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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本拙著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为什么要在贝尔格莱德时间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午夜从美

国本土出动远程战略轰炸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而且不能做出令中国人民满意的说明？这就要涉及跨世

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

这本拙著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为什么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起对南斯拉夫共和国联盟

实行了历时７９天、极端野蛮的狂轰滥炸？为此，就要涉及

跨世纪之交的美国世界战略。

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跨世纪之交的美

国对华战略，是在跨世纪之交的美国世界战略的范围之

内确定的。

在美国军用飞机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使馆、我国青

年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群起抗议之后，美国垄断资本的

舆论制造工具重提１９００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中国、占

领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事件，借以威胁

我国人民。因此，这本拙著就不能不简略涉及１９００年以

来美国武装侵华史，而把重点放在１９４６年以来美国统治

集团的对华战略与策略问题上。用《 纽约时报》的说法，也



就是把重点放在“ 美利坚第二帝国”和“ 美利坚第三帝国”

的对华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因此，这一段美国对华战略与

策略史，就成了这本拙著的主题。

美国统治集团近２０余年来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近１０多年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

“ 西化“”、分化”战略，所举的旗号都是“ 民主、自由、人

权”。因此，这本拙著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民主、自由、

人权”的阶级内涵及其实质不能不做若干剖析。这是回避

不了的。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这本拙著就不能不涉及美国资

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以及美国这个国家的国家类型和阶

级实质这样的问题。这同样是不可能回避的。

我历来认为，我们研究任何问题，包括这本拙著里所

要研究的问题，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就

是说要理论联系实际。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而不是在西方流行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理

论。所谓事实，就是那些反映客观事物的总体及其本质的

事实材料，而不是削足适履的、片面的或者个别的事例。

所谓创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我在这本拙著里是

力求这样做的。但是如前些年出版的几本拙著一样，在这

一本里尽管也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尚待今后继续奋斗。

在此说明两点：

第一，这本拙著的主体书名《 何处是“ 美利坚帝国”的

边界？》，是从《 纽约时报》借用的（ 见本书第６章第２节）；



第二，这本拙著与前些年出版的《 我说美国》、《 再说

美国》、《 三说美国》等书的内容有直接联系；但为了避免

重复，那几本小书里已经写过的内容，在这一本里没有再

写（ 有的地方作了补充叙述），而是用脚注的方式予以说

明。

举世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与

美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与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和相互交往。能否做到这一点，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

于美国。

这本拙著的缺点、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张　　海　　涛

１９９９年国庆节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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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军飞机炸我使馆的启示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只手

第 一 节一　座　海军陆战队群雕

——美国资产阶级现在为何重提

１９００年事件？

一

本书要说的是一段历史，然而需要运用倒叙法，从最新发生的

一个事件谈起。

贝尔格莱德时间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午夜（ 北京时间５月８日晨

５时４５分），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架从

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制Ｂ—２战略隐形轰炸机

经过远程飞行，用五枚精确制导导弹，从不同角度集中袭击了中国

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摧毁我使馆主楼和大使官邸。在美军从事

的这场惨无人道的暴行中，我国三名常驻贝尔格莱德的新闻工作

者，即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 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不

幸遇难；包括我驻南使馆武官任宝凯、文化参赞刘鑫权、办公室主

任刘锦荣、邵云环同志的丈夫曹荣飞等同志在内的２０余名外交官

员和工作人员受伤。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馆址属于中国领土。以

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南联盟从事狂轰滥炸的侵略战争过程中，竟

然违反一切有关国际法的庄严规定，违反一切国际关系准则，出动

美制隐形轰炸机空袭一个主权国家的驻南使馆。这是本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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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历次战争（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中所罕见的空前严重的

事件，是美国霸权主义发展到了疯狂程度的表现，是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严重军事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伟大的中国

人民的公开欺侮。

北京时间５月８日，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发表严正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事的这一种野蛮暴行表

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当天下午，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等地大批高等院校学生立即分别涌向美国驻华使、

领馆，高呼“ 反对霸权“”、反对侵略“”、保卫主权“”、还我使馆”等口

号，举行抗议示威，并向美国驻华使、领馆提交抗议书。香港市民当

天也举行了抗议示威。５月８日晚，９日、１０日，京、沪、穗、蓉等地

的大批青年学生继续举行抗议示威。

５月１２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在首都机场隆重

迎接邵云环等三位革命烈士的骨灰和我国驻南联盟使馆受伤人员

回国。当天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最高礼仪沉痛悼念邵云环、许

杏虎、朱颖烈士。全国人民处于极度悲愤之中。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单位、各学校、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

体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使馆的暴行进

行了极为愤怒的谴责。

中华民族发出了怒吼。

二

那么，美国政府就我国政府、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愤

怒抗议美国从本土派出战略隐形轰炸机远程飞行、空袭我国驻南

联盟使馆、炸死我国新闻工作者、炸伤我国外交官员这一国际关系

史上空前严重的事件做出了一些什么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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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所做的反应如下：

第一，他们一口咬定，说这“是 误炸”。

关于此说能否成立，我们在此处暂且不论，立此存照，后面再

议。

第二，美国政府做出的另一种反应，是道歉与威胁并举。就是

说，他们是以两副面孔出现的。

是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国愤怒抗议的浪潮声中，克林顿总

统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曾就美国这一“ 误炸”事件一再向我国政府

和我国人民公开表示道歉。

为何要道歉呢？

《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就此做了说明。美国资产阶级多年

来一直按照美国资产阶级的标准，把中国领导人分“为 温和派（”或

“曰 建设性派”）“和 保守派（”或“曰 强硬路线派”）。该报在这篇报道

里写道：“ 被中国描绘成蓄意轰炸的北约这次误炸触及了中国历史

上的敏感神经之一：在外国人统治下蒙受 ”“ 克林顿政府过的耻辱。

竞相试图说服中国人，说它对这次生命损失感到遗憾，因为它担心

这次轰炸使馆事件可能加强北京机密领导层里的保守派势力”。该

报援引克林顿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 在反美主义充斥于北京

媒体和汹涌澎湃于北京街头的形势下，这些保守派官员很可能得

势。”它还援引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的话，“说 存在着一种

危险性，即在未来的几周内（，北京的）那些希望采取建设性态度的

人们将处于防守地位。这将给那些强硬路线派提供弹药。”①

这就把话基本上说清楚了。美国政府领导人为何要向中国政

府和人民道歉呢？因为他们充当反面教员，帮助中国广大人民群众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０日《 纽约时报》：Ｂｏｍｂｉｎｇ　Ａｄｄｓ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ｏ　Ａｌ－

ｒｅａｄｙ　ｔｅｎｓｅ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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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所说的“ 误炸”在中国犯了众怒，

因而有必要予以安抚；因为他们害怕中国领导人（ 也就是他们所说

“的 强硬路线派”）依靠人民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决抵

制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军事威胁“和 西化“”、分化”战略，因

而有必要予以软化。

但是，在克林顿政府看来，对付中国，只有道歉这一手是不够

的；还必须有另一手，即威胁。也就是说，必须实行道歉与威胁两手

并举的方针。

因此，在克林顿总统、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出面表示道歉的同

时，就由美国政府的另一位领导人，即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和国防

部、国务院其他高级官员先后出面，相继对中国政府公开发出威

胁。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１日，即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沉痛悼念邵云环等

三位革命烈士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就利用在美国联邦国

会参议院防务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机会公开发

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对美国“ 误炸”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表

示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事（件 的严重性）是被他们的政府

就科索沃冲突所提供的歪曲表述夸大了。”他说，中国政府对北约

和美国作“了 一连串辱骂“”，故意煽动反美情绪”；说“ 正当的愤慨

与故意利用是有区别的。”他还说：中国政府这样做将“会 给美中关

系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说这样下去“ 就无法推进与中国的商业

交往”，等等。①

显然，国防部长科恩先生是以世界霸主的身份、居高临下的姿

势在教训和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位国防部长说的“ 给美中关系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究竟是

①　　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１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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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除了“ 无法推进与中国的商业交

往”一语以外，他没有具体讲。其实，在美国政府内部“，与中国的商

业交往”并非由国防部长主管，他主管的是美国军事。显然，他有的

话已经到了嘴边，但没有说出口。

照科恩部长说来，中国新闻界如实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

大欺小，以强凌弱，制造借口对南联盟发动侵略战争，狂轰滥炸，是

“对 科索沃冲突”做“了 歪曲表述”。中国政府支持中国新闻界对这

场侵略战争的实况如实报道，是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简直是犯了

弥天大罪，自然是应当予以惩罚。

科恩部长的讲话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和

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国轰炸我国大使馆，炸死、炸伤我国新闻工作者

和外交官员这个极端严重的事件表示抗议，是受了中国政府的欺

骗。对于这种欺骗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至少是不能予以信任。

关于科恩部长所说的中国政府“ 故意煽动反美情绪”，我们随

后将予以评论。

这里有必要说明，科恩部长在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讲的这些

威胁中国的话，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政

府内阁成员发表公开演讲，特别是在国会作证，其演讲稿和证词必

须事先经过白宫审查、批准。因此，科恩部长这次在国会参议院讲

的话，实际上讲的也是白宫、即克林顿政府的意见。

事情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

在科恩部长发表上述声明１６天之后，即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

美国政府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

思和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弗兰克·克雷默再

次上国会山，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

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发出威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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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答复参议员克里就一个问题提出的质询时说道：“ 我要说的第

一点是强调您刚才已经讲过的话，即就他们准许采取的针对我们

驻中国使、领馆的措施而言，显然，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悲剧性偶然

事故做出反应时表现得相当恶劣。实际上，他们是在威胁我们的人

员的生命安全。至于毁坏我们的财产，就不用提了。”他说：“ 坦

率地讲，我认为，他们方面应该认识到，他们没有（ 为美国使、领

馆）提供足够的安全，他们使我国人员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你

们知道，就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外国使馆这一点而言，他们违反了

他们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他还说：“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就

这一点对中国政府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即使是对我们损害了

几个中国公民的生命这一悲剧性偶然事故做出反应，我们也认为

他们的表现是不恰当的。”在谈到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推迟中美两军

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终止中

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等措施时，罗思说：“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这样

拖延下去。如果是，你们知道，如果从现在起满了三个月，在大

多数正常对话领域仍然保持相对冻结状态，那么，我们将真的要

在所有的领域不与中国人接触了。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自我反

省。你们知道，我们将要自问，究竟是继续照常办事，还是另找

出路，调整我们的政策。”

克雷默在证词中着重谈了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他说：“ 要理

解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防务关系，就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的整体

战略的范围内予以考察。无论是就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就中国而

言，都是如此。（就 美国战略的）广义而言，我们谋求亚洲、太平洋区

域的安全与稳定，是为了促使这个区域的民主与繁荣得以成长和

加强。”他接着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防部的任务是：使我们的

约１０万人的武装部队常驻在这个地区，以利于保持我们的前进阵

地，以利于发展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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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利于促进我们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诸如新加坡或印度

尼西亚之间的合作。”①

这两位先生的证词，说了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罗思不仅把美国出动军用飞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

炸死我国新闻工作者、炸伤我国外交官员这一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一切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轻描淡写，把它说成为只不过是一个“ 悲

剧性偶然事故”，小事一桩，而且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我国政府威

胁了美国人员“的 生命安全”，违反了自“己 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

对美国的所谓“ 悲剧性偶然事故”做出反应时“ 表现得相当恶劣”。

他甚至说“：我们要就这一点对中国政府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即

使是对我们损害了几个中国公民的生命这一悲剧性偶然事故作出

反应，我们也认为他们的表现是不恰当的。”

罗思先生的这一席话歪曲事实，盛气凌人，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的骄横无理态度溢于言表。

第二，然而罗思并未就此止步。他居然说“：如果从现在起满了

三个月，在大多数正常对话领域仍然保持相对冻结状态，那么，我

们将真的要在所有的领域不与中国人接触了“。”我们将要自问，究

竟是继续照常办事，还是另找出路，调整我们的政策。”

这就不仅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威胁，而且是露骨的恫吓了。

克雷默的证词在威胁中国方面则更进了一步。他竟然把美国

在亚洲、太平洋区域的“ 整体战略”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１０万驻

军、与日本等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也搬了出来。

由此可见，科恩部长没有具体说的“ 给美中关系带来广泛的负

面影响”的内容，由罗思和克雷默两位先生基本上讲出来了。

①　　美国联邦新闻社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从华盛顿发出的国会参议院听

证会记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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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内部，负责亚洲、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

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都是重要职务。按照美国政府的规

定，这两位高级官员在国会山上的证词如果事前不上报白宫，至少

也要提交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审查、批准。像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重

大、敏感问题的证词，就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不能轻易拍板，他

们在批准前至少是要给白宫打招呼的。

因此，罗思、克雷默所作的上述证词并非只是他们个人的意

见；他们代表的是 国务院和国防部美国政府的两个重要部门

以至美 白宫。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机关

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

照美国政府的这几位高级代表的话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天

就真的要塌下来了！除了向美国屈膝求饶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别

的出路了！哎呀呀，这怎么得了啊！

但是，包括科恩部长、罗思助理国务卿和克雷默助理国防部长

在内的克林顿政府在威胁中国时，犯了健忘症。他们忘记了一件在

他们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小事。这就是，经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无数革命烈士的流

血牺牲，中国人民早已经推倒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

命早已经取得了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已经５０年

了。现在的中国早已经不是晚清政府时期让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

旧中国了，也不是蒋介石政权时期的旧中国了。正如毛泽东主席在

１９４９年所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人民在５０年前就已经站起来了。

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时

５０年的艰苦奋斗，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在中华民族５０００

年的文明史上是最强盛的时期。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在

长期斗争中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中国人民，难道还怕美国的威胁和

恫吓么！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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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进一步充当反面教员，发出这些威胁和恫吓只能起

一种作用，就是帮助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加深对美

国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

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全力以赴，增强社会主义祖国的综合国力，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强盛起来，昂首阔步向前迈进。

现在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

三

我们现在简略说一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对于

此事的反应。

首先要做几点说明。

１．这里说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不包括美国

上层社会主持正义的人士和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所发表的言论；

２．此处也不包括那些非垄断资本集团的报刊所发表的言论，

它们在美国舆论阵地上影响较小，不占主导地位；

３．就发生影响的广泛程度而言，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最强大的

舆论制造工具，是电视台和广播台；报纸、刊物是处于第二位的。我

们在此处只说报纸。这是因为，美国垄断资本控制舆论工具，一般

采取两种方式。他们或者是首先控制一家大报，然后兼并其他报

刊，拥有一系列报刊，形成一个个报系；而这些报系又大都同时主

办电视台、广播台以至出版社，把报刊、出版与电视、广播连结在一

起，组成一个个舆论制造集团。他们或者是首先控制一家电视、广

播公司，尔后兼并一系列报刊以至出版社，同样组成一个个舆论制

造集团。就对外宣传的政治倾向（ 对内宣传往往有所不同，因为他

们要同时操纵民主、共和两党和两党里“的 自由”、保守两派）而言，

援引它们报刊的言论，就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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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报纸对美国出动隐形战略轰炸机空袭我

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炸伤我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员，我

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奋起抗议一事，是怎样反应的

呢？

关于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次轰炸“是 误炸”。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与美国政府的口径一致，是舆论一律。

如前所述，对于此说能否成立，这里暂予搁置，立此存照，后面

再议。

第二，对于克林顿总统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向中国政府和人

民所做的道歉，他们发出了若干不同的声音。有的说，克林顿政府

太软，不该道歉；有的说，克林顿政府虽然道了歉，但中国新闻界压

下不报，不予理睬，因此不如不道歉；有的甚至说，应当道歉的是中

国，而不是美国；如前所述，也有的说，克林顿政府并非真正的道

歉，做出这种姿态，是为了防止中“国 强硬路线派”势力的加强，如

此等等。总之，就我看到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报纸来说，没有一

家站出来，说克林顿政府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大使馆是违反了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向中国的道歉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远远不够

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也是舆论一律。

第三，有些报纸则反咬一口，指责中国政府利用美国飞机空袭

中国使馆事件“ 煽动反美火焰“”、推动反美宣传”《。 芝加哥论坛

报》①和《 洛杉矶时报》②即为从事这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宣传

的诸多美国报纸中的两家。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０日《 芝加哥论坛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ｎｓ　ｆｌａｍ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ｉｓｍ。

②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５日《 洛杉矶时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ｔｉ－Ｕ．　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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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报纸从事的一种极为用心险恶的

宣传，就是把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国出动飞机

空袭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炸死、炸伤我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员的

愤怒谴责和抗议示威，与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并且重

新提起１９００年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内的八国联军攻占

北京、与晚清政府联手血腥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迫使极端腐

败的晚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的事件。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从进行这类宣传的诸多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报纸中挑出了

两家，即《 国际先驱论坛报》和《 今日美国报》。从它们平时的表现来

看，这两家至少不能算是美国极右派的报纸。因此，它们的这种言

论具有代表性。

《 国际先驱论坛报》是《 纽约时报》公司和《 华盛顿邮报》公司合

办的一家报纸，除美国外，主要在欧洲发行。它于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５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我国青年学生从５月８日开始抗议美国暴

行的示威称为“ ５月８日运动”。文章第一段的原文是：“ 总会有这

么一天，在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上可能把此事以５月８日运动记载

下来。上个星期的这一天，排外的中国示威者们涌上中国一些城

市的街头，向美国和英国的外交使团发起进攻。排外与民族主义

是一对丑恶的孪生兄弟。二者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并存。”文章接着

写道：“ 自从三个世纪以前西方侵入中国封闭的王国以来，民族主

义和极端排外主义就一直埋藏在中国社会的地面表层之下。”文章

为了证明自己立论的正确性，接着列举了几个历史事件，其中之

一就是“ 本世纪之交的义和团暴动”。文章说：“ 美中关系在上个

星期发生的事件之前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现在中国人的排外民族

主义将使这种紧张状态进一步复杂化，并且有可能使北京反对‘霸

权主义’和‘强 ——中国针对美国的代名词——的决心更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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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僵硬。”①

下面再看另一篇。这是《 今日美国报》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１日发表

的一篇社论。它开头四段的原文如下：

“ 令人惊异的是，本世纪结束时如同它开始时一样。成群结队、

怒气冲天的中国青年洗劫美国建筑物，谴责美国的权势，呼喊消灭

美国的口号。他们是在他们的政府鼓动之下这样做的。

“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暴动以后，对中国来说，第一次精心策划的反

美活动结束得很惨。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北京，贸易条约被不公正

地修改得有利于西方国家，中国持续２０００年的王朝被内部势力推

翻。

“ 如（果 中、美）两国不谨慎从事，北约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

——使馆的后果可能同样是一场大灾难 如果不是对中国历时５０

年的共产党政权是这样，至少对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和国家安

全对话是如此。

“ 中国并未谨慎从事。强硬路线派官员最初受到这次轰炸的冲

击，然而几小时以后即力求利用北约因情况不明而犯下的错误。他

们散播谎言，煽动民族主义狂热，把反对的矛头指向美国教师、记

者、外交官员、亲美的中国官员、美国的消费品以至麦当劳餐馆。他

们把美国的广告抛掷到空中。”

社论还说：“ 中国中断了就军备控制与华盛顿的会谈，并停止

了关于人权问题的任何讨论。它还通过对美国使馆使用暴力，以威

胁美国的外交官员，使他们害怕中国，因而从事活动，促使白宫在

将来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 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至今不向公众

报道美国的道歉，而中国官员却说这种道歉是他们所要求的。因

① 　　１９９９年 ５月 １５日《 国际先驱论坛报》：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Ｓｔｏｋｉｎｇ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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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那些通常亲美的中国人表示气愤，是毫不足怪的“。”凡此种种，

都可能对中国政权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社论最后写道：“ 美国和中国都曾看到，１９００年的那场抗议是

如何改写历史的。如果北京在发动抗议以前不能明确地设想到它

的后果，华盛顿将不得不为双方着想。”①

这两篇大作的基本部分和主要论点，就是这样。

在讨论这两篇大作以前，有必要首先澄清两个事实。这就是：

第一，对于克林顿总统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就美国飞机轰炸

我国使馆的事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道歉，中国的国家通讯

——新华社早在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０日即发出了电讯，中国中央社 电

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播发了这条新闻，中国的各主要

报纸也于次日刊载了这则消息。美国政府官员和垄断资本的报纸

一口咬定，硬说中国新闻界压下这条消息，不予报道。他们这样做，

无非是旨在诬蔑中国没有“ 新闻自由”，并在美国公众中煽风点火，

煽动反华情绪。

第二，按照美国国防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会的证词和垄

断资本报纸的宣传，是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蓄意煽动“ 反美情

绪”。我们不得不就此提出几个问题。如果美国不从本土出动战略

隐形轰炸机远程飞行，使用精确制导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炸死、炸伤我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员，难道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和

其他人民群众会奋起抗议吗？如果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有什么“ 反美

情绪”的话，难道这种情绪不是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一切国际关

系准则、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实行军事挑衅激发起来的吗？中国

集中精力从事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十分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 今日美国报》社论：Ｃｈｉｎａ　ｓｔｏｋｅｓ　ａｎｔｉ－Ｕ．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１日 Ｓ

ｆｉｒｅｓ，　ｒｅｃａｌｌｉｎｇ　ｂｌ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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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维护世界和平，并且十分重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难道不是

举世周知的事实吗？一口咬定中国政府在国内人民群众中煽动“ 反

美情绪”，除了蓄意歪曲事实、胡编乱造以外，难道有任何站得住的

事实根据吗？

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是，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煽

动什“么 反美情绪”；恰恰相反，是包 工业界括美国著名的军界——

集团在内的垄断资本集团竭力在美国公众中煽动反华情绪。这个

方面的事实，本书后面还会谈到的，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说了上面这几段话以后，我们现在就把前面援引的美国垄断

资本的报纸发表的两篇大作的基本意思归纳如下：

（ １）它们给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国暴行的

抗议活动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诸“如 排外“”、民族主义与极端排外

主义”、“ 洗劫美国建筑物，谴责美国的权势，呼喊消灭美国的口

号“”、对美国使馆使用暴力“”、把反对的矛头指向美国教师、记者、

外交官员、亲美的中国官员、美国的消费品以至麦当劳餐馆”，等

等，等等。

对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国暴行举行的正义

抗议加上如此严重的罪名，恣意歪曲事情的本质，这种宣传难道还

不恶毒吗？

照此说来，对美国暴行从事抗议活动的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

其他人民群众都是些“ 无恶不作的暴徒”；他们胆敢对美国暴行进

行抗议，简直“是 十恶不赦”就是了。

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逻辑吗？

（ ２）在它们看来，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国暴

行的抗议，都是“ 强硬路线派官员”促使的。这些“ 强硬路线派官

员”们“ 散播谎言，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他们是胆敢在美国太岁头

上动土、使中美关系“的 紧张状态进一步复杂化”“的 罪魁祸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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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简直是“ 可恨之极”。

然而这样说来，我国那些从事抗议活动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其

他人民群众岂不是都成了些不明世界大事、愚昧无知之辈了么？这

岂不是太低估了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

觉悟程度了么？

尊重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

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与此相反，鄙视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些任人摆

布、依靠救世主过活的芸芸众生，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即包括资产

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的思想核心。美国资产阶级在

这方面表现得非常露骨。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美国资产阶级所说的“ 强硬路线派官员”，

指的就是中国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

结合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依靠中国人民群众，坚决抵制美国垄断

资本集团当权派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 西化“”、分化”战略，即“ 和

平演变”战略。美国资产阶级近些年来之所以一直重点打击这些中

国领导人，真实原因在此。

然而美国资产阶级这样做，难道不正是事与愿违，增进这些中

国领导人的威望，并促使中国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他们周

围吗？美国资产阶级如此利令智昏，其结果不是适得其反么？

（ ３）在它们看来“，本世纪之交的义和团暴动”，或者具体地说，

“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暴动以后，对中国来说，第一次精心策划的反美活

动结束得很惨。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北京，贸易条约被不公正地修

改得有利于西方国家，中国持续２０００年的王朝被内部势力推翻。”

现在，中国政府应当知道，“ １９００年的那次抗议是如何改写历史

的”。但中国政府对美“国 误炸”中国使馆事件的处理并没有接受历

史教训，表现不谨慎，再次“搞 义和团暴动”那“种 精心策划的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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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这样做可能给中国带来与１９００年同样的“ 一场大灾难”，

