部攻击或内部暴

乱”ꎮ③ 筹委会最终通过了美国代表吉本森的改进意见ꎬ 规定一国在 “国家

安全受到威胁时”ꎬ 可适当违反草案规定增加军备ꎬ 但是要告知各签约国以

及常设裁军委员会ꎬ 并且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改变后须将军备裁减至

裁军公约规定内的水平并告知别国ꎮ④

１１ 月 ２７ 日开始关于英草案第三条讨论ꎮ 塞西尔的本意是确保华盛顿海

军条约以及伦敦海军条约规定的裁军义务不被裁军公约草案削弱ꎬ 但是以

德国为首的战败国却将这看作是要它们再次承认战后和约强加的不公平的

条款ꎮ 法国及其盟友认为英国提案的表述不够清楚ꎬ 马西利随即提出一份

改进后的建议ꎬ 指出各签约国接受的裁军是与和约规定义务密切相关的ꎬ
强调 “安全条件是履行裁军公约的先决条件”ꎮ 伯恩施道夫立即反击ꎬ 表示

“当前的草案ꎬ 特别是陆军物资裁减方面ꎬ 只是停留在文字上而已”ꎮ 而若

法国建议被通过ꎬ 和约义务被再次重申ꎬ 那么他将全面反对英方案ꎮ 苏、
意、 保、 匈支持德ꎮ 法国的提案在投票中以 １２ 比 ５ 获得通过ꎬ 最终决议对

法国提案只做了微小改动ꎬ 仍然保留了 “遵守先前涉及裁军条约是草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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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①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筹委会对草案进行了三审ꎬ 基本保留了二审中的改动ꎬ 未

做进一步的修改ꎮ 英国在三审中再次提出限制空军物资的建议ꎻ 德国再次

提出要求以直接列举的方式限制陆军军备ꎬ 德国还建议筹委会的最终报告

里确定正式大会的召开时间ꎬ 这些提议均未获通过ꎮ 筹委会决定ꎬ 裁军大

会正式会议的会期由国联理事会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会议期间决定ꎮ②

六、 筹委会会议结果及影响

筹委会最终通过的裁军公约草案分为 ６ 编 ６１ 条ꎬ 只规定一般裁军的努

力方向与抽象原则ꎬ 并未切实规定各国裁军的规模与数量ꎮ③ 草案具体内容

如下: 第一部分ꎬ 人员限制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在保留义务兵制的前提下ꎬ 主要

是对现役军事人员数进行限制ꎮ 陆军方面ꎬ 对现役军队总人数、 军官人数、
长期服役军人数或者职业军人数进行限制ꎻ 未对预备役进行限制ꎬ 仅对义

务兵的服役期进行限制ꎮ 在海、 空军方面也达成类似条款ꎮ
第二部分ꎬ 物资限制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ꎬ 海军方面限制条款的数字引自 «华

盛顿海军条约» 以及 «伦敦海军条约»ꎬ 这些数字仅仅是做参考使用ꎬ 没有

强制性ꎬ 引入这些数字只是为了使条款更为明晰ꎮ 陆军方面ꎬ 草案决定采

取间接限制ꎬ 即预算限制的方法ꎮ 空军方面ꎬ 将采取总数量与总马力双重

限制ꎮ
第三部分ꎬ 预算限制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ꎬ 仅仅要求对现役军事物

资的预算进行限制ꎬ 预备役物资则不做规定ꎮ
第四部分ꎬ 信息交换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各国须向国联秘书处

提交关于军备情况的年度报告ꎬ 以保证草案得到遵守ꎮ
第五部分ꎬ 生化武器限制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实际上是 １９２５ 年日内

瓦议定书的翻版ꎮ
第六部分ꎬ 其他规定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ꎬ 第一ꎬ 建立一个常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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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委员会以保证草案的实行ꎬ 其权力由其组成决定ꎮ 第二ꎬ 克减条款ꎬ
采纳的美国提案赋予当事国过大的权力ꎬ 在很多紧急情况下ꎬ 可以违反公

约ꎮ 第三ꎬ 关于诉讼程序方面ꎬ 草案没有任何明确规定ꎮ 第四ꎬ 关于草案

实施、 期限、 修约方面的规定ꎮ 草案持续有效ꎬ 每隔一段时间修正一次ꎬ
各国只有在草案的修正会议上才能提出依约废止的申请ꎮ①

在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初的会议上ꎬ 各国代表相继对过去五年筹委会的工作情

况以及最终通过的裁军公约草案做了发言ꎮ 德国代表伯恩施道夫再次重申ꎬ
德国不会接受当前形式的草案ꎮ 英国代表塞西尔则以一种乐观的口吻表示

裁军公约草案的出台本身就是一大成就ꎬ 为正式大会做了形式上的准备ꎮ
瑞典代表韦斯特曼斯声明瑞典政府对筹委会过去几年的工作情况以及结果

并不满意ꎮ 法国代表马西利再次重申安全保证是裁军的基础与前提ꎬ 法国

盟友波兰以及小协约国代表以同样的论调进行了发言ꎮ 意大利代表马瑞尼

斯则避免对草案做出评价ꎬ 仅仅表示意大利政府将在正式会议上合作ꎮ② 美

国代表吉本森则对筹委会四年多的工作结果表示失望ꎬ 他指出 “草案和美

国政府原先的期望还相差甚远”ꎬ “草案中缺少很多美国政府认为达成裁军

所必须的因素和内容”ꎮ③ 苏联代表李维诺夫此时已经离开日内瓦ꎮ④ 此前ꎬ
在 １１ 月 ２７ 日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ꎬ 李维诺夫指出 “由三十个国家的代表

组成的委员会大约花了五年时间才制订出几份公约草案ꎬ 像这样的草案ꎬ
由几个办事认真的官员一个星期就可拟定出来ꎬ 而且还不比他们的差ꎮ 现

在的草案只能为讨论定一个框架ꎬ 与其说讨论有效裁军ꎬ 不如说讨论拒绝

裁军ꎮ”⑤

１９３０ 年的最终草案与 １９２７ 年文本草案相比ꎬ 仅从条款的内容方面来

看ꎬ 有两大进步: 第一ꎬ 在最为薄弱的陆军裁减条款中ꎬ 最终草案确定采

用预算限制的方法ꎬ 而这一方法是公开透明的ꎬ 它要求各国公开军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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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国联秘书处上交年度报告ꎻ 第二ꎬ 最终草案要求建立一个常设裁军委

员会ꎬ 负责监督草案实施以及处理今后的裁军问题ꎬ 这是 １９３０ 年草案的一

大创新ꎮ 然而ꎬ 在其实际价值方面ꎬ 最终草案的缺陷也显而易见ꎮ 首先ꎬ
草案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数字 (即便是引用了数字也只是供参考ꎬ 并无强制

作用)ꎬ 只是为大会设计了一个框架ꎬ 供大会研究讨论并填入具体裁减数

字ꎮ 因此ꎬ 草案的实际价值很难评估ꎬ 正如英国代表塞西尔所说: “在正式

大会召开前无法评估草案的价值ꎬ 任何程度的裁军都是可能的ꎮ”① 而实际

上ꎬ 草案在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正式大会召开后不久被迅速抛弃了ꎮ 其次ꎬ 在具体

条款上ꎬ 在备受关注的预备队问题上ꎬ 最终草案顺应了法国及其东欧盟友

的要求ꎬ 不再要求限制预备队ꎬ 这显然极大削弱了草案本身的价值ꎬ 以德

国为首的前战败国均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不包括预备队限制的草案ꎮ
到了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 国联理事会在第 ６２ 次会议上决定于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 日召开正式大会ꎮ 而在主席人选问题上ꎬ 原先小国一致提名捷克斯洛伐

克外长贝内斯ꎬ 但是他作为东欧国家的代表ꎬ 与法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

对维持现状有着显而易见的偏好ꎬ 英、 美、 德等认为他不适合担任主席一

职ꎮ② ５ 月理事会第 ６３ 次会议上确定主席为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

逊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ꎮ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 日ꎬ 裁军大会正式会议在极其不利的政治氛围下召开: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毫无减弱的迹象ꎬ 这也使得各国之间不太可能采取

合作的态度ꎻ 民族主义的崛起ꎬ 尤其是德国纳粹党在大选中的胜利ꎬ 引起

法国集团以及英、 美等国的恐慌ꎻ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肆无忌惮的军事侵

略表明它根本无意裁军ꎮ 而 ２ 月 ２ 日当天下午ꎬ 裁军大会开幕式不得不延期

一小时举行ꎬ 以使得国联理事会能够讨论日本在中国上海的军事行动

问题ꎮ③

在与会人员方面ꎬ 会议由 ６１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ꎬ 以英国人阿瑟亨德

逊为主席ꎮ 当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亨德逊获得这个任命时ꎬ 他还是英国政府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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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ꎬ 但是英国工党政府于当年 ８ 月由于经济与金融危机下台ꎬ 而亨德逊在

接下来的大选中失去了他在议会的席位ꎬ 因此最终他是以个人身份作为会

议主席的ꎮ 他作为一个在英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主席ꎬ 在责成会议面对问

题并做出决定时将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ꎬ 虽然这可能并不能改变大会失

败的最终结局ꎮ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政府都没有任命部长级别的代表常驻

日内瓦ꎬ 也未能采取一贯的政策ꎬ 从而加重了会议的困难ꎮ 而更加讽刺的

是ꎬ 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在德国外交部还没什么名气的德国驻土耳其大

使鲁道夫纳尔多尼 (Ｒｕｄｏｌｆ Ｎａｄｏｌｎｙ)ꎬ 德国外长库尔提乌斯则由于 “无法

忍受与家人分开太久”ꎬ 没有参加正式大会ꎮ①

这些大会召开前夕的迹象似乎预示着大会将面临种种艰难ꎬ 而毫无疑

问的是ꎬ 各国在筹委会会议上产生的矛盾ꎬ 包括预备队、 物资裁减、 常设

裁军委员会设立等问题无疑将会为大会所面临ꎮ 拖延会议的召开日期以使

得有足够的时间为其做准备被证明是一个天大的谎言ꎬ 在大会的头几个星

期里ꎬ 大国中的三个国家: 法国、 美国、 意大利提出了它们自己的新裁军

方案ꎬ 这些方案自然是它们一贯主张的主要建议的翻版ꎬ 但是附有未曾和

其他国家商量的各种新建议和论据ꎮ② 因此ꎬ 筹委会会议最后通过的裁军公

约草案被抛弃了ꎬ 现在大会的讨论内容是这些新方案ꎮ 辛勤工作了四年多

的筹委会的成果化为灰烬ꎮ

结　 语

«洛迦诺公约» 签订后ꎬ 欧洲沉浸在一片和解与安全的乐观气氛中ꎬ 在

这样的氛围下ꎬ １９２５ 年底筹委会创设ꎮ 在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ꎬ 筹委会共

召开了七次会议ꎮ
回溯整个筹委会会议的历程ꎬ 可以将七次会议分为三个阶段ꎬ 前三次

会议为第一阶段ꎬ 第四、 五次会议为第二阶段ꎬ 最后两次会议为第三阶段ꎮ
在第一阶段的会议中ꎬ 苏联由于与瑞士的外交纠纷并未派代表参加会议ꎻ
美国代表吉本森得到国务卿的指示不在筹委会会议上起领导作用ꎬ 美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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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主要是海军问题ꎬ 在会议聚焦点陆军预备队裁减等方面不那么关心ꎻ
德国态度还比较温和ꎬ 伯恩施道夫只是停留在口头要求协约国裁军ꎮ 因此ꎬ
实际上ꎬ 在第一阶段的会议里起主导作用是英、 法两国ꎮ 在专门讨论技术

问题的下设 Ａ、 Ｂ 委员会中ꎬ 以英、 法两国为首形成两个集团ꎬ 在预备队、
物资限制方法、 民用航空、 国际控管等问题上陷入激烈争吵ꎮ 在随后的第

三次会议上ꎬ 英、 法两国分别提出各自的裁军草案ꎬ 在重大问题上未能达

成一致ꎬ 筹委会最后综合英、 法草案形成一个文本草案ꎬ 留待日后二审ꎮ
在第二阶段会议中ꎬ 苏联派出了李维诺夫作为代表参加筹委会会议ꎬ

李维诺夫在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裁军方案ꎬ 这也成为第五次会议的主

要讨论内容ꎮ 苏联的全面裁军方案在内容上被认为不切实际ꎬ 再加上对苏

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偏见与敌意ꎬ 以英国为首的国家对苏联方案大加攻

击ꎬ 指责 “苏联带上它的不可能被接受的方案参加筹委会的动机就是要破

坏西方国家以及国联的信誉”ꎮ 在第二阶段会议中ꎬ 随着德国国内民族主义

势力崛起ꎬ 德国态度越发强硬ꎬ 伯恩施道夫认为筹委会无权讨论重大政治

问题ꎬ 敦促尽快召开正式会议ꎻ 此外ꎬ 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给协约国

施压ꎬ 要求它们裁军ꎬ 并提出了 “要么协约国裁军ꎬ 要么允许德国增加军

备” 的主张ꎮ 在此阶段ꎬ 苏、 德两国接近的迹象初露端倪ꎬ 李维诺夫与伯

恩施道夫在诸多问题上采取相同立场ꎬ 以对抗法国领导的集团ꎬ 这一迹象

在苏联全面裁军方案被否决后更加明显ꎮ
在第三阶段ꎬ 在第六次会议上ꎬ 筹委会否决了苏联的第二份方案ꎬ 即

按比例裁军方案ꎮ 除此以外ꎬ 第六次会议还对 １９２７ 年文本草案的部分内容

进行了二审ꎮ 为了达成妥协ꎬ 英、 美表示在预备队问题上愿意做出让步ꎬ
不再要求限制预备队ꎮ 第七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对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文本

草案的全面二审ꎮ 意大利开始向苏、 德靠拢ꎬ 再加上匈牙利、 保加利亚等

前战败国ꎬ 这逐渐形成一个集团ꎮ 苏、 德领导的集团在诸多场合采取不合

作的态度ꎬ 对裁军问题的讨论起着破坏作用ꎮ 这引起英、 美的忧虑ꎬ 英、
美开始明显地偏向法国ꎬ 在各个重大问题 (预备队、 物资裁减方式、 监控

组织问题等) 都对法国做出了让步ꎮ 筹委会内再次出现两个集团相互对抗

的局面ꎮ １９３０ 年底ꎬ 筹委会最后一次会议草草通过了一个不包含任何数字

的空洞的裁军公约草案ꎬ 苏联、 德国立即表示不能接受ꎮ 而即便是历经艰

难通过的这样一份裁军草案ꎬ 也在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正式大会召开不久就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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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ꎬ 筹委会四年的辛勤工作成果付之东流ꎮ
在四年多的辛苦工作中ꎬ 筹委会遇到重重阻力ꎬ 一再拖延ꎮ 造成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各大国的裁军政策各不相同ꎮ
德、 法两国在裁军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源于欧洲安全问题无法解决ꎮ