“ 可能给中国政权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就是说，１９００年的那段

往事要重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再“次 入侵北京“”，贸易条约被不公

正地修改得有利于西方国家”，现政“权 被内部势力推翻”。这是一

种多么可怕的前景啊！中国政府应当迷途知返，不要再这么胡闹下

去了！

我在此处只说一句话：美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

太愚昧无知了。

四

读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这两家报纸的上述言论，不禁使我

想起了１０年以前的一件往事。

１９８９年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从事学术考察期间，我和夫人住

在与哥伦比亚特区隔河相望的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这是美国著

名的蜘蛛网似的建筑 五角大楼、即美国联邦政府国防部的物

所在地。在五角大楼西北，坐落着美国著名的阿林顿国家公墓①。

它始建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傍山而建，面积６１２英亩，基本上呈

半圆形。包括１９６３年被暗杀身亡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和许多在内

外战争中身亡或病故的有名、无名美军将士都被葬在这座公墓里。

在公墓北端，有一座供游人休息的公园式地带，其中竖立着的一座

美国海军陆战队群体雕塑像特别引人注目。此处距离我们当时的

临时住所不远，我们夫妇晚饭后曾到那里散步，观看过这座雕像。

如果仅就雕塑艺术而言，它充分表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雄姿，在

人们面前呈现着的是一个水平相当高的艺术品。然而尤其引人注

①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ｍｅ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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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在这座群雕下半部由一排金色英文绕了一圈，好似这座雕

像的一条金黄色腰带。它记载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以来在国

内外建立的历次重大战功。我们绕群雕一周，逐一察看了这个美国

海军陆战队重大战功系列表，印象立即改变了。因为它所记述的重

大战功，除美国独立战争、第二次反英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第二次

世界大战等少数几次以外，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从事的历次战争都

是非正义战争。其中有一处居然写着：“ １９００年在北京镇压义和团

暴动”。美国资产阶级竟然把它的海军陆战队在１９００年参加八国

联军侵略中国、占领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

血债作为光荣，用金字刻在这里，炫耀今世，传授后人。这使我们感

到十分气愤。这座雕像同时也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评论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的相互关系的论述部分。他说“：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

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

人民，就愈应该排斥。”①这座美国海军陆战队群体雕塑完全证明

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的正确性。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在美国《 独立宣言》写就并公布的前一年，

即１７７５年，在发生了马萨诸塞民兵为抗击英国殖民军镇压、举行

了美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斗、打响了美国独立

战争第一枪的形势下，由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创建的。当时虽然只

有两个营的兵力，但它在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仍然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１７９８年，美国国会决定重建海军陆战队，把它作为独立于

陆、海军以外的一支另立建制的军事力量。１９世纪以后，随着美国

对外扩张的逐步发展，特别是在１９世纪末期随着垄断资本的形

成、美国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后，这支海军陆战队便基本上

①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卷第８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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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性质，主要成了美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从１９世纪

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外国领土上登陆作战达

３００次以上（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

也都有海军陆战队参加）；仅在１８世纪末期到１９世纪初期，美国

海军陆战队即在中国领土上登陆达１７次之多，①１９００年参加八

国联军攻占北京，是它在那个时期从事的对华侵略作战中最重要

的一次。美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这次战役列进这座海军陆战队群

雕的重要战功系列之中，也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这次战役及其战果，

即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成的那场巨大灾难。

我们当时在参观这座海军陆战队群雕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

历史问题看待的。除感到气愤外，我们只是觉得美国资产阶级颠倒

黑白，视丑恶为美丽，视污浊为光荣；并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

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然而也仅此而已。当时没有想到，在事情

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今天，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居然会旧

事重提，把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军飞机轰炸我

国驻南联盟使馆举行愤怒抗议与“ 义和团暴动”相提并论，把１９００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八国联军对华侵略、占领北京、烧杀抢掠之

举重新提了出来，用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

我在这里只想简单说几句评语，不拟多加议论，因为无此必

要。

我要说的是：

第一，１９００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具有排外色彩等弱点，

但它的主要矛头所指是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它所从事的斗争是

中国人民的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是那场人民运动

①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ｏｏｋ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１９６４年　版，第１３卷第１６４—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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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性质。它具有的排外及其他弱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

可避免的。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

经过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特别是经过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中国人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境界就大大提高了，懂

得了联合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 包括一切同情中

国革命的人们）以及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

道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就大步向前迈进了，义和团

运动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就从中国革命史上消失了。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把今天中国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

众对美军飞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举行的抗议与１００年前的义

和团运动相提并论，当然是为了恫吓中国政府和人民。如果只限于

就事论事，他们这样做既是愚昧无知，又是蓄意曲解。

第二，义和团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反帝爱国斗争之所以失

败，主要是因为晚清政府极端腐败，既害怕帝国主义列强，更害怕

本国人民群众，竟然置国耻于不顾，掉过头来，与帝国主义列强勾

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义和团。如果晚清政府不采取这种卖国政策，

而是坚持联合义和团爱国志士，共御外侮，那么，历史就真的要改

写了。区别只是在于，不是像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所说的那种

改写，而是按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改写。

我在前面就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助理国务卿罗思和助理国防

部长克雷默等人在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的证词所作的那一段评

论，在此处同样适用。经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所从事的长期革命斗争和历时五十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奋

斗，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中国在西方列强面

前屈膝求和、丧权辱国的那一段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历史早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现在重提１９００年义和团

反帝爱国运动失败的那段历史，用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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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人说梦。

为了答复上述美国垄断资本报纸的反华言论，还需要补充一

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我国的既

定国策。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至少是保持

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然而既然美国坚持对中国和世界、特别是对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社会主义中国就既

有必要、也有义务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很自然的。

这既是维护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所必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题

中应有之义。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允许改变这种既定国策的。世界

上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一国策，包括美国垄断资本

集团及其所说的“ 亲美的中国官员”在内。

第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当权派近些年来对中国主要是实行

“ 西化“”、分化”战略，亦“即 和平演变”战略。但是美国飞机对我国

驻南联盟使馆的轰炸、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等人的上述证词以及美

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重提１９００年事件等等倒是提醒了我们，不

要忘记美国对我国还有另外一手，即军事威胁或军事干预的一手。

我们对此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这可以说是美军飞机轰炸我国驻南

联盟使馆事件给予我们的主要启示。为此，我们倒真是要感谢美国

政府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

第四，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 今日美国报》在上述那篇社论

里一再提到的那“些 亲美的中国官员“”、那些通常亲美的中国人”。

这说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正把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

正寄托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并且也要保持

必要的警惕。

不过，你们这“些 亲美的中国官员“”、通常亲美的中国人”也得

注意啊！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正在把你们当做他们隐藏在我国境内

的特洛伊木马、即当做内奸和卖国贼使用呢！前面援引的美国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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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喉舌的反华宣传，其中提到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

群众在抗议美国暴行的浪潮中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了你们这些“ 亲

美的中国官员”，那不过是夸大其词。如果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个别

事例，难道不应当吗？难道你们就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充当这种

不齿于人类、连美国人都瞧不起的卑鄙丑恶的角色吗？还是悔悟回

头的好。陶渊明写的“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那两句名

言，不是可以作为你们的座右铭吗？

第二节　　马克·吐温的正义声音

——关于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深情厚谊

本书主题是要论述美国统治集团，亦即在朝（ 他们站在前排）、

在野（ 他们站在幕后）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所采取的对华战略和策

略，而且要从１９４６年说起以迄如今，也就是要涉及５５年来美国对

华战略策略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进入主题以前，我们首先要

做一件事，就是要将美国广大人民群众与美国统治集团加以区别。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强调要做这种区别。之所以有必

要这样做，一则是因为美国对华的战略与策略，是美国统治集团制

定的，与美国广大人民群众无关；二则是因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

战略与策略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就其本质而言，它

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敌视态度则没有改变，而美国

广大人民群众则相反，他们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的，包括

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长期以来，美国人民与

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情厚谊。

关于中国劳动人民在美利坚合众国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

贡献、美国资产阶级发动的多次排华浪潮以及美国人民群众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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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中美两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友谊，我国有关著作已有

具体记载①，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此处要说的是长期以来美国

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支援。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回想起一件历时２８载、至今历历在目、难

以忘怀的事情。它发生的地点是在曼哈顿岛上，时间是１９７２年秋

天。当时我是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的负责人。一天傍晚，我与我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几位同志挤出时间，前往拜会美国著名的耳

科医生塞缪尔·罗森大夫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女士。罗森大夫

是在我国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他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是为以自己

的医术全力以赴医治我军伤病员、支援我国人民抗战而病逝在我

国土地上的诺尔曼·白求恩同志的好友。在白求恩同志在华工作

期间，罗森大夫曾在万里之外设法筹款采购药品和医疗设备，委托

宋庆龄同志转运到我国人民抗日根据地，支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之下的人民抗战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地上疯狂肆虐。罗森大夫当时曾因对华友好

而被美国政府没收了出国旅行的护照。但他们夫妇坚持对华友好。

１９７１年，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成立，罗森夫人毅然出面担任协会的

领导成员。这就是我们在百忙之中抽空前往拜会这两位老朋友的

原因。

这天傍晚，当我们抵达罗森夫妇在曼哈顿岛上的寓所，刚刚进

门，一件令我们感到十分亲切的事情发生了。满头银发的罗森大夫

打开电唱机，开始播放《 东方红》乐曲。这乐曲声在美国、在曼哈顿

岛上、在两位美国主人寓所的客厅里巡回荡漾，使我们这群远离祖

国的中国人感到无比温暖。罗森大夫解释说，他们夫妇此时播放

《 东方红》，是为了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

①　　黄绍湘著：《 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六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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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袖的尊敬，是为了欢迎我们这些新中国客人的光临。经过了一

场热情、友好的交谈以后，我们向主人告辞。当我们刚刚起身、正要

出门时，罗森夫妇再次打开电唱机，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义勇军进行曲》，用这庄严、雄伟的乐曲给我们隆重送别。这充满

革命斗争激情、令人振奋的乐曲声陪着我们步出门外，一直在我们

耳边回响。它既使我们的思路飞向云山千万重之外的亲爱的祖国，

又使我们极为眷念近在咫尺的美国友人。

罗森夫妇现已先后辞世。对于他们当时在曼哈顿岛上播放的

《 东方红》和《 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这对夫妇对中国人民反帝

革命斗争的支持和他们对我们这些新中国客人的热情、隆重、友好

的接待，每次忆及，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它不禁把我的思路带回

到我国人民群众呻吟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阶级的铁蹄下的那些苦难深重的岁月，带回到我国人民长期从事

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史诗般的

革命春秋，使我回想起那些长期以来同我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

与我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美国友人和人民群众。

我想起的第一位美国友人，就是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初期的美

国伟大文学家马克·吐温。他在开始文学作品写作前，曾当过排字

工人，在密西西比河的航船上当过水手和舵手。①就是说，他是一

位普通劳动者出身的美国大文豪。我读过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其中

《 镀金时代》《、汤姆·索亚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和短篇小说《 竞

选州长》等著作，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然而马克·吐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件事。

本章上一节说过，美国海军陆战队１９００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

①　　董衡巽《： 马克·吐温》《， 外国名作家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版，中卷第４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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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攻占北京，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说过美国资产阶级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建立雕像，用金色字体

记载美国海军陆战队镇压我国义和团反帝爱国志士这一重要“ 战

功”；也说过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垄断资本报纸重新提起此

事，用以威胁、恫吓中国人民。然而早在１９００年，就在美国海军陆

战队大举屠杀我国义和团反帝爱国志士之时，有一位美国著名作

家即曾挺身而出，热情洋溢地赞扬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并且引

以自豪地声称：“ 我就是一个义和团团员”！

这位美国著名作家，就是美国人民至今热爱、并深感自豪的马

克·吐温！

我想起的另一件事，是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我国工人阶

级的“ 五卅”反帝斗争。这场正义斗争先后遭到日本资方和英国巡

捕开枪镇压。消息传出，美国纽约、费城、波士顿等２５个大城市的

人民群众立即举行了声援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集会和游行示

威。同年７月，芝加哥人民群众还召开了主题为“ 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大会和游行示威。

我还想起了一系列同情和支援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

第一位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原名乔治·海德姆的马海德

大夫。他早在１９３６年就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中国人

中国工农红军里民解放军的前身 惟一的美国人。在中国革命

战争时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治疗

了数以万计的我军伤病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几十年如一日，

全力投入我国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斗争，在这些方面为我国人民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二位美国友好人士，就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当中国工农

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从事极端艰苦的反围剿战争时，第一个把

中国人民革命的讯息传到世界上去的，就是这位美国女记者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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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沫特莱。当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健儿转战大江南北时，随军采

访，把这个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捷报传到世界上去的，也是这位美

国女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她先后热情洋溢地撰写了《 中国人民的

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在麦卡锡主义开始猖獗之际，在极为艰难

的条件下，她还在纽约市附近坚持为朱德同志写了传记《 伟大的道

路》。她生前渴望成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由于疾病的折磨，她去

世于重返中国的途中，这个夙愿未能实现。遵照她的遗嘱，她的骨

灰已安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

第三位美国友人，是著名女记者兼作家安娜·斯特朗。在中国

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斯特朗女士曾多次来到中国，采访、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

斗争，写过许多同情、声援中国人民的文章，并曾撰写过几部有关

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

论断，就是通过与斯特朗的谈话传播到世界上去的①。新中国成立

以后，她长期定居在北京，多次发出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文章。去世后，她的骨灰也安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

第四位美国友人，是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１９３６

年，当中国工农红军完成２５０００里长征、抵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不

久，斯诺即冒着重重风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现场了解了中国

工农红军的情况。他的那本名著《 西行漫记》，就是根据这次现场采

访写成的。他把这本著作的英文原本的书名定为《 红星照耀中

国》②。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红军指挥员、战斗员的英雄业

绩，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及其领袖人物的生平和风采，就是通过

①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卷第１１９１—１２０１页。

② 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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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本著作冲破蒋介石政权的封锁线，系统地、有声有色地传遍美

国和世界的。在如实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方面，这本著作无论

是在中国蒋管区、沦陷区，还是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起了重

要作用。我国当时在蒋管区、沦陷区的大批青年学生，就是在阅读

了斯诺的这本著作以后、思想上受到启发而投身革命的。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在美国期间，我曾经前往斯诺的故 密苏里州堪萨斯乡

城，参观过他年轻时的旧居和他就读过的学校。在他的母校教学楼

里专门设了一座左、右、正面均用玻璃罩着的斯诺著作陈列橱，其

中《， 红星照耀中国》那本书封面上的英文书名，十分引人注目。抗

日战争爆发后，对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包括皖南事变的真相，

斯诺设法冲破蒋介石政权的重重封锁，也向世界上如实作过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在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下，斯诺不得不离开美国，长

期客居瑞士，并曾数度访问中国。１９７２年斯诺去世后，根据他生前

的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安置在他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的地方

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畔。

第五位美国友人，是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罗伯逊在美国各地用他那高亢、深沉的歌

喉，慷慨激昂的感情，演唱《 义勇军进行曲》，声援中国人民的民族

解放战争。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从美国发来电报，热

烈祝贺。新中国成立初期，当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猖獗之时，罗伯

逊不畏强暴，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将继续高唱中国人民的歌曲。

第六位美国友人，是美国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工人阶级的真挚战友威廉·福斯特同志。他深切同情、热情支

持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并对毛泽东同志的

著作做过深入的研究。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以他为首的美

国共产党大力动员美国人民用各种形式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当时

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的一位同志，就是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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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反围剿作战、中国革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

时入党，后来奉党之命前往美国、参加美共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唐明照同志。①美共当时

从事的动员美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工作，就是由威廉·福

斯特同志直接交给唐明照同志负责办理的。福斯特同志晚年患病，

去世以前不久，还曾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

好感情。

在这个美国友人名单中，还应该提到两位美国男女青年，即阳

早和寒春。阳早在１９４６年就不远万里，从美国投奔延安；学习核物

理的寒春随后也从美国来到陕北，并与阳早结为伉俪。５０余年来，

这一对美国友人定居在中国，先是在陕北的穷乡僻壤、后是在北京

郊区农村为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畜牧事业的发展、

改良、提高而一直默默无闻地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他们已经由

青年人变成老年人了，还在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畜牧事业而继续努

力。可以说，他们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个美国友人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但我以为，上述事

实和上列名单，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为了节省篇幅，关于其他美

国友人（ 包括我认识的和虽不认识、但知道其事迹的）就不再说下

去了。

然而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提一下，因为此事给我的印象极深。

这件事，就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悼念活

动。

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集中表现在他们对中国人

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尊敬上。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与世长

①　　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 唐明照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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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噩耗传出，美国广大人民群众极为悲痛。他们平时铭刻在心头

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深情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在纽约

市，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设置的灵堂里，一连数日，前往悼念

的美国白人、黑人群众络绎不绝。我曾在灵堂参与守灵，亲眼看到，

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认识的友好人士，大部分是我们从未谋面的陌

生友人。有些群众在毛泽东同志遗像前鞠躬致敬时控制不住自己

的感情，痛哭失声。在美国东北部、东南部、南部、中西（部 包括五大

湖地区）、西南部、西部、西北部的一系列城市里，包括波士顿、华盛

（顿 哥伦比亚特区）、巴尔的摩、亚特兰大、新奥尔良、休斯敦、芝加

哥、底特律、密尔沃基、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美国的工

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纷纷举行悼念集会，沉痛哀悼毛

泽东同志的逝世。一个接一个人在这些集会上登台发表悼词，颂扬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说毛泽东

同志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且也是属于美国和世界人民的；表

示决心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永志不忘。

对一位外国领导人的逝世举行这样全国性、群众性的沉痛悼

念，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耳闻目睹此情此景，我们这些身处现

场的人无不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深情厚谊而深深感

动。

由此可见，把广大美国人民群众与美国统治集团区别开来，无

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三节　　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

——关于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

战略与策略

把美国广大人民群众与美国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以后，我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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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可以开始说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战略与策略问题了。

三年以前，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我曾应清华大学一个学生

求实学会的邀请，向该学团体 会会员（ 包括该校各个专业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代表）作过一次演讲，其中主要部分就是说的美国

统治集团的对华战略与策略问题。从发表那篇演讲以来，形势已经

有了新的发展，有必要对那篇演讲的内容作一些补充。不过我以

为，演讲已经说过的那些话，至今仍然是站得住的。因此，现在说美

国统治集团的对华战略与策略，我仍然援引那篇演讲。至于需要补

充的部分，我将在本书第五、六章予以说明。

下面就是那篇演讲有关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战略与策略的主要

内容：

最近，中、美双方已商定，从１９９７年起实行两国元首互访。如

果这个协议得以实现，将是１９８９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实

行互访。它将意味着美国统治集团１９８９年以来一直在顽固坚持实

行的对华制裁政策的彻底破产，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第一，中美两国关系是否会因之而有所改善，会有多大改善？

第二，美国统治集团是否会因此而放弃对我国推行的“ 西化”、

“ 分化”和遏制政策？

我以为，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以下几点：

（ 一）颠覆、遏制与接触、交往，是美国统治集团现行对华政策

的两只手。

同学们都还记得，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政局发生激烈动

荡，主要是从我国开始的。除了内因以外，此事与美国统治集团的

对华政策直接有关。

我国政局发生严重动荡，是在１９８９年夏。当然，发生这次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0

荡，主要是由于内因；但美国统治集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美国统治集团公开对我国实行颠覆，也是从１９８９年开始的。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逐步形成。我国国内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在恶性发展。得意扬扬的乔治·布什先生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０日上台执政，２月访华。这位美国新总统离华前夕

不顾外交礼节，正式邀请方励之夫妇出席他的告别宴会，从而发出

了对我国实行颠覆的第一个公开信号。１９８９年夏，美国朝野垄断

资本集团一反常态，倾巢出动，竭尽全力煽动我国动乱，为我国少

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发起的那场

动乱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企图一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此事发生时，我就在华盛顿，在现场耳闻目睹了

这一切。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重大事

件之一。此举失败后，布什政府带头宣布，并纠集７国集团（ 除加拿

大以外，其余６国，即美、英、法、德、意、日，都是１９００年侵略中国

的八国联军的成员国）一起对我国实行所谓政治、经济制裁。随后

几年，美国统治集团举起“ 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运用政治、经

济、意识形态、外交等手段，利用台湾、香港、西藏等问题，使用公开

与隐蔽并举、官方与民间结合等形式，不断向我国进逼，企图实现

它在１９８９年未曾达到的目的。东欧易帜、苏联瓦解后，我国处于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曾经面临过的大致类似的国际环境。克

林顿政府上台后利用这种国际环境，除对我国继续实行颠覆以外，

又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对我国逐步实行所谓遏制政策。它口

头支持、实际上坚决阻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１９９０年到

１９９６年，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先后６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竭

力炮制反华决议；尽管一次接着一次失败，但它还是硬着头皮反复

重来，呈现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更值得注意的是，美

国统治集团还企图在我国周围重新组织对我国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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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８０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一场严重的阶级

斗 争。

然而美国统治集团目前在敌视我国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除

了颠覆、遏制一手以外，它还对我国实行接触、交往的一手，也就是

两手政策。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进入衰落阶段（ 我在一本论述

美 《 三说美国》里已就此做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书信集

了较为具体的说明，此处不赘①），国力相对下降，在世界上手又伸

得太长，战线太宽，特别是要大力消化东欧和独联体，难以集中力

量对付我国。

第二，前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的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经济

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体育大国。这笔遗产主要由俄罗斯继承

下来。目前俄罗斯虽然政治、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但它的军事力

量、特别是战略核武器仍可以与美国抗衡。尽管美国统治集团大力

推动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复辟，但它并不就此罢休，还企图把俄罗

斯进一步变为美国的附庸国。为此，它采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

交等种种措施，逼俄就范。它不仅对俄罗斯的所“谓 经济援助”口惠

而实不至，而且采用各种手段破坏俄罗斯的经济。它企图通过北约

东扩、通过离间独联体若干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等手段，向

俄步步进逼。凡此种种，不能不引起俄罗斯人民群众的仇恨和俄政

府的反抗。这种反抗，反过来也是对美国的一种牵制。

第三，近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件大事，如苏联解体，资本主

义世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欧洲联盟正在形成，欧盟的统

一货币 欧元不久以后也可能启动，加以美国企图进一步加强

①　　该书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７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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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日的控制引起了欧、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反抗。所有这些

事件都使美欧、美日之间的矛盾呈现上升之势。这种矛盾对美国也

形成了一种制约因素。

第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美、欧、日之间在占领我国投

资场所和商品市场方面竞争激烈。美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美国垄断

资本的经济利益。

第五，我国在国际上广交朋友，特别是加强了与周边国家之间

的关系，并与美国统治集团进行了几次态度坚决、策略灵活、针锋

相对、颇有声势的斗争，迫使美国统治集团在露骨敌视我国方面不

得不一度有所收敛，留下一些回旋余地。

第六，美国统治集团担心对我国逼得太紧，会在我国人民群众

中激起所“谓 民族主义”情绪或“曰 反美”情（绪 从美国资产阶级对

《 中国可以“说 不”》一书的反应即可明显看出这一点），会有利于我

国领导层中在他们看来是所谓的“ 保守派”势力的增强，不利于美

国对我国推“行 西化“”、分化”和遏制的战略方针。这一条在美国统

治集团的政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美国统治集团在对我国推“行 西化“”、分

化”和遏制一手的同时，又对我国实行所谓接触或“曰 全面接触”和

交往的一手。而且它既然要对我国实行颠覆，也就必须与我国接

触、交往。

就美方而言，实行两国元首的互访，就是这种接触、交往政策

的升级。

由此可见，实现元首互访，两国之间会达成一些妥协，两国关

系至少暂时会有所改善。

这是答案之一。

（ 二）美国统治集团推行敌视我国的政策，有其阶级根源和历

史根源，是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阶级传统和历史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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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５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特别是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成立和

起义群众斗争失败以后，美国统治集团就开始以“ 共产党阴谋以武

力推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名，从南方调回军队，镇压美国共产

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长期反共史的开

端。它的这种反共史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中间曾发

生过两次高潮。一次为伍德罗·威尔逊政府１９２０年举行的“ 帕尔

默大搜捕”。另一次为哈里·杜鲁门政府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１年对美国

共产党的大规模镇压。一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受诬

陷、受迫害、被摧残、被围剿的历史，就是一部遭到美国资产阶级的

内部颠覆（ 包括向美共内部派遣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培植白劳德

修正主义）和外部镇（压 包括使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的历史。

威廉·福斯特同志撰写的《 美国共产党史》①，理查德·博耶和赫

伯特·莫雷斯撰写的《 一部未曾记述的劳工史》②，从正面记载了

这部历史。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终生局长埃德加·胡佛撰写的《 骗术

大师》③，则从反面记载了这部历史。

本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统治集团的

反共、反社会主义史分为国内、国际两条战线。其国际战线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

从本世纪初期到１９４５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期间，它的主要反

共、反社会主义矛头指向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缔造的第三国际。威

尔逊政府还曾出兵参与对俄国工农革命政权的１４国武装干涉。斯

大林主持编写的《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曾对此事有所记载。④

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ｓｔ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ｏｙ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ｏｒａｉｓ：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③　　Ｊ·Ｅｄｇａｒ·Ｈｏｏｖｅｒ：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ｉｔ。

④　　《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八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4

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８４年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凭

借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实力，取英国而代之，爬上

了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盟主的地位。它长期开动舆论制造机器，

大张旗鼓地从事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竭力丑化共产党人

和社会主义制度；并采取一连串实际行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十字军讨伐。它先后反对过包括中国革命、希

腊革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革命，出兵干涉过朝鲜革命、古巴革

命、越南革命；并在印度尼西亚幕后策划、组织、指挥过对共产党人

和工农群众的百万人大屠杀。这后一件事情发生时，我是新华社雅

加达分社的负责人，在现场耳闻目睹了那场极为残暴的大屠杀的

种种惨状。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重大事件之二。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在

美国从事学术考察期间，我曾在得克萨斯首府奥斯汀市的约翰逊

档案馆查阅过约翰逊政府时期已经解密的有关档案，包括１９６３—

１９６５年期间约翰逊政府与其驻印尼使馆之间的来往密电和机密

文件。这些当时的密电和机密文件证明，印度尼西亚那场大屠杀，

完全是在约翰逊政府的幕后煽动、策划、组织、指挥之下进行的。

１９８５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在此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戈尔

巴乔夫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机大打政治战、心理战，除通过

“ 首脑会晤”施加压力，实行引诱，利用苏联、东欧各国国内“的 持不

同政见者”从内部进行颠覆活动以外，还运用中央情报局、劳联一

产联、梵蒂冈天主教会、自由欧洲电台、欧洲电台等等在内的一切

可能动用的工具和包括假造“ 杀人坑”、制造和传播骇人听闻的假

新闻等等在内的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大举推行

“ 和平演变”战略。东欧易帜，苏联瓦解，内因是主要的；但美国统治

集团推行的“ 和平演变”战略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国也是这种战略

①　　　见拙著《 第三次白色恐怖》，１９８８年９月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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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受害者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统治集团目前推行的敌视我国的政策是它一

百几十年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它对“ 和平

演变”战略的进一步运用。

从根本上来讲，美国资产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是由这个阶

级的阶级利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这个阶级对内维护自己的政

治、经济统治的需要，是它对外实行扩张、谋求世界霸权、争取世界

一统（ 统一于由它主宰的资本主义制度范畴之内）的需要。只要这

个阶级还存在，还掌握着美国国家政权，它就会把它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的十字军讨伐继续进行下去。这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这是答案之二。

（ 三）美国资产阶级在策略运用上具有一种历史特点。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表现为，当它面对主

要敌手时，可以暂时联合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对付主要敌

手；一旦击败了主要敌手，它就立即翻脸，掉过头来反对共产党人

和社会主义国家。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期间，它曾经联合美国共产主义

者，并通过他们动员大批工人群众入伍，共同与南方奴隶主政权作

战。南方奴隶主政权被打败以后，它就立即掉转枪口，镇压美国共

产主义者和无产者群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由于需要工人阶

级的支持，曾经在国内对美共实行安抚，并在国外与苏联联合，共

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那场战争结束后，它就立即在国内大举镇压

美共和工人阶级，在国外大举反苏，并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向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进攻。本世纪７０年代初期

中、苏矛盾激化时，它曾经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以集

中力量对付苏联。１９９１年苏联瓦解后，它又迅速掉过头来，着重对

我国实行“ 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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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这种历史特点，是由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力量对

比和实际利害关系所决定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在美国资产阶级有需要暂时

联合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时，也不会完全放弃对共产党人和

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罗斯福政府曾迫使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对美共软硬兼

施、在美共内部培植白劳德修正主义、软化以至瓦解美共的历史事

实，就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美国垄断资本

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坚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

度的进攻，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是，经过几年酝酿、一度犹豫之后，“以 自由欧洲电台”为

模式、矛头主要针对我国的所“谓 自由亚洲电台”，经克林顿政府提

出预算、联邦国会批准拨款后，终于在１９９６年９月底正式开播。

其二是，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在策略上与美

国发生矛盾，不愿意再给美国打头阵，当替罪羊，克里斯托弗国务

卿最近奉克林顿总统之命来华访问期间，有条件地提出了停止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炮制反华决议的口头承诺。但在我国政府严正

拒绝其干涉我国内政的条件后，他就立即收回其口头承诺。这就预

示，即使是美国单枪匹马，孤家寡人，它也要把炮制反华决议、干涉

我国内政这一类的事情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

由此可见，即使今后一个时期内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美国统治

集团也不会放弃其对我国推“行 西化“”、分化”和遏制的既定战略，

只不过是在推行的程度和方式上会略有不同。中美矛盾仍将呈现

时缓时激、波浪起伏的状态。

这是答案之三。

与此同时，我们也还要看到，西方国家之间虽然在实际利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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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固然可以妥协，终究是不可调和

的，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他们在反共、反社会主义方面，尽管策略运

用有所不同，其基本立场则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仍然用得着毛泽东同志１９４９年在撰写批

判美国政府白皮书时所提出过的口号，就是要“ 丢掉幻想，准备斗

争”。

当然，我们也不能学李逵、鲁智深，要学吴用、诸葛亮。对美国

统治集团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中国人民从事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仍

然可以结合实际予以运用。

这篇演讲就引用到此为止。其中简略提到的１９４６—１９８４年期

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几件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还会较为具体地

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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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由，平等，博爱！

步兵，骑兵，炮兵！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

阶级实质

第一节　　千百万北美印第安人和

非洲黑人哪儿去了？

——试问天赋人权说的真实性何在？

一

美国资产阶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一直举起“ 民主、自由、人

权”的旗号向苏联、东欧进攻。在演变东欧、瓦解苏联以后，它又举

起这面旗号向中国步步进逼。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到６月１０日，它

又举起这面旗帜对南联盟实行炮舰政策，向南发起武装侵略，持续

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企图把南联盟炸成一

片废墟。

我们由此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美国资产阶级就真的是高

举“ 民主、自由、人权”的旗手吗？它的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的实

质究竟是什么？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暂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观是世界上最先

进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也暂且不说共产主义运动所代表、社会

主义制度所实行的是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自由、人权。我们在这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9

里只说一点，即美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讲什么“ 民主、

自由、人权”的阶级。它举起这块遮羞布对外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

社会主义制度，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侵略和扩张，完全

是沐猴而冠，白骨精装美女，举“起 替天行道”的旗帜从事人间最丑

恶的句当。

让我们先从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人权”理论，特别是

从这个阶级“的 民主、自由、人权”的实践说起。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二

届大陆会议所通过的《 独立宣言》。宣言的第一段写道“：我们认为

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

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

求幸福的权利。”①这就是著名的天赋人权说。这种学说的创立者

为英、法等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然而首先正

式把它写进一个庄严的革命战争宣言里的人，却是美国资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美国资产阶级当时要发动和领导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需要以英属北美殖民地全体

人民代表的身份发出号召，因而在宣言里写上了这些话，从而掩盖

了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质。

也就是说，所谓天赋人权，从它开始写进《 独立宣言》时就是虚

伪的。

１７８７年《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在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美国资

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制订的，因而从《 独立宣言》里

具有的一些革命内容明显后退了。然而它仍然是以《 独立宣言》里

的天赋人权说为理论基础制定的。这部宪法篇首第一句话就是：

①　　《 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新处１９７６年英文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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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合众国人民”①。从字面上看，这句话说的是刚刚建立的美

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这与《 独立宣言》里的天赋人权说是相符合

的。然而无论是《 独立宣言》里说“的 所有的人”，还是《 宪法》篇首所

说“的 我们，合众国人民”，从历史事实来看，从其实际含义来看，它

们都仅仅指的是当时已经形成并先在独立战争中取得了领导权、

建国以后又取得了统治地位的美国资产阶级。

这是因为：

第一，所“谓 所有的人”，所“谓 我们，合众国人民”，都不包括早

已经是被征讨、被屠杀而且还在继续被征讨、被屠杀的北美原住民

广大的印第安人。

第二，所“谓 所有的人”，所“谓 我们，合众国人民”，都不包括原

来已经是奴隶、美国建国以后继续长期处于奴隶地位的广大黑人

群众。

第三，所“谓 所有的人”，所“谓 我们，合众国人民”，都不包括长

期被剥夺了选举权、至今仍未取得男女平等地位的广大妇女群众。

第四，所“谓 所有的人”，所“谓 我们，合众国人民”，他们实际上

也都不包括处于被压迫、受剥削地位的广大无产者群众。

因此，尽管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刚刚领导过一场反

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阶级，而且这场革命还未完

成，它宣布自己代表全体人民，就是虚伪的，是与实际情况南辕而

北辙的。

也是因此，我们说当时发表的《 独立宣言》是一篇资产阶级革

命的宣言；我们说当时制订、以后虽经多次补充修改但始终未改变

其阶级实质、至今仍在实行的那部美国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①　　　Ｗ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同上书，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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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先从印第安人的惨绝人寰的遭遇说起。

我先说几件事。

第一件，是我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在美国从事学术考察时亲身经历

的。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在美国是 感恩节。当一个传统的节日

时我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一位友人邀我去与当地印第安人共度

感恩节。我欣然从命。这位友人开车，陪我前往马萨诸塞大西洋岸

边的历史名城普利茅斯①。一个包括马萨诸塞在内的、来自全国许

多地方的印第安人代表那一天的度感恩节的主要仪式，就在这座

城市的港口岸边坡地上举行。当我走到集会场所时，才看到会场上

悬挂的一面横幅，上面用英文写了一排醒目大字：“ 对本土美国人

的全国哀悼日”。因为友人事前没有告诉我，这种场面使我感到很

意外。过去应邀在一些白人上层人士家里度感恩节，总是边饮酒，

边吃烤火鸡，欢声笑语，庆祝节日的气氛很浓。可是今天在普利茅

斯举行的印第安人感恩节集会上，这个美国的喜庆节日却成了“ 全

国哀悼日”。两种人的思想感情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使我在思想上

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关于这次印第安人举行的“ 全国哀悼日”的具

体情况，包括印第安人对长期受到残酷屠杀的愤怒抗议，我在有关

拙著里已经写过②，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件，是在哥伦布“ 发现”美洲新大陆５００周年即将来临之

际，美国学术界就哥伦布的功过展开的一场激烈辩论。有一些诚

实、严谨的学者向美国资产阶级的传统宣传发起了挑战。他们对北

①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②　　拙著《 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８８—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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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陆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深表同情，指责哥伦布不“是 发现”、

而是征服美洲新大陆。他们谴责哥伦布抵达美洲及其以后英、法、

西等国先后大批向美洲殖民、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建国后继续

这种屠杀的那一段历史为入侵①，为大屠杀②，为种族灭绝③。

第三件是，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是美国举国欢庆的一个重大

节日 纪念哥伦布“ 发现”美洲新大陆５００周年。可是，在波士

顿，在纽约，在芝加哥，在俄亥俄的哥伦布市，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

利，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都举行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纪念活

动。一种是白人上层人士或团体组织的纪念活动。参加这类纪念

活动的人群大都穿着节日盛装，欢欣雀跃，高呼颂扬哥伦布的口

号，举行集会或游行。另一种主要是由印第安人组织、有的地方也

有白人进步青年参加的集会或游行。这些群众举着的标语牌和呼

喊的口号则大都是：“ 哥伦布是一个屠杀者”，“ 反对５００年的压

迫”④。

印第安人为何如此愤慨呢？

为何有些美国学者说对印第安人是种族灭绝呢？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１６０６年，英国国王正式批准一些贵族、绅士和商人的申请，决

定向北美殖民。首批英国移民１６０７年和１６２０年先后在弗吉尼亚

的詹姆斯敦⑤和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登陆后，受到了好客的印第

①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②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③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以上三种谴责，均见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３日《 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第２５页，另见美联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３日弗吉尼亚夏洛茨维

尔电讯。

④ 美联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３日纽约电讯。

⑤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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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的友好接待。①他们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食品，并无微不

至、耐心细致地教给他们种植玉米、南瓜、西红柿以及狩猎的技术。

这些英国移民就这样在这个“ 新世界”里生存下来。②在北美第一

次种植的玉米获得丰收，这些英国移民欢天喜地地予以庆祝，并称

丰收日为感恩节。这就是美国这一特有的节日的由来。但他们感

谢的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感谢印第安人。相反，随后不久，在大批

英国移民陆续涌至 这些英国殖民者后，美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便恩将仇报，开始驱逐这片大地上的主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使用

包括分而治之、软硬兼施等殖民主义者惯用的种种手段，分化、收

买印第安人各个部落，制造有利形势，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印第

安人开战，实行大屠杀。殖民主义者的屠杀虽然遭到了印第安人的

英勇反抗，但处于人类发展史上的原始部落阶段的印第安人终究

抵挡不住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

且战且退。英国殖民主义者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战役和印第安

人的反抗，从１６２２年一直持续到１７６９年。③

美国建国以后，随着疆土的大踏步向西扩展，资产阶级当权派

对印第安人的征讨和屠杀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建军

后，命令军队立即向西开进。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

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

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１８０３年（ 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

１８１１年）一直持续到１８９２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特别

①　　黄绍湘著：《 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杰·布卢姆等著：《 美的历程》，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上册第２４－

３９页。

②　　黄绍湘著：《 美国史纲》，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页。

③　　威廉·福斯特著：《 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７３－

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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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

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１０００多次不同规模的军

事行动，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威廉·福斯特同

志在有关著作中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三个

方面猛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

了这些土 印第安人地上原来的主人 的反抗。这种残酷地

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

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①

“ 曾积极参加”这“种 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的 当时美

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之一，就是提出“ 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

的”天赋人权说的美国《 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届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１８０３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 即

从密西西比河西岸到洛基山麓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随着疆土大

步向西推进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

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内开始的。

如此长期征剿、屠杀的结果是什么呢？

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到９０年

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１４９２年“ 发现”美洲新

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少则为

３０００万，多则达１亿。②为谨慎起见，我们就以他们推算的最低数

字、即３０００万人为准。那么，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生活在美国期

间，被迫分散聚居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 保留地”里的印地安

①　　威廉·福斯特著：《 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７３—

２８４页；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金合著：《 美国军事史》，军

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３７—２４３页。

②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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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８０万人。①

这就是说，在这３０００万人里，至少有２９００万人先后被美国资

产阶级的前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建国以后的美身

国资产阶级当权派所屠杀了。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

在整个２０世纪，无论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执政，幸存下来

的印第安人在美国一直处于受歧视、受迫害、受摧残的地位。直到

１９９２年７月，布什政府还宣布，它有权宣布在美国境内的任何印

第安人部落已经灭绝！②

由此可见，美国资产阶级手里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

印第安人的鲜血。

凡此种种，难道不都是事实么！

这难道还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么！

这难道还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种族灭绝么！

这难道不堪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大屠杀相媲美吗！

难道从这些历史事实中，能够找出“ 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

的”天赋人权说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性吗！

试问在这种种族灭绝中，美国资产阶级对普通人民群众的所

谓“ 民主”何在“？自由”何在“？人权”又何在？

至于残存下来的那些为数甚少的印第安人的贫困处境，就连

克林顿总统在参观了几块“ 保留地”以后也承认，美国对他们不公

正。③其他的话就用不着再说了。

①　　拙作《 美国走马观花记》，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４页。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２年７月３日西雅图电讯。

③　　美联社１９９８年７月９日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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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关广大黑人群众在美国的悲惨遭遇，黑人群众争取生存权、

自由权、平等权的斗争高潮不断兴起，以及美国政府多次出动军队

镇压黑人群众的正义斗争等情况，我在有关拙著里已经较为具体

地叙述过了①，不再详述。

此处只补述以下几点：

以英国为首的几个欧洲第一，美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国家

的殖民主义者从１７世纪初期开始的在非洲和美洲之间从事残无

人道的贩卖黑奴交易，一直持续到１９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

资产阶级后来也参与了这项罪恶活动，借以从事资本的原始积累。

威廉·福斯特同志在其有关著作中，曾就后者参与这项罪恶活动

写过这样一段话：“ 因此，新英格兰的一些臭名昭著的资产者家族

如同昔日南方的那些贵族一样，其根子是扎在对黑奴的贩卖、剥削

和种族灭绝之中的。早在殖民地时期的奴隶贸易中，北方的进出口

贸易商即与南方的奴隶主结成了同盟。这些北方奴隶贩子们的后

裔继承其祖业，直到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内战期间，仍然持续以不同

形式从事其反动事业，其阴影甚至到今天仍在我们面前徘徊。”②

在这历时近两个世纪期间，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究竟从非洲

向美洲贩卖了多少黑奴呢？

福斯特同志在其所著《 美国历史上的黑人》一书中援引美国著

①　　拙著《 我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９２—２０７页；拙著《 再

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９—２０３页；拙著《 三说美国》，

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６—４９５页。

②　　威廉·福斯特著：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５４年

版，第２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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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黑人学者、历史学教授威廉·杜波依斯的研究成果答复说，仅在

１６８０至１７８６年期间，这些资产者就从非洲向美洲贩卖了两千多

万黑人。这个数字仅限于活着抵达美洲、被在黑奴拍卖市场上强行

卖出为奴的黑人。由于在非洲抓捕过程中被打死，在远洋航行过

程中被虐待致死或起而反抗被镇压致死等原因，活着抵达美洲的

黑人仅占被捕捉、被押运的黑人总数的１／３到１／４。因此，整个非

洲由于英、美等国资产者所从事的这一罪恶活动而损失的人口至

少达６０００万人之众①！

这种资本原始积累，难道不是罪恶滔天么！

难道这不又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暴行么！

福斯特同志说这是种族灭绝，难道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历

史事实么！

这难道不是比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大屠杀更为疯狂吗！

难道从这一段血腥史中，能够找出“ 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

的”天赋人权说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性吗！

试问在这一段血腥史中，美国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所谓“ 民

主”何在“？自由”何在“？人权”又何在？

第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在托马斯·杰斐逊２５０周年诞辰

即将到来之际，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批评他为人言行不一，口是心

非。他们指出，杰斐逊一方面在《 独立宣言》中“说 所有的人都是生

而平等的”，然而他本人却不释放自己家里的黑奴。他在自己的遗

嘱里写明，只准许他家里的９００个黑奴中的５个人成为自由人。他

认为黑人生来就比白人低劣，还明明白白地写过这样的话，说黑人

①　　威廉·福斯特著：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５４年

版，第２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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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头脑的天赋或体格方面都不如白人”。①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现实都表明，这些历史学家对杰斐逊的

批评，揭示了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天赋人权说的虚伪性及其阶

级本质。

第三，美国资产阶级在立国之初所制订的《 美利坚合众国宪

法》，只字不提反对奴隶制。用福斯特同志的话来说，这实际上是

“ 默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默许了奴隶制的无限期存在。”②

这就是这部宪法的社会阶级属性的明显表现。

第四，在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废除奴隶制

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之下，在美国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奴

隶主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的形势之下，在南方奴隶主政权首先发

起叛乱、南北分裂迫在眉睫的形势之下，林肯政府奋起应战。主要

是由于工人阶级和黑人群众的踊跃参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美国南

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结束。经过这场战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

推动之下，美国宪法补充、修正案中终于增加了一个第十三条，即

在美国境内废除奴隶制的条款。

然而美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白人至上、歧视黑人的思　

想根深蒂固。如上所述，就连美国《 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天赋

人权说的倡导者、资产阶级杰出的民主领袖托马斯·杰斐逊也不

例外。

１９８９年春我在得克萨斯首府奥斯汀从事学术考察期间，曾看

美过美国垄断资本的巨型电视、广播公司之一 国广播公司③

在其著名主持人唐纳休的主持下播放的一个辩论会节目，时间是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３日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电讯。

②　　威廉·福斯特著：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５４年

版，第２４—３７页。

③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简称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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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２月２３日上午，主题是对黑人的待遇问题。１９８８年，曾由美

国联邦国会通过法案，由里根总统签署，决定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在美国被拘留、关押的日本人及其后裔给予赔偿。随后，马萨

诸塞一黑人参议员向州议会提出法案，要求对贩卖到美国的黑奴

后裔同样予以赔偿。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这场辩论会，主题就是围

绕这后一个法案展开的。参加辩论的多为美国上层社会人士。会

上对给予日本人及其后裔以赔偿没有异议，但对给予黑奴后裔以

赔偿的问题却发生了尖锐分歧，黑白双方立场严重对立，争论异常

激烈。有的白人提问：给黑人后裔以赔偿，钱从何处来？一位黑人

代表分别指着一些白人答道“：从你们来，从你们来，从你们来！”①

一个白人妇女高声说道：“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是被迫来到这个国家

的，那么，你们可以走嘛！可以回到你们的非洲去嘛！”另外一个白

人妇女接着说道“：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少数民族②。如果说有，那

么，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也是少数民族！”这个辩论会上气氛之紧

张，立场对立之严重程度，是我看过的美国电视辩论所从未见过

的。

美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白人至上、歧视黑人的思想之

所以顽固，是由这个阶级的历史传统和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因此，在美国，黑人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阶级问题，是一

个被压迫阶级的问题。只有一个特殊性，即同样是受压迫、受剥削，

但黑人无产者受压迫、受剥削的程度要比白人无产者严重得多。

在美国，奴隶制在法律上的废除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时至今

日，除少数黑人上升到了资产阶级的行列之中以外，绝大多数黑人

实际上仍然处于奴隶地位。有不少黑人成了雇佣劳动者，即依靠出

ｆｒｏｍ　ｙｏｕ，　ｆｒｏｍ　ｙｏｕ，　ｆｒｏｍ　ｙ① ｏｕ！

②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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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劳动力过活的雇佣奴隶；但同样是雇佣奴隶，他们的地位和处境

却大都不如白人职工。同样是失业者，但黑人当雇佣奴隶的资格被

剥夺的比例却比白人高得多。同样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黑人流

浪者无论是在本民族人口总数或流浪者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却都比

白人高得多。同样是妇女，但黑人妇女处于贫困地位的比例却比白

人妇女高得多。同样是儿童，但在贫困中生活的黑人儿童所占的比

例却比白人儿童高得多。南北战争结束以来，黑人群众争取“ 生存

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斗争彼伏此起，连续不断，高潮迭

起，但大都被美国统治集团以镇压加安抚的两手政策平息下去了。

这些斗争不是毫无成就，在促使美国统治集团采取某些改良措施

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所有这些斗争都未能从根

本上改变广大黑人群众的受歧视、受迫害的命运，这也是客观事

实。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于美国，他们的这种命运就不可能

根本改变。

试问在广大美国黑人群众的这种长期悲惨遭遇里，美国资产

阶级的所谓“ 民主”何在“？自由”何在“？人权”又何在？

第五，还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这就是，从里根政府执政时期

开始，每年一月，即在１９６８年遇刺身亡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诞辰之时，联邦总统都要签署一道公告，

宣布这一天或者它以前、以后的某一天为小马丁·路德·金纪念

日，即联邦节日。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布什总统为了争取黑人选票，

竞选连任，还曾亲赴亚特兰大，在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墓前献花

圈，并“在 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社会改革中心”发表演讲，颂扬

这位牧师的功绩。①

为何要提起此事呢？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亚特兰大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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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黑人群众斗争高潮期间被暗杀身亡的