欧洲安全问题的实质是德国的平等诉求与法国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ꎮ 德

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求对 «凡尔赛条约» 的修正ꎬ 希望重获

大国地位ꎮ 在裁军问题上ꎬ 德国的立场与其他大国不同ꎬ 德国是特别的ꎬ
因为在大国中ꎬ 唯有前战败国德国在一战后被强制要求裁军ꎮ 因此德国要

求它在军备上能获得和其他大国同样的 “平等地位”ꎬ 要么前协约国裁军ꎬ
要么它们同意让德国增加军备ꎬ 只有这样ꎬ 德国民众因 «凡尔赛条约» 产

生的耻辱感才会有所消减ꎮ 德国在道义上有着优势ꎬ 因此在筹委会前期会

议中得到英、 美的同情ꎮ
法国曾在近代遭到德意志人的两次入侵ꎬ 这使得法国人思想里有着根

深蒂固的不安全感ꎮ 因此 ２０ 年代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维护战后体系ꎬ
确保自身安全ꎮ 为此ꎬ 在外交上ꎬ 法国一方面竭力要求英、 美两国提供安

全保证ꎬ 另一方面又拉拢东欧国家以遏制德国ꎮ 在裁军问题上ꎬ 法国的理

论是 “先安全ꎬ 再裁军”ꎬ 即以 «国联盟约» 第十六条为基础建立一个集体

安全体系ꎬ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裁军问题ꎮ 在这之前ꎬ 法国的军备必须强大

到足够维护自身的安全ꎮ 为了能拥有在第一时间能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军队ꎬ
法国拒绝裁减预备队ꎮ

在 ２０ 年代中后期ꎬ 英国首要关心的是其帝国利益ꎬ 其目标是以最小的

代价维持其帝国稳定ꎮ 在欧洲ꎬ 英国奉行 “均势政策”ꎬ 希望在法、 德之间

做一个 “忠实的掮客”ꎬ 以维持欧洲大陆稳定ꎮ 具体到裁军问题上ꎬ 英国政

府发现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ꎮ 如果选择通过某种国际协定达成普遍裁军ꎬ
英国可以削减军费开支ꎬ 减轻财政压力ꎬ 同时履行在 «凡尔赛条约» 序言

中的承诺ꎬ 顺应舆论ꎬ 另外也使得德国失去了重整军备的借口ꎻ 但要想达

成这样的国际裁军协定ꎬ 同时必定也要达成一个国际安全协定ꎬ 如此英国

政府将不得不做它最想避免的事情———增加其海外军事义务ꎬ 即增加对法

国的安全保证义务ꎮ 反之ꎬ 如果未能达成国际裁军协定ꎬ 英国可以避免增

加对法国的安保义务ꎬ 可以以它愿意的方式自由组织其军事力量ꎬ 用以维

护大英帝国的利益ꎻ 却要违反在 «凡尔赛条约» 序言规定的道德义务ꎬ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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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在西欧与法国的空军ꎬ 在地中海与意大利ꎬ 在远东与日本的海军竞

争ꎮ 要做一个选择很难ꎬ 因此ꎬ 在 ２０ 年代中后期ꎬ 英国政府一直未制定明

确的裁军政策ꎬ 而采取了拖延的消极政策ꎬ 以求能实时观望ꎬ 适时变化ꎮ
当法国有政治和军事优势时ꎬ 英国同情德国的平等诉求ꎬ 并竭力想削弱法

国陆军ꎬ 裁减预备队ꎮ 而 «洛迦诺公约» 签订后ꎬ 德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

高ꎬ 在裁军问题上也变得越来越强硬ꎮ 德国、 苏联、 意大利三国接近的迹

象日益明显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英国逐渐改变原来立场ꎬ 在预备队、 物资裁

减方式、 监控组织等方面对法国做出了让步ꎮ
美国政府是支持普遍裁军的ꎬ 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ｏｏｌｉｄｇｅ) 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４ 日向国会的演说表示 “任何关于裁军方面的努力

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与支持ꎮ”① 除了一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潮的原因外ꎬ
美国支持裁军更多的是由于经济上考虑ꎮ 美国希望欧洲有一个和平环境使

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ꎬ 这样有利于战债问题的解决ꎮ 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

原因ꎬ 在 ２０ 年代ꎬ 美国政府表现出越来越不愿干涉欧洲事务的立场ꎮ １９２６
年初ꎬ 在筹委会会议召开前ꎬ 美国国务卿指示驻筹委会首席代表吉本森ꎬ
不要在筹委会起积极作用ꎮ 在七次会议中ꎬ 美国除了明确反对限制民用航

空以及限制预算外ꎬ 在其他问题上ꎬ 基本是采取观望态度ꎮ
在 ２０ 年代ꎬ 苏联的裁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打破封锁与孤立的一种工

具和手段ꎮ 苏联一方面通过希望积极倡导裁军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ꎬ 以

重返国际社会ꎻ 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裁军减轻自己的国防压力ꎬ 并减轻敌对

国家对苏联的军事威胁ꎮ② 在筹委会会议上ꎬ 苏联代表李维诺夫先后提出了

全面裁军草案以及按比例裁减方案ꎬ 均因为其内容太过理想化遭到拒绝ꎮ
不管苏联政府是否真的有意裁军ꎬ 这两份在内容上确实不太可行的方案以

及李维诺夫在筹委会会议上多次对国联以及西方大国进行的攻击与指责ꎬ
显然增加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不信任感ꎮ 英国代表库申登勋爵更是指责

“苏联带着它的不可能被实施的方案到筹委会就是要破坏国联以及西方国家

的信誉”ꎮ 在两个方案先后被被拒绝后ꎬ 苏联转而与德国在筹委会后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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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领导起一个集团ꎬ 在诸多问题上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ꎬ 严重阻碍筹委会

的工作ꎮ
筹委会设立的初衷是为裁军大会做准备ꎬ 仅从结果看ꎬ 它确实为正式

大会做了全面而又详尽的准备性研究ꎮ 在 １９３０ 年年底ꎬ 筹委会通过了一个

不包含任何数字的空洞的、 摆摆样子的裁军公约草案ꎬ 这样一份草案的作

用就在于说明和记录了各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基本分歧ꎬ 而这些问题必将为

大会所面临ꎮ① 而事实上这份公约草案在正式大会召开不久就被抛弃了ꎮ 另

外ꎬ 这一过程拖延了太久ꎬ 以致最终失去了解决裁军问题的机会ꎮ 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ꎬ 当筹委会首次会议召开时ꎬ 正式会议普遍被认为会在次年ꎬ 也就是

１９２７ 年召开ꎬ 事实上正式会议的会期却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ꎬ 而 “每一

次这样的拖延都降低了正式会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ꎮ② 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初ꎬ 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已经十分不利于裁军问题的解决ꎬ 经济大危机、
德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 日本在中国东北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ꎬ 各种迹象

都似乎预示着裁军大会必然历经艰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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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
与美国对华 “脱身” 政策的制定

丁何昕子∗

　 　 摘　 要　 “脱身” 政策指从 １９４８ 年秋、 冬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美

国政府采取的摆脱国民党政府ꎬ 重新界定美国在华利益的政策ꎮ 以美国国

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 (ＮＳＣ３４ 号文件) 的出台为标志ꎬ 美国

政府试图开始改变 １９４７ 年以来对华政策的相对 “无政策” 状态ꎮ 国务院政

策设计办公室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成立ꎬ 是由马歇尔、 艾奇逊组织的国务院内独

立的、 跨部门的政策咨询机构ꎮ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其成立初期ꎬ 在乔治
凯南的带领下尝试对美国外交方针重新进行规划ꎬ 并希望通过 ＰＰＳ３９ 号文

件将美国对华政策拉回 “遏制战略” 设定的远东框架之中ꎮ 然而ꎬ 在 “脱

身” 政策制定后期ꎬ 内部的分歧、 国务院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影响力的下降、
“普遍主义” 在美国决策层的再度兴起等原因的综合影响下ꎬ 政策设计办公

室在制定 “脱身” 政策时实际为再度干涉中国问题留下了很大余地ꎮ 本文

拟通过对 ＰＰＳ３９ 至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制定过程的分析ꎬ 探讨这一时期政策设

计办公室对华 “脱身” 政策制定的演变及其原因ꎬ 以及 “普遍主义” 对美

国外交政策根深蒂固的影响ꎮ
关键词　 政策设计办公室　 美国国务院　 “脱身” 政策　 楔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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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身” 政策ꎬ 亦可称 “弃蒋脱身” 政策ꎬ 指的是自 １９４８ 年秋冬之季

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美国政府采取的摆脱国民党政府ꎬ 重新界定美国

在华利益的政策ꎮ 在 “脱身” 政策的背景下ꎬ 以沃伦科恩 (Ｗａｒｒｅｎ
Ｉ Ｃｏｈｅｎ) 和南希塔克 (Ｎａｎｃｙ Ｔｕｃｋｅｒ)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美国在这一

阶段对华政策实践中的 “楔子战略” (Ｗｅ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①ꎬ 认为以艾奇逊为

首的现实主义者不但打算摆脱蒋政府ꎬ 并在借鉴苏南冲突的基础上希望与

中共开展正常外交ꎬ 利用中苏分歧鼓励毛泽东成为 “亚洲的铁托”ꎬ 以此破

坏中苏关系、 遏制苏联在东亚的扩张ꎮ 科恩和塔克认为艾奇逊是一个彻底

的现实主义者ꎬ “楔子战略” 最后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

国内亲蒋势力的一系列阻挠行动ꎻ 二是中共的 “一边倒” 政策ꎻ 三是朝鲜

战争的爆发ꎮ 这种观点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予以了

充分的考虑ꎬ 然而ꎬ 对亲蒋势力阻挠 “楔子战略” 实施的强调却弱化了美

国政府内部普遍主义情绪②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ꎮ 本文拟以国务院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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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科恩和塔克的研究ꎬ 可参考: Ｗａｒｒｅｎ Ｉ Ｃｏｈｅｎ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Ｌ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１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７ꎻ Ｎａｎｃｙ Ｂ Ｔｕｃｋｅｒꎬ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ꎬ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 (中译本为 [美] 唐耐心: «艰难的抉择: 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ꎬ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ꎬ 朱立人、 刘永涛译ꎬ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ꎮ 美国对华 “脱身” 政策的相关研

究ꎬ 国内外基本有三种不同观点ꎮ 一是前文提到的ꎬ 以科恩和塔克为代表的 “楔子战略”ꎻ 第二种

则将这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融合进其东亚战略之中ꎬ 认为杜鲁门和艾奇逊本身并没有与中共和

解的意图ꎬ 他们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仍然将共产主义内部当作 “铁板一块”ꎬ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

有约翰加迪斯 (Ｊｏｈｎ Ｌ Ｇａｄｄｉｓ)、 罗伯特布鲁姆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Ｂｌｕｍ)、 沃尔多海因里希 (Ｗａｌｄｏ

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 陶文钊、 时殷弘等ꎻ 第三种观点持中间态度ꎬ 以资中筠为代表ꎬ 认为此期对华政策

的特征是 “等待尘埃落定”ꎬ 并无一个明确、 连贯的对华政策ꎮ 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考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ＭｃＭａｈ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ｇａｎꎬ ｅｄｓ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１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５０９－５１２ꎻ 时殷弘: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

评»ꎬ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３０—２５１ 页ꎮ

在乔治凯南的设定中ꎬ “普遍主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ｔｉｃ) 的前提是相信国际事务中存在和谐的

可能性ꎬ 并将国家自身安全从属于国际社会的需要ꎬ 同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来保障国际社会的

和谐ꎻ “特殊主义”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认为对权势的追求仍是国家间行为的出发点ꎬ 国家间合作并非

不可能ꎬ 但这种合作只可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ꎮ 虽然并非完全一致ꎬ 但实际上ꎬ 凯南 “普遍

主义” 更为人所熟知的称呼是 “自由国际主义”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他所强调的 “特殊主义”



办公室对 “脱身” 政策的设计为切入点ꎬ 通过分析该室在战略设计上的变

化ꎬ 论证其对华政策的设计本身如何限制了 “脱身” 政策发挥作用ꎮ

一、 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成立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ꎬ 乔治马歇尔 (Ｇｅｏｒｇｅ Ｃ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代替詹姆斯贝尔纳

斯 (Ｊａｍｅｓ Ｆ Ｂｙｒｎｅｓ) 成为新一任国务卿ꎮ 由于大量战时机构、 人员改组后

编入国务院ꎬ 战后初期的国务院急速膨胀ꎬ 组织运行相对混乱ꎮ 此时的国

务院一方面需要面对机构膨胀带来的混乱与压力ꎬ 另一方面则要处理各部

门 “自给自足” 状态导致的外交政策建议 “碎片化”ꎮ 为此ꎬ 马歇尔首先设

立 “执行秘书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让执行秘书先收集各部门信息ꎬ
进行综合整理后提交副国务卿与国务卿ꎮ 然而这并未改变国务院内在政策

建议上高度分割的状态ꎬ 实际上ꎬ 当时国务院内 “除了国务卿与副国务卿

外ꎬ 负责具体区域的部门在宏观性的或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无法进行仔细、
详尽的分析ꎮ”①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务院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ꎬ 马歇尔认为有

必要整合各部门的意见ꎬ 因而在结合战时 “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ꎬ 准备建立一个国务院内

则更倾向于 “现实主义” (ｒｅａｌｉｓｍ)ꎮ “自由国际主义” 的基调是 “理想主义” (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的ꎬ 相较

于 “现实主义” 对 “权力” 与 “利益” 的信奉ꎬ “理想主义” 更强调 “原则” 在国际关系中发挥

的作用ꎮ 凯南一再表示ꎬ 国家间交往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ꎬ 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是为了恢复 “均

势”ꎬ 这都是 “现实主义” 理念的重要特征ꎬ 然而ꎬ 凯南忽视了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后ꎬ “自由国际主义” 对美国外交的强大影响ꎮ “现实主义” 的外交方针在美国缺乏传统的

生存空间ꎬ 凯南所倡导的 “特殊主义” 也只是战后美国外交实践中一次短暂的尝试ꎮ 相关研究可参

考: [美] 约翰加迪斯: «遏制战略史———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ꎬ 时殷弘译ꎬ 北京: 世界

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７—２９ 页ꎻ [美] 路易斯哈茨: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独立革命以来

美国政治思想阐释»ꎬ 张敏谦译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ꎻ 牛可: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

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ꎬ «美国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４—５６ 页ꎻ 王立新: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以 ２０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４７—６７ 页ꎮ

①　 Ｗｉｌｓｏ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ｉｓｃａｍｂｌｅꎬ Ｇｅｏｒｇｅ Ｆ Ｋｅｎｎ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ꎬ Ｐｈ Ｄ 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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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门的政策设计小组ꎬ 负责向国务卿与副国务卿提供全面的外交政策建

议ꎮ 此后ꎬ 马歇尔因要赴欧开展其他工作ꎬ 此事便交由艾奇逊全权负

责ꎮ① 艾奇逊在当年 １ 月便邀请正在国家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的乔治凯南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 来领导这一机构ꎮ 同年 ４ 月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②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ꎬ 简称 ＰＰＳ) 正式建立ꎬ 凯南辞去学院教职ꎬ 重返国务院ꎮ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７ 日ꎬ 凯南等人向艾奇逊提交了政策设计办公室工作章程ꎬ
章程中明确了该室的目标ꎬ 即 “在副国务卿的领导下ꎬ 在国务院内ꎬ 为制

定政策框架、 指导现有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长期的政策建议ꎮ” 并规定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的职能应当是: (１) 使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形成一致意见ꎬ
为达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制定长期计划ꎻ (２) 为国务院所辖领域内可能

遇到的各种问题准备预案ꎻ (３) 为可能提交给国务院、 陆军部、 海军部协

调委员会 (ＳＷＮＣＣ) 或其他类似组织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研究ꎬ 并准备相