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还有梅德加·埃弗斯和马尔科姆·

爱克斯，并非只有小马丁·路德·金一人。美国政府为何单单对小

马丁·路德·金牧师如此尊敬，给予如此高的礼遇，而对其余那两

位却打入冷宫，不予置理呢？

答案很简单：（ １）小马丁·路德·金牧师是一位非暴力主义

者，另外那两位则不是；（ ２）许多黑人青年不相信非暴力主义能改

变他们的命运，因而不追随小马丁·路德·金牧师所倡导的道路，

而尊崇另外那两位。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政府企图把黑人群众的斗争引向何方。

如果把话说明白一点，美国政府是企图通过这一尊一贬，公开

号召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黑人群众以斯陀夫人笔下的生性善良、

忍气吞声、听天由命的汤姆大伯为榜样，而不要学习这位夫人那部

勇敢、聪名著里所描写的几个反抗奴隶主迫害的典型人物 明、

机智的伊丽莎、凯茜和哈里斯的斗争精神。这就是此事的实质之所

在。

我提起此事，并没有贬低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意思。应当

说，这位牧师具有两重性。他是一位非暴力主义者，这是他的弱点；

但即使如此，他也不为资产阶级所容允。对他居然使用暗杀手段，

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白人资产阶级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面前挺身

而出，领导黑人群众斗争，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黑人争取“ 生存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事业。这是他的一生的主导方面。因

此，他仍不愧为美国黑人斗争史上的一位值得尊敬的领袖人物。

再说一遍，我之所以提起此事，是为了说明美国统治集团对待

黑人群众斗争的政策意图，即企图引导他们忍气吞声，对资产阶级

的歧视、迫害不起来反抗，即使反抗也要走非暴力主义的道路。而

历史事实证明，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美国资产阶级的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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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之下，对广大黑人群众的解放事业来说，这条道路是根本走不

通的。

第二节乔·希尔为何被判处死刑？

——再问天赋人权说的真实性何在？

一

上一节简略地说了美国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和资产阶级

正式形成、执掌国家政权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对广大印第安人和

黑人群众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现在要说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开始

出现及其发展、壮大时期以及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统治集

团对美国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争“取 生存权、自由权和追

求幸福的权利”的正义斗争所从事的长期残酷镇压和迫害。

我在拙著《 再说美国》里曾较为具体地叙述过美国资产阶级的

政权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残酷镇压以美国无产阶

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那一段血腥史，并且依据那

为期１２０年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对

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①因为已经出版了那一本

专著，此处只限于就此问题作若干补充说明。

我先从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在美国从事学术考察期间从《 华尔街日

报》上看到的一则消息说起。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２日的《 华尔街日报》刊载的这条消息的标题

是《： 有一个问题是你们不应当问的：乔·希尔究竟怎么样了？》②

①　　拙著《 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②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ｄｎ＇ｔ　Ａｓｋ：　Ｗｈａｔ　Ｅｖｅｒ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ｆ　Ｊｏｅ　Ｈ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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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的主要内容是，１９１５年，这位劳工诗人兼歌词作家在可疑的

证据之下被判处谋杀罪，由行刑队予以枪决。希尔先生留下遗言，

将他的遗体火化，把骨灰撒在大地上。事后，他的骨灰被撒在世界

上许多国家和除了判处他死刑的犹他州以外的美国其他各州。但

是有一小包骨灰从未抵达目的地。由一个信封装着的两盎司骨灰

在邮寄过程中被损坏了，由邮局保存，最后交给了国家档案馆。联

合汽车工人工会出版的刊物不久前报道了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乔·

世界产业工人希尔骨灰的消息。乔·希尔生前参加的工会 工

会①获悉此事，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于从国家档案馆把他们的烈

士的骨灰迎回，安置在这个工会设在芝加哥的总部里。这个工会专

门成立了一个“ 乔·希尔委员会”，负责就如何处理乔·希尔遗留

下来的这部分骨灰征求会员群众的意见。上个星期，这个委员会根

据已征求到的意见，公布了一个包括１８种选择的处理意见单，其

中的一种方案，是用一架直升飞机将骨灰撒在预定于１９８９年１月

２０日乔治·布什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场所 国会大厦的上

空。②

此事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点，美国无产阶级至今仍然深深怀念为本阶级的正义事

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

第二点，美国无产阶级至今仍然对杀害了本阶级的诗人和歌

词作家的美国统治集团深怀仇恨。

乔·希尔本来是美国无产阶级的一位诗人。从１９１３年起，他

就全力投入为工人歌曲作词的事业，写作了一系列讥讽资产者的

①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简称ＩＷＷ，是美国历史上的

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工会组织。

②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华尔街日报》第二部分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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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和残酷、歌颂无产者的崇高和英勇、呼吁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参

加工会发起的斗争等内容的歌词，用自己那热情奔放、充满战斗激

情的歌词鼓舞无产者群众争生存、争自由、争平等、争民主的斗争。

仅《 产业工人》杂志①在１９１３年的四个之月内就发表了他创作的

八首工人歌曲的歌词。它们分别是《： 布洛克先生》《， 不参加工会的

工人》《， 我们将唱同一首歌》《， 我们的要求》《， 我应当永远是一名

战士》《，白人奴隶》《，流浪者》《，刺痛了右派》②。他还在工会里或

街头上亲自教斗争中的工人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工人群众非常喜

爱他创作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不胫而走，不仅传遍

了美国，而且流传到墨西哥、加拿大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他还

以画漫画的方式，描述无产者的贫穷处境和资产者的吝啬与冷酷，

以启发无产者群众的觉悟。尽管他只不过是一位手无寸铁的书生，

然而由于他得到了工人群众的喜爱，鼓舞了无产者群众的斗志，因

而遭到了资产阶级及其当权派的深恶痛绝，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

快。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３日，犹他州警察当局以“ 谋杀罪”将他逮捕。虽

然这是明明白白的诬陷，犹他州地方法院仍然判处他死刑。围绕这

场官司，美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有

的主持正义的人士甚至将此案件提到了白宫，提到了伍德罗·威

尔逊总统的办公桌上。但这位总统在给犹他州州长的电报里只用

了询问的语气，不愿表示肯定的态度。１９１５年７月２日，犹他州最

高法院做出裁决，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美国

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子、广大无产者群众热爱的诗人和歌词作者乔

①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

②“　　Ｍｒ．　Ｂｌｏｃｋ“”、　Ｓｃｉｓｓｏｒｂｉｌｌ“”、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ｉｎｇ　Ｏｎｅ　Ｓｏｎｇ“”、　Ｗｈａｔ　Ｗｅ

Ｗａ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Ｅｖｅｒ　Ｂｅ　ａ　Ｓｏｌｄｉ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ｍｐ“”、Ｓｔｕｎｇ　 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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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在犹他州监狱里被枪杀①。消息传出，美国全国无产者群众

和国际无产阶级表示无限悲痛和愤怒。美国无产阶级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葬礼。

这是当时震惊美国、震动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二

然而乔·希尔只不过是呻吟在美国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铁蹄下

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无辜牺牲者队伍中之一。

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三权分立的联邦政权，包括联邦国会（ 由它负责

制订镇压人民斗争的各项法律），以总统为首的政府行政部门，指

挥权属于总统的联邦正规军队，隶属于总统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

和联邦监狱，以及联邦法院系统。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争

生存、争民主、争自由、各州无力对付的大规模斗争的镇压，由这个

层次出面处理。

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美利坚合众国刚刚建立，这个国家政

权就以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出现在世人面前。１７８６—１７８７年在马

萨诸塞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即美国早期历史上著名的谢司起义。

当时，美国虽然已经建国，但三权分立的联邦政权尚未成立。这次

起义，是由马萨诸塞州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下去的。１７９４年，在宾夕

法尼亚爆发了另一次农民起义。这时，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成立。这

次农民起义，就是由美国第一届总统、曾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胜利地指挥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乔治·华盛顿将军派兵镇压下去

①　　　　上述情节以及有关注文，均见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Ｎｅｖｅｒ　Ｄｉｅｄ，　１９５１年

纽约版，第１９—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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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这两次出兵镇压农民起义，明显揭示了初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实质。

以美国总统为最高统帅的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具有对外、对内

两方面的职能。这里先说他们的对内职能。

我在拙著《 再说美国》里以１９６７年第３７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

事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为据，逐一叙述了１８７３—１９６７年期间美国总

统历次出动联邦正规军队镇压国内大规模人民斗争的事件。那个

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在作补充说明以前，现先把那个统计里已经载

入的事件简略列举如下：

（ １）１８７３年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 新奥

尔良动乱”；

（ ２）１８７６年格兰特总统出动联邦军队对付“ 南卡罗来纳暴

乱”；

（ ３）１８７７年拉瑟福德·海斯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西弗吉尼

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伊利诺等州“的 铁路罢工暴乱”；

（ （４）（５）６）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威

廉·麦金莱总统先后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从１８９２年开始、历时７年

的爱达荷矿工罢工斗争；

（ ７）１８９４年，克利夫兰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 考克西失业请

愿军”；

（ ８）１９０７年，西奥·罗斯福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 内华达

矿工暴乱”；

（ ９）１９１４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科罗拉

“多 煤矿工人暴乱”；

①　　黄绍湘著：《 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３—８７、

１０８—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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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１）１２）１９１９年，威尔逊总统一年之内三次出动联邦军

队，分别镇压钢铁工人大罢工、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 种族暴乱”和

内布拉斯加的“ 种族暴乱”；

（ １３）１９２１年，沃伦·哈定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西弗吉尼

亚煤矿工人罢工斗争；

（ １４）１９３２年，赫伯·胡佛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从全国各

地集中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失业退伍军人；

（ １５）１９４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汽

车城底特律的“ 种族暴乱”；

（ １６）１９６７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出动联邦军队，再次镇压底

特律“的 种族暴乱”。①

关于美国总统历次下令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人民斗争的清单，

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我那本拙著《 再说美国》就开列到此为止。当时

没有想到，仅仅过了９个月之后，即１９９２年４月，就发生了乔治·

布什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洛杉“矶 种族暴乱”的事件。②

现在对这个清单补充说明以下几点：

１．上列清单是美国军方公布的，很不完全，有多次总统用兵

镇压国内人民群众的事件没有包括在内。其中至少有：１８９４年克

利夫兰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芝加哥铁路工人斗争，１８９６年克利

夫兰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科罗拉多矿工斗争，１８９９年麦金莱总

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犹他州矿工斗争，１９１８年威尔逊总统出动联

邦军队镇压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斗争，１９２０年威尔逊总统出动联

邦军队实行美国历史上著名“的 帕尔默大搜捕”，１９４１年罗斯福总

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加利福尼亚航空工人的斗争。此外，还有

①　　拙著《 再说美国》第２２８—２３０页。

国家②　　拙著《 三说美国 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第４６６—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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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从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马里兰等州境内的

联邦军事基地分别调集大批空降兵、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到首都华

盛顿，镇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侵越战争的抗

议示威的事件。然而即使把这些事件包括在内，这个统计仍然是不

完全的。

即使依据上述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初期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在这１２０余年间，总统出

动联邦军队镇压人民群众斗争，共达２３次，平均每５．　２年就发生

１次。在此期间，从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起，到乔治·布什总统

止，美国多届总统，包括高“举 新自由”旗帜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和大刀阔斧实行“ 新政”的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内，对美国人民群众的这些正义斗争一律出动联邦军队，用飞机、

大炮、机枪、刺刀，实行了血腥镇压。

２．上述美国总统历次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的对象，除已说明是

从事斗争中的钢铁工人、煤矿和金属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外，其余

的所谓“ 种族暴乱”，大多数都是起来反抗的黑人无产者或联合起

来反抗的黑、白无产者。包括那“次 考克西失业请愿军”在内的所有

这些斗争，绝大多数都是无产者群众的斗争。他们之所以起来斗

争，无非是被资产者逼得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起而反抗，争取自己

“的 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些权利，都是美国资

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所载明了的。

３．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这些美国总统出动联邦正规军

队镇压美国无产者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斗争时，大都举的是反对共

产主义的旗帜。

在这一系列军事镇压中，究竟有多少美国无产者群众（ 包括女

工群众和儿童）被杀身亡，无法统计！

美国国家政权镇压人民群众的第二个层次，是全国各州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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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立的政权，即州政府的立法部门 州议会，以州长为首的行

政部门（ 包括以州长为统帅的武装部队 国民警卫队和州政府

管辖之下的监狱），以及州法院系统。

各州的国民警卫队也具有双重职能。平时，他们除从事救灾等

活动外，主要是奉州长之命对本州人民斗争实行征讨。当美国从事

大规模对外征战时，联邦总统也有权征召各州国民警卫队对外作

战。

现在要说的是他们的国内职能。

各州国民警卫队是镇压美国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正义斗

争的主力军。凡是各州国民警卫队有能力对付、无须请求联邦总统

出兵镇压的人民斗争，一律由各州州长下令本州国民警卫队出动，

实行镇压。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

镇压人民斗争的次数，成百倍、上千倍于联邦总统的国内用兵。

根据现有资料，美国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人民斗争，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１００余年间，至

少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到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这个期间，各州国民警卫队镇压的主要对象

是从事斗争的无产者群众，其中对大批女工、特别是纺织女工斗争

的镇压特别残酷。第二次高潮，出现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下半期到

５０年代上半期。这个期间，各州国民警卫队镇压的主要对象仍然

斗争中的无产者群众。第三次高潮，出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下半期

到６０年代下半期。这个期间，各州国民警卫队镇压的主要对象是

从事斗争的黑人群众，包括大批黑人妇女。第四次高潮，出现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初期。这个期间，各州国民警卫队镇压

的主要对象是从事反对侵越战争的青年学生，包括大批高等学府

的女学生。

在这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期间内，各州州长下令出动国民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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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镇压人民斗争时，也大都举的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

国民警卫队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征讨的次数，没有完整的

统计，也无法做出比较准确的统计。

他们屠刀之下的牺牲者，这些征讨的受害者究竟有多少？除少

数情况（ 例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初期对反战青年学生

的屠杀）外，无法统计。

美国国家政权镇压人民群众的第三个层次，是全国各市、县政

府及其所辖的大批警察部队，包括骑警部队。各市、县政权有能力

对付、无须请求本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的人民斗争，一律由

各市、县警察局长或市、县长下令警察部队出动镇压。这些警察部

队，是美国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斗争面对的最经常、最直接的

压迫者。他们出动镇压人民斗争的次数，又成百倍、上千倍于国民

警卫队，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不可胜数。至于一个多世纪以来

在这些警察部队的枪弹下、皮鞭下究竟有多少牺牲者、受害者，则

更是无法统计。

卡尔·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 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１８日》一文里，谈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阶级实质和当时

的阶级斗争形势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名言：“ 每当这种休会期间

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

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

东西一使议会的休会持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

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①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与马克思论述的法兰西第

二共和国只有一点区别，即在通常情况下它不需要议会休会，就可

“以 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８卷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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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炮兵！”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不朽巨著《 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

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里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

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

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

时代的曙光。”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在谈到无产者群众被剥夺了一切生产

资料“、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时，马克思指出“：对他们的这种剥

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②

我们在这里分别引用了马克思三句话的原文。他的第一句话

里说的几个重大事件，除其中一件以外，都主要发生在美国；他的

第二句、第三句话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历史和现实。

把本书上一节和这一节的内容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美国资

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和资产阶级正式形成、执掌政权后的一段

历史时期内对广大印第安人和黑人群众的大规模屠杀，以及美国

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亦即美国进入帝国主义

阶段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广大无产者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规模大小不

同的一系列屠杀的概貌。在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集团的屠刀下，美

国究竟有多少人人头落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上的历史学家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的考证和精确的统计。我

们只能大致地说，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数以千万计！

难道我们说美国资产阶级的“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

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３卷第８１９页，第

８２９页。

②　　同上书，第２３卷第７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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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说对美国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夺的历史“ 是用血和火

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难道从这种充满血腥的历史和现实中，能够找出“ 所有的人都

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说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性吗！不，找不到。美

国资产阶级的所谓天赋人权，所“谓 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在

历时２００余年的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和现实中，找不到任何

站得住的、能证明这些理论的真实性的证据。

难道这不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吗？

试问在这种充满血腥的历史和现实中，美国资产阶级对人民

群众的所谓“ 民主”何在“？自由”何在“？人权”又何在？

当然，美国统治集团对待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除使用血

腥镇压一手外，还使用分化瓦解、招安、安抚的一手。这就是美国统

治集团对待人民斗争所使用的屠夫加神甫的两手政策。其所以采

取这种两手政策，无非是为了更有力地保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

统治。

关于美国统治集团采取的这怀柔的一手，还有美国统治集团

一个多世纪以来镇压“ 思想犯”的一系列事件，我在有关拙著已多

次说过，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第三节在“ 两面国”里

——三问天赋人权说的

真实性何在？

一

前两节说了美国建国以前和建国２００余年来资产阶级对广大印

第安人、黑人、无产者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无数次血腥屠杀。这里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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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生一个问题：难道美国资产阶级一点人道主义也不讲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道主义是有的，又是没有的。

这种回答表面上看有点矛盾，或者说不合逻辑。然而这样讲是

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这里有一个表象与本质需要予以区别的问

题。

我先说有人道主义这一面。

我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８０年代先后两次在美国生活的７年期

间，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些现象。

比如，我曾多次乘坐过波士顿的地铁。那里的地铁属于波士顿

市政府管理。地铁当局有一条规定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只要年

满６５岁，不分男女，一律称“为 老年公民”①。这“种 老年公民”购买

地铁月票，可以享受打折扣的优惠待遇。

再如，美国联邦政府设了一“个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②。它的职

能之一，就是从国会取得一定数量的拨款，建筑廉价住房，供低收

入家庭租用。

再如，美国联邦政府设了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它的职能

之一，是给一些只有子女、没有丈夫、无法就业的妇女，或领取失业

保险期满且仍未找到职业的失业职工定期发放救济款。

再如，我在美国一些城市的停车场里都看到，这些地方都专门

为残疾人画出了停车专用线，除残疾人外，其他人驾驶的汽车不准

许停于其中。

再如，得克萨斯奥斯汀市内的约翰逊档案馆的阅览室设在第

八层楼，但楼下电梯旁放着几个轮椅，专供残疾人使用。

再如，在一些城市，每年圣诞节，常常由某些慈善机构出面，为

①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

②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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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们提供饮食。

再如，每年冬季，一些地方政府或慈善机构会拨出若干废弃不

用的旧房，供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临时居住。

如此等等。

上述这一类事情，有一些是联邦国会或州议会通过法律而实

行的；有一些是市、县政权发布法令而实施的；也有一些是民间团

体或者个人出面做的。

难道上述这些事情不是人道主义行为吗？

我以为，是的。

这一类的事情的发生，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１．是美国统治集团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即属于我在上一节里

所说的怀柔、安抚政策的范畴；

２．是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有关当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３．是美国三级政权，即联邦、州和市、县的议员和政府行政部

门需要通过竞选获得职位的官员为了争取选票而采取的行动；

４．当然也有的是一些腰缠万贯的富翁出于乐善好施、或者是

为了减免纳税而做出的举动。

如此等等。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官方和民间的行为属于人道主义

范畴，则是无可质疑的。

然而这些只是事物的表象。

二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事情的本质。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日晚，在得克萨斯首府奥斯汀市，我和夫人应

邀前往约翰逊档案馆，出席一个演讲会。除了我们夫妇以外，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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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都是奥斯汀市上层社会人士。演讲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哈佛

大学毕业生、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科佐尔先生，演说的题目是

《 在美国流浪》①。

科佐尔先生的这篇演说，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它从一开始就

把我们深深吸引住了。

我把他的这篇演说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下面是他的演

说的这两个部分的原文：

（ 一）三年多一点以前，１９８５年的圣诞节，一个晚上，在波士顿

附近的家里，我打开《 纽约时报》，从中读到了一条消息。纽约市一

个无家可归的小男孩死了。他的母亲住在一个叫做“ 马蒂尼克旅

馆”的建筑物里⋯⋯，在整个怀孕期间没有医疗照顾，营养不良。因

此，毫不足奇，这个小男孩早产了，出生时体重只有４磅。生下两天

后，发现他头脑受损，耳聋眼瞎。他仅仅活了８个月就死了。他是

在母亲节那一天死去的。

我不可能把这个夭折的小男孩从脑子里赶走。在度过了几个

不眠之夜以后，我驱车前往机场，飞到纽约，找到了那个小男孩的

妈妈。我立即发现自己处 “ 马蒂尼克旅馆”。这真在她的住所

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就我的家庭背景而言，眼前的一片凄凉景

象，是一次糟糕透顶的遭遇。尽管我多年来见过种种贫困景象，但

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幢建筑物，一幢高楼，１６层高，就坐落

在纽约５马路的边上，曼哈顿的中部区域。２０００人拥挤在这一幢

建筑物内，其中２／３是儿童，他们的平均年龄仅６岁。⋯⋯

有１４００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那座建筑物里整整生活了３年。

有１２０００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纽约市流浪。在美国，无家可归、到

①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ｏｚｏｌ：Ａｄｒｉｆ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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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流浪的儿童有５０万。如果把所有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集合在一

起，他们所代表的人口总数超过了佐治亚的亚特兰大，或者是科罗

拉多的丹佛，或者是密苏里的圣路易斯。由于他们分散在数以千计

的不同的地方，因而不容易被人们看到。由于许多这样的儿童天折

在幼年期，或者在童年时期失去了斗争和反击的力量，大批这样的

儿童将永远消失，不可能活下来倾诉自己苦难的经历。⋯⋯

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犯过任何罪行。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错事。

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出生在美国的贫穷家庭里。你们看看这些儿

童。通常，你们将看到年仅８岁、１０岁的儿童在凌晨１时或２时在

纽约街头乞讨。如果你们去纽约，你们将在百老汇大街与第４２街

相连接的角落里，或者是在５马路与第２８街相连接的角落里看到

他们。他们的避难所、藏身处就在那个区域里。在有一些城市，无

家可归的儿童们就睡在用木板搭成、已经废弃的建筑物里，或者是

睡在地铁轨道旁的隧道里。⋯⋯

我在圣安东尼奥①遇见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曾试图

在电影摄像机前充当替身演员，但不适合任何镜头。难道他疯了

吗！他既不懒惰，也不吸食毒品，更不酗酒。他本来是一个汽车制

造工人。在汽车制造业不景气时，他失掉了在底特律克莱斯勒公司

的职业。先是失业，然后逐一失掉了失业保险金，失掉了医疗保险，

失掉了住房，失掉了妻子。家庭分裂了。这是无家可归者的流浪人

群中所通常经历的苦难历程。他来到圣安东尼奥，试图找到一个职

业和一所低租金住房。结果是两者都未找到。在我碰见这个流浪

汉时，他为了给自己的儿女购买食品，不得不每周出卖两次血。

⋯⋯

现在，你们在全国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购买鲜血的处所。在有

①　　得克萨斯的一座著名城市，位于该州首府奥斯汀的西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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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城市可以看到二或三处。这都是那些手无分文的穷人为了给他

们的儿女购买食品而出卖自身鲜血的地方。在美国看到这种情景，

真是丢脸，骇人听闻！

在这个美好的国家里，究竟出了什么岔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国一直有穷人。然而在我迄今为止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从未见过

数量　如此之众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甚至在大萧条时期①也没

有过如此众多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１９８０年以来，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是，房租成

倍地增长；在美国全国各大城市，有些地方甚至增长了３倍。在我

的家乡波士顿，８年之内，房租就涨了３倍。同一期间，我们也看到

劳工市场发生的变化。２００万个就业岗位，２００万个在汽车制造业、

钢铁冶炼业、纺织业、石油业、制造业里的良好工资、高工资的就业

岗位，１９８０年以来，每年都要丧失２００万个这样的就业岗位。这些

都是在通常情况下每小时挣１４或１５美元的就业岗位。在此期间

出现的新就业岗位，有一半是低工资，是使人处于贫穷境地的低工

资。当然，这些就业岗位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祸不单行。房租上涨

了，工资下降了，联邦政府还采取措施，削减了对有幼小儿女的家

庭②的援助。这种援助是美国福利③的主要形式。１９７０年以来，

按不变美元计，这种援助削减了３５％。政府对食品券④的发放范

围实行了限制。政府还对领取医疗补贴的条件实行了严格限制。对

，对她们提供紧急妇女、婴儿和儿童⑤的援助⋯⋯ 营养补助，是防

①　　大萧条，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发生的那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②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指的是有幼小儿女的贫穷家庭。

③　　　ｗｅｌｆａｒｅ，通常译为救济。

④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ｍｐｓ，一些穷人用廉价从政府手里买到，然后到超级市场买

食品。

⑤　　　Ｗｏｍｅ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简称ＷＩＣ，指对抚育婴儿、儿童的贫

穷妇女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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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早产和婴儿头脑受损害的最后武器之一，然而白宫已经把这个

援助项目砍掉了５０亿美元。而在这方面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把给低收入户提供住房的经费砍掉了２５０亿美元。低收入户住房

补贴从３２０亿美元降到７０亿美元，今年还要再减１０亿美元。

（ 二）我做过多次演讲旅行，并愿把在座诸位带到我依次到达

过的一些地方去。

去年冬天，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做过这个题目的演讲。

听众里显然是受到了感动的一位男士在演讲结束时站了起来，开

始提问时使用的是温和语气。他说“：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

们知道，当有人开始用这种语气提问时，演讲人总是会担心对方接

着会说些什么。此人接着说道“：我惟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

穷人要住在华盛顿？为什么他们要到这里来？谁都知道华盛顿生

活费用昂贵，谁都知道这里的房租高。如果他们付不起这里的房

租，为什么他们不到别的地方去？”我想了一下他的话，知道他的意

思是什么。他是在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为什么这些穷人不

到别的地方去。因此，我问他“：什么地方？他们应当去什么地方？”

他说“：我不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一些物价便宜的地方适合这些

人居住，比如波士顿。”我告诉他，波士顿的生活费用是如何昂贵。

但是我的话未能阻止住他继续讲下去。他又说“：喔，那么，一定有

什么别的地方让他们去。可能是芝加哥。”

第二天，我到了芝加哥。在我演讲结束时，听众里又有一位站

了起来，而且又是男士。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我的演说的

内容，许多地方涉及妇女。这位男士的提问，差不多是同样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要到芝加哥这里来？”你们看，这

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念头，好像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属于异类，不是我

们自己人，而是外国人，总是从什么别的地方来的人，好像他们是

永久的漂泊者，是他们自己国土上的难民和流放者。他没有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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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他们要生活在这里”，而只是问“：为什么他们到这里来？”接

着，我听到了同样的克制语言。他说“：听着，所有的人都知道芝加

哥生活费用昂贵“。”如果这些妇女” 现在，他涉及真正引起他

烦恼的事情了 他说：“ 如果这些妇女负担不起芝加哥的房租，

她们可以寻找一个别的地方去生活。”我问他“：什么地方？”我还真

的怕他说“ 华盛顿”。不，他没有说。他说的是“：在西部的一些地

方。”他是用一种异想天开的语气说这句话的，似乎在他的脑子里

有一副无边无际的边疆的图画。我问他：“ 西部什么地方？”他说：

“ 我不知道。可能是怀俄明或者科罗拉多。”

因此，第二天，我到了科罗拉多的丹佛，在演讲时告诉他们，要

准备接受一批无家可归的人。一位男士非常气愤，当场播放了一个

有我参加的广播节目，其内容是募集经费，在丹佛建立一座无家可

归者的住所。这位男士说，他当晚将在教堂里开枪杀死我。他还说：

这是他“ 听着，如果这些女人不断繁殖儿童” 的原话 “ 而她

们又无力养活他们，我们将要我们做应当做的事。我们将把这些女

人阉掉，然后把她们遣送到加利福尼亚去。”

那个周末在洛杉矶，我听到了洛杉矶县督察官在提问时说的

一段话。他站起来提出了一个可能是最终解决美国存在的无家可

归者危机的方案。他说，我们应当用船只把这些无家可归者送到大

海里去，并且把他们装在驳船上，让他们在太平洋上漂流。

他说的这种办法，当然是我们处理垃圾的方法。

关于科佐尔先生的演说，就援引到此为止。

对于这篇演说，只需要做一点说明，即科佐尔先生对林登·约

翰逊总统“的 向贫困开战”方案，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就是约翰逊档

案馆遨请他来发表演说的原因。

附带说一下，对约翰逊总统大张旗鼓地实行“ 向贫困开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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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在有关拙著里也做过一点评价。大意是说，这位总统并非真

正同情无产者群众，而是为了全力以赴打侵越战争，在越南前线实

行大屠杀，需要国内社会稳定，因而有此必要；由于他是在约翰·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接替的总统职位，为了争取选票，也有此必要；

而且实际上也做过一些努力，暂时取得过一定成效。但由于无产阶

级的贫困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这种制度本

身就是不断产生贫困的根源，因而在总统任期内和以后，贫困问题

在美国不是减少了，解决了，而是越来越严重了。①黑人斗争、工人

斗争的高潮，都发生在这位总统的在任期间；青年学生的反战斗争

也起始于这个时期。对黑人斗争的频繁镇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由于大打侵越战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反对，１９６８年民主党预选本

党总统候选人，这位总统就出师不利，首战败北，中箭落马，不得不

宣布退出竞选。就是说，这位总统实行“ 向贫苦开战”的两个目的，

均未达到。

现在再回到科佐尔先生的演说上来。

应当说，这篇演说表达了他作为一位诚实、严谨的学者对美国

广大无家可归者群众的深切同情，说明了美国这些穷人的艰难、困

苦处境，同时也揭示了美国资产阶级对这些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

的穷苦群众的冷酷无情，甚至极端残忍，毫无人道主义可言。

在听这篇演讲的过程中，在听他讲到美国资产阶级极端冷酷

无情的部分时，客观事实的严酷程度，不禁使我们为之毛骨悚然。

从科佐尔先生的演说里，难道能找到“ 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

的”一丝一毫的实际证据吗？

从这篇演说里，难道能找到美国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说的一丝

①　　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５３—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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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毫的真实性吗？

我们只能说，找不到！

试问在这种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美国资产阶级对普通人民群

众的所谓“ 民主”何在？“ 自由”何在？“ 人权”又何在？

三

我们再简略提一下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关于美国政

府长期秘密地用美国人的人体做核辐射、神经毒气、幻觉剂、麻醉

剂等项试验的残无人道的事件。

据克林顿政府在公众压力下于１９９４年任命的一个专门小组

所做的初步调查，从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７５年，３１年期间的历届美国政

府，包括罗斯福政府后期、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

府、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府任期内和福特政府前半期，政府各有

关部门一直在从事这种残无人道的试验。这种试验一共进行了

１４００余次，受害者达２３０００人，其中包括大学学生、酒吧女招待员

及其主人、精神病患者、吸毒者和囚犯。国防部和能源部从事的这

种试验还不包括在内。据《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调查，仅美

“ 幻觉剂”，一次就国陆军为了试验一种化学武器 使用了３０００

名士兵。陆军为了试验神经毒气，一次也使用了几千名士兵。陆军

和空军还分别在图兰大学①、密苏里大学精神病学院②和明尼苏

达医院大学③的学生身上从事过这类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是在

绝大多数受害者不知真情或者被有关当局提出的“ 正当理由”所引

①　　Ｔｕｌａ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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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而受骗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这些被试验过的人在头脑、神经系

统和体格等方面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当受害者发现自己受到这种

试验的残害，要求政府赔偿时，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和法院系统，对其中绝大多数的这种正当要求都予

以拒绝。原告律师表示非常为难，因“为 档案已经销毁；关键的证人

已经死亡，或者迁移他处；在那些被使用化学药剂试验的案件中，

受害人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因而破坏了他们在法庭上所作陈述的

信任度。”①

关于这些受害者在接受试验时和试验后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

他们身体所发生的种种惨状，诸如头晕目眩、呕吐、全身麻木、几十

天沉睡不醒、动作粗暴反常、面部变形、患深度抑郁症以至寻求自

杀，等等，我们就不再说下去了。

从这个历时３０余年秘密用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的人体从事核

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大规模试验中，能找到美国资产阶级所宣扬的

“ 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一丝一毫的真实证据吗？

从这长期、一系列的灭绝人性的秘密试验中，能找到美国资产

阶级的天赋人权说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性吗？

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斗争，然而在这个阶级

中，民主是有的，自由是有的，人权也是有的。这是事实。当然在他

们中间，每一个集团或派别拥有的这些权利的大小，要以他们各自

拥有的金钱多少、权势大小为转移。

然而在这个阶级对待无产者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方面，难道

有什么“ 民主”可言吗？有什“么 自由”可言吗？又有什么“ 人权”可

言吗？

①　　《 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２日第一版；注明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出

版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３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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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的第一部分，我说了美国资产阶级有人道主义的一面。

在本节第二、第三部分，我们又看到了美国资产阶级毫无人道

主义可言的一面。

美国资产阶级具有的这两个方面，究竟哪一个方面是事物的

表象，哪一个方面是事物的本质呢？

显然，有人道主义的一面只是表象；毫无人道主义可言的一面

才是本质，才是这个阶级的阶级本质。

这个阶级在公开场合，是要讲一点人道主义的。这既是他们装

潢门面的需要，也是他们为安抚无产者和其他人民群众所必需。

然而在内部，在不见阳光的场合，他们是赤裸裸地口吐真言，

干尽坏事，连一点儿人道主义也不讲的。说他们是“ 满口仁义道德，

实际男盗女娼”，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话说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国清代作家李汝珍在他的著名

小说《 镜花缘》里写的一“个 两面国”。

李汝珍写道：这“个 两面国”里的“人 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

住，只露一张正面“”。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

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接着，作者借小说中的主人公唐敖之口

说了这样一段话：“ 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

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

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

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①

李汝珍写的是文学作品，用的是夸张手法。然而他写的这个

“ 两面国”却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从这“个 两面国”里的人的形象里，难道不是可以看

到美国资产阶级的尊容么！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面貌么！

①　　李汝珍著：《 镜花缘》，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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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那炮火连天的年代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下半期到

６０年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与

策略

第一节　　马歇“尔 调停”与中国内战

——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

自由、人权”安在？

一

上一章简略地说了美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群众的所谓“ 民

主、自由、人权”的极端虚伪性。现在要说的是它在对外政策上、在

对外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高“举 民主、自由、人权”旗帜的极端虚伪

性。外交是内政的延长。这个阶级既然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国内举起反共旗号对无产者和其他人民群众实

行大屠杀，对外也就要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实行侵略、扩

张。既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它

这样做就具有必然性。关于这个道理，列宁在他的名著《 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里讲得最清楚。我在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里曾援引大量事实，反复指出，列宁

的这本名著里提出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有效；而且只要帝国主义

制度存在，它就将继续有效。

这一章除其他内容外，主要涉及２０世纪下半期到７０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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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美国统治集团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对外发动的三次大

规模侵略战争，包括代理人战争和直接出兵作战。

二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本书作者

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场战争。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说这场战争本身

及其发展过程，而是要说美国统治集团与这场战争的关系，也就是

要说那一段时期美国对华的战略与策略。

我们从马歇尔来“华 调停”说起。

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尚未宣布正式投降之前，即１９４５年８月

１３日，毛泽东同志就以他的政治远见，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发表

演讲，提醒全党：“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

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

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

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

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

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

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

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

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 我

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

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

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在这篇

演讲中，毛泽东同志同时指出：“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

困难。”他列举的蒋介石面临的三条困难中的第一条，就是“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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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①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举国瞩目的事件，就是为了在抗战胜利以

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同志于１９４５年８月底从延安飞到

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重庆停留了４３天。我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做

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为避免内战做了必要的让步。因此，

这次谈判产生了一个结果，即蒋、我双方在当年１０月１０日签订的

《 双十协定》。②

毛泽东同志通过上述言论和行动，至少说明了以下四点：

第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权的方针已定，一定要打内战；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努力争取和平，但既然蒋介

石一定要打，也只好被迫应战；

第三，蒋介石“ 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要下山来抢占大城市，

“ 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

第四，“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

这就像小葱拌豆腐，把事情说得一清二白了。

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方针已定，但是他又有许多困难；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坚决反对内战。这三条，就是当时

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决定派遣刚刚辞去三军参谋长职务的陆

军上将乔治·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 调停”的原因，也是蒋介

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接受马歇尔来华“ 调停”的原因。

正因为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但还有许多困难，而中国这个国

家在美国统治集团的战后世界战略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

须予以占领，所以杜鲁门决定派遣赫赫有名的马歇尔将军来华在

从事“ 调停”活动的名义下协助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

①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卷第１１２３—１１３４页。

②　　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４—７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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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量。正因为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但还有许多困难，需要美

国统治集团的援助，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所以蒋介石欢迎马歇尔

来华从事“ 调停”活动。正因为坚决反对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后

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制止内战；正因为

“ 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敌强我弱，对反击蒋介石发动的

内战要有准备，所以中国共产党也同意马歇尔来华从事“ 调停”活

动。

马歇尔之所以能成行，并且得以在中国“ 调停”一年有余的时

间，基本原因在此。

三

在马歇尔启程来华前夕，杜鲁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给他写了

一封信，也就是一道训令。信中写道：“ 附上几个文件，希望你把

它们看做这封信的一部分。第一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据我

了解，这是过去与你及国务院其他官员商讨后所拟成的。第二个

是国务卿致陆军部的关于中国的备忘录。第三个是我关于对华政

策发布新闻中谈话的副本。我知道这些文件已给你看过，并且得

到了你的同意。”“ 我要你去中国这个事实，就是我对那里的局势

真正关切的最明显的证明。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都切望能尽快地

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

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以达成这个目的。”“ 你可

以用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

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

时（ 我的意思是指已经提出了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

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

实上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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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①

杜鲁门信里提到的附上的三个文件，第一个和第三个实际上

是一样的，而且第三个，即他本人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就对华政

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谈话更为准确。

下面就是这篇谈话的实质部分：

“ 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惟

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之恰当机构。“”　美国已不得不付出

极大的代价，以恢复首先为日本侵略满洲所破坏的和平。除非日本

在中国的影响完全祛除，又除非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与和

平的国家，则太平洋上和平的维持即使不被破坏，也可能受到威

胁。美国暂时在中国保持其陆海军，其目的 “”　自治性的即在如此。

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

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制

性军队及中国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②

杜鲁门信里提到的第二个文件，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９日美国《 国

务卿致陆军部的关于中国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实质部分，原

文如下：

“ 为了答复魏德迈将军最近的通报，国务院要求陆军部准备给

他指示，规定：

“（ 一）他可以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运送中国军队往满洲港口，包

括那些部队的后方勤务上的帮助；

“（ 二）⋯⋯

“（ 三）在马歇尔将军于重庆与中国的领袖商谈，以筹备包括主

①　　杜鲁门政府１９４９年发表的《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世界知

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２６—６２７页。

②　　同上书，第６２８—６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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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党派代表的国民会议和获致停止冲突的结果之前，除去利用华

北港口运输部队至满洲以外，将停止运输中国部队至华北各地；

“（ 四）运送中国部队至华北的部署应即准备妥当，但可不必通

知中国政府。当马歇尔将军在下列情况之下，即（：甲）进行运送中

国部队至华北之工作，不致妨碍商谈；（或 乙）中国各党派之间的协

商业已失败，或显示已无成功的希望，以及为履行投降条件和在维

持国际和平中获致美国的长久利益等情况之下，使运送部队有必

要之时，则此种部署即可付诸实施。”①

国务院在这个备忘录里提到的“ 魏德迈将军最近的通报”，指

的是在马歇尔来华之前，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和１１月２０日，美

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接替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统帅的魏德

迈将军先后两次向杜鲁门政府所做的报告。他在第一个报告里说：

“ 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下，国民政府对于占领满洲完全未做准备。”

他还说：“他 曾向蒋委员长建议，中国方面应首先控制长城以南、长

江以北地区，并在进驻满洲以前掌握该区陆上交通线。”他在第二

个报告里说：“ 如果目前中共的活动足为可靠证明，则中共游击队

及进行破坏行动者或将限制并困扰国民政府军队行动，可能造成

一代价极大的长期战争。蒋委员长及其参谋人员并未完全重视、支

持在满洲中心地区的政府军队及其安全的措施。由于此类事实，再

加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运输设备，因之使我曾劝告蒋委员长，在任何

占领满洲企图之前，他应当致力于华北之恢复以及他的军事和政

治地位之巩固。我觉得他亦同意这一意见。”②

从上述这些文件中不难看出，除了一些冠冕堂皇、模棱两可的

①　　杜鲁门政府１９４９年发表的《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世界知

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２７—６２８页。

②　　同上书，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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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诸“如 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中国成为一个统

一的、民主的与和平的国家”、不赞“成 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

裂的中国”等语以外，杜鲁门政府扶植蒋介石政权向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动内战的政策意图，昭然若揭，甚至比

蒋介石更为急迫。如果将这些文件的意思予以简短概括，那就是：

蒋介石政“权 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所“谓 统一”，就是“要 统一”

于这个“ 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之下“；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

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如果可能，便使“之 统一”“于 中国国民

军”之内，否则便协助蒋介石政权予以消灭之，而且越早越好。所谓

“ 广泛代议制政府”，就是建立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蒋介石卖

国政权，以便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关于这最后一点，我们随

后还会提到。

这就是杜鲁门政府当时制定的对华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要由马歇尔以“ 调停人”的身份来华现场执行。

这就是杜鲁门政府当时对华的策略方针。

四

毛泽东同志１９４６年９月在答复美国记者斯蒂尔的提问时，说

过这样一段话：“ 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

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

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

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

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①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说的就是当时美国统治集团对华的战略

①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卷第１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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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当时为何做出这种判断呢？

我们在下面将就此做点具体说明。

马歇尔１９４５年年底到１９４７年年初在华期间，是以一个“ 两面

国”里的人物从事活动的；亦即同时以两副面孔出现。他明里在蒋

介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频繁从事“ 调停”活动，暗里大力协助

蒋介石政权为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做准备。

我们先说马歇尔从事的前一项活动。

为了从事这一项活动，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由蒋、我、美三方

代表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在当时的北平设

立了由上述三方的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

行部；并在有关各地分别成立了调处小组。

这些调处活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于我方代表对马歇尔来

华的使命保持着警惕，但仍利用这些调处活动制止了蒋军在一些

地方对我军的进攻，延迟了全国规模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

在美、蒋配合下，这些调处活动又给蒋介石政权调兵遣将、部署兵

力，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提供了条件和时间。

马歇尔“ 调停”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当时著名的蒋、我双方于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共同发布的停战令。这个停战令从发布之日起，

到同年６月底全面内战爆发之日止，一直是有效的。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蒋介石在美方配合下违反停战令的

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有两起。

第一件发生在本书作者当时所在的我军中原军区。

以长期坚持在鄂、豫两省对日作战的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以

李先念同志为司令员的我军中原军区，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成立于桐柏

山区。当时急于下山窃取抗日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兵力，

向我军进逼。在打了一场阻击战以后，为了避免发生进一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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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奉命向平汉路以西转移，预定开往安徽与新四军主力部队汇

合。但在马歇尔的“ 调停”下，蒋、我双方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共同

发布停战令时，我中原军区部队刚刚抵达以湖北省礼山县的宣化

店为中心的一个狭长地带，处境对我十分不利。为了恪守停战令的

规定，我军只得就地停步。但蒋介石却不遵守双方达成的停战协

议，在美方协助下迅速调集了３０万兵力，将我中原军区６万余人

严密包围，企图将我军一举就地歼灭，重温“ 皖南事变”旧梦。毛泽

东同志早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６日亲笔撰写的《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

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里就已说明蒋介石对中原我军“ 不会发善

心”，并对我军所应奉行的行动方针做了明确的指示。周恩来同志

一方面利用调处的机会到我中原军区现场视察，部署突围；另方面

一再就蒋介石重兵包围中原我军一事与马歇尔交涉。马氏身为“ 调

停人”，不得不在蒋介石面前提及此事，但实际上是装模作样，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制止。蒋介石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于当

年７月１日向我军发起总攻。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及

时、明确的指示和周恩来同志的现场指导下，我军提前行动，于６

月２６日晚胜利突围。蒋军沿途围追堵截。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

争从此爆发。①

第二件在更大规模上发生在东北。

１９３１年，日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不准

抵抗。张被迫率领比日本关东军强大得多的东北军将士不放一枪

即全部撤出东北，退入关内，成为这位少帅的终生遗憾。东北沦陷

１４年，除初期有若干地方武装违反蒋的命令、自发抗日以外，蒋介

①　　《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１５２—１１５５页；任质斌：《 在中原八年》湖北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７—１７５、３０４—３５０页；《 ，人

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３２—６３７页；金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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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政权在东北地区没有一兵一卒；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

日联军却一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东北大地上坚持对日作战，

杨靖宇、赵一曼等无数革命烈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东北

战场上壮烈牺牲，血洒疆场。

抗日战争胜利，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停战令公布，这时的蒋介石

却急如星火，抓住时机，在美军飞机、舰艇的大力支援下，向东北抢

运了大量美制装备的精锐部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从事了四

平保卫战以后，东北我军执行了中共中央发出的“ 让开大路，占领

两厢”的指示。蒋军从１９４６年３月到５月，亦即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

日停战令有效期间，先后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永吉等城市，从

而揭开了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战场的序幕。中原突

围前夕，本书作者奉命化装出走，前往东北工作，在现场亲身经历、

耳闻目睹了东北战场的全部展开过程。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援

助，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大批精锐部队运到东北、与我军

在东北地区较量达３年之久的。

五

为了从事另一项活动，马歇尔在幕后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精

力。他直接向蒋介石提出种种建议，甚至连蒋氏发表的一些声明

稿，都是马歇尔代笔起草的。①杜鲁门政府为了借蒋介石的手屠杀

中国人民而向蒋氏政权提供的各项军事、经济援助，大部分都是在

马歇尔任杜鲁门特使在华“ 调停”期间定下来的；其余部分也是在

马歇尔１９４７年奉召返美、出任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期间决定的。

这一项活动，才是马歇尔来“华 调停”的真实使命。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３４６—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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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到当年年底

马歇尔来“华 调停”以前。

按照杜鲁门政府１９４９年公布的《 白皮书》的说法：“ 在对日战

争胜利日到来时，驻华美军人数约为６万人。虽然撤运回美的工作

在不久以后即开始了，但驻中国战场的美军总部及其所属的各个

部队仍继续援助中国政府，从事计划与实现回归国军的重新部署，

监督移交军事供应物资给中国军队，处理与帮助遣送日军，等等。

同时，驻在华北的海军陆战队亦遣送日军，帮助中国政府控制这个

重要地区的交通线。这一服务，鉴于下述事实，是具有重大的军事

意义的。即中国与美国的一切交通工具都在忙于运送中国军队，以

占领其他重要地区；而且，如果中国军队早日占领华北地区并依靠

于铁路交通尚未连接上的华中的供应，那么，中国军队将会面临许

多供应上的困难。”①

第二阶段：马歇尔在华“ 调停”期间，即１９４５年年底至１９４７年

年初。

在此期间，美国为军事援蒋而建立的机构及其主要活动如下：

（ 一）设在南京的美军总部，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开始工作。②

（ 二）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杜鲁门给美国国务卿、陆军部长、海

军部长下达如下指令：

“ 兹授权并指令陆军部长与海军部长联合建立驻华美国军事

顾问团。顾问团的编制，除了根据今后可能的政治与军事发展而由

我批准者外，不得超过官兵１０００人。

“ 国务卿将与中国政府作各项必要的谈判。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②　　同上书，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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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顾问团的目标是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现代化的武装部队，

并向其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意见，以便中国政府完成它在国际协议

下将须负起的义务，对中国解放地区建立充分的控制，包括满洲与

台湾在内，并维持国内的和平与安全。”①

（ 三）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６日，杜鲁门正式批准设立美国驻华军事

顾问团。②

在此以前，美国已经在蒋军中分别设立了一个海军顾问团、一

个陆军顾问团及陆军顾间团下属的空军顾问组。美国驻华军事顾

问团成立后，即撤消了上述机构，改为在统一的驻华军事顾问团下

分别设立海军、陆军、空军顾问组。

改建后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及其下属各顾问组的主要活动

如下：

海军顾问组：

１．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海军顾问处，以便就用美国军舰运送蒋

氏陆军至当时中国国内各交战地点等问题与蒋政权联系，并就建

设蒋氏海军问题提出意见。

在美国海军顾问的建议下，改组了蒋氏的海军总司令部，建立

了海军的基本作战制度；建立了作战舰队；制订了舰队的军官训练

计划。

２．美国国会１９４６年通过的第５１２号公法授权美国海军将

２７１艘军舰移交给蒋介石政权。海军顾问组执行了此项任务，但因

蒋氏海军士气低落，军无斗志，没有作战能力，因而实际移交了

１３１艘。

３．建立了一个海军训练中心，培训了蒋氏海军军官３００余名

和海军士兵３０００余人。

①②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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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有关机构。在青岛的机构不仅