应的文件ꎻ (４) 独立的或在国务卿、 副国务卿的参与下ꎬ 检查美国外交政

策中存在的问题ꎬ 评估现有政策的充分与否并提出修改建议ꎻ (５) 协调国

务院内各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ꎮ③ 根据同年 １１ 月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向副国

务卿罗伯特洛维特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Ｌｏｖｅｔｔ) 提交的述职报告 ＰＰＳ１５ 号文件来

看ꎬ 这段时间政策设计办公室的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五点展开: (１) 向国务

卿与副国务卿提供政策建议ꎻ (２) 因政策设计需要就相关问题咨询国务院

外有关人员ꎻ (３) 与相关军事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保持联络ꎻ (４) 分担国务卿与副国务卿在相关外交事务上的压力ꎻ
(５) 联系国务院内各地区部门与职能部门ꎮ④ 总的来说ꎬ 半年来内政策设计

办公室的工作基本围绕章程中的五点展开ꎬ 并在实际操作中根据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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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战时 ＪＳＳＣ 等机构对马歇尔成立 ＰＰＳ 的影响ꎬ 可参考 Ｗｉｌｓｏ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ｉｓｃａｍｂｌｅꎬ Ｇｅｏｒｇｅ

Ｆ Ｋｅｎｎ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ꎬ ｐｐ １０－１５

本题的研究对象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ꎬ 简称 ＰＰＳ 或 Ｓ / Ｐꎬ 在相关书籍、 文章中ꎬ 有政策设计

司、 政策设计室、 政策规划局、 政策设计委员会等译法ꎬ 本文译作 “政策设计办公室”ꎮ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ꎬ” Ｍａｙ ７ꎬ １９４７ꎬ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ꎬ １９４７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 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Ｍａｙ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７)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１９４７ꎬ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９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ꎬ

１９４７ꎬ ｐｐ １３９－１４７



其工作重心ꎮ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这份文件中表示如果洛维特认同该室的总

结与建议ꎬ 该室将按照所述内容继续行事ꎬ 这得到了洛维特的批准ꎮ
在人员安排上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凯南任期内是一个十分精简的机构ꎬ

直至 ＰＰＳ１５ 提交时ꎬ 该部门只有 １ 位主任、 １ 位执行秘书、 ３ 位正式成员、
１ 位临时成员ꎮ 虽然文件表示该室随后将增加 ２ 名正式成员ꎬ 但其大体上保

持着小而精的组织模式ꎮ① 政策设计办公室的人员组成同样体现了其跨部门

的特征ꎬ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时ꎬ 该室的成员包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帕顿戴维

斯 (Ｊｏｈｎ Ｐａｔｏｎ Ｄａｖｉｓꎬ Ｊｒ )ꎬ 原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乔治  巴特勒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ｔｌｅｒ)ꎬ 战时南斯拉夫战略情报局成员罗伯特乔伊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ｙｃｅ)ꎬ 经济事务专家罗伯特塔夫茨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ｕｆｆｓ) 等人ꎮ 这些人都来自

国务院内部并有各自专长的领域ꎬ 这为该室形成更客观、 综合的政策奠定

了基础ꎮ
一般说来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提交的报告是在协商一致后起草的ꎮ 这些

报告虽然并不一定由凯南主笔ꎬ 但凯南试图影响办公室成员ꎬ 使他们达成

一致意见ꎬ 最后在共识基础上提出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政策建议ꎮ 尽管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凯南这种协商一致的努力越发无法实现ꎬ 但他仍尽量让 ＰＰＳ 文

件保留 “凯南式” 的基本设想ꎮ② 这种工作模式说明ꎬ 即使是在政策设计室

这样的小圈子内也同样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ꎬ 在不同时期ꎬ ＰＰＳ 文件虽然不

是 “东拼西凑” 的产物ꎬ 却也是多种争论相互妥协的结果ꎮ
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上述的职能设定、 人员安排与组织模式暂时解

决了当时困扰国务院政策制定的最大问题ꎬ 然而ꎬ 其组织结构也导致了在

面对未来的问题时ꎬ 其政策设计职能的局限性ꎬ 这些利与弊都将在政策设

计办公室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发产生巨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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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设计办公室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一) 政策设计办公室介入对华政策制定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ꎬ 美苏合作的基本态势暂未出现大的变动ꎬ 美

国远东政策的出发点是在联合苏联的同时限其发展ꎬ 通过有取有予的政策ꎬ
在满足苏联在东北 “合法权益” 的同时换取苏联对一个 “倾美” 的国民政

府的支持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是 “助蒋反共”ꎬ 这一具体方

针与美国远东政策的方向基本吻合ꎬ 唯一的问题是对干涉程度的控制ꎬ 即

如何保证在干涉的同时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ꎮ
鉴于美苏日益加深的相互猜忌、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活动、 美国排挤苏

联在中国东北势力的希望以及此期中国内战的形势ꎬ 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寄

希望于和平解决国共冲突ꎬ 避免中国态势给苏联插手的机会ꎬ 如此ꎬ 便有

了马歇尔调停的系列举措ꎮ 然而紧接着ꎬ 冷战的序幕逐渐拉开ꎬ 美国决策

者便需要对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重新进行评估ꎬ 并在此基础上分配其有

限的资源ꎮ 面对美苏间可能存在对抗的风险ꎬ 中国在美国战略评估中的地

位随之下降ꎮ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ꎬ 美国的利益评估仍处于争论不休与反复摇摆的过

程之中ꎮ 凯南试图为美国建立一个在 “特殊主义” 指导下的 “有限遏制”ꎬ
然而这种尝试始终受到弥漫在行政当局内部的 “普遍主义” 的掣肘ꎮ 这种

掣肘在远东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ꎬ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初ꎬ 美国在远东战略的

调整上仍未形成系统的政策ꎮ 又因为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ꎬ 美国在延续既

有 “援蒋” 方针的基础上对华持续保持 “观望” 态势ꎮ 在 “观望” 过程

中ꎬ “普遍主义” 思维却逐渐将中共与苏联的行为联系起来ꎬ 并将美国与国

民党政府绑在一条船上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 国会两院批准 «援华法»ꎬ “决定给国民党政府新的援助

时ꎬ 美国已经是把这个政权 ‘死马当活马医’ 了ꎮ”①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
国防部草拟了一份文件ꎬ 由陆军部长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ꎬ 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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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ꎮ 这份文件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 “死马当活马医” 的写照ꎬ
也同样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状况ꎮ 美国政府当时的外交模式ꎬ 实际

采取的是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建议中的第三条ꎬ 即 “继续在 «援华法» 项目下对

蒋进行援助ꎬ 这虽然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合适的政策ꎬ 但至少能争取一些时

间 (ｂｕｙ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ｓ) ”ꎮ① 美国虽然明白中国当前的情势不佳ꎬ 但却仍抱

有一丝侥幸心理ꎬ “寄希望于哪一天国民党出现什么 ‘新局面’ꎬ 共产党遇

到什么严重困难ꎬ 加上美国的金钱和武器ꎬ 奇迹般地 ‘扭转潮流’ ”ꎮ②

总得来说ꎬ 从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４８ 年底ꎬ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尚未明确ꎬ 更没

有把中国局势与远东局势联系起来分析ꎮ 以国防部为首的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试

图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具体规划ꎬ 但它只是延续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方针

的模糊ꎬ 并未形成系统的政策ꎮ
(二) 决策第一阶段: 从 ＰＰＳ３９ 到 ＮＳＣ３４ 号文件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提交国务卿一份题为 “世界形势概

述” 的 ＰＰＳ１３ 号文件ꎮ 这份文件明确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先欧后亚的战略顺

序ꎬ 并认为在中国问题上ꎬ 美国的援助起到的作用只是暂时的ꎬ 难以从根

本上挽回中国局势ꎮ 在凯南看来ꎬ 中国处于美国遏制战略的次要位置ꎬ 并

不值得美国背负太多负担ꎮ③ 基于凯南 “先欧后亚” 的战略安排ꎬ １９４８ 年

之前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的工作以欧洲为重心展开ꎮ 在中国问题上ꎬ 国务院

延续了之前的工作模式ꎬ 即由中国驻地使领馆向国务院反馈信息ꎬ 远东司

综合使领馆信息后起草相关文件并呈送国务卿或副国务卿ꎮ 由于 ＮＳＣ２２ 号

文件的影响ꎬ 这段时间内ꎬ 相较于政策规划ꎬ 国务院的工作更多停留在依

照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的大体设想执行对华政策的命令上ꎮ 远东司曾一度向国务

院中肯地反映过中国的局面可能无法挽回ꎬ 但这些建议最后只是在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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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消化ꎬ 未能提上决策日程ꎮ
实际上ꎬ 在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出台后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副主任巴特勒便立

即对国防部的举措进行了思考ꎮ 巴特勒认为ꎬ 相较于零敲碎打式在国家安

全委员会中提供一些枝节性的建议ꎬ 倒不如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ꎬ 形成一

份有说服力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文件ꎮ① 这一考虑实际成为了政策设计

办公室提出系统对华政策的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 １９４８ 年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

的冲突为政策设计办公室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ꎬ 即让他们在制定政策时

充分考虑到共产党国家内部也可能存在分歧ꎮ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ꎬ 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攻克济南后开始攻打锦州ꎬ 进入战略反攻阶段ꎮ 中国战局发生的变化、
美国对华决策中持续的 “无政策” 状态ꎬ 给了政策设计办公室一个合适的

时机提出他们的建议ꎮ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ꎮ 这份文件本身便体现了政策

设计办公室跨部门的性质ꎬ 是在 “咨询全美各地与中国有关的一些部门的

基础上ꎬ 在远东司和本室中国问题专家的协助下起草的”②ꎬ 费正清也为美

国对华政策提供了相关意见ꎮ 从巴特勒的考虑开始到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成型之

时ꎬ 在办公室成员充分讨论以及广泛咨询国务院外相关专家的建议的基础

上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内部基本达成一致ꎬ 即美国如今对蒋的援助不过是在

“花钱买时间”ꎮ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由曾参加过 “美军延安观察组” 的 “中国问

题专家” 约翰戴维斯主笔ꎬ 在凯南的主持下ꎬ 文件于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７ 日形

成ꎮ 同月 １５ 日ꎬ 凯南将文件提交国务卿与副国务卿审查ꎬ 表示如果国务卿

也同意其中的建议ꎬ 该文件便交付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讨论ꎮ
一直以来ꎬ 学者们将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当作首次全面阐述 “脱身” 政策的

文件ꎮ 这份文件秉承了凯南将对华政策与苏联的威胁联系起来的原则ꎬ 首

先对中苏关系ꎬ 特别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进行分析ꎬ 认为苏联 “对华目标

是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ꎬ 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ꎮ” 为此ꎬ 苏联的战略

是: “ (１) 瓦解并进而彻底消除所有激进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活动ꎻ (２) 把

当地的所有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合作者紧紧地控制在手中ꎮ” 文件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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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ꎬ 即使中国对苏联忠心耿耿ꎬ 苏联也一样不会信任中共ꎬ 苏联并不希望

帮助中共赢得内战胜利ꎬ 因为中国混乱的态势将更有利于苏联控制中共ꎮ①

这里存在一个潜在的话题ꎬ 即中共与苏联之间利益与战略目标存在分歧ꎬ
美国对华政策则有利用这些分歧的可能ꎮ

文件将对国民党政府的分析与美国近两年来在缺乏宏观政策指导下的

对华政策结合起来ꎬ 认为蒋介石上台后ꎬ 美国一度认为自己的在华利益

(该利益有赖于其目标 “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 的实现) 可以从失败中扭

转过来ꎮ 但蒋的行事不力让不仅美国承担了更多的义务ꎬ 并使得美国在外

交政策上孤注一掷ꎬ 丧失灵活性ꎮ②

基于以上分析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给出的意见是: (１) 继续承认现有的国

民政府ꎻ (２) 在国民政府像已知的那样消亡以后ꎬ 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对承

认问题再做决策ꎻ (３) 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军事政权的附庸ꎮ③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认为美国对华政策错误的根源在于 “我们将蒋与我们追

求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的目标等同起来”ꎬ 并因此在对华问题上承担了

过多义务ꎬ 丧失了外交的灵活性ꎮ 在对未来的估计上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已

经做了蒋介石可能倒台的打算ꎬ 劝说美国放弃对华的 “全面援助”ꎮ 因为其

一ꎬ 援助虽然会增强蒋的军事力量ꎬ 却会让中共在政治上获利ꎻ 其二ꎬ 就

算蒋政府最终获胜也无法消除中国革命的根源ꎬ 支持蒋将成为美国沉重的

负担ꎬ 而放弃蒋可能面临的局面并非那么可怕ꎮ 即便中共最后掌权ꎬ 也同

样会面临巨大的管理上的困难ꎮ④ 这份文件并非表示让美国政府放弃蒋政

权ꎬ 而是希望反映一个客观的现实: 国民党倒台也不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

过大影响ꎮ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的重点在于: (１) 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在保持灵活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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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掌握主动权ꎻ (２) 即使中国被中共掌控也不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致命影

响ꎬ 中国并非是美国战略的重点ꎬ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决策要围绕苏联的威

胁展开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更精细地把握住了中国局势的复杂性

与美国利益间的关系ꎬ 并期望在此基础上重塑美国对华政策的 “灵活性”ꎮ
根据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的重点来看ꎬ 其逻辑是围绕苏联的威胁展开的ꎮ 首

先ꎬ 中共在中国内战中取得的进展与苏联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ꎬ 美国

决策层脑海中将共产主义力量视为 “铁板一块” 的思维模式实际忽视了中

国的客观现实ꎮ 不仅如此ꎬ 中共与苏联国家利益的分歧暗含了日后可能出

现的 “铁托主义” 的倾向ꎬ 美国需要做的是观察有无这些倾向并对其进行

妥善利用ꎮ 其次ꎬ 一直以来的 “全面援蒋” 让美国失去了战略上的灵活性ꎬ
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ꎮ 最后ꎬ 对蒋政府的援助虽然要继续ꎬ 但一定是有限

的与灵活的ꎬ 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美国更好的控制与把握对华政策的方向

并寻找合适的改变政策的时机ꎮ
这份文件虽然并未明确表示要 “弃蒋”ꎬ 但基本表达了防止在中国承担

过多义务的 “脱身” 打算ꎬ 它将美国在华利益与对苏联威胁的评估结合起

来ꎬ 将中国问题当作远东一个不确定因素进行灵活运用ꎮ 实际上ꎬ 这是凯南

领导的政策设计办公室试图将美国对华政策拉回 “特殊主义” 主导的遏制战

略的模式下ꎬ 并使之适应 ＰＰＳ１３ 号文件勾勒出的美国远东政策架构的尝试ꎮ
这份文件随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２６ 次会议上进行讨论ꎬ 并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形成了 ＮＳＣ３４ 号文件ꎮ 面对战场的瞬息万变ꎬ 美国政府对国务院

提出的新政策仍然十分犹豫ꎬ 在外交实践中ꎬ 美国行政当局虽然一再强调

“灵活性” 与 “有限性”ꎬ 却基本按照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的传统模式继续进行对

华援助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保证对华援助将继

续进行ꎬ 表示 “我对你陈述中关于中国的状况进行了仔细考虑ꎬ 并已经向

相关部门强调了你们需要的迫切性及迅速行动的必要性ꎮ 我保证ꎬ 我们将

在 «援华法» 下尽可能加快采购ꎬ 并将武器与弹药运送到中国的港口ꎮ
我理解你的担忧ꎬ 也将尽我可能使目前对华援助的行动全面而迅速地

展开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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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战争局势需要的思考ꎬ “普遍主义” 其实从未在行政当局的脑海