负责训练蒋氏海军士兵，而且负责指导蒋氏的几个海岸基地学校。①

空军顾问组：

１．采取了许多措施，为建立蒋氏空军奠定了基础。

２．在北平、成都和汉口设立了美国空军工作队；向蒋氏杭州

航空学校、上海空军技术服务处等单位派了美国空军顾问。

３．为装备蒋氏政权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向蒋氏先后移

交了９３６架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移交的。

４．先后为蒋氏政权培训空军人员５０００余人。②

陆军顾问组：

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４９年公布的《 白皮书》里说“：陆军顾问组在此

期间的主要成绩，是训练了成千的中国军官，使他们学会了美军的组

织原则，学会了美军的参谋方法及其程序，学会了美军的教典。”

这个顾问组所做的具体工作分别为：

１．协助改建了蒋氏政权的陆军总部。

２．协助蒋氏政权建立了陆军学校制度，改进了蒋氏政权的步

兵学校、炮兵学校、陆军参谋大学。

３．协助蒋氏政权建立了陆军训练中心制度。

４．在台湾训练了蒋氏政权的陆军２０４师、２０５师。

６．协助改进了蒋氏政权设在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其分设

在台湾、汉口的军官训练班，以及设在台湾、南京、广州的军官学校。

如此等等。③

对于马歇尔在华“ 调停”期间实现的使命，杜鲁门政府事后作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３８１—３８２页。

②　　同上书，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③　　同上书，第３８５—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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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次评价。

一项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评价，即有关前述“ 广泛代议制政府”

的问题。这个评价是由杜鲁门亲自出面做的。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１日，

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 如果可能做到的话，我们不愿意

在中国政府中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府中有任何中国共产党人。”他

说：“ 美国的政策不是劝中国国民政府把共产党揽入政府，美国的

政策是帮助蒋介石政府应付它所面对的情况。这个政策已由马歇

尔将军在其赴华使命中进一步予以实现。”

另一项是关于军事方面的评价。这个评价是由１９４９年年初马

歇尔辞去国务卿职务、接替他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做出的。艾

奇逊负责主编的《 白皮书》编纂完成以后，把它呈送给杜鲁门，并附

上了一封信。艾奇逊在信里对马歇尔在华“ 调停”期间在军事方面

所做的工作做了以下的评价：“ 从１９４５年一直到１９４８年初秋，国

民政府在人力和军备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

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

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

尔将军于１９４７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

扩展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①

第三阶段：马歇尔返美任国务卿期间，即１９４７年１月至１９４９

年年初。

当时，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 １９４８年９月，它又改组为驻华美

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团长是巴大维少将。

在此阶段，我们主要说一件事，即马歇尔国务卿１９４７年１１月

２８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出的一个秘密训令。训令说道：

“ 我愿巴大维将军能非正式地和秘密地向蒋委员长提供意见，同时

①　　以上两段评语，分别见同上书第３１６、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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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如果希望改组中国陆军后勤部队，陆军顾问团可以就这

个方面提出我们的意见。”①

由此可见，马歇尔即使在回国任职以后，在处理对华政策问题

上仍然是“以 两面国”的人物出现，即在公开场合是一副面孔，就是

“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面孔；在秘密场合则是另一副面孔，就是

极力协助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的面孔。

附带提一件事，即到了１９４８年８月，也就是在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的三大战役正在紧急部署、就要展开、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之

际，马歇尔仍然发了一份机密电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

他“：美国政府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或接

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②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在中国以“ 调停人”身份活动了一年有

余的马歇尔将军所负的真实使命是什么。

根据巴大维将军向杜鲁门政府所做的书面报告，１９４８年，他

曾按照马歇尔国务卿的指示，向蒋介石本人以及在蒋介石政权的

国防部会议上多次、反复就东北战场及随后的辽沈战役、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③

眼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个大战役中连续告捷，蒋家王朝

大势已去，这个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在１９４８年年底即卷起铺

盖，撤回美国去了。

六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以后，直到１９４９年，美国为了帮助蒋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３６５—３７８页。

②　　同上书，第３２２页。

③　　同上书，第３６５—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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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打内战，在各种名义下向蒋家王朝提供的包括军用飞机、军

舰、坦克、火焰喷射器、炸弹、地雷、机枪、卡宾枪和来福枪、各种口

径的枪弹和炮弹等等在内的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究竟有多少？

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４９年发表的《 白皮书》里就此开了一个比较

详细的清单。这个清单的长度，一共３４页。仅仅从这个清单来看，

其数量之巨大，就是惊人的。①

关于美国军事援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

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

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

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

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

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

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

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

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

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②

毛泽东同志在这段话里再次讲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当时对华的

战略和策略。

在此期间，美国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给予蒋家王朝的经济

援助究竟有多少？

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４９年发表的《 白皮书》里就此专门写了一章，

即第八章。然而它的叙述部分是从１９４７年写起的。此前的那一笔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９５４—９５７、　９６０—９６１、９６６—９９２、

９９５—９９７页。

②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卷第１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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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它没有记述。

《 白皮书》的这一章，分为以下几节，即《： 一，１９４７年的经济情

况（》 指中国蒋管区）《； 二，美国援华法案的拟订》《； 三，１９４８年的

援华法案》《； 四，经济援华方案的实施（》 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

《 １９４９年４月３日以后经济援助的继续》）

《 白皮书》在这一章的最后，分别在三个标（题 即《 美国政府赠

与及贷款》《、 其他的外国赠与及贷款》《、 售卖美国政府剩余物资》）

下，将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以后到１９４９年期间以美国政府和联

合国的名义向蒋家王朝提供的经济及军事援助列了三个表。把这

三个表加起来，这个期间美国援蒋总金额超过４５亿美元。①

毛泽东同志当时曾指出，这笔账“ 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

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②

关于中国这场战争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当时曾指出：“ 美国出

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

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

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③

那么“，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究

竟有多少中国人被杀害了呢？

毛泽东同志当时即曾指出：美国“ 帮助蒋介石杀死了几百万中

国人”。④

还应当指出，除了几百万中国人被杀害以外，我国有许许多多

当时参加过战斗的指战员和支援前线作战的人民群众，身上至今

还留着美制枪炮击中的伤疤和美制枪弹的弹片。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４００—４４５页。

② 同上书，第１５０６页。

③ 同上书，第１４９１页。

④ 同上书，第１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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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统治集团在中国打这场代理人战争，三年时间里就杀死

了中国人几百万，打伤的中国人难以计算。

试问在这场大屠杀里：

美国统治集团的所“谓 和平”安在？

它的所“谓 民主”安在？

它的所“谓 自由”安在？

它的所“谓 人权”又安在？

七

在结束本文以前，还有必要提及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

杜鲁门政府１９４９年发表的《 白皮书》里的附件第１７１号《 对日

战争胜利以后美国供给中国政府的军用物资和服务》下的第一个

列表，就是《 中美合作所协定项下》的供给表。这张表的内容，“是 从

日本投降之日至１９４６年３月２日”期间美国政府向中美合作所提

供的各种军用物资和“ 服务”。其中包括“ 训练中国学生四十名”、

“ 陆上基地装备“”、建筑工程及保养费“”、兵工器材“”、通讯“”、被

服“”、无线电器材“”、气象学上全年用信号设备“”、医药设备“”、航

空器材“”、家具与装置”等具体项目，总金额为１７６６万余美元。①

设在重庆市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本来是日本突袭珍珠港

之后，美、蒋双方为了收集对日作战情报，签订秘密协定，于１９４２

年开始组建、１９４３年正式成立的一个情报机关。然而即使是在抗

日战争时期，它就是一个美、蒋共同监禁、迫害中国共产党人和爱

国志士的特务机构。从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到１９４６年３月（ 这个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９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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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后半期，马歇尔将军已经来“华 调停”），杜鲁门政府继续为

中美合作所培训特务（ 即所谓“ 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设备，其矛头

就完全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反蒋爱国志士的。在极端艰难的条

件下率部英勇对日作战、受到我国广大人民尊敬、威名显赫的新四

军军长叶挺将军，在蒋介石策“动 皖南事变”中被拘后，曾经被监禁

于中美合作所。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黄显声将军、著名革命

人士宋绮云先生均曾被长期监禁于此，并被残酷杀害。著名共产党

员罗世文、车跃先、江竹筠等一大批革命烈士，都是在被囚禁于中

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等监狱期间受尽美制刑具的残酷折磨，

在他们毕生为之而英勇奋斗、深情盼望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昂

首阔步走向刑场、壮烈牺牲的。一部小说《 红岩》，一部歌剧《 江姐》，

一部电影《 在烈火中永生》，揭示了美蒋特务的残暴、毫无人性的禽

兽面貌；塑造了这些革命烈士藐视敌人、威武不能屈、大无畏的崇

高形象；诉说了他们受尽敌人摧残、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

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每一次阅读、观看这些革命现实主义的

文艺作品，都不禁使人潸然泪下。

在这种灭绝人性的血腥迫害事件面前，试问美国统治集团所

谓“的 民主”安在？它的所“谓 自由”安在？它的所“谓 人权”又安在？

美国统治集团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真是罄竹难书，罄竹难

书！

第二件，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寄希望于中国的所谓的“ 民主的个

人主义”的问题。

美国统治集团对这些人先后有过不同的提法。

早在马歇尔将军在华“ 调停”期间，就大力从事过这方面的活

动。他把这些人称为“ 自由主义分子”和“ 自由主义的集团”。杜鲁

门政府在《 白皮书》里写道“：为促进中国组成一个有力量的自由主

义的集团的理想起见，马歇尔将军在中国的少数党与无党无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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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谈话中，利用每个机会，强调少数党必须团结与组织一个自由

主义分子的集团，使他们能够在两大党之间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

平衡力量。”①

司徒雷登任驻蒋管区大使期间，也曾大力从事过这方面的活

动。他把这些人称“为 进步分子”。在此期间，他曾在蒋介石政权内

外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物色这类“ 进步分子”。１９４７年９月，他

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报告里写道：“ 政府内部的进步分子以及在

政府外面的许多同情者，若我们表示有意帮助他们，将得到巨大鼓

舞。并且据我的意见，他们将成为核心。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迈步实

现我们对于中国的目的，以及对于世界这一部分的稳定和平的目

的。”②

到了艾奇逊１９４９年７月编完《 白皮书》、为此给杜鲁门写那封

信时，这些人就被改称“为 民主的个人主义”。他写道“：我们仍旧相

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

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

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

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③

在艾奇逊的笔下，黑白完全颠倒了。他说“的 外国帝国主义”倒

不是指美国，而是指在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领导之下的社会主

义苏联。他说“的 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不是说的

以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而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尽千辛万苦、无私无畏、奋不顾身、流血牺

牲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地迎接翻身解放

①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第２６０页。

②　　同上书，第３０８页。

③　　同上书，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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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却把这“种 中国的局面”写“成 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他

还把中国革命胜利后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必须予以

推翻“的 外来制度”。如此说来，在美国羽翼下的蒋介石政权统治之

下在中国广大地区建立的半殖民主义制度，倒成了中国土生土长

的制度了。

艾奇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以后会说到这

一点。因此，对他写的这些胡言乱语，倒不必计较。他这一段话里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美帝国主义被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打败以后，仍

不死心，寄希望于中国的所“谓 民主的个人主义”做美国的内应，帮

助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伟大革命的胜利高潮

之下，在随后发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包括曾

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提高

了觉悟“，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被扫除了，艾奇逊们

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至于所谓“ 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是否会在一定条件下

再次产生，那就是后话了。

第二节　　麦克阿瑟率部在仁川登陆

——再问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

自由、人权”安在？

一

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美国统治集团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屠杀

中国人的那场大规模战争，以美、蒋彻底失败告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美国统治集团不甘心失败，从５０年代初期到７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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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先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东北部国门和西南部国门前打了两场

大规模战争。这是美帝国主义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打的两

场规模最大的侵略战争，从中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当时的亚洲战

略和它对华的战略与策略。

先说第一场战争，即美国侵朝战争。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中

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以后，本书作者当时作为

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曾参与国内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

动的报道，与全国人民一样时刻关注着朝鲜前线的战局发展，因而

对那场战争也是熟悉的。对于这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我们

在这里尽量从简，重点放在这场战争过程中与本书主题有关的若

干重大事件。

二

这里要说的第一点，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当时做

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重大决策，是被迫的；那场战争是美帝

国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军队以北纬３８

度（线 以下简称三八线）为界，分别进驻南北朝鲜，接受日军投降。

但美国统治集团出尔反尔，为了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反华反共反

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公然违反同盟国关于朝鲜自由独立和成立统

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把本来是统一的朝鲜一分为二，于１９４８年

在朝鲜半岛南半部扶植李承晚集团单独成立了一个大韩民国政

府。随后，朝鲜北半部也不得不成立了一个以长期从事抗日战争的

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举行普选，建立统

一的中央政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但李承晚集团在美国指使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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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武力统一”①。朝鲜南北双方围绕统一问题而展开的斗争随之

加剧。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

杜鲁门政府立即公开对朝鲜实行军事干预，企图一举占领朝

鲜全境，进逼我国东北，并乘机占领我国台湾省。杜鲁门政府抓住

时机，急如星火，紧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朝鲜内战爆发的次日，即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６日，杜鲁门在接见南

朝鲜驻美国的使节时，把地球仪转了一下，手指朝鲜，“说 这是远东

的希腊”。②

杜鲁门说的“ 希腊”，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希腊共

产党领导之下的希腊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英勇反抗希特勒德国占领

的斗争。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５日，希腊全境解放；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成立了

在希腊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临时民主政府。１９４７年，杜鲁门向美国

联邦国会提出了向希腊反共势力和反苏的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和经

济援助的法案，得到了国会通过。这个反共反苏法案，史“称 杜鲁门主

义”。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９年，杜鲁门政府以这个法案为依据，武装干涉

希腊内政，把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镇压了下去。

杜鲁门此时把朝鲜比做希腊，意思就是要把美国武装干涉希

腊内政、镇压希腊人民革命的事件在朝鲜半岛重演一遍。

这就是说，从朝鲜内战刚刚开始，杜鲁门就把美国出兵朝鲜、

大打侵朝战争的意图和性质都说清楚了。

当天，杜鲁门即命令美国驻在远东的海、空军入朝，与南朝鲜

军队并肩作战。

次日，即６月２７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了他命令美军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

史》，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页。

②　　谭旌樵等主编：《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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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作战的决定；同时还宣布，他已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

湾。同一天，第七舰队的１０余艘军舰驶入台湾基隆、高雄港口，并

在台湾海峡从事作战演习，在新中国面前耀武扬威。这就向全世界

明白显示，杜鲁门政府的军事矛头从一开始就不仅指向朝鲜，同时

也已经指向中国。

６月２８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指出：“ 美国政府指使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

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

一步行动。”①

声明里的这一句话，就是说的美国当时对华、对亚洲的战略。

６月３０日，杜鲁门命令美国驻日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

７月７日，杜鲁门下令，将美国的战斗部队扩充６３万人。

同日，在苏联代表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席位被蒋介石集

团窃据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同意美国

侵朝军队盗用联合国的旗帜，组“织 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指定

“ 联合国军总司令”。以美军为主体、由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道格

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总司令的所谓“ 联合国军”随即组成。

９月１５日，麦克阿瑟率领全副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两个师及其

所属坦克兵、炮兵、工兵７万余人，在空军、海军配合下，气势汹汹

地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尽管周恩来总理当年９月３０日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公开发出了“ 中国人

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

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的著名警告，但目空一切、气焰嚣张的麦

①　《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１９页。

②　　同上书，第２０—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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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阿瑟根本不予理睬。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陆军上将根本不知道

灾难就要临头，莽撞地率领以美军为主力的“ 联合国军”陆海空军

４２万人在朝鲜境内横冲直闯，先是扬言要在当年１１月的感恩节

前占领全朝鲜，后又扬言要在当年１２月的圣诞节前结束占领朝鲜

全境的战争。他竟敢命令部队孤军深入，一直闯到鸭绿江边，并出

动空军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镇和村庄。

战火已经烧到我国边境。美帝国主义的陆海空军从此不断侵犯我

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咄咄逼人，呈现出一种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

摆在我国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一年，百废待兴。经历了多年战争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渴望在和平环境里从头收拾旧山河，建设

自己的家园。然而美帝国主义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又要把一场战争

强加在我们头上。而且在中国人民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直接

面对的是蒋介石，面对的“是 美国人出钱、出枪”打的一场代理人战

争；现在却要直接面对全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

怎么办？

这是摆在当时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上旬，经过毛泽东同志反复考虑，经过中央多次

讨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大无畏的气概，毅然决定出

兵朝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重点是在欧

洲；然而它的兵力部署和军事侵略的重点却是在亚洲。这就在美国

统治集团内部以及美国统治集团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引发了矛盾。

由于全球战略重点和兵力部署重点相互打架，使美国统治集团捉

襟见肘，难以集中力量对付各国人民革命和当时亚、非、拉美汹涌

澎湃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中央纵观世界全局，看准了美帝国主义

在世界上“ 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运输线太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9

长、虽有优势装备然而从事的是非正义战争、士气低落等弱点，认

为抗美援朝不仅有必要，还断定以劣势装备的我军击败现代化装

备的美军是有现实可能的；而且在国内发动人民群众掀起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的高潮中，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也是可能的。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的

１９日晚开始雄赳赳、气昂昂命令，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地跨过鸭绿江，进

入朝鲜。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志愿军总部和后续部队

随即进入朝鲜北部山区。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决策①和彭德

怀同志的现场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２月２４日，在两个月里经过两次战役的运

动歼敌，就把骄横已极的麦克阿瑟将军所率领的全副现代化装备

的“ 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１２月３１日起到１９５１

年１月８日止，我军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推进到３７度线

附近，一度占领汉城。从１９５１年７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到１９５３年

７月停战协定签字，两年时间里，交战双方基本上是在三八线附近

的阵地上反复争夺，拉锯式作战。我军固守防线，在敌人反复以各

种现代化武器猛烈进攻面前巍然不动。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三易统帅，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

瑟，又由克拉克接替李奇微，均未能挽回败局。

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国外交战线捷报频

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以伍修权为首，成员包括乔冠华、龚

普生、安东、陈（翘 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王乃静等人在内的

①　　《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第六卷第１０５—１１５、　１１７—１７６、　１７９—２０１、　２０６—２０８、　２１１—２２８、

２３１—２５４、　２５９—２６１、　２６６—２７５、　２８２—３０２、　３０５—３１０、　３１６—３１８、

３３１—３３３、３４１—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８、３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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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奉命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下旬在新中国成立

后首次出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伍修权当月２８日、２９日、３０日连

续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其中２８日和３０日发表的是长篇

讲话，严正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军事占领我国台湾的罪行，

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

正义声音。①

三

我们现在又要提到马歇尔将军了。

马歇尔于１９４９年年初辞去国务卿职务，宣布退休，其职务由

艾奇逊继任。

１９５０年，马歇尔将军已届古稀之年。然而当朝鲜紧张局势开

始加剧之时，杜鲁门要求他再次出山，担任国防部长。为了反共到

底，这位将军欣然从命。侵朝战争的兵力部署，就是他在五角大楼

任职期间负责组织的。由于在这件事上立下了功劳，这位将军在

１９５１年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但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却是与马歇尔将军有关的另一件事。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３日，当时我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入朝作战的第

二次战役，将敌人推回到了三八线。这一天，毛泽东同志给志愿军

总部发了一份电报，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

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②。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①　　伍修权：《 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

３５—７１页。

②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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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发动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节节败退之时，杜鲁门政府

包括马歇尔国防部长在内的决策层决定放出停战烟幕，赢得喘息

时间，以便重整兵力实行反扑。出面从事停战活动的是以印度为首

的一些国家。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７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即向我国政

府外交部提出了这个停战方案，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反驳和拒绝。

然而当年１２月１４日，美国即急急忙忙地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印度等国的停战提案。提案规定成立一个“ 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

以“ 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的基础”。但就在联合国大会

通过这个提案的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将美国完成

１８个地面作战师计划的预定时间从原定的１９５４年６月提前到

１９５２年６月。两天以后，即１２月１６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 紧

急状态”，并决定成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数量，加强军火生产。

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 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案，实质“上 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

的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周恩

来同志明确指出“：三人小组 就地停战 和平谈判 大举

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因为马歇尔将军曾经

帮助蒋介石如此反复地进行了一年之久，最后宣布失败而去。中国

人民在１９４６年既受过教训，又得到胜利，难道今天还会再钻进这

个圈套么？不会的。马歇尔将军的故伎在联合国是不能重演的

了。”①

这里说的就是杜鲁门政府在当时朝鲜战争的军事形势下所采

取的策略。

因此，我军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发动了第三次战役，粉碎

①　　杜平著：《 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６—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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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重演“ 马歇尔故伎”的策略，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以南。

四

我们现在说一点杜鲁门政府在侵朝战争期间干的几件伤天害

理、骇人听闻的事情。

第一件，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杜鲁门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

问时，公然宣称美国政府“ 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战场使用原

子弹！①

这是美帝国主义第一次公开表示要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使

用原子武器。只是由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反对，加以

派兵参战的美国欧洲盟国对此提出异议，杜鲁门未敢把他的这种

威胁付诸实施。

本书后面会说到，美帝国主义还第二次、第三次策划过对中国

人民实行核武器打击。

此外，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杜鲁门向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发

表过国情咨文，鼓吹大规模扩军备战。他提出将美国现役军人增加

到３５０万人，每年生产５００００架军用飞机和３５０００辆坦克；并要求

国会“ 延长和修正征兵法，降低美国青年服兵役的年龄。

同年３月９日，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杜鲁门的上述

各项提案。②

第二件，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进行细菌战。

早在麦克阿瑟１９５０年１２月率部向南溃退时，就在朝鲜北部

①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５３页，《 抗美援朝战争》第８６

页。

②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７１页，附件５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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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道等地撒过天花病菌。在我军俘虏营里，美国战俘受到优待。

然而在美军战俘营中，美军１９５１年却多次对中朝被俘人员实行灭

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试验。１９５２年初，美军竟在朝鲜我军防区内制

造疫区，大规模地进行细菌战。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８日到３月３１日，美

军在朝鲜北部撒下带有细菌的动物达８０４次。３月以后，美军撒布

细菌的范围达到朝鲜北部的７个道４４个郡。

当年２月２９日至３月５日，美军还多次出动飞机，在我国东

北撒下传播病菌的昆虫、鼠、雀，进一步把细菌战延伸到中国。

美军撒下细菌的种类繁多，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

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植物炭疽菌，大豆紫斑菌，等等。①

为此，中朝两国人民不得不展开了大规模的反细菌战的斗争。

第三件，早在１９５０年７月底，即在杜鲁门决定出动美军入侵

朝鲜一个月之后和麦克阿瑟在所谓“ 联合国军”的旗号下率部在仁

川登陆一个半月以前，美军就在南朝鲜的一个叫老根里的村庄的

一座铁路桥下，使用机关枪扫射“，残酷杀害”了在那里躲避美军飞

机轰炸的大批南朝鲜平民，其“中 绝大多数是老弱妇孺”。②

第四件，在１９５２年进行的、朝鲜战场上著名的上甘岭之战中，

美军对坚守坑道阵地的我军除轰炸、爆破、熏烧等等外，还使出极

为残暴的手段，向我军坑道内投掷毒气弹。③

第五件，就是出动大批飞机，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交通线、

电厂以及城市和乡村，实行狂轰滥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

都平壤和咸兴、元山等７０余座城市，都遭到美军飞机的反复轰炸，

有些城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④

①　《　 抗美援朝战争》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９日纽约电讯。

③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④　　同上书，附件五第３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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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件，虐待战俘。

美军在战俘营里使用南朝鲜和蒋介石手下的众多特务，运用

各种残酷手段，对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实行迫害。除对他们进行细

菌战试验外，为逼迫战俘拒绝遣返，还强迫他们写血书，在他们身

上刺字，甚至杀害那些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朝中被俘人员忍无可

忍，与美方的迫害行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１９５２年５月７日，巨济

岛战俘营里的朝中被俘人员群起斗争，扣留了美军战俘营长弗兰

西斯·杜德。①美方出动军队，并使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对战俘

实行了血腥屠杀。

上述这些极端丑恶、残暴的行为，难道是人道主义，尊重人权

的吗？

如果我们把美国统治集团与希特勒相提并论，难道有什么不

对吗？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

１０９万余人（ 其中包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前朝鲜人民

军单独歼敌１３万余人），其中美军３９．７万余人。然而中国人民志

愿军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而浴血奋战的过程中，牺

牲的烈士和伤员也有３６万余人②；其中团级及团级以上的烈士

２１６名，包括第３９军副军长吴国璋将军、第５０军副军长蔡正国将

军、第２３军参谋长饶惠潭将军和毛泽东同志的长子、在苏联卫国

战争时期参加苏联红军抗击过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毛岸英烈士在

内。③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

①　　《 抗美援朝战争》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②　　同上书，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③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附件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