中淡去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 国安会又就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进行了讨论ꎮ 得出的

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ꎬ 美国应避免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ꎬ 为此ꎬ 美国

应当: (１) 提供有限的政治、 经济与军事援助给那些可能出现的抵抗中国

共产主义者的力量ꎻ (２) 保持政策的灵活性ꎬ 避免坚持某一种路线或者支

持某一派ꎻ (３) 在美国更大的战略体系中ꎬ 援助中国以保持地区情况稳定

只是从属于这个战略体系的一部分ꎮ① 这里的建议看上去与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中

的建议有相似之处ꎬ 似乎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的新认识中包含了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的

某些精神ꎮ 但这份文件随后便指出: 因为国民政府仍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最

大的反共力量ꎬ 因此ꎬ 除了要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外ꎬ 并且应当继续提供援

助ꎬ 避免可能导致美国力量撤出的举措ꎮ 该文件甚至考虑了国共建立联合

政府的情况下清除联合政府中共产主义者的方法ꎮ 进一步指出倘若共产党

控制了整个中国ꎬ 则不予援助、 不予承认ꎬ 同时通过政治攻势予以打击ꎮ②

实际上ꎬ 这次讨论坚持的是一直以来扶蒋反共的方针ꎬ 其底牌仍是援蒋ꎬ
它的建议中暗含了这样一种预设ꎬ 将苏联与中共等同起来ꎬ 共产主义在中

国的扩张就代表美国利益将受到损害ꎮ
参与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草拟工作的远东司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司

长巴特沃思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对此次关于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的再讨论进行了批评ꎮ
他认为该文件实际描绘了一个过于精细与死板的外交路线ꎬ 并没有看到这

些反共抵抗实际上成效不佳ꎬ 而且反过来让美国过深卷入中国态势ꎮ③ 巴特

沃思的批评是十分精准的ꎬ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描绘的目标和它提出的方法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ꎬ 文件虽然指出美国应当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经济和军

事附庸ꎬ 但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将美国推向了普遍主义ꎮ 其目的是为了

击退在中国存在的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势力ꎬ 却不论这些共产主义势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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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关系如何ꎮ
(三) 决策的第二阶段: 从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到 ＮＳＣ３４ / １ 号文件

蒋政府从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到 １１ 月的军事失利让美国政府内部越发质疑

ＮＳＣ２２ 号文件的可行性ꎮ 凯南捕捉到了这个过程中政治氛围的转变ꎬ 认识

到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广泛存在的对 “没有政策” 的焦虑ꎬ 并再次针对目前

中国的局势对 ＮＳＣ２２ 系列文件的政策进行了抨击ꎮ①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便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ꎮ
文件首先认为中国事态的发展确实损伤了美国的利益ꎬ 但这种损伤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过分卷入中国时局ꎬ 并以此为证据来证明美国不应继

续大力援蒋ꎮ 随后ꎬ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对中国局面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ꎬ 认为莫

斯科对中共的援助与影响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原因ꎬ 根本问题则在于国

民政府自身的缺陷ꎮ 同时ꎬ 美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因美国的干预其而引起当

地势力的不悦ꎮ 鉴于以上考虑ꎬ 扭转中国态势最主要的努力应当由国民政

府自身完成ꎬ 美国只能发挥辅助作用ꎮ 该室认为ꎬ 当前一再鼓励对华继续

干涉的意见都源于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ꎬ 中国目前的状况的产生是因为其

固有的弱点而不是因为共产主义ꎮ 限制国民政府统治有效性的源头是中国

社会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固有问题ꎬ 就算中共上台也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ꎮ
政策设计办公室指出ꎬ 由于对上述原因的不了解ꎬ 一直以来对华的经济及

军事援助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认为美国可以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不承担主要

责任的基础上ꎬ 并自认能够对中国形势产生重大影响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该

室给出的意见是: 以经济援助为砝码ꎬ 以援助当地各方势力为手段ꎬ 对国

民党政府进行控制ꎬ 并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让步ꎮ 总的来说ꎬ 就是在对华政

策上保持灵活性ꎬ 不能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制定政策ꎬ 并应观察除蒋以外

的力量ꎬ 依据局势发展调整外交手段ꎮ②

这份文件的逻辑明确了美国历史上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需要满足的理

由: (１) 对美国利益而言至关重要ꎻ (２) 拥有成功干涉的方法并能够承担

干涉的需要付出的代价ꎮ 显然ꎬ 在中国的局势中ꎬ 这两条都不满足ꎮ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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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势哪怕恶化到由中共掌权 (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ꎬ 对美国的利益而言

都不是灾难性的ꎮ 不仅如此ꎬ 美国现在已经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继续对华

进行干涉ꎮ 政策设计办公室希望除蒋之外的其他非共势力在不受他国的较

大的影响下ꎬ 击退共产主义控制的区域ꎬ 并再次强调美国能用的方法是很

少的ꎮ①

在分析过程中ꎬ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秉承了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的精髓并有所发

展ꎬ 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发展阶段中的 “固有矛盾” 这一命题ꎮ 然而ꎬ 在对

华方针上ꎬ 这份文件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模糊ꎮ 根据其对中国时局的分析

来看ꎬ 该室应该做出更坚定的 “脱身” 结论ꎮ 然而ꎬ 在未来的设想上ꎬ 政

策设计办公室希望中国国内除蒋以外其他反共势力能在不借助他国较大的

影响下ꎬ 击退共产主义控制的区域ꎬ 并认为美国国内一致的希望仍是中国

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能够受挫ꎮ② 这表明ꎬ 即使是在现实主义占上风的政策

设计办公室内部ꎬ 也未能完全摆脱普遍主义的影响ꎮ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提出的

再次提及美国政策的灵活性ꎬ 提到了尚未明确的 “铁托” 倾向ꎬ 但是在

“铁托倾向” 尚未明朗之前ꎬ 即使他们明白莫斯科对中共的援助及影响是极

少的ꎬ 也从未放弃对共产主义势力的遏制ꎮ
实际上ꎬ 凯南心中对华的 “有限干预” 与政策设计办公室内的其他人

员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ꎮ 在凯南看来ꎬ “我认为同蒋政权的纽带

既致命ꎬ 又丢脸ꎬ 而且感到它应当立即被割断ꎬ 如果必要的话不惜真正的

国内政治摊牌的代价ꎮ 此后ꎬ 我们美国人同中国打交道越少越好ꎮ 我们既

不需要讨好任何中国政权ꎬ 也不需要害怕它的敌意ꎮ 中国不是东方强国ꎻ
而且我们美国人有着某些主观弱点ꎬ 它们使得我们很不适合同中国人打交

道ꎮ”③ 这才是凯南心中所想ꎬ 但这种想法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行政当局内

通过的ꎮ
影响政策设计办公室此时做出这种思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ꎮ 首先ꎬ 是

在冷战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ꎬ 美国政府的决策行为被冷战绑架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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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策设计办公室最大限度发挥了对华政策的 “灵活性”ꎬ 但是直到此

时ꎬ 哪怕蒋介石政府已经无力回天ꎬ 他们的逻辑仍然围绕在如何控制蒋政

府上ꎮ 这种思考实际上已经为普遍主义开了头: 就算中苏关系并非 “铁板

一块”ꎬ 但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ꎬ 中共也依然不会倾向美国ꎮ 无论凯南

如何强调中国的局势对美国来说并非灾难性ꎬ 也无法挽回 “普遍主义” 在

政府当局内部的弥漫ꎮ 其次ꎬ 中国战争局势的发展与美国在这两个月的持

续卷入ꎬ 让美国政府错失了最佳的 “脱身” 时机ꎮ
从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本身来看ꎬ 这是一份充满妥协的文件ꎮ 凯南在知道

无法全然脱身的情况下ꎬ 认为应当越少干预越好ꎬ 并在把握政策灵活性的

同时随时保持 “脱身” 的可能ꎮ
政策设计办公室关于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的思考同样体现在 ＰＰＳ４５ 号文件

中ꎮ 这份文件根据马歇尔的要求就最近中国局势给出相关意见ꎮ 凯南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提交这份文件ꎬ 总结及建议由凯南撰写ꎬ 并附上中国事

务部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准备的一份备忘录ꎮ 中国战况的急转直下

让美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ꎮ 对华 １ ２５ 亿美元的军援此时已经发放完毕ꎬ 之

前的援助无法成为制约蒋的杠杆ꎬ 同时ꎬ 如果此时撤出ꎬ 在付出了如此巨

大的代价上ꎬ 政府则无法给国会和民众一个交代ꎮ 面对新的形势ꎬ ＰＰＳ４５ 号

文件重申蒋政权的倒台只是时间的问题ꎬ 这与美国政府做什么没有关系ꎮ
目前ꎬ 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解决公众对政府外交方针的困惑ꎮ
鉴于此ꎬ 美国此期外交政策的重点便应当放在对安抚上ꎬ 让民众重拾对华

政策的信心ꎮ 文件认为美国政府对内不应掩饰蒋政府的不力行为ꎬ 并建议

总统发表公开声明ꎬ 在澄清美国援蒋必要的同时突出中国的局面应由蒋自

己的努力来控制ꎮ①

因为战事焦灼ꎬ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中最佳的 “脱身” 机会已经失去ꎮ 政策

设计办公室将策略的重心放在国内舆论上ꎬ 寄希望于政府的解释能够挽回

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信心ꎬ 让蒋负担中国战势的主要责任ꎬ 为美国对华

“脱身” 留下了一定的余地ꎮ
以 ＰＰＳ４５ 号文件为契机ꎬ 凯南再次向国务卿提起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ꎮ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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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提交国务卿的备忘录中ꎬ 凯南论述了一直以来国务院与国防部意见上的

分歧ꎬ 认为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虽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充分讨论也引起了

广泛关注ꎬ 但在事实上却没能影响美国对华政策ꎮ 凯南措辞强烈地建议国

务卿在国家安全委员表达国务院的观点ꎬ 并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 ＰＰＳ３９
与 ＰＰＳ４５ 号文件ꎮ① 这两份文件一份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概述型文件ꎬ 一份

是面对目前的形势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ꎮ
一方面ꎬ 面对现实中的失败ꎬ 美国外交政策的目光必须转移问题本身

上来ꎮ 国务卿马歇尔在给副国务卿洛维特的电报中一再表示ꎬ 美国在

１ ２５ 亿援助之下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了迅速的军备援助ꎬ 资源不可能是

济南、 青岛与满洲陷落的原因ꎬ 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军队缺乏战斗的意

志ꎮ②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度回到美国对华决策的视线中

来ꎮ 另一方面ꎬ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与 ＰＰＳ４５ 号文件实际成为推动 ＰＰＳ３９ 号

文件再次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推动型文件ꎬ 这两份文件的影响更多

在对国务院内部的作用ꎬ 它们坚定了马歇尔与洛维特等人在对华政策上的

立场ꎬ 并在合适的时机ꎬ 推动国务院在掌握外交决策的主动权上更进

一步ꎮ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 ＮＳＣ３４ / １ 号文件出台ꎮ ＮＳＣ３４ / １ 号文件是 “根据国

务院的一份工作底稿 (参考 Ａ③)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２６ 次会议 (参考

Ｂ④) 上的讨论准备的ꎮ”⑤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的草稿中提出美国对华政策

的目标应当 “是由中国人自己最终建立一个统一、 稳定、 独立且对美国友

好的中国ꎬ 以防止任何外国控制后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ꎮ 但因为这

个目标目前不太可能实现ꎬ 因此美国最近的目标应当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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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庸ꎮ 为此ꎬ 美国应当: “ (１) 制定妥当的计划ꎬ 及时做好准备ꎬ 以便在

保持灵活性ꎬ 并且避免死守任何一种方针或者仅仅对一个派别承担义务ꎬ
与此同时ꎬ 利用在中国出现的任何机会ꎮ (２) 把针对中国的种种努力放在

次要位置ꎬ 应更重视其他地区———当美国的资源被投入这些地区后ꎬ 能使

美国的安全得到相应的利益ꎮ”①

直至同年 ２ 月ꎬ 杜鲁门将 ＮＳＣ３４ / １ 文件确立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指

令性文件ꎮ ＮＳＣ３４ / １ 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当前的目标与需要使用

的手段ꎬ 总得来说与能美国在华利益相适应ꎮ 然而ꎬ 中国战场的局面已经

不同于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ꎬ 在外交手段的选择上ꎬ 实际上难以延用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

中提出的部分建议ꎮ
(四) 决策的第三阶段: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至 ＮＳＣ３４ / ２ 号文件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作为对华政策纲领ꎬ 强调的是 “有限性” 与 “灵活性”ꎬ
对这种灵活与有限的把握ꎬ 在不同的时段内则需要进行更详细的安排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提出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ꎬ 再次梳理这一阶段的

美国对华政策ꎮ 文件承认了中共目前占据的优势ꎬ 但认为中共即便掌权同

样要面对巨大的管理问题ꎬ 这些问题可能比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中的预估还要大ꎬ
中共与苏联之间尚存在着可能的冲突与不确定因素ꎬ 需要持续观望ꎮ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在否定了军事干预的情况下ꎬ 给出了五条建议: (１) 在各

方非共政权愿意积极抵抗共产主义之前不予援助ꎬ 除非能证明这些援助将

推翻或至少有效抵御共产主义者ꎻ (２) 维持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联系ꎻ
(３) 在形势进一步明朗前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ꎻ (４) 就近重申美国传统

对华政策的友好、 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和 “门户开放” 原则ꎻ (５) 在

最大限度上保官方和非官方渠道的对华文化和信息项目ꎮ②

从文件本身来看ꎬ 从 “继续援助” 蒋政府到 “继续承认” 蒋政府之间ꎬ
美国政府在 “脱身” 政策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ꎮ 但是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中

的第一条建议却暗含了普遍主义的思想ꎬ 它进一步发展了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

中利用中国国内除蒋介石外其他非共产党势力的建议ꎬ 明确提出援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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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目标是 “遏制共产主义”ꎮ 在中苏关系未曾明朗的情况下ꎬ ＰＰＳ３９ 号

文件提出的建议中包含了利用中苏矛盾的可能ꎬ 但 ＰＰＳ３９ / ２ 中却将这一方

式搁置了起来ꎮ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迅速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讨论ꎬ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ＮＳＣ３４ / ２ 号文件附件全文照录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并于次日在会上进行讨

论ꎮ① 同年 ３ 月 ３ 日ꎬ 杜鲁门批准 ＮＳＣ３４ / ２ 号文件的相关建议ꎬ 指令各行政

部门在国务卿的协调下开展相关工作ꎮ② 从表面上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终于成

功地说服了当局接受 “脱身” 政策ꎬ 然而实际上ꎬ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 在谴责

‘共产主义’ 而非仅仅苏联方面ꎬ 行政当局发言人的公开强调变得更激烈、
更广泛ꎬ 而且意识形态作为预测共产党国家的行为方式的一种手段ꎬ 其重

要性越来越被强调ꎮ”③ 不仅如此ꎬ 到了 １９４９ 年时ꎬ 凯南几乎已经无法让政

策设计办公室内部形成统一意见ꎬ 他虽然尽一切可能然政策设计办公室文

件代表的是 “凯南式” 的思想ꎬ 但这种努力已日益艰难起来ꎮ④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 凯南卸任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ꎬ 在 １９５０ 年保罗尼采 (Ｐａｕｌ Ｈ Ｎｉｔｚｅ)
接替其职位之前仍作为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成员ꎬ 担任顾问职位ꎮ 在这半年