部编著：《 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４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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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烈士牺牲后，毛泽东同志作为父亲，为了使儿媳刘松林

有一个过渡时期，不致立即陷于悲痛之中，宁愿把悲伤埋藏在自己

心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把毛岸英同志牺牲的事情告诉

刘松林，多次内心痛苦、强作笑颜地接待这个儿媳。金日成同志曾

经提议把毛岸英烈士的遗体送回中国国内安葬；毛泽东同志没有

同意。这位伟人当时曾表示：“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

还。”①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将毛岸英烈士与其他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的遗骨一起安葬在朝鲜的土地上。１９５９年，经刘松林请求，

毛泽东同志自己出路费，同时为了不惊动朝鲜政府和人民，让小儿

媳邵华陪同刘松林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朝鲜，为毛岸英烈

士扫墓。②毛泽东同志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一个慈父和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至于在这场战争中被美军屠杀、包括被美军飞机炸死的朝鲜

人民群众，则难以计算，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

这么多的烈士、人民群众和伤员，包括在战斗中丧生的近４０

万美军官兵，都是美国统治集团从事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在这里说的美国统治集团，它在政府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就是总统杜鲁门，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就是说，大都是

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老对手。

在美国帝国主义从事的这场侵略战争中，该有多少朝鲜、中

国、美国的父母丧失了自己的儿女？有多少朝鲜、中国、美国的妻子

丧失了自己的丈夫？又有多少朝鲜、中国、美国的儿童丧失了自己

的父母？

①②　　华英：《 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３—

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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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在这场大屠杀中：

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民主”安在？

它的所“谓 自由”安在？

它的所“谓 人权”又安在？

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３年，我国国内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支

援朝鲜前线，踊跃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在这个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热潮中，人民群众自觉展

开了大规模的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自我教育和宣传活

动，使“ 三视”深入人心，整整教育了一代人。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

历时１０９年蒙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国耻为之一扫。中国人民在全世

界面前抬起了头。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自豪感空前发扬。应当

说，那“场 三视”教育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难道对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不应当仇视吗？

难道对它不应当鄙视吗？

难道对它不应当蔑视吗？

第三节在“ 北部湾事件”的背后

——三问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

自由、人权”安在？

一

我们现在说美国侵越战争。

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本书作者在国际新闻战线上从事过支

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报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在美

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也对这场战争做过一些研究，因而对这场战争

是熟悉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展开过程将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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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重点同样是放在与本书主题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上。

１９世纪末期，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１９４０年，越南为日军所占

领。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共产党（ 原名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改

称越南劳动党，后改现名）领导越南人民展开了抗日战争，并于

１９４５年举行了八月革命，９月初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９月

下旬，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再次对越南发动殖民战争。越南

人民被迫从事了历时９年的抗法战争，终于在１９５４年５月举行的

著名的奠边府战役中打败了法国侵略者，并于同年７月通过签订

日内瓦协议，解放了北半部国土。

美国染指越南，是从杜鲁门政府时期开始的。１９５０年２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中国大西南的解放，兵临中越边境。同年２

月２７日，杜鲁门政府急忙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采取“ 遏

制共产党扩张”的方针①。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７—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海南岛全境。５月１日，杜鲁门立即决定给侵越法军提供１０００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由杜鲁门出面于５月８日公开宣布②。

由此可见，当美帝国主义开始决定入侵越南时，它就是把这场

战争与遏制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入侵越南是当时美国统治集团

的亚洲战略和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当杜鲁门政府大举出兵从事侵朝战争以后，它就没有力

量顾及在越南“ 遏制共产党扩张”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杜鲁门

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美国驻西贡公使埃德蒙·格利恩

的一封密电里道出了真情：“ 由于我们目前在朝鲜承担了联合国的

义务，由于我们需要提供援助以保卫西欧，由于我们自己扩充军备

①　　参议员格拉韦尔：《 五角大楼文件》（ 这是由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

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于１９６７年辞职前下令编辑的原件），１９７１

年英文版，第１卷第７６、３６１页。

②　　同上书，第６６、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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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需要，我们的资源已经极度紧张。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

经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按照我们的愿望提供特

定数量的援助了。”①

由于美军在朝鲜遭到失败，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心有余悸，艾森

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对入侵越南的态度比较谨慎。它主要是采取

了两项措施。一是从１９５６年起，派出了以五角大楼“ 游击战专家”

爱德华·兰斯代尔准将为首的一支突击队，在越南境内从事破坏

活动②；二是１９６０年向南越派出了军事援助顾问团③。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在越南正式发动“了 特种战争”。约翰逊

政府时期，美国侵越战争一再升级，派往越南作战的陆、海、空军总

兵力曾经达到５６万人，即出动了美国陆军总数约５０％，海军总数

的２５％和空军总数的２０％。敌人重兵压境，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

争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是与入侵老挝的战

争同时进行的。尼克松政府上台执政后，又将这场侵略战争扩大到

柬埔寨；第二任期开始时与越方签订了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

定，基本上从越南撤走了美军；但改为推“行 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策

略，支持南越傀儡集团继续作战。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这场战争才以

越南人民的全面胜利、美国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二

就越南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是抗日、抗法战争的继续，是当时

世界上反帝反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这

①　《　 五角大楼文件》，１９７１年英文版，第１卷第７０页。

②　　同上书，第２卷第６４３页。

③　　同上书，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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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斗争中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一个典范。这个胜利，主要是越南

共产党依靠越南人民自己的力量，不畏强敌，不屈不挠，英勇顽强，

浴血奋战而取得的。当然，包括中、苏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对越南

人民的正义战争的大力支援，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风起云涌的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斗争，对协助越南人民取得这场

战争的胜利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胡志明等老一

辈革命家的领导下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结成“了 同志加兄弟”的战

友情谊。在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胡志明同志曾经在中国

境内从事过革命活动。在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决定性战

役 奠边府之战中，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奉中

共中央之命前往越南，曾经对越南人民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出

过贡献。

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举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旗帜，坚决反对民族利己主义，克服种种困难，节衣缩食，给予越南

人民以全力支援。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 七亿中国人

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

方。”①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除了向越南无偿提供大量

枪支、火炮、弹药、布匹、粮食等军用物资外，还先后向越南派出防

空、工程、铁道、后勤等支援部队３２万余人，与越南人民并肩战斗。

中、越两国人民在这场反击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中，

鲜血流在了一起。许多中国援越军人受伤，有１４４０余位中国革命

①　　王泰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２卷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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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的遗骨至今还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①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老挝、

柬埔寨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斗争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援。

三

我们现在说一说美国统治集团为发动侵越战争和在这场战争

期间干的一些极端丑恶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事件。

第一件，是一贯高“举 民主”旗帜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美国统治

集团在１９５４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公然坚决反对通过“ 秘密投

票的自由普选”方式，使越南南北两部归于统一。

１９５４年４月到７月，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各方代表参加

的日内瓦会议在讨论了朝鲜问题以后，讨论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印

度支那问题。会议达成的重要协议之一，是规定在两年以后，即

１９５６年７月在越南全境举行“ 秘密投票的自由普选”，以使越南南

法国由于对越南北两部归于统一。直接当事的一方 从事的殖

民主义战争遭到惨败，也由于法国帝国主义的衰落，无力再打那场

战争，决心从越南撤出，因而同意了这一条。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坚

决反对这一条。在会议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美国代表、国

务卿杜勒斯见势不妙，即愤然离开日内瓦，返回华盛顿。在会议通

过最后宣言的两周以前，即当年７月７日，杜勒斯从华盛顿发给美

国驻法国大使并指令他转告法国政府的一封密电，表示坚决反对

协议中的这一条款。杜勒斯在这封电报里讲明了美国反对这一条

的理由。他说：“ 举行选举终将导致越南在胡志明领导之下的统一，

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杜勒斯的指令下，驻会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３５—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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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死活不干，拒绝在载有这个条款的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而是

单方面地发表了一个声明，对会议的协议虚伪地表“示 尊重”。①

当年７月２１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对日内瓦协

议发表评论。但他言明：美国“ 将就在东南亚迅速组织集体防御问

题与其他自由国家进行讨论，以便防止共产党在那个地区进一步

从事直接或间接侵略。”②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时不采取这种立场，而

是相反，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并遵守这个协议，或者

至少是真正地尊重这个协议，一场在越南的大规模流血战争不是

就可以避免了么？这种结果，岂不是完全符合美国统治集团在国际

上高唱的“ 和平”、“ 民主”的赞歌了么？

然而历史事实完全相反。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当时的这些言行已向全世界表明，美国

统治集团怕和平、怕民主怕得要死；它在国际上高“举 和平“”　民主”

的旗帜是假，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解放运动和实行侵略扩张

是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这些言行同时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已

决心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以便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并已决心要对

越南发动侵略战争。

这样，一场在越南发生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大规模的流血战争，

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件，是肯尼迪政府杀害它在南越的御用工具吴庭艳的事

件。

日内瓦协议签字、法国从越南撤军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６年以来，

美国统治集团一直扶植南越傀儡政府“ 总统”吴庭艳屠杀南越人

①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１５８—１６４、５４６—５４７页。

②　　同上书，第１７６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2

民。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政府上台执政以后，也是以吴庭艳作为御用工

具，对越南发动“ 特种战争”的。然而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日，肯尼迪政

府却毫不留情，竟然秘密支持南越军队将领杨文明发动政变，一手

杀掉了自己的御用工具吴庭艳。

肯尼迪政府决定杀掉吴庭艳，主要原因是：（ １）吴庭艳一面当

婊子，一面立牌坊。他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犯下了大

量反人民罪行；但是他又不时地向美国主子表示自己的独立性，不

愿惟美国之命是从。（ ２）吴庭艳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南越人民群

众的大规模反抗，人心丧尽，使肯尼迪政府感到此人已经丧失了使

用价值，于是决心把他杀掉，更换御用工具。①

吴庭艳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说明，美国统治集团残忍已极，为

了实行侵略扩张，连自己的御用工具、南越“ 总统”也可以杀掉。它

同时也说明，一切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在其使用价值丧失

后，便被其主子抛弃（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全部历史说明，这是普遍

现象，一般规律）；甚至被杀头，总之是没有好下场。

第三件，是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事件。

就在肯尼迪政府一手杀掉了南越“ 总统”吴庭艳的２１天之后，

即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自己也在得克萨斯

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尽管美国自然科学技术发达，侦查手段先

进；尽管美国官方和民间就此案公布了数以吨计的材料；但是３０

余年已经过去了，这个谋杀案里究竟谁是真正主犯，谁是幕后策划

者，至今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且看来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也

不可能得出这种结论。

但是，有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举世周知、准确无误的。

一是约翰·肯尼迪在美国１９６４年大选争斗即将展开之际，即

①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２卷第３、１５３、２２４—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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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秋，曾一度决定从南越逐步撤出美国军队（ 当时派到南越

的美国军队为１６０００人），改而推行“ 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策略。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日，白宫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①由于肯尼迪家族

在美国上层社会上享有声望，由于年富力强的约翰·肯尼迪本人

在美国许多男女青年中拥有魅力，由于约翰·肯尼迪决定从南越

逐步撤（军 即使是出于策略考虑），按照当时美国的政坛气候，这位

总统在１９６４年的竞选角逐中是有可能获得连任的。然而在白宫公

布从南越逐步撤军决定的５０天之后，肯尼迪却出人意外地在副总

统林登·约翰逊的故乡得克萨斯被暗杀，由同属民主党、但主张大

打侵越战争的林登·约翰逊接替了总统职务，执掌了美国军政大

权。此后，美国侵越战争即大规模升级。

二是１９６６年２月，即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侵越战争问题上

开始分裂为主和、主战两派之时，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代表纽约

州的联邦国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公开发表声明，提出了不再

大打这一仗、在南越实行政治妥协的方案；并以此为主要政纲、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美国１９６８年的总统竞选。由于肯尼

约翰·肯尼迪而获得了迪家族丧失了一位重要成员 美国公众

的同情，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在越南实行政治妥协的政纲

获得了美国广大选民的支持，按照当时美国的政坛气候，罗伯特·

肯尼迪在１９６８年是有可能当选的。然而在当年竞选过程中，他却

出人意外地被暗 加利福杀于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的故乡

尼亚的洛杉矶。②这一年，以主战派著称的理查德·尼克松先生当

①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１６０页。

②　《　 纽约时报》编《 五角大楼文件（》这是由《 纽约时报》在当时泄露出来

的麦克纳马拉命令编辑的原件基础上制作的缩编本），１９７１年英文

版第５１９页；琼·斯坦：《 美国旅程：罗伯特·肯尼迪的年代》，１９７０

年英文版第２１４—２１９、３３６—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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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总统。他当年的主要竞选口号是“ 体面的和平”①。反过来说，

没有美国的“ 体面”，就没有和平。尼克松１９６９年上台执政后，以美

国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当年起，就连续３年掀起了

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反对侵越战争的群众斗争高潮。但

这位总统对人民反战斗争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方针；同时在越南战

场上且战且退，但仍然把这场战争坚持打到他的第二任期初期。

从上述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还难以做出约翰·肯尼迪

被杀案的准确结论。但从中至少可以提出若干质疑：为什么约翰·

肯尼迪在做出逐步从南越撤出美军的决定之后就被暗杀了呢？为

什么罗伯特·肯尼迪在以主和派纲领竞选总统期间被暗杀了呢？

为什么肯尼迪两兄弟不是被暗杀于别处，而偏偏都是被杀于他们

的政治对手的家乡土壤上呢？为什么在他们被杀以后上台执政的

两位总统都是与他们的政纲不同或有所区别的主战派呢？是不是

美国统治集团主战派为了坚持大打这场侵越战争而不惜下毒手，

连美国统治集团自己内部坚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位总统、一位

总统候选人都杀掉了呢？

迄今为止，世界上有任何人拥有充分事实依据能消除上述质

疑吗？

据我所知，没有。

美国资产阶级在竞选过程中采取暗杀手段，曾发生过多起，但

以上述两起为最典型。

我们由此不难看出美国资产阶级“ 民主”背后的一副阴森森、

血淋淋的恐怖景象。

第四件，就是所“谓 北部湾事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北部湾称东京湾。它是位于越南北部以东、

①　　　Ｐｅ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ｎ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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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南、广东省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西之间的

一片海域，距离美利坚合众国至少有十万八千里。所谓“ 北部湾事

件”，就是约翰逊政府１９６４年８月为使侵越战争升级而一手制造

“的 东京湾事件”。

１９６４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党人、在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

竞争对手，是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这位莽撞的戈德华特

参议员在竞选过程中违反美国资产阶级竞选的“ 游戏规则”，一丝

不挂，赤膊上阵，以极端主战派的面目出现，公开鼓吹大打侵越战

争。而阴险狡诈的约翰逊总统则与之相反，以“ 慈父”与“ 和平之

神”的面貌出现在选民面前，高唱“ 和平”赞歌，一再许愿他决不会

“把 美国的孩子们”派到东南亚去作战。①这一年的竞选结果，是戈

德华特参议员一败涂地，约翰逊总统以压倒优势获胜。

但是，就在这位总统在公开竞选场合高“唱 和平”赞歌之时，却

在幕后大力制造战机。约翰逊政府最高决策层从１９６４年２月开

始，不仅瞒着美国广大选民，而且瞒着联邦国会的诸位尊敬的议员

先生，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策划，包括一而再、再而三地编制扩大侵

越战争的所“谓 剧情”，即制订扩大这场战争的具体步骤；甚至包括

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授权约翰逊政府对越用兵的决议稿都已越俎

代庖，秘密拟就。所有这一切都已在幕后准备就绪，扩大侵越战争

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于是，１９６４年当地时间８月４日夜，一个

事件发生了。美国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当时奉命闯进北部湾海域靠

近越南北方海岸线，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挑衅，据说受到了越方鱼雷

艇的还击。约翰逊总统认为战机已到，抢在美国东部时间８月４日

晚向全国发表紧急电视演说，大肆叫“嚷 共产党侵略”，并宣布他已

下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 报复性打击”。８月６日，美国联邦国

①　　亚历山大·肯德里克：《 内伤》，１９７５年英文版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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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众两院按照约翰逊政府事前拟就的草稿，通过了授权约翰逊

政府对越南用兵的联合决议。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

从此开始。①从１９６５年起，约翰逊政府开足马力，向越南大举增

兵。侵越美国陆、海、空军的总兵力１９６３年为１６０００人，到１９６７年

就猛增到５６万人②，达到了侵越美军总人数的顶峰。

在越南土地上的那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灾难就是这样发生

的。

我们从约翰逊总统在１９６４年美国大选中的表演和这个所谓

“ 东京湾事件”的展开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约翰逊总统及其政府

幕后策划扩大侵越战争的种种阴谋活动，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公开

高唱“ 和平”赞歌的极端虚伪性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而且可以

看出美国资产阶级“ 民主”的真实面貌及其本质。

第五件，就是前面提到的以爱德华·兰斯代尔准将为首的美

“军 突击队”。

这位五角大楼的“ 游击战专家”在６０年代初期向白宫写过一

份书面报告。他在报告里说“，突击队”分为三类，一类由他直接率

领，一类由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管辖，另一类由南越傀儡集

团指挥。三者相加，当时的总人数已达２１０００人。他们的活动区域

除南越外，还深入到越南北方和老挝。他本人率领的那支“ 突击

队”下属２０个分队，都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由美国驻南

越军事援助顾问团配备所需装备。③

在整个侵越战争期间，这些所谓的美“军 突击队”行同野兽。他

们在越南南北两部和老挝除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外，还伪装

①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３卷第１０６—２６８页；《 纽约时

报》编《 五角大楼文件》第２４３、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２８８页。

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４１页。

③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２卷第６４３—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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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入越南、老挝人民武装内部做内奸，破坏交通、工矿企业、农作

物，奸掳烧杀，以至放毒，无恶不作，给越南、老挝人民的解放斗争

制造困难，给两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其所

作所为，令人发指。

第六件，是美军在越南南方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所谓“ 战略村

方案”。①侵越美军推行这个所“谓 方案”，是为了把越南南方人民

武装孤立起来，把他们与当地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使他们得不到当

地人民的支援。

所“谓 战略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当地居民村庄就地围上

铁丝网，建筑瞭望塔，由美军“ 突击队”和南越伪军严密监视，不准

自由出入，实际上是把这些村庄变成集中营。另一种形式，是另建

筑集中营，强迫大批居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迁移到这些集中营

中。许多居民在被迫迁移过程中，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什么也不

准带。他们的所有家产全部被放火焚烧，付之一炬。②

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美军和南越伪军大规模地实施“ 战略村

方案”，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期间，由美军与南

越伪军共同进行。第二次是在１９６５—１９６７年期间，主要由美军出

面进行。③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第一次“ 战略村方案”完成了２８．４９％，

被集中到“ 战略村”里的越南南方居民已经达到４３２万人，占当时

越南南方居民总数的３３．　３９％　。④

由此可见，两次“ 战略村方案”的实施给越南南方人民群众造

成了极大的灾难。

第七件，是美军在越南使用生物化学武器。

①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ａｍｌｅ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②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２卷第１４９页。

③　　同上书，第１２８—１５８、５１５—６２１页。

④　　同上书，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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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越南政府１９９９年６月公布的材料，美军在侵越战争期间，

曾经在越南中部山区喷洒了大量含有剧毒的“ 脱叶剂”，仅１９６１—

１９７１年间即在这个地区喷洒了“ 脱叶剂”４２００万升；在“ 胡志明小

道”沿线共喷洒了７６００万升。这些毒剂除了给这些地区农田和热

带植物造成了严重损害以外，还给当地人民造成长期后遗症，给他

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包括慢性病和过早死亡，重复性流

产，并导致成千上万在智力和肢体上有缺陷的婴儿的降生，遗患无

穷。①

第八件，是美国侵略军对越南南北方的狂轰滥炸。

从１９６４年“ 东京湾事件”以后，约翰逊政府在其任期内曾出动

空军时断时续地、长期地对越南南北方实行狂轰滥炸。１９６５年，美

军共出动飞机５５０００架次，在越南上空扔下炸弹３３０００吨，并开始

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１９６６年，美军共出动飞机１４８０００

架次，扔下炸弹１２８０００吨。无论是越南的军用、民用建筑，包括储

油库、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桥梁、货车、卡车、船舶，也无论是武

装力量或平民，一律都是美军飞机轰炸的目标。据美国军方推算，

在越南北方被炸死的人数，１９６５年为１３０００人，１９６６年为２３０００

到２４０００人；被炸死的总人数中，约８０％为平民。②１９６７年，美军

又出动飞机９７４０架次，对越南北方、首先是河内和海防进行集中

轰炸。③１９６８年，美军轰炸持续了１０个月，直到当年１１月１日才

停止。１９７２年４月，尼克松政府出动海、空军，再次对越南北方实

行大规模袭击。同年１２月中、下旬，尼克松为了发泄自己对越南人

民英勇顽强的抗美斗争和美国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战斗争的怒气，

①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２日《 南华早报》援引越南政府公布的材料；１９９９年７

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报道。

②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４卷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③　　同上书，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9

还命令五角大楼对越南北方实行昼夜不断的、密集的、规模空前的

狂轰滥炸。尼克松下达这道命令和五角大楼执行这道命令时，本书

作者就在纽约，每天都可以从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新闻和其他有关

节目中看到这次狂轰滥炸的现场情景，又一次领略了帝国主义者

的疯狂。这就是那一场遭到全世界谴责的、著名的“ 圣诞节轰炸”。

在上述种种穷凶极恶的事实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 民主”安在？

试问这个阶级的所“谓 自由”安在？

试问这个阶级的所谓“ 人权”又安在？

我们在这里附带提一下，美国统治集团从事侵越战争，口口声

声说是为了“ 遏制共产党扩张”，是为了反“对 共产党侵略”。试问越

南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

争，何谓“ 扩张”？何谓“ 侵略”？他们是在向哪里“ 扩张”？向何处

“ 侵略”？难道美国统治集团不远万里，出动几十万陆、海、空军占领

越南领土，屠杀越南人民，倒不是扩张、侵略，而越南人民为了自己

民族的解放，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反帝、反殖斗争，倒成“了 扩张”、

“ 侵略”？

美国统治集团的所“谓 共产党扩张“”、共产党侵略”，完完全全

是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逻辑！

那么，美国在这场侵略印度支那战争中究竟造成了多少人员

伤亡呢？

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１９９５年４月３日公布的数字，在这场

战争期间，美军死亡５８１５３人，南越伪军死亡２２３７４８人，越南南北

方人民武装官兵阵亡１１０万人，越南平民死亡近２００万人。①

老挝、柬埔寨人民武装和平民的阵亡、死亡数字，还没有包括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胡志明市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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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统计之内。

越、美双方的这几百万死亡、阵亡者和他们的亲属，以及老挝、

柬埔寨死亡、阵亡者和他们的亲属，都是美国统治集团发动的这场

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这该是一场多么大的人间灾难啊！

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发动并坚持进行这场非正义战争，在越南，

在老挝，在柬埔寨，在美国，有多少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儿女？有多少

妻子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有多少儿童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有

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在这几百万死亡、阵亡者及其家人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

所“谓 民主”安在？

试问这个阶级的所“谓 自由”安在？

试问这个阶级的所“谓 人权”又安在？

第四节　　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

——四问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

自由、人权”安在？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美国统治集团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印度尼

西亚幕后煽动、组织、策划的一场百万人大屠杀、举世震惊的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本书作者一直在现场，耳闻目睹了事件

发生的全部场面。它是我毕生难忘的重大事件之一。

一

１９６５年，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出现了一种

极端尖锐复杂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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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本章上一节所述，在６０年代，美国统治集团在越南的

侵略战争一直在炮火连天地进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坚决支援越南人

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场斗争与印度

尼西亚密切相关。

起源于１９５６年苏共第２０次代表大会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分

歧，由于赫鲁晓夫的公开挑衅，到１９６３年发展为两党公开论战。①

１９６３年９月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也就是美国统治集团正式发动侵越

战争已接近３年并把那场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在毛泽东同志

主持下，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经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同志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以《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 红旗》杂志编辑部