里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内部的分歧愈发明显ꎬ 特别是在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毛泽

东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政»ꎬ 确定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之后ꎬ 凯南与先前

主笔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的戴维斯之间关于中国政策的意见已经无法调和ꎮ 戴维

斯此时已经放弃了利用 “铁托主义” 分裂中苏的想法ꎬ 而凯南在政策设计

办公室的影响也几乎走到了尽头ꎮ

结　 语

政策设计办公室自 １９４８ 年开始的制定 “脱身” 政策的过程一方面反映

了凯南等人希望通过国务院影响美国外交政策ꎬ 试图将美国对华政策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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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战略的远东目标中来ꎻ 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策设计办公室内部在 “特
殊主义” 与 “普遍主义” 之间的博弈ꎮ 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ꎬ 使得政策设

计办公室在勾勒 “脱身” 政策之时就为继续对华干涉埋下了伏笔ꎬ 无法实

现真正的 “脱身”ꎮ
从国务院的角度来看ꎬ 首先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的组织模式使得它能够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代表国务院发言ꎬ 直接参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ꎻ 其次ꎬ
它跨部门的组织方式使得政策设计办公室能够在综合国务院各方信息的基

础上给出更为客观合理的政策建议ꎮ 然而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二级机构的地

位决定了它的政策设计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一个 “强势的” 国务

院ꎮ 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决策上作用的日益突出之时ꎬ 国务院作为传

统外交决策机构的地位实际被削弱了ꎮ １９４９ 年之后ꎬ 美国外交决策的权力

中心愈发向白宫聚拢ꎬ 国务院的地位一再下降ꎬ 面对着国务院影响力衰落

的大背景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外交政策上相关努力的成效也随之大打折扣ꎮ
从政策设计办公室自身来看ꎬ 其精简的组织形式及人员选择上的多样

化为外交决策提供了较高的灵活性与便利ꎮ 政策设计办公室希望其每项政

策都是在一致协商的基础上展开的ꎬ 这有利于凯南充分吸收各方的意见ꎬ
然而ꎬ 当其内部产生严重分歧难以协商一致时ꎬ 凯南试图对政策设计办公

室的掌控也让他对该室的领导难以为继ꎮ 实际上ꎬ 从 １９４８ 年底的 ＰＰＳ３９ / １
号文件开始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对华政策上已经产生了分歧ꎬ 凯南个人的

努力在 １９４９ 年时也只能从大体上掌握整个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对华政策上的

走向ꎮ 从凯南个人来看ꎬ 他的遏制战略中一直以来对中国战略地位的轻视ꎬ
以及他对说服政府内部成员这一举措的厌烦ꎬ 都制约了 “脱身” 政策在政

府内部的影响力与其实际效力ꎮ
在机构运行模式的背后ꎬ 造成这一局限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普遍主义的

强大影响ꎮ “在整个杜鲁门时期ꎬ 普遍主义思想的残余在长期意愿的层次上

始终存在ꎬ 包括留存于行政首脑本人的脑海中ꎮ”① １９４９ 年之后ꎬ 随着普遍

主义在美国政府内的再度兴盛ꎬ 国务院宣扬的 “特殊主义” 在决策层中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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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 约翰加迪斯: «遏制战略史———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ꎬ 第 ５８ 页ꎮ 关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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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的再思考»ꎬ 王立新: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以 ２０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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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了巨大阻力ꎮ 不仅如此ꎬ ＰＰＳ３９ 号文件到 ＰＰＳ３９ / ２ 号文件更体现出政策

设计办公室在普遍主义的掣肘下ꎬ 对华政策的逐步僵化ꎮ
基于这种判断ꎬ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对华 “脱身” 政策的制定过程ꎬ 为

了实现灵活性而模糊的对中国的援助这一手段成为了日后对华政策僵化的

魔咒ꎮ 凯南的现实主义或许是想利用这种模糊性在前进中判断航向ꎬ 而普

遍主义却让当局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ꎬ 最终将美国在华利益与反共联系起

来ꎬ 走到了反苏反共的道路上ꎮ 虽然说ꎬ 无论从现实主义的均势需要来看

还是从美国在华的利益来看ꎬ 对中共政权进行打击都有其必要性ꎬ 但这种

打击模糊了美国的战略在遏制苏联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之间的界限ꎬ 对

“灵活性” 的把握再次成为了美国政府执行对华政策时的困扰ꎮ 在政府内

外ꎬ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胁迫了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选择的空间ꎬ 最终使得对

华政策的 “脱身” 无法真正实现ꎮ 普遍主义的兴起为日后艾奇逊的外交方

针奠定了大体背景ꎬ 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弥漫在美国政府决策层内上空

的幽灵ꎬ 同时也是艾奇逊脑海中无法抹去的梦魇ꎬ 在浓厚的反共意识形态

的影响下ꎬ 艾奇逊的现实主义外交方针与科恩、 塔克提出的 “楔子战略”
实际只拥有非常有限的生存土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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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 “引进”
中国 “人民公社” 初探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马　 力∗∗

　 　 摘　 要 　 从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５９ 年ꎬ 保加利亚并未以中国的 “人民公社”
为蓝本进行建设ꎬ 而是仅仅模仿中国将 “小社” 合并为 “大社” 的做法ꎬ
之后在苏联方面的制止下ꎬ 又很快不再提此事ꎮ 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争

相进行经济建设竞赛的 “欣欣向荣”ꎬ 而中国的 “大跃进” 则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保加利亚的领导人ꎬ 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方面的需要ꎬ 使得日

夫科夫等人决定在保加利亚开展 “大跃进”ꎮ 而保加利亚公社风波在很大程

度上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觉ꎬ 最终使得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中国的公社问题ꎬ
成为日后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ꎮ

关键词　 人民公社　 大跃进　 保加利亚　 保苏关系　 中保关系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间ꎬ 中国不仅在国内进行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 运

动的探索和实践ꎬ 也曾大力对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相关宣传ꎮ
这些宣传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响应ꎬ 例如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

的 “千里马” 运动ꎮ① 在中联部的内部刊物的介绍中ꎬ 也有保加利亚在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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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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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笔者赴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短期研修成果ꎬ 受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出境短期研

修专项基金、 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的资助ꎬ 在此表示感谢ꎮ

马力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２０１４ 级硕士研究生ꎮ

详见沈志华: « “大跃进” 与 “千里马”: 中朝携手奔向共产主义»ꎬ «领导者» 总第 ６９ 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第 ９—２４ 页ꎮ



中国进行人民公社试验的说法ꎮ①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 苏联和其他一些国

家的关注ꎮ
对于保加利亚的 “人民公社” 及其与中国 “人民公社” 之间的关系ꎬ

沈志华的研究提及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报告和赫鲁晓夫的反应ꎬ 其中赫鲁晓

夫回忆说ꎬ 保共第一书记访华后ꎬ 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出现关于中国人民

公社的记载ꎬ 并且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ꎬ 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ＣＩＡ) 报告

中则称保加利亚依照 “人民公社的模式” 建立了自己的公社ꎮ②不过也有不

同说法ꎬ 在据此事件不远的年代ꎬ 有观察家就保加利亚 “人民公社” 与中

国、 苏联的关系问题做出评论ꎬ 认为保加利亚对苏联依赖太深ꎬ 中国 “人
民公社” 模式对保加利亚的生产建设并无多大影响ꎮ③ 还有克兰普顿

(Ｒ Ｊ Ｃｒａｍｐｔｏｎ) 在他的书中提出ꎬ 保加利亚的 “大跃进” 是从苏联那里而

不是从中国那里复制来的ꎮ④保加利亚冷战史研究者乔尔丹巴耶夫 (Ｊｏｒｄａｎ
Ｂａｅｖ) 在他的 «盟友冷战» 一书中梳理了东欧国家尤其是苏联方面对 “人
民公社” 的反应ꎮ 巴耶夫在文章中认为保加利亚最初热情地支持中国的相

关政策ꎬ 但随后在赫鲁晓夫严厉制止下停止了一切想法ꎮ⑤

从毛泽东的思考和中国的实践经验来看ꎬ 中国的 “大跃进” 和 “人民

公社” 是两个独立但又紧密相联系的概念ꎮ “大跃进” 运动是工业农业领域

搞 “大生产”ꎬ 希望多快好省地增长经济ꎬ 而 “人民公社化” 运动是一种在

社会生产制度上创新ꎮ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以来ꎬ 中国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

显著变化: 比如抗美援朝的胜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中共在苏

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中给予赫鲁晓夫大力支持等ꎬ 这使得中共在社会主义

阵营中的地位有了极大提升ꎮ 在此之后ꎬ 毛泽东提出在一些经济指标上

“超英赶美”ꎬ 甚至超过苏联的想法ꎬ 这将使得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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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中联部编: «各国共产党简况» 总第 ２１１ 期ꎬ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第 ４ 页ꎮ

见沈志华: «无奈的选择: 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１９４５—１９５９) » 下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６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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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页ꎮ

Йордан Баевꎬ 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ꎬ София: Военно Издалествоꎬ л ８１－９１ꎬ л ２９３



里的一个新的榜样ꎮ 而如何实现这些想法ꎬ 毛泽东无疑是寄希望于在中国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 这些方面做出成绩ꎮ①

毛泽东打算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 “大跃进” 运动的想法ꎬ 至迟在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ꎮ②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至 １０ 月 １２ 日访华期间ꎬ 周恩来等是否向保加利亚代表团对此进行了

介绍ꎬ 笔者未能见到记载ꎮ③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部长会议

副主席切尔文科夫率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ꎬ 随后不久切尔文科夫

就在报纸上热情宣传了中国人民公社ꎬ 此两者之间似存在某种联系ꎮ④根据

切尔文科夫的回忆ꎬ 在他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率领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纪念会时ꎬ 听取了中方关于 “人民公社”
一些经验介绍ꎬ 当时代表团的人都被这种新的制度吸引了: 有人说ꎬ 中共

正在做一些历史性的工作ꎻ 还有人说ꎬ 中共正在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

代ꎮ⑤ 可见ꎬ 中国国内的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 至少引起了保

加利亚领导层的关注ꎮ
鉴于以上情况ꎬ 笔者试图结合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纸质档案、 电子资

源等一手档案ꎬ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 对保加利亚对中国 “人民公社” 和

“大跃进” 运动一事的反应、 苏联的作用、 保加利亚 “人民公社” 的起源以

及中联部内部刊物所说萨莫科夫地区人民公社运行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初步

的介绍和探索ꎮ

一、 保加利亚的 “大跃进”

保加利亚领导人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停留在口头赞赏的层面ꎬ 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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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ꎬ 有待于这些档案的解密和开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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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ьлко Червенков за себе си и своето времеꎬ София: ЛИКꎬ ２０００ꎬ л ９６－１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从保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上的发言中ꎬ 可以看出ꎬ 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对中国 “人民公社”
和 “大跃进” 前景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ꎬ 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

言说到的赶超英、 美是可以实现的ꎬ 中国可以在基本工业生产上面 (不包

括电力) 仅仅需要 ３ 年就能赶超英国ꎬ 到了 １９６２ 年时ꎬ 中国将能达成 “大
跃进” 的目标ꎮ①在 １０ 月 １１ 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上ꎬ 日夫科夫提

到了之前代表团访华的见闻和积极评价ꎬ 对杂志上报道的在中国发生的变

化感到震惊ꎮ 这种情绪很快转化为对保加利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满ꎬ 日夫

科夫认为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可以在保加利亚推广ꎬ 尤其可以提高农业和畜

牧业产量ꎮ②

日夫科夫设计的发展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 统摄全局的思路ꎬ 只大篇

幅地强调了农业部门的发展ꎬ 也提及到一些工业部门的问题ꎬ 且特别强调

“多” 和 “快”ꎬ 他明确表示其设想的发展目标 “不是为了提高产量百分比ꎬ
而是为了大踏步前进”ꎬ 涉及很多具体目标时都强调最好两三年内完成ꎮ 比

如在讲到扩大牲畜类养殖场数量规模时ꎬ 日夫科夫讲到现在保加利亚有八

十个家禽养殖场ꎬ 需要在接下来的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０ 年各建 ６００ 个ꎬ 最后达到

１３００ 个ꎮ 在经济作物方面ꎬ 以扩大灌溉面积、 增加小水渠、 推广高产品种、
引入机器等手段快速增产、 解放劳动力ꎮ 他敦促农业经济研究院多派一些

专家到生产中去ꎬ 带去适合不同地区的能提高产量的技术ꎮ③在工业上ꎬ 除

了强调尽量增加产量之外ꎬ 还强调工业生产原材料可以自给自足ꎬ 可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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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 Ｅ ３５２－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 Ｔｏｄｏｒ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ｐ ５－１４ꎻ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ｐｐ ３４ꎬ ４０－４３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ｂｕｒ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ｇ / ｂｇ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１１－０９－２４ /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 ２７７５
－－２－４－－１９５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Ａ Ｅ ３５６ －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ｐ ２ － ４３ꎻ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ｐ ４６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ｂｕｒ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ｇ / ｂｇ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１１－０９－２４ /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 ２７７３－－１１－－１９５８－－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Ａ Ｅ ３５６ －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ｐ ２ － ４３ꎻ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ｐ ４６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ｂｕｒ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ｇ / ｂｇ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１１－０９－２４ /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 ２７７３－－１１－－１９５８－－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ꎮ



立一些塑料工厂、 用塑料来替代金属和木头ꎮ①

而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方法之一ꎬ 无疑是实行合作化式经济生产: 这

一方面要求普及农业合作社ꎬ 另一方面要求扩大合作社规模ꎬ 甚至包括一

些经济商业组织体ꎬ 并将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中ꎮ②

在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的保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发言上ꎬ 有保共领导

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指标: 农业经济在 １９５８ 年达到 １２０ 亿ꎬ １９５９ 年应达到

２４０ 亿ꎬ 到 １９６０ 年就要达到 ３６０ 亿ꎮ③日夫科夫强调工业生产值、 国民收入

要在一年内翻番ꎮ 在工业、 建筑、 交通运输、 商业方面要在四年最好三年

半以内要达到指定目标ꎮ 国民生产总值要从现在 ３３０—３４０ 亿的水准ꎬ 达到

１９６０ 年 ６００ 亿的水准ꎮ 日夫科夫反复强调: “这就是跃进”ꎮ④

诚然ꎬ 保加利亚代表团 １９５８ 年短暂访问中国后ꎬ 思想上受到了较大的

冲击ꎬ 但外因只有遇到相应的内部环境才能引起反应并付诸实践ꎮ 保加利

亚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减缓ꎬ 在 １９５７ 年内ꎬ 保加利亚有 ８０ 个项

目没有达到预先指定的目标ꎬ 因此损失了 １ ５ 亿ꎬ 而 １９５８ 年有 １３０ 个企业

没有完成计划ꎬ 损失了 ３ 亿ꎮ⑤与此同时ꎬ 保加利亚领导层对最高权力的争

夺也趋于公开化ꎮ 如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对于日夫科夫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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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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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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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Ａ Ｅ ３５２－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 Ｔｏｄｏｒ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ｐ ５－１４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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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ꎮ 这里货币单位应为列弗ꎬ 为保加利亚国内法定流通货币ꎬ 本文如无特殊注明ꎬ

货币单位一律为列弗ꎮ

Ａ Ｅ ３５８－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ＣＣ ＢＣＰ 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ｓｐｅｅｃｈꎬ ｐｐ １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ｂｕｒ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ｇ / ｂｇ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１１－０９－２４ /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 ２７７２－－－－－－－－－２－－１９５８－－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Ａ Ｅ ３５２－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 Ｔｏｄｏｒ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ｐ ５－１４ꎻ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ｐｐ ３４ꎬ ４０－４３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ｂｕｒ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ｇ / ｂｇ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１１－０９－２４ /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 ２７７５
－－－－－－－２－４－－１９５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ꎮ 此处 “损失” 应理解为收入比原计划减少ꎬ

下同ꎮ



多有不满ꎮ 于哥夫是明显反对保加利亚的 “大跃进” 的ꎮ① 这种政治形势的

背景是: 斯大林去世之时ꎬ 保加利亚的 “斯大林” 切尔文科夫刚刚通过斗

争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ꎬ 但社会上还是出现了对斯大林和保加利亚的斯大

林追随者的重新评价ꎮ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ꎬ 保共开始改变发展思路ꎬ 即放慢工业

化速度、 加强民生供应和发展轻工业ꎮ 在此基础上ꎬ 保共需要召开第六次

代表大会制定新的五年计划ꎬ 在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召开的这次大会上ꎬ 切尔文科

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ꎬ 取而代之的ꎬ 即是日夫科夫ꎮ 但日夫科夫上台后

并未深孚众望ꎬ 直到 １９５６ 年时ꎬ 保共内一些实权人物都将日夫科夫的任命

视为临时性妥协的结果ꎮ 日夫科夫的潜在反对者不止一批ꎬ 第一批是以切

尔文科夫为首的一批人ꎬ 他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受到了一些打击ꎬ 但实力

仍有保留ꎻ 第二批是在切尔文科夫当政时期被镇压的一批人ꎻ 第三批是于

哥夫等人ꎬ 他们长期参与各种行政与革命工作ꎬ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ꎬ 通

常来说ꎬ 于哥夫等人被视作 “本土实力派”ꎮ 在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一次党

内会议上ꎬ 有人尖锐地说道: “你厉害什么呀ꎬ 日夫科夫同志ꎬ 你的底气都

是从莫斯科来的ꎮ” 此次会议的结果使日夫科夫感到震惊ꎬ 他对一些反对者

进行镇压ꎬ 在 １９５７ 年时又结束了上述第二批人的政治生涯ꎮ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这

次会议之后的一系列镇压活动被称为 “四月清洗”ꎮ 这次清洗使得日夫科夫

与于哥夫和切尔文科夫之间的竞争形势逐渐明朗起来ꎮ②在这种情况下ꎬ 日

夫科夫迫切需要一场经济领域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ꎮ

二、 保加利亚 “公社” 与中国 “人民公社” 之异同

鉴于苏联方面对保加利亚的强大影响ꎬ 人们在考量保加利亚一系列政

策时ꎬ 总会自然而然地将苏联影响置于首位ꎮ 在关于 “保加利亚大跃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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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日夫科夫的回忆录里ꎬ 曾经提到: 在参加了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底 ２ 月初苏共二十一大、 赫鲁晓

夫严厉批评保加利亚模仿中国的做法之后ꎬ 于哥夫曾致信赫鲁晓夫ꎬ 声称: “赫鲁晓夫同志: 日夫

科夫同志有点动摇了ꎬ 我们会帮助他避免他头脑发热”ꎮ 见: Живковꎬ Тодорꎬ Мемоариꎬ лл ４９６－

４９７ꎬ 转引自: Йордан Баевꎬ Другата Студена Войнаꎬ л ８４ꎮ

Евгения Калиноваꎬ Искра Баеваꎬ Българските преходи (１９３９－２００５)ꎬ София: Издалество

“Парадигма”ꎬ ２００６ꎬ лл １２６－１６０

这又被称作 “日夫科夫命题”ꎬ 即 Ｚｈｉｖｋｏｖ Ｔｈｅｓｅｓꎮ



问题上ꎬ 观察家布里斯比 (Ｌｉｌｉａｎａ Ｂｒｉｓｂｙ) 和克兰普顿就认为这是从赫鲁晓

夫而不是毛泽东那里复制来的ꎮ①日夫科夫等领导人在 “保加利亚大跃进”
问题上究竟受哪方影响更深ꎬ 笔者不得而知ꎬ 但其实保加利亚 “人民公社”
的起源有着更久远的历史ꎬ 并走了一条与中国 “人民公社” 发展截然不同

的路径ꎮ
早在二十世纪初ꎬ 保加利亚左翼政党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 (紧密

派) ” (１９０３—１９４８ꎬ БРСДПꎬ 以下简称社会民主工党) 就曾在保加利亚一

些地区赢得地方大选ꎬ 如在 １９１２ 年初的选举中ꎬ 在地区委员会中ꎬ 左翼社

会主义人士共占有 ５１ 个席位ꎬ 在地方委员会共有 ６０ 席位ꎮ 社会民主工党在

保 ２０ 个城市确立了自己的地位ꎬ 并在其中一些地区进行 “公社” (原文为

Комунꎬ 即 “公社” 的意思) 改造实验ꎮ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萨莫科夫、 斯

利文、 普列文和卡赞诺克等地区的 “公社” 实验ꎮ
在保加利亚最早实行 “公社” 实验的是萨莫科夫地区ꎬ 此实验起源于

１９１０ 年社会民主工党在此地的选举ꎬ 左翼的社会主义人士一共赢得了 ４３２
票ꎬ 并在这一地区拥有了 ８ 名委员席位ꎬ 但在一开始政府并不承认其地位ꎮ
在 １９１１ 年此地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共占有 ２６ 个地区委员的席位ꎮ 在萨莫科

夫建立的公社的主要内容有: 建立警察机构、 办免费的公共报纸、 减免所

有的间接税、 建立事业局、 提供免费初等教育、 免费学生食堂、 设立失业

保险制定社区工作和劳动法规、 试行 ８ 小时工作日、 对穷人和劳动者部分实

施免费医疗救助ꎮ 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自创始之日起就伴随着萨莫

科夫人民公社: 首先是刚成立的几个月里ꎬ 政府并没有承认萨莫科夫的人

民公社ꎬ 即使后来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在大选中取得绝对优势ꎬ 但其税收改

革方案和地区政府预算也遭到了否决ꎬ １９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国家政府以违抗

内务部为由ꎬ 罢免了萨莫科夫地区市长高尔基的职务ꎬ 虽然 ４ 月份索菲亚市

地方法院判高尔基无罪ꎬ 但萨莫科夫地区人民公社的正常行动遭到了重重

阻挠ꎬ 如翌年 ２ 月的选举中警察对选区进行了封锁ꎬ 公社成员遭到了恐吓和

威胁ꎮ 因此在这一年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只获得了 ５ 名委员的少数席位ꎬ 最后

不得不下台ꎮ 除此之外还有公社社员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财政情况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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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的问题存在ꎬ 最终萨莫科夫地区的人民公社实验黯然终止ꎮ 在萨莫科

夫公社实验进行的同时ꎬ 在斯利文、 普列文等地的人民公社实验亦此起彼

伏ꎬ 有的存在了较长时间ꎬ 如斯利文的人民公社从 １９１２ 年开始ꎬ 到 １９２３ 年

结束共存在了 １２ 年之久ꎬ 其改革内容与萨莫科夫地区大致相同ꎮ①

对于保加利亚的 “公社” 在保加利亚学界有很多专门的研究ꎬ 但大多

年代久远ꎬ 笔者不再赘述ꎮ 在这里需要注意保加利亚的 “人民公社” 是相

继承于 “巴黎公社” 的 “公社” 概念的ꎬ 这种公社是一种半封闭的、 社会

福利理念先进、 配套齐全的社区ꎬ 其解放民众、 彰显平等的意义大于生产

意义ꎮ 而保加利亚 “公社” 与苏联的 “公社” 很大一点不同是: 保加利亚

的 “公社” 存在时间较短ꎬ 很快就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解散ꎬ 其组织生产

上的弊病还未来得及显现出来ꎮ 而它的组织者ꎬ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

(紧密派) ” 正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ꎬ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保共开始掌

权时ꎬ 将之前保加利亚 “公社” 运动视作一次伟大的尝试ꎬ 萨莫科夫人民

公社和杜普尼察人民公社等被树立成典型ꎬ 甚至今天人们去萨莫科夫地区

时还能发现有一条街道以 “萨莫科夫公社” (Самоковска Коммуна) 为名ꎮ
这或许也是在 ５０ 年代东欧国家中为什么保加利亚更容易接受 “人民公社”
相关概念的原因之一ꎮ

通过查阅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ꎬ 笔者并未发现萨莫科夫地区效仿

中国 “人民公社” 进行生产的相关证据ꎬꎮ 但关于保加利亚 “人民公社” 与

中国经验的实际关系ꎬ 有一点线索应该可以确认: 从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中旬开

始ꎬ 保加利亚开始大规模地将农业合作社从小社合并为大社ꎬ 合并后的农

业社将成为多种经营的经济组织ꎬ 但并不取消自留地和自留牲畜ꎬ 即使这

样的活动ꎬ 也受到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抵触ꎮ②保加利亚大规模合并农业合

作社一事在克兰普顿的书中可以得到佐证ꎬ③而合并农业社成为多种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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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一事与之前日夫科夫的发言相吻合ꎮ①在中联部的另一份简报里ꎬ
声称在保萨莫科夫将建立人民公社ꎬ 建成大社后逐步让公社管理工业和农

业ꎬ 并说保通社国际部主编斯克列斯太夫称这是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经

验在保具体条件下的试验ꎮ②对于这一则简报ꎬ 笔者倾向于认为是报道上出

现了偏差ꎮ

三、 苏联的态度及其影响

苏联的态度对此时保加利亚 “人民公社” 与 “大跃进” 建设起着决定

性的影响ꎮ １９５８ 年夏赫鲁晓夫访华期间ꎬ 他谈到中国的 “大跃进” 和 “超
英赶美” 等话题时ꎬ 对其表示了惊奇与赞赏ꎮ③但赫鲁晓夫内心是不看好中

国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其实苏联早在 ３０ 年前就推行过 “公社” 制

度ꎬ 但最终没有成功ꎮ 苏联一开始对这些问题不表态是为了维系中苏关系ꎬ
但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开始议论纷纷、 自己国内也有

群众对此表示出较高的热情ꎬ 并有国家试图效仿时ꎬ 苏联方面才开始正视

问题ꎮ
在赫鲁晓夫看来ꎬ 自从保加利亚的切尔门哥夫访华、 发表了一些关于

中国模式的荒谬文章之后ꎬ 保加利亚就开始以 “人民公社” 为榜样ꎬ 扩大

了合作化农业经济的规模、 对工业进行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投资ꎬ 但他认为

这难以成功ꎮ 因此在莫斯科与保加利亚代表团会面时ꎬ 赫鲁晓夫就警告说

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现有条件下应用中国模式是不现实的ꎬ 模仿中国进行

“大跃进” 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困境ꎮ④到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底ꎬ 赫鲁晓夫就不点名

地提出了这个问题ꎬ 而在当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ꎬ 保加利亚关于经济跃进

的宣传令其他华约成员国感到震惊ꎬ 并招致了一些讽刺的声音ꎬ １９５９ 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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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后ꎬ 赫鲁晓夫在华沙和波兹南就严厉批评了 “人民公社” 这个概念ꎮ
因此在各方压力下ꎬ 保加利亚实际上在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就停止了有关中国 “大
跃进” 和 “人民公社” 的宣传ꎬ 在 ３ 月和 ４ 月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中ꎬ 再也

未出现对中国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 的讨论ꎮ 而在日夫科夫的回忆录

里ꎬ 他将自己之前的行为归结为受到切尔文科夫的鼓动而受到了蒙蔽ꎬ 但

当他去追问一些细节时ꎬ 发现并制止了切尔文科夫的错误行为ꎮ①

小　 结

综上所述: 保加利亚早已进行过自己的 “公社” 试验ꎬ 但其发轫理念、
对 “公社” 的理解与中国的 “人民公社” 概念有所不同ꎮ 在 １９５７ 年、 １９５８
年受到来自中国方面 “令人振奋” 的消息的鼓动后ꎬ 国内不是很理想的经

济形势以及党内斗争ꎬ 使得以日夫科夫为首的一些保加利亚领导人对 “大
跃进” 投以极大的热情ꎬ 而实现 “大跃进” 的重要手段ꎬ 即是 “中国化”
的 “人民公社” 改革———将现有的 “小社” 合并为 “大社”ꎮ 在受到来自

苏联方面的批评和压力之后ꎬ 保加利亚内部反对意见占了上风ꎬ 并最后很

快在事实上停止了此事ꎬ 在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的保共会议上ꎬ 日夫科夫甚至宣称

“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ꎬ 将不同于保加利亚的历史传统ꎬ 而是全面追随

苏联的道路ꎬ 包括苏联发展的基本法”ꎮ②

笔者以为ꎬ 此事件折射出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在认知上复杂的

多样性与共性ꎮ 共性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中欠发达国家更容易在经济建设上

冲动ꎬ 冀图用行政命令、 “运动式” 整合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ꎮ 多样性指的

是因各国理解、 建设经验不同ꎬ 可能造成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与运用ꎬ
而究竟哪个国家可能会主动模仿 “中国经验”ꎬ 看似偶然ꎬ 实则有其自身原

因ꎬ 如果不去细究这种原因ꎬ 误读就不可避免ꎮ
此事之后ꎬ 保加利亚对中国的 “人民公社” 和 “大跃进” 仍保持持续

关注ꎬ 并趋于理性ꎮ 如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保加利亚代表团访华过后ꎬ 评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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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发生的事情ꎬ 并不能表明这与严峻的经济形势有相关联系”ꎮ① 而

保加利亚 “人民公社” 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觉ꎬ 最终使

得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中国的公社问题ꎬ 并成为日后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ꎮ②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沈志华教授、 Ｊｏｒｄａｎ Ｂａｅｖ 教授、 Ｊａｎ Ｚｏｆｋａ 先生

和单璐瑶女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ꎬ 谨在此对以上各位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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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二战在中东: «中东秘密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和
同盟国情报活动的影响» 评介

成振海∗

　 　 长期以来ꎬ 我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有的研究成果中ꎬ 主要关

注欧洲战场、 美日太平洋战场、 中缅印战区、 中日战场ꎬ 以及大国间的政

治、 经济、 外交、 军事等方面ꎬ 而对轴心国与同盟国在中东的斗争研究成

果较少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中东是轴心国东向战略钳形攻势的中心ꎬ
是大英帝国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和苏美英三大同盟国联合作战的纽带ꎬ 因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ꎮ”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作为当时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地区ꎬ 加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地缘战略、
资源优势ꎬ 中东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被卷进大国战争的浊浪中ꎬ 第二次世界

大战同时也给中东带来了诸多深远影响ꎮ 因此ꎬ 加强对中东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研究ꎬ 不仅能为更全面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一种全球视野ꎬ
同时也能为理解当代动荡的中东现状提供历史的视角ꎮ 那么ꎬ 战争爆发前

２２３

∗

①

成振海ꎬ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张润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东的冲击»ꎬ «西亚非洲» (双月刊) １９８８ 年第 ６ 期ꎮ



后轴心国和同盟国对中东的政策有什么变化? 两者之间除了军事之外又进

行了哪些较量? 面对战争的迫近ꎬ 生存在轴心国和同盟国特别是英德夹缝

中的中东各国又采取了哪些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了今天的中东

世界? 我们将从艾宁兄弟所著 «中东秘密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

国和同盟国情报活动的影响»① 一书中找到答案ꎮ

一

作者之一的尤瑟夫阿布艾宁曾是美国海军医疗队队长ꎬ 中东地区

外交官以及 «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 理解全球威胁»② «动荡的伊拉克: 阿

里艾尔瓦尔迪对奥斯曼至费萨尔国王时期的历史透视»③ 两书的作者ꎮ
其第一本著作被同行评议在线期刊 «恐怖主义透视» 评为 １５０ 部最有影响

力的有关恐怖主义的著作之首ꎮ 他同时任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国家安

全与资源战略兼职教授ꎬ 国家情报大学中东反恐研究成员ꎬ 并在华盛顿长

期从事有关中东反恐顾问、 反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教育等工作ꎮ 其弟巴兹

尔阿布艾宁ꎬ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曾任美国空军上尉ꎬ 获诺威治大学军事历

史专业硕士学位ꎬ 并在 «步兵杂志» «外区官员杂志» 等期刊发表有关伊斯

兰激进主义、 阿拉伯政治历史、 二战期间近东军事等方面的文章数篇ꎮ
虽然 «中东秘密战争» 只有 ２８８ 页ꎬ 但包含了作者研究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中东的主要问题ꎮ 本书共有引言、 附录和 １０ 个章节 (包括第一章简介

和第十章结论)ꎮ 文章共有两个线索ꎬ 一个是轴心国和同盟国在中东的秘密

斗争活动ꎻ 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变化和发展ꎮ 两者相互交织ꎬ 互相作用ꎮ
在引言中ꎬ 作者强调本书旨在揭示历史的相似处ꎬ 并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前后的政治动荡中ꎬ 轴心国和同盟国在近东进行的情报和宣传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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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深刻理解这些宣传和情报活动如何影响 ２０ 世纪末的战后世界 (第 １４
页)ꎮ 从结构上看ꎬ 本书主要以中东的不同国家实体为章节ꎬ 包括巴勒斯

坦、 伊拉克、 维希法国统治下的叙利亚、 伊朗、 土耳其、 阿拉伯半岛、 阿

富汗和埃及ꎮ 著者力图说明 ２０ 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英、 法、 德、 意对中东各国

的情报努力以及这些活动对中东的长期性影响ꎬ 同时ꎬ 也分析了英、 法的

殖民统治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阿拉伯人多种多样反抗殖民政权的活动ꎮ 第

一章主要介绍了本书写作的现实目的: 旨在寻求一种新的路径ꎬ 思考并教

育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 (第 １ 页)ꎮ 作者介绍了中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的地位以及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中东兴趣的不同ꎮ 第二到第九章是在序言

和第一章的基础上ꎬ 具体分析了轴心国与同盟国在巴勒斯坦、 伊拉克、 维

希法国统治下的叙利亚、 伊朗、 土耳其、 阿拉伯半岛、 阿富汗和埃及的秘

密活动ꎬ 涉及到了许多具体的问题ꎬ 如中东各国在二战中的战略地位和英、
法与德、 意各自对中东的政策ꎻ 轴心国的情报和宣传活动及其对阿拉伯人

的影响ꎻ 中东各国面对战争的逼近的应对措施ꎻ 面对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

压力下各国的困境和外交选择ꎻ 英、 法殖民历史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阿拉

伯人多种多样的反抗殖民政权的活动ꎻ 阿拉伯主义分子亲轴心国的原因与

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等ꎮ 作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既注重历史溯源的横

向联系ꎬ 又注重从全球和地区格局视角考察德、 意、 英、 法对中东各国政

策的原因ꎬ 使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的状况

有了较清晰地认识ꎮ 第十章探讨中东战场对阿拉伯民族运动演变和 ２１ 世纪

伊斯兰团体的影响ꎮ 最后是两个附录ꎬ 一是摘选于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戈培尔

日记»①ꎬ 考察宣传在中东起到的重要作用ꎻ 第二是由前伊拉克军方史学家

马哈茂德阿尔－杜拉汇编的 «英伊 １９４１ 年起义的教训»② 档案ꎬ 并有若干

地图和一个完整索引表ꎮ

二

在书中ꎬ 作者的一些看法和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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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 意在中东的秘密情报行动ꎮ 这些行动包括: (１) 进行丑化、
反对同盟国殖民的宣传ꎬ 塑造自己的反殖民形象ꎮ 如德国尝试多种手段进

行宣传ꎬ 包括外交机构、 输送来自德国的阿拉伯人支持者、 «古兰经» 朗诵

节目、 阿拉伯音乐、 文学书籍、 政治评论、 电台广播等ꎮ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 意大利通过巴里电台第一次使用阿拉伯语广播ꎬ 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

宣传ꎬ 批评犹太复国主义 (第 １５ 页)ꎮ 在二战前ꎬ 意大利对近东的政策ꎬ
除利比亚外ꎬ 基本上是进行和平渗透ꎬ 包括加强与阿拉伯领导者的联系ꎻ
利用它们对武器的需求ꎻ 通过法西斯支持者的多种宣传表现法西斯的有利

面ꎮ 对伊斯兰世界ꎬ 意大利采取保证政策ꎬ 适用于外交和殖民地ꎬ 意大利

的宣传包括在利比亚和东非建立清真寺ꎬ 向去麦加的朝圣者提供各种帮助ꎮ
(２) 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宣传、 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援ꎮ (３)
培养阿拉伯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ꎬ 宣扬阿拉伯世界的解放ꎬ 利用阿拉伯人

的反英、 反法情绪ꎬ 煽动叛乱或起义ꎮ 如德国对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
阿明阿尔－侯赛尼、 伊拉克总理拉希德阿里格拉尼、 埃及的安瓦尔
萨达特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ꎬ 特别是 １９４１ 年伊拉克的起义ꎮ (４) 培

养阿拉伯亲轴心国势力ꎬ 组建中东的第五纵队ꎮ 据历史学家和学者弗朗西

斯尼科西亚考证ꎬ １９３２ 年纳粹党在巴勒斯坦初建时只有 ６ 个成员ꎮ 到 １９３７
年年中有近 ３００ 名ꎬ 其中雅法和萨拉纳占 １０８ 名ꎬ 海法 ９０ 名ꎬ 耶路撒冷 ６６
人ꎬ 伯利恒 １９ 人 (第 ３２ 页)ꎮ 德、 意通过这些秘密手段ꎬ 鼓励支持阿拉伯

国家挑战英、 法殖民统治秩序ꎬ 削弱英、 法等同盟国在中东的影响ꎬ 开辟

扰乱英、 法精力的新战线ꎬ 进而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ꎬ 以到达控制中东ꎬ
推进自己战争计划的目的ꎮ

(二) 作者认为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所以能与轴心国进行合作ꎬ 是

德、 意利用了阿拉伯人对德国的同情和反对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情

绪ꎮ 几十年来遭受英法的殖民统治ꎬ 以及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ꎬ 特别是

１９１６ 年的 «赛克斯—皮柯协定» 和 １９１７ 年的 «贝尔福宣言»ꎬ 使得阿拉伯

人不得不运用古老的 “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 逻辑ꎮ 德国的一战受

害者心理和耻辱感ꎬ 阿拉伯领导人感同身受 (第 １８３ 页)ꎮ 在阿拉伯人看

来ꎬ 德国和他们一样ꎬ 一战之后都是英、 法迫害下的受害国ꎬ 德国也被阿

拉伯人看作是欧洲少有的对中东不含野心的欧洲强国ꎮ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

经济大萧条中ꎬ 阿拉伯国家都想寻求一个实现快速发展捷径的范例ꎮ 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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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纳粹的统治下ꎬ 不但成功摆脱经济危机ꎬ 而且开始挑战英、 法等殖民

强权ꎬ 这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ꎮ 在两战之间的巴勒斯坦委任统

治时期ꎬ 在阿拉伯世界的任何地方ꎬ 民族主义者转向寻求德国的外交和物

资支持ꎬ 并通过自身对抗英国和日渐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ꎮ 这使得一

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同样反犹、 反英的德国应该成为他们潜在的盟友ꎮ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希特勒在会见大穆夫提哈吉阿明阿尔－侯赛尼时ꎬ 穆夫

提说道他们相同的利益使得德国与阿拉伯联系起来ꎬ 阿拉伯人是德国人的

天然盟友ꎬ 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敌人ꎬ 即英国人、 犹太人和共产主义

信徒ꎮ① 轴心国正是利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民众的这种需要和渴望ꎬ 才

获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合作ꎮ
(三) 中东各国面对德、 意的拉拢和英国政策压力下的外交选择ꎮ 在轴

心国的支持下ꎬ 一些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倒向德国ꎬ 希望在德国的

支持下打击英、 法殖民者和犹太复国主义ꎬ 争取彻底解放和独立ꎮ 如耶路

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阿尔－侯赛尼和伊拉克总理拉希德阿里格拉

尼ꎮ 一些国家在战争爆发后宣布中立ꎬ 但与德国保持着或疏或密的联系ꎬ
最终导致英国等同盟国的干预ꎮ 随着战事越来越有利于同盟国ꎬ 它们最后

均加入同盟国阵营ꎬ 对轴心国宣战ꎬ 如伊朗和土耳其ꎮ 伊朗在二战爆发后ꎬ
伊朗政府当即宣布中立ꎮ １９４１ 年夏ꎬ 德国在苏联节节胜利ꎬ 势不可挡ꎮ 英

国相信ꎬ 伊朗的亲德举动已经严重危害到了英国利益ꎬ 这使得英、 苏这两

个新盟友衍生出占领伊朗的冲动ꎮ 英、 苏经过分析认为ꎬ 为了保卫联军的

石油利益和支援苏联的运输线ꎬ 避免伊朗利用德国科技可能造成的威胁蔓

延至波斯湾乃至伊拉克、 阿富汗和英属印度ꎬ 占领伊朗是必要的ꎻ 而伊朗

当局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英、 苏的利益关切ꎬ 最终导致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英、 苏入

侵伊朗ꎻ 土耳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双方同时觊觎ꎬ 它的中立对于同盟国

和轴心国双方外交都至关重要ꎮ 土耳其意识到了这一点ꎬ 在轴心国与同盟

国间采取了小心的 “平衡中立” (第 １２１ 页) 政策ꎬ 直到 １９４５ 年战争形势

基本确定ꎬ 土耳其才加入同盟国ꎮ 这样ꎬ 土耳其最大地维护了国家利益ꎻ
沙特虽然对同盟国和轴心国双方都充满不信任ꎬ 但沙特发现它必须在两者

的利益间精心的保持平衡 (第 １２６ 页)ꎻ 埃及面对意大利的侵略时ꎬ 英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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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求埃及政府向意大利宣战ꎬ 但埃及政府仅与意大利宣布断交ꎮ 甚至在

意大利参战后ꎬ 埃及宣布如果英国宣战ꎬ 埃及将履行 １９３６ 年的 «英埃同盟

条约» 中的条约义务ꎬ 但除非遭到意大利的直接攻击ꎬ 否则埃及将不会宣

战ꎮ 埃及将此信息传达给了墨索里尼ꎬ 埃及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埃及

脱离中立的措施ꎮ 当意大利 １９４０ 年参战后ꎬ 埃及在 ６ 月 １２ 日前仍与意大利

保持外交联系ꎮ 英国认为法鲁克国王和马希尔政府采取的是绥靖意大利的

政策ꎬ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最终逼迫马希尔辞职ꎮ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轴心国的宣传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当代

中东的深远影响ꎮ (１) 德、 意轴心国在中东的秘密活动ꎬ 为中东现代国家

的社会政治变革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ꎮ 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ꎬ 包括反犹

主义、 国家主义、 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等伴随轴心国的侵略注入阿拉

伯世界ꎬ 轴心国针对英国的情报和宣传削弱了英、 法在中东和北非的主导

地位ꎮ 德、 意的情报机构努力地推动反英情绪ꎬ 它们的影响塑造了整个中

东民族主义情绪ꎮ 例如ꎬ 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就受到了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影

响 (第 １３ 页)ꎮ (２) 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教条对以

后阿拉伯社会主义、 纳赛尔主义、 阿拉伯复兴主义以及一部分激进伊斯兰

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ꎮ (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日

渐介入到中东的争夺中ꎬ 但是轴心国和同盟国在此地区的干预的阴影影响

到了稍后的中东民族主义领导人ꎬ 如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德、 埃及的迦

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ꎬ 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胡阿里布迈丁等 (第 １４
页)ꎮ (４) 在一定程度上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主要政党具有纳粹

和法西斯的某些因素ꎮ 例如叙利亚复兴党ꎬ 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ꎬ 黎巴

嫩长枪党ꎬ 青年埃及党ꎬ 福图瓦 (伊拉克青年运动) 等 (第 １０９ 页)ꎮ

三

需要声明的是ꎬ 著者并非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ꎬ 本书并非惊人的

或开创性的研究成果ꎬ 而是一本著者众多有关此课题研究成果的汇编ꎮ 本

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本书研究材料上主要以二手文献和网络资源为主ꎬ 尽管作者利

用了一些档案、 传记材料ꎬ 但数量较少ꎬ 使得研究内容难以深入ꎮ 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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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上ꎬ 本书主要关注纳粹德国对中东的活动和影响ꎬ 换句话说ꎬ 其

研究是以德国为中心ꎬ 且探讨的主要是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矛盾ꎮ 而实

际上ꎬ 在轴心国的德国与意大利之间ꎬ 同盟国的英、 法、 美之间ꎬ 都存在

着矛盾ꎬ 这些矛盾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的战争进程ꎬ 以及战后局势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显然ꎬ 本书在此方面涉及并不多ꎬ 对于同盟国中的美

国在中东的活动及其影响几乎没有涉及ꎮ 两战之间美国资本和文化大力向

中东渗透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美国势力包括军事大规模进入中东ꎬ
这对战后中东和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ꎮ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缺乏美国

的中东将是不完整的ꎮ 本书的一些章节ꎬ 例如第六章有关轴心国与同盟国

对土耳其的争夺内容中ꎬ 作者几乎并未对轴心国与同盟国情报活动的历史

事实进行叙述ꎬ 而仅是对土耳其在二战中的政策和地位做了总体介绍ꎮ 再

次ꎬ 书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ꎮ 如著者认为ꎬ 到 １９３９ 年仅有阿富汗和伊朗

向纳粹德国供给棉花和羊毛ꎬ 但忽视了当时美国南部和德克萨斯州或新西

兰正努力向德国出口大量棉花ꎮ 最后ꎬ 该书文内容中有些错误之处ꎮ 首先

是一些内容的模糊和拼写上的错误ꎬ 如将 Ｆｌｅｎｓｂｕｒｇ 拼写成了 Ｆｌａｎｓｂｅｒｇꎬ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拼 成 ａｂｌｅｉｔｕｎｇꎬ Ｏｂｅｒｇｒｕｐｐｅ 拼 成 Ｏｂｅｎｇｒｕｐｐｅꎬ 希 特 勒 常 说 的

“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 (生存空间) 拼成 “Ｌｉｅｂｅｓｒａｕｍ” (第 ２３ 页)ꎮ 一些会议和史

实或不清楚ꎬ 或相互矛盾、 不完整ꎬ 使得其资料来源很难查找ꎮ
总之ꎬ 本书运用大量二手文献资料和一定数量的档案文献、 传记材料

展现了更全面的二战军事史和更宽广的大国战略框架ꎮ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

理解轴心国和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性质的著作ꎬ 对我们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的状况以及轴心国与同盟国在中东地区的斗争将

有积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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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试验
———评汪婧 «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

武乐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ꎬ 美苏由于国家制度、 意识形态、 世界目标

等方面的对立ꎬ 战时的合作关系逐渐变成对抗ꎬ 而欧洲成为美苏冷战的前

沿阵地ꎮ 东欧在苏联的扶持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ꎬ 西欧战后经济萧条、 共

产党力量不断增长ꎬ 因此ꎬ 美国必须在西欧采取积极的反制行动ꎮ 在西欧

国家中ꎬ 意大利地理位置尤其重要ꎬ 其西欧文明古国的地位也使其意义非

凡ꎮ 作为二战中最早投降的轴心国成员ꎬ 意大利社会动荡ꎬ 共产党力量迅

速发展ꎬ 不可避免地成为战后美国遏制共产党势力的重点关注地区ꎮ 中国

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是零星涉及ꎬ 不够系统深入ꎬ① 汪婧的新著 «美国

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 (以下简称 “汪著” ) 首次系统梳理了在

冷战的大背景下ꎬ 杜鲁门时期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ꎮ

一

汪婧副教授 ２００９ 年博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ꎬ 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
冷战史研究ꎮ 在该书出版前ꎬ 她已在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等发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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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婧: «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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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档案资源利用等相关论文多篇ꎬ 显示出深厚的研

究功底ꎮ 汪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ꎬ 从 ２００５ 年构思到 ２０１５ 年出

版ꎬ 历时 １０ 载ꎮ 该书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战后美意关系专著ꎬ 在一定

程度上加深了冷战史相关领域的研究ꎮ
国内关于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ꎬ 只有少

数研究涉及美国对意政策某些侧面ꎬ 比如白建才的 « “第三种选择”: 冷战

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 和于群主编的 «新冷战史研究———美国

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 等寥寥数本ꎮ①汪著是国内公开出版的系统研究特

定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第一本著作ꎮ 全书共分六章ꎬ 包括战后初期国际局

势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ꎬ 对意和约谈判与意大利重建ꎬ 战后美国对意

大利政策的形成ꎬ 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政策的调整ꎬ 对意大利政策调整后

的具体实施ꎬ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大利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ꎮ 著作内

容全面而翔实ꎬ 系统完整地介绍了杜鲁门时期美国对意大利政策的制定、
演变过程及其影响ꎮ 比如分析在美国对地中海国家政策的原因分析时ꎬ 作

者认为战后美苏的崛起及其各自的对外战略以及意大利国内形势ꎬ 不仅促

成了美国对西欧的政策ꎬ 在美国对地中海地区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

决定性角色”ꎮ② 汪著提出ꎬ 意大利不仅是冷战的 “前沿阵地”ꎬ 也是冷战初

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试验场ꎮ 这在美国干涉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中体现得

尤为清晰ꎮ 在这场大选中ꎬ 美国成功运用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

安全机制ꎬ 大规模运用经济战、 政治战、 情报活动和隐蔽行动等方式ꎬ 进

行了 “遏制” 战略的一场试验ꎮ 这场试验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具有重要

地位ꎬ 它不仅加强了美国在欧洲、 地中海、 中近东以及北非地区的战略地

位ꎬ 并且为处理其他地区问题提供了借鉴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美国干涉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不失为一场 “成功的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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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白建才的 « “第三种选择”: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 从战略层面上分析了美国隐蔽行动ꎬ 其中提及美国政府对意大利实施的一些隐蔽行动ꎮ 于

群主编的 «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 (上海: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９ 年) 中的

« “书信运动” 与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 从心理战略角度对美国干涉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进行了研究ꎮ

梅尔文莱夫勒在 «权力的优势» (Ｍｅｌｖｙｎ Ｐ Ｌｅｆｆｌｅｒꎬ Ａ 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 一书中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ꎮ



汪著关于 “消磁” 计划和海外采购计划的研究在国内也属首次ꎮ “消
磁” 计划由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ꎬ 目的在于削弱意共的力量和物质资

源ꎬ 降低它在政府和工会中的影响和对意大利人民的吸引力ꎬ 增强自由工

会和其他美国认为的亲民主势力的力量ꎮ 作者通过分析这一计划的内容、
实施与效果ꎬ 认为 “消磁” 计划的结果不尽如人意ꎬ 意共仍然在意大利的

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意大利政府根据自身政策考量ꎬ 对这一由美

国牵头的压制意共的计划不感兴趣ꎮ① 在实施 “消磁” 计划的同时ꎬ 美国还

努力对意大利推行军需品海外采购计划ꎬ 一方面促进意大利军工业的发展ꎬ
一方面用这种隐蔽的方式削弱意共的力量ꎮ 美国当局认为ꎬ 签订大量海外

采购计划要比采取直接措施稳定意大利政治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ꎬ 而且更

切实可行ꎬ 所以无论是制定此计划的杜鲁门政府还是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政

府ꎬ 都强调对意采购计划在反共方面的重要性ꎮ

二

汪著在写作和史料运用中有着自己鲜明特点ꎮ 在具体写作中ꎬ 汪著展

示出总体史的视野ꎬ 将整个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ꎬ 不仅把历史看

作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ꎬ 还重视历史的横向发展ꎬ 强调 “上下左右看历

史”ꎮ 作者在附录后增加了 “大事记” 这一内容ꎬ 把书中所涉及的时间范围

(１９４３—１９５２ 年) 内发生的大事按时间顺序做了一个梳理ꎮ 大事年表首先让

读者对相关时代的事件、 特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ꎬ 从而更易于看清各事件

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１９４７ 年希土危机促使 “杜鲁门主义” 出台ꎬ “杜鲁门主

义” 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ꎬ 美国对外政策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

张主义的转变ꎮ 在杜鲁门主义影响下ꎬ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

会 (Ｓｔａｔｅ－Ｗａｒ－Ｎａｖｇ Ｇ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ＳＷＮＣＣ) 提交的 “关于意大利

的工作报告草案” 强调ꎬ 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适时支持意大利的民主

力量ꎬ 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ꎮ 第一次柏林危机后冷战局面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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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认为ꎬ 于意大利国内政治而言ꎬ 由于共产党在反法西斯、 建立共和国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ꎬ 若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对待共产党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ꎻ 于意大利外交而言ꎬ 共产党是意

大利政府用来获得美国支持和援助的重要筹码ꎮ



步强化ꎬ 这坚定了美国加强西欧和支持西欧结盟的决心ꎬ 包括推动意大利

加入西欧和大西洋防御安排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朝鲜战争爆发ꎬ 国际形势急剧

紧张ꎬ 美国立即加强全球军事部署和对外军事援助ꎮ 海陆空三军部长认为ꎬ
由于朝鲜战争ꎬ 必须重新评价美国的全球军事潜力ꎮ 美国要求意大利重视

陆军重建ꎬ 为适应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紧张局势ꎬ 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也做

出进一步调整ꎬ 出台 ＮＳＣ６７ / ２ 号文件ꎬ 对 ＮＳＣ６７ / １ 号结论进行修改ꎮ 由此

看出作者 “联系” 意识强烈ꎬ 重视重要事件对具体政策的影响ꎬ 将国际局

势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ꎬ 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本来的复杂

面目ꎮ
马克布洛赫曾说: 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ꎬ 在考察各类问

题时ꎬ 我尽量做到永远抓准这条真理ꎮ① 历史不仅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ꎬ 而

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它是伴随着时间的发展、 各个事

件的演变而形成的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ꎬ 美苏矛盾还不太尖锐ꎬ
因此对意和约是一个双方各有妥协、 相互让步的结果ꎻ 结果 “杜鲁门主义”
的出台ꎬ “马歇尔计划” 的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ꎬ 美苏走上冷战道

路ꎮ 面对意大利严重的国内危机ꎬ 美国出台 ＮＳＣ１ 号系列文件ꎬ 对意政策开

始形成ꎮ 通过大肆干涉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ꎬ 美国扶持亲美反共的加斯佩里

政府上台ꎻ 随着冷战态势的发展ꎬ 杜鲁门政府出台 ＮＳＣ６７ 号系列文件ꎬ 在

决策层面上对美国的意大利政策做出调整ꎬ 增加军事援助和隐蔽行动ꎮ 美

国对意政策随着时间变化和时局发展不断进行调整ꎬ 以适应自身的利益需

求ꎬ 作者将这一变化展现得尤为清晰ꎮ
汪著使用史料上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的美国档案文献ꎮ 作者从 «美国

对外关系文件集» ( ＦＲＵＳ)、 “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 数据库

(ＤＤＲＳ)、 “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 数据库 (ＤＮＳＡ) 和缩微胶卷中摘取了一

手史料ꎬ 尤其是系统挖掘、 利用了 ＮＳＣ１ 号系列文件和 ＮＳＣ ６７ 号系列文件ꎮ
除此以外ꎬ 汪著还利用了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

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丘吉尔) 等当事人记录ꎬ 以及各类专著及论文、 报

纸、 期刊、 光盘等资源ꎮ 这些参考资料的出版地涉及美国、 英国、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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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四个国家ꎬ 史料搜集范围十分广泛ꎮ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ꎬ 作者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ꎬ 做到了信而有据ꎮ

三

汪著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参考意大利方面的文件及意大利学者的

研究ꎮ 在世界史研究ꎬ 尤其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ꎬ 利用多国档案资料ꎬ 做

到史料互证十分重要ꎮ 仅参考一国档案难免会只从一方视角切入ꎬ 从而局

限于档案制作者预先设定的框架ꎮ 虽然汪著主旨就是从美国角度出发分析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对意政策ꎬ 但政策实施不是单方面的ꎬ 而是需要有反馈ꎬ
是双方互动的一个过程ꎮ 在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时ꎬ 意大利档案就显得

不可或缺ꎮ 如在讲到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大利政策的深远影响时ꎬ 作

者提到它 “成功地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ꎬ 加强了意大利政治的两

极分化” (第 ２０５ 页)ꎮ 这一部分内容作者未列一条注释ꎬ 得出这样的结论

虽然经过前五章的分析作为铺垫ꎬ 但如果能注意意大利政府、 社会、 民众

在这些事件上的反应ꎬ 补充意大利方面的资料ꎬ 做出更加细致的解释ꎬ 结

论可能更有说服力ꎮ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中ꎬ 无

论是经济援助还是政治行动ꎬ 美国都十分重视对意大利民众的心理影响ꎮ
如在第三章中作者提到 “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对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的影响

并不在于援助本身ꎬ 而在于这些援助对意大利民众的心理产生的影响” (第
７９ 页)ꎻ 第五章第二节 “加强对意大利的心理战——— ‘消磁计划’ ” 更是

直接研究心理战ꎮ 此两部分中作者对心理战虽均有涉及ꎬ 但并没有深入的

心理分析ꎬ 只写到 “毋庸置疑ꎬ 对大多数普通的意大利民众来说ꎬ 美国的

经济援助对其生存是极为重要的ꎬ 美国的形象是友好且慷慨的ꎮ 因此ꎬ 在

１９４８ 年意大利大选中ꎬ 对美国友好援助印象深刻的大部分选民比较容易接

受美国的态度和呼声”ꎮ 在此处ꎬ 似应增加对群众的心理分析ꎮ 集体心理史

学作为心理史学的新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ꎬ 集中研究群体狂热、
民族仇恨和群众对法西斯的支持等问题ꎮ 在分析美国对意大利政策对大众

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在 １９４８ 年大选中大众心理对大选结果的影响时ꎬ 此方法

同样适用ꎮ 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 “真正的深度研究ꎬ 是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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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ｐｓｙｃｈ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① 的说法ꎬ 已被许多史学工作者所接受ꎮ 虽然要求

主题非心理史学的研究系统地运用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未免太过苛刻ꎬ 但

还是应该适当利用一些民意调查及涉及民众心理的史料ꎬ 不然结论不免苍

白ꎬ 缺乏说服力ꎮ
在具体用词上ꎬ 在第一章第二节作者写道: 战后初期意大利政局不稳ꎬ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ꎬ 第一ꎬ 意大利是战败投降国ꎬ 接受盟军占领和盟军管

制第二ꎬ 法西斯政权倒台后ꎬ 各反法西斯政党在抵抗运动中迅速壮大ꎬ
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空前高涨ꎮ (第 ２３ 页) 并没有证据表明

意共与政局混乱之间有必然联系ꎬ 把 “特别是” 改为 “其中” 更为妥当ꎬ
其中细微差别ꎬ 但意思不再针对意大利共产党ꎮ 同样是第一章第二节ꎬ 作

者在叙述人口压力对意大利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时写道: 战时人口未能外移ꎬ
而战后大量难民又纷纷回国ꎮ (第 ２８ 页) 既然战时人口未能外移ꎬ 又何来

战后难民大量回国ꎬ 即使有ꎬ 按照前句意思ꎬ 也不能是 “大量”ꎬ 其中未免

矛盾ꎮ
此外ꎬ 该书的参考书目也有可以改善之处ꎮ 如第 ２１２ 页ꎬ 列举的史志钦

论著中ꎬ 发表于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的文章题目应为

«意共演变与意大利政治大变革» (发表于该刊物当年第 ２ 期的文章题目才

是参考文献所列)ꎻ 再如第 ２１５—２１７ 页ꎬ 引用的虽都是 «美国对外关系文

件集»ꎬ 但却未能列举具体的出版信息等ꎮ

四

汪著的出版ꎬ 意味着国内对冷战期间美意关系的研究开始由宏观的一

般考察向具体的细化研究发展ꎮ 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不再仅仅是作为研究

冷战全局的一个陪衬ꎬ 而开始有了系统全面的专门著述ꎬ 其学术价值不容

忽视ꎮ 在美意关系方面ꎬ 还有许多研究领域亟待开垦ꎮ 例如ꎬ 虽然在二战

后意大利向美国靠拢ꎬ 但它毕竟属于欧洲大陆国家ꎬ 其内外政策受 “欧洲”
这一大框架的制约ꎮ 从不同时期意大利对美国和欧洲的亲疏态度ꎬ 可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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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玉法: «历史学的新领域»ꎬ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９５—９６ 页ꎬ 转引自

陈曼娜: «２０ 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ꎬ «史学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ꎮ



窥其国家战略? 冷战期间意大利在很多领域都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ꎬ 意大

利政府把国内的共产党的存在作为索取美国支持、 增强国际地位的筹码ꎬ
它又是怎样寻求借助美国影响力展开外交ꎬ 努力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

要参与者? 美国之所以重视意大利ꎬ 不仅因为意大利在欧洲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ꎬ 而且因其地理位置靠近中东ꎬ 在调解中东矛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ꎬ 那么ꎬ 美国又是怎样利用意大利实施其中东战略的? 这些问题值得进

一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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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研

究中心出版的学术辑刊ꎬ 每年 ２ 辑ꎬ 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ꎮ 本辑刊旨在

为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ꎬ 设有专题研究、
研究生论坛、 档案文献、 学术动态与书评等栏目ꎬ 欢迎学界同行赐稿ꎮ 相

关信息如下:
１. 专题研究论文要以一手档案为基础ꎬ 具有原创性且未曾发表ꎬ 欢迎

选题新颖、 运用多边档案的长篇研究ꎮ 其中ꎬ 研究生论坛中刊发博硕士及

本科生的优秀论文ꎮ 本辑刊尤其愿意刊发能反映学界动态的研究综述、 书

评书讯、 专题书目等内容的稿件ꎬ 也欢迎以某个专题内容为核心整理的档

案资料汇编ꎮ
２. 注释体例ꎬ 请以 «历史研究» 格式为准ꎮ 详情可见中国社会科学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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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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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录用并出版的作品ꎬ 将略致薄酬ꎬ 并赠样书 ２ 册ꎮ 刊发后稿件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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