的名义先后发表了９篇理论文章，系统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

义言行。这就是著名的九评。②中、苏两党论战涉及的重大问题之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时风起云涌的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斗争。九评中的第四

评《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就是集中论述这个问题的。③文章结合

当时席卷亚、非、拉美反帝、反殖斗争的实际，正面论述了马列主义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批驳了赫鲁晓夫有关的修正主义

言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在中、苏两党争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是与

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这篇“ 第四评”的印尼

文本，印尼共中央党报《 人民日报》④曾及时、全文刊载。曾长期反

①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

５９—１２０页。

②　　吴冷西著：《 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３８、６３９页。

③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１９９—２３６页。

④　　Ｈａｒｉａｎ　Ｒａｋｊ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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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荷兰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国后成为亚非民族解放运

动著名领袖人物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我国领导人交情

深厚的苏加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与印尼共相类似的立场。

然而代表印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印尼陆军

高级将领则相反。他们奉行亲美政策，与美国统治集团的军、政头

面人物关系密切。

因此，是反帝还是亲帝、是反美还是亲美这样一个外交问题，

在印尼便成了一个内政问题，成为当时印尼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

内容之一。

第二，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既是一个富国，又是一个穷国。

说它富，是因为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它的森林覆盖面

积占全部国土６０％以上；资（源 特别是石油）丰富；土地肥沃，人们

说它“是 往地下插一根拐杖，三天之内就可以发芽”；全年温度只相

差２度，在摄氏２５—２７度之间，热带水果比比皆是，榴莲、椰子、芒

果、红毛丹遍地生长；一年１２个月随时都可以插秧，随时都可以收

割。说它穷，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曾遭受荷兰长达３００多年的殖民主

义统治；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上半期又曾被日本占领；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

后，荷兰又企图卷土重来，在美、英两国支持下于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对

印尼发动了两次殖民主义战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１９４５年建国以

来，虽然建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加诺为总统的国家

政权，但政府各重要部 军门，特别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队的实际领导权从１９４８年起即落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

产阶级手中，这个国家即基本上是在这些剥削阶级的控制之下。

１９６５年，虽然经过多年斗争，印尼共主席迪·努·艾地担任了临

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尼共第一副主席姆·哈·鲁克曼担任

了国会副议长，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担任了内阁国务部长，但都

是些虚职；当时政府的实权，特别是军权，除空军外，基本上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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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中。殖民

主义和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长期盘剥，使国

家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广大农民群众长期遭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工

人群众则遭受外国资本、本国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国以来，国民经济一直得不到健康发

大米也缺乏，展，长期处于困境之中，连主要食品 工农群众生

活贫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困境和工农群众生活贫困

呈进一步加剧之势。

印尼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与外

国资本、本国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做斗争。这就使她与这些

剥削阶级处于对立地位。

在印尼共的推动、促进之下，印尼政府于１９６０年颁布了两项

法令，一项为限制地主拥有土地的数量、将其余土地有偿分给农民

的《 土地基本法》，另一项为实行减租的《 农业收成分配合同法》。但

是，由于地方政权基本上为地主阶级所控制，由于这个阶级的抵

制，这两项法令颁布后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未能贯彻执行。１９６１

年，东爪哇就有些农民自发行动起来，单方面执行这两项法令，被

称为“ 单方面行动”。从１９６４年起，印尼共就通过她领导下的农民

阵线，在印尼人口最密集的爪哇岛上组织农民群众正式展开执行

政府这两项法令的“ 单方面行动”。１９６５年，印尼共主席艾地直接

出面领导这项工作，使这种“ 单方面行动”在爪哇岛上有了进一步

发展。地主阶级及其在朝的代表人物开始“ 热锅炒豆子”，大蹦大

跳，大吵大闹了。印尼共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加深了。

这是当时印尼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二。

第三，北加里曼丹的文莱、沙捞越和沙巴，与印尼在加里曼丹

岛上的北部领土边界相连，原为英国殖民地，后被日本占领；１９４６

年，英国在此处重建殖民统治。１９６３年９月，英国在伦敦把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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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沙捞越和沙巴拉到一起，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文莱拒绝参加）。

美国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的控制，以造成对它当时正在进行的侵越

战争的有利形势，支持英国此举。苏加诺总统认为英国此举威胁印

尼安全，坚决反对。印尼共对苏加诺总统采取的这项政策表示全力

支持。１９６４年，在美国约翰逊政府正在策划使侵越战争大规模升

级之时，北加里曼丹解放同盟宣告成立，开始从事争取北加里曼丹

独立的武装斗争。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公开支持这场斗争。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的这场斗争，使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与英美两国再次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英国在印尼邻近地

区集结重兵。美国约翰逊政府也命令它的第七舰队开进印度洋，并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雅加达附近的海面上举行军事演习。英、

美两国从西、北两面对印尼摆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架势。印尼广大

人民群众被激怒了，反帝浪潮席卷全国。在印尼共的领导下，工人

群众采取行动，先后强行接管了英国和美国在印尼开办的企业，并

开展了一场抵制美国电影和黄色书刊的声势浩大的斗争。

如上所述，当时印尼武装部队除空军外，其实际指挥权掌握在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手中。对于苏加诺

总统发起的这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阳奉阴违，表面

上服从总统命令，实际上消极敷衍，甚至私下与美国勾结，共同反

对这场斗争。因此，在英、美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之下，为了在军事

防御上有所准备，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印尼共主席艾地会见苏加诺

总统，建议武装工农，成立在陆、海、空、警以外的第五种军事力量。

总统在当年２月和８月分别发表的两篇公开演说中，有条件地同

意了艾地的建议，并且把这种工农武装称为第５军。印尼共在空军

的支持下，开始对一部分工农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到当年９

月，已训练工农约２０００人。

此事非同小可，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大地主、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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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引起了一阵紧张和恐慌。围绕是否建立第

５军的问题展开的斗争，成为当时印尼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之三。

第四，１９６５年５月，印尼共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庆祝建

党４５周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奉中共中央之

命，前往雅加达，参加了这个庆典。在反抗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时期

被捕入狱的青年苏加诺，曾经在坐牢期间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

著作，对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有所了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

作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苏加诺当选为总统以后，在对

待印尼共的态度上有过摇摆，对印尼共的发展有过限制，但他基本

上执行的是联共政策。这一次在首都雅加达举行的庆祝印尼共建

党４５周年的万人大会上，苏加诺总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

说，高度赞扬印尼共产党为争取印尼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独立、主

权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对他提出的“ 纳沙贡”联合的著名口

号重新做了解释，“说 纳沙贡”中“的 贡”指的就是印尼共产党，说他

强“调 贡”是为了反“对 恐共病”。随后，总统获悉印尼陆军一些高级

将领对他发表的这篇演说颇有异议。因此，在这篇演说发表以后，

总统紧接着在与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将军、陆军司令亚

尼将军的谈话中，在一次军事指挥官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印尼全国

农民协商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 纳沙贡”合作的重要性。然而

出于总统的意料之外，这一次陆军高级将领不再默不作声了。他们

指定军队报纸《 武装部队报》站了出来，发表社论，公开反驳印尼武

苏加诺总统就“ 纳沙贡”所装部队最高统帅 做的解释。印尼共

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接着也发表社论，反驳了《 武装部队报》对

总统的攻击。在“ 纳沙贡”合作的问题上，以总统和印尼共为一方，

以陆军高级将领为另一方，正式形成了对立面，公开相互斗争。

这是印尼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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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都是印尼国内当时公开的阶级斗争。然而更为严重

的事情还是在幕后。

二

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这些问题是：

苏加诺总统１９６５年５月曾就“ 外国帝国主义者”为“ 摧毁我

们”而正在从事的阴谋活动做过公开谴责，这种谴责有根据吗？

印尼政府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１９６５年６月曾公开指责“ 帝

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制定了一个针对印尼“的 肮脏计划”，这种

指责有根据吗？

印尼共和国空军司令乌马尔·达尼１９６５年６月曾公开指责

帝国主义者正在印“尼 加紧活动”，这种指责有根据吗？

还有，１９６５年夏末在雅加达曾经流行过一种传说，说印尼陆

军在美国策划下成立了一“个 将领委员会”、准备发动军事政变，这

种传说有根据吗？

回答这些问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地上即将

发生的一场腥风血雨中，究竟是谁在蓄意使用暴力？是印尼共产党

要发动一场工农武装革命，还是帝国主义者和印尼的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相勾结，阴谋用反革命暴力摧毁印尼共产

党、镇压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

其实，就是发出了上述公开指责的苏加诺总统、苏班德里约副

总理、乌马尔·达尼空军司令当时也不知道，这种帝国主义的阴谋

活动已经进行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事实上，一场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的阴谋活动早已在美国

统治集团的煽动、策划、组织之下，在印尼陆军高级将领里秘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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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到１９６５年夏，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这场幕

后活动的主角，在美国方面是约翰逊政府，其主要人物是总统约翰

逊、国务卿腊斯克和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在印尼方面是国防与安

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亚尼。

不过此事还得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说起。

根据１９９４年美国政府国务院解密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下半期

长达６００页的机密文件，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时表面上与以苏加诺

总统为首的印尼政府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幕后却反复策划、

实行反对印尼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活动。当时曾经由美国

中央情报局出面，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８年秘密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

和苏拉威西组织武装叛乱。１９５８年，这些武装叛乱被印尼政府平

定，艾森豪威尔乃决定改变策略，秘密在印尼陆军中从事活动，为

以后由苏哈托将军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培植了力量。①

林登·约翰逊１９６３年１１月下旬继任美国总统职务。同年１２

月２０日，即由国务卿腊斯克签名，给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发了一

封机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政策“，目的是继续加强印度

尼西亚的反共势力，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斗

争。”②

１９６４年，即在约翰逊政府最高层已开始秘密策划扩大侵越战

争、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表示反对这场战争并开始就马来西亚问

题与英美对抗之时，约翰逊政府在幕后煽动、组织、策划印尼陆军

①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洛杉矶时报》所载吉姆·曼的报道。

②　　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使馆（ 同时发美国驻波恩、堪培拉、吉隆坡、

伦敦、巴黎、东京使馆和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第６８３号电，１９６３年１２

月２０日下午６时３８分发出，密级为“ 机密”。美国机密文电的密级

通常分为三级，即“ 普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机密（”ｓｅｃｒｅｔ）和“ 绝密”

（ ｔｏｐ　ｓｅｃ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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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实行颠覆活动方面加快了步伐。

事情的新开端，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３日由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腊

斯克签名给美国驻印尼使馆发的一封机密电报。电报指示美国驻

印尼使馆武官在大使认为有利的条件下约见纳苏蒂安以及与他同

类的印尼其他军事将领，对他们实行一项反共“的 教育”方案。①

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１９４８年开始进入美国政府国

务院任职，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期间任美国驻印尼援助代表团团长，１９５８

年开始出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可以说是一“个 印尼通”了。这是一个

典型的“ 两面国”人物。由于前后在印尼呆了１０年，他一面与苏加

诺总统交情颇深，过往甚密。苏加诺总统与他谈话时，常常指责美

国中央情报局对印尼的破坏活动，这位美国大使总是一口否认。与

此同时，他却在幕后指挥美国驻印尼使、领馆的军、政、情报人员，

竭力从事颠覆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印尼政府的种种活动。

在琼斯接到腊斯克上述３月３日的电报指示后，便决定不用

武官，而由他本人亲自出马，约见纳苏蒂安将军。三天以后，即３月

６日上午，琼斯就与纳苏蒂安会晤。当天下午，这位大使给约翰逊

政府国务院发了一封机密电报，把他与纳苏蒂安谈话的主要内容

向约翰逊政府作了汇报。

电文的要点如下：

“ 今天上午在与纳苏蒂安将军１小时零１０分钟的谈话中，我

把国务卿来电的要点都谈过了。我说，我是以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朋

友的身份来的；我已经看到一场风暴的乌云正笼罩在印度尼西亚

①　　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使馆（ 同时发美国驻吉隆坡使馆）第９４６号

电，１９６４年３月３日下午７时４４分发出，密级为“ 机密”；电文里说

“的 教育”方案，原文为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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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空。⋯⋯

“ 明显的事实是，局面看来已经落入印尼共的掌握之中，对纳

苏蒂安自己宣布的印度尼西亚的目标形成了威胁，并正导致与自

由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破裂。⋯⋯

“ 纳苏蒂安说，他对我就局势所做的分析没有异议。⋯⋯他的

时间更多地是处理国内局势，而不是对外事务。他明确表示他目前

不是在扮演西伊里安战役那样的角色①。婆罗局势②是亚尼在管，

虽然他本人也参与了对人员的政治训练。他很了解经济不景气被

共产党人利用的程度。为阻止共产党人接管政权，他现在的主要精

力是用在保证武装部队的政治可靠性上。⋯⋯

“ 对印尼共在国内形成的危险性，纳苏蒂安至少是保持着警

惕。他非常强调对军官和士兵的思想灌输，以便保证一旦挑战临头

时军队处于整装待发、随时予以打击的状态。他坚持说，印尼陆军

在思想上是反共的。⋯⋯

“ 在整个会晤过程里，关于对政府实行军事接管的可能性问题

始终笼罩在室内的空气中。但纳苏蒂安像逃避一场瘟疫一样，一直

回避讨论这个问题。”③

纳苏蒂安为人谨慎。苏加诺总统仍然在位，在印尼人民群众中

享有崇高威望。他不敢就推翻总统、对政府实行军事接管这样重大

的问题对美国大使贸然承诺。但他表示，愿意与这位美国大使继续

①　　此处是指１９６３年印尼出兵解放荷属西伊里安的战役。

②　　婆罗，指北加里曼丹，当时是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与英、美对抗的

前线。

③　　国务院收电第４２２３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４年３月６日上午８时３６

分受到，密级为“ 机密”；国务院同日下午６时将此件以“ 加急”（ ｉ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电转发给美国驻吉隆坡使馆，编号为１８５４；文末注明“ 转白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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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也就是说，他上钩了。

琼斯大使３月６日首次对纳苏蒂安实行反共“ 教育”取得了一

定进展，纳苏蒂安表示愿继续接触使这位大使看出了成功的可能

性。于是，他第二次约见纳苏蒂安。１２天之后，即当年３月１８日，

他再次往访纳苏蒂安，双方交谈了一个半小时。３月１９日，琼斯将

一封机密电报分为两份，发给美国国务院，把第二次与纳苏蒂安谈

话的主要内容向约翰逊政府做了汇报。

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 无论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纠纷如何发展，纳苏蒂安都关注在

广阔领域内保持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为达此目标，他认为极其重要

的是，美国继续与印尼陆军保持某些联系。他说，考虑到我们目前

面临的政治上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投资，在美国培训印尼

军官和美国在印尼实施的民事行动项目必须继续。他对此事的必

要性感到如此强烈，以致他问我能否帮他转交他本人给副国务卿

哈里曼、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①和罗伯·肯尼迪的信件。我说，我

将非常高兴做此事，在我收到这些信件后将尽快转交。⋯⋯

“ 纳苏蒂安说，在印尼，无论何种决策都是由政府负责制定，陆

军被迫执行。他看来是在说，局势可能变化的时间终将到来；为了

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极端重要的是，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损害目

前已经存在的印尼军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联系。⋯⋯

“ 我问纳苏蒂安：如果印尼共产党企图利用目前的经济困难举

行罢工、骚乱，等等，军方是否会对印尼共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印

尼共仍然支持苏加诺；他们不会走得那么远，以至采取反对苏加诺

的策略。但是，如果印尼共果真那么做，那么，与今天军队的镇压相

①　　当时任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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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茉莉芬（ 指１９４８年粉碎印尼共企图发动的政变）①那一次镇

压将会是轻微的。”②

纳苏蒂安重提茉莉芬事件的那一句话虽然用的是虚拟语气，

但分量很重。它说明纳苏蒂安已就武装镇压印尼共一事正式向约

翰逊政府表明了态度。这是琼斯大使此次会晤纳苏蒂安的最大收

获。它使约翰逊政府首脑人物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同年４月３日上午，琼斯大使与印尼陆军司令亚尼会晤，做了

一次与纳苏蒂安内容大致相同的谈话。会晤结束后，琼斯立即密电

报告约翰逊政府，说“ 亚尼态度友好，并表示他的忧虑与我一样严

重。”③当天中午，亚尼还将苏加诺总统与他的一次电话交谈内容

告诉了琼斯，这位大使立即将此事电告国务院。④

约翰逊政府在幕后煽动、组织、策划、推动印尼陆军将领镇压

印尼共、推翻苏加诺总统、军事接管印尼政府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就是这样开始的。

①　　括弧内容为原电所有。茉莉芬事件的真相是，１９４８年，印尼哈达政

府在美国、荷兰指使下连续制造事端，向印尼共发动突然袭击。印尼

共奋起反抗，哈达政府出动军队主力，对印尼共实行大规模屠杀。

３００００多名革命志士、包括当时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

员，均被杀害。这就是印尼共历史上经历的第二次白色恐怖。详情见

拙著《 第三次白色恐怖》，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１７页。

②　　国务院收电，上下两份的编号分别为１４２５４和１４３５９，美国东部时间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日上午６时５９分和８时５２分先后收到，密级为“ 机

密”；国务院同日将此件转发给美国驻吉隆坡使（馆 编号７１１）、驻马尼拉

使（馆 编号７９３）、驻太平洋美军总（部 编号６６５）；文末注“明 转白宫”。

③　　国务院收电第２６９６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４年４月３日上午１１时

３０分收到，密级为“ 机密”；同日转发美国驻曼谷、吉隆坡、伦敦、马

尼拉使馆和驻太平洋美军总部；文末注明“ 转白宫”。

④　　国务院收电第２３７６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４年４月３日上午６时２２

分收到，密级为“ 机密”；同日转发美国驻堪培拉、曼谷、吉隆坡、伦

敦、马尼拉、新加坡使馆和驻太平洋美军总部；文末注明“ 转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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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约翰逊政府在将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的１９６５年，它对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也达到了高潮。

美国驻印尼使馆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即在苏哈托少将率部

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晚占领雅加达、夺取兵权之后）向约翰逊政府

写了一篇书面报告（ 航邮代电）。根据这个报告和美国驻印尼使馆

的电报，从１９６４年起，印尼政局的主要发展情况如下：

１９６４年秋苏加诺总统出国访问期间，在印尼政府第三副总理

哈鲁尔·萨勒①的幕后支持下，在雅加达出现了一个以支持苏加

诺为名、实际上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的组织，称为“ 苏加诺主义

派”。苏加诺总统回国后，下令解散了这个组织。在这个组织被解

散以前，印尼陆军即接管了它的一家报纸，更名为《 战斗报》。在该

组织被解散以后，陆军又接管了它的另一家报纸，更名为《 武装部

队报》。从此，陆军便拥有了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对抗的公开舆

论阵地。

１９６５年１月，陆军司令亚尼把一些陆军将领组织在一起，成

立了一“个 思想库”。

１９６５年１月９日，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致电约翰逊政府国

务院，建议采取措施敦促印尼军方发动政变，接管政权，镇压印尼

共。②

同年１月１３日，琼斯致电国务院，认为印尼军方尚未准备就

①　　印尼共当时认为，此人是印尼买办资产阶级在政界的主要代表。

②　　国务院收电第００５７５３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５年１月９日上午８时

２７分收到， 同日转美国驻印尼使馆。密级为“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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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条件不成熟，不宜过早行动。①

同年１月２１日，琼斯致电国务院，说“ 某某人”当天告诉他，说

印尼军方已经制订了一个具体计划，准备在苏加诺病逝后立即接

管政府。最高军事指挥部甚至决定在苏加诺健在时即采取军事接

管行动。②

同年４月，苏加诺总统命令印尼武装部队跟上印尼革命的步

伐，集中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

随后，亚尼便以原来建立“的 思想库”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一个

“ 将领委员会”，摆开阵势与总统正面对抗。前面提到的１９６５年５

月苏加诺总统在印尼共庆祝建党４５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对“ 纳

沙贡”合作的含义重新做了解释以后《， 武装部队报》站了出来，发

表社论，公开反驳总统，这种在印尼来说是十分反常的事件，就是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７日，为苏加诺在艾地等人敦促下宣布印度尼

西亚独立２０周年。这一天，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印度尼西亚的盟友。总统还

公开警告一些军队将领，说即使他们是参加过抗日斗争的将军，如

果现在破坏反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就是反动派。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总统在一篇演说中还指名警告亚尼。③

①　　国务院收电第００８２２３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３日上午１２

时４４分收到，密级为“ 机密”；同日转美国驻吉隆坡使馆。

②　　国务院收电第１６５０７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１日下午９时

４８分受到，密级为“ 绝密”，文中的“ 某某人”的姓名是美国政府后来

解密时删除的，解密后该处为空白；同日转国防部和驻太平洋美军

总部。

③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２日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的《 航邮代电》（ Ａｉｒｇｒａｍ）　，密

级“ 机密”；首行写着：致国务院，并转美国新闻署、国防部、中央情报

局、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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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加诺总统在上述８月１７日和９月１日两篇演说中公开警

告包括亚尼在内的军事将领，并不是无的放矢。

原因是，１９６５年８月，主管情报工作的政府第一副总理苏班

德里约接到情报，说陆军成立的将领委员会计划乘当年印尼的武

１０月５日装部队日 总统检阅部队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以苏加

诺为首的政府，镇压印尼共，将反对英、美转为反华。

这个时候，美国约翰逊政府正在将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约翰

逊政府决定在此时动手，对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政府

实行它策划已久的颠覆计划，将印度尼西亚的斗争矛头由反对英、

美帝国主义转为对内反共、对外反华，是为了扑灭印度尼西亚人民

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是为了扩大它在东南亚的侵

略基地，是为了造成对侵越战争的有利形势，也是为了进一步实施

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包围战略。

一场颠覆与反颠覆的激烈斗争，在印度尼西亚已到了决战时

刻；这个国家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但是，作为印尼民族民主革命司令部的印尼共中央在这种人

民革命事业处于十分险恶关头之际，却没有为应付这种紧急局面

做出切实的准备。１９６５年８月，当一场阶级大搏斗已箭在弦上、一

触即发之时，印尼共主席艾地还在莫斯科访问，印尼共第二副主席

约多也在非洲访问。只是在接到苏加诺的紧急电报后，他们才回

国，匆忙处理此事。

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夜，以苏加诺总统的警卫团第一营营长翁

东中校为首的几名中、下层军官率部起事，当夜逮捕了以陆军司令

亚尼为首的几名将领委员会成员，并处以死刑；纳苏蒂安因接到告

密电话，在翁东部队前往逮捕时翻墙逃脱。这就是著名的印尼

“ 九·三零事件”。它反映的主要是苏加诺总统与印尼陆军将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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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亦即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印尼

共支持了这个事件。翁东中校当时在雅加达所能指挥的兵力只有

两个营。他所率部队控制雅加达仅仅一天。１０月１日黄昏，印尼陆

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少将即率部进城，击溃了翁东所部，

占领了雅加达，从苏加诺总统手里夺取了兵权，随即第一步假借苏

加诺的名义大张旗鼓地镇压印尼共，掀起反华排华浪潮；第二步推

翻苏加诺，自己当上了总统。

苏哈托占领雅加达之后，印尼历史上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屠

杀开始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开始了。

印尼共历史上遭遇的第三次白色恐怖开始了。

应当指出，在１９４８年第二次白色恐怖以后，以迪·努·艾地

为首的印尼共第三代领导人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

埋好烈士们的尸首，重新开始战斗，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都取

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６５年，印尼共已拥有３００余万党员；在她领导

之下的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拥有２０００余万成员，成为资本

主义世界第一大党，成为印尼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

力量。

印尼共领导层的致命弱点，就是受了赫鲁晓夫“ 和平过渡论”

的影响；接受这种影响的国内条件，就是有一个基本上实行联共政

策的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苏加诺。我们在前面提到中共中

央于１９６３年９月到１９６４年７月以《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 红旗》杂

志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的九评。九评中的第八评，题为《 无产阶级

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汹

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系统论述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批驳了赫鲁晓夫“的 和平过渡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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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两党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起源于这个问题。①对于中

共中央发表的九评中的其他八评的印尼文本，印尼共中央机关报

《 人民日报》都及时全文或者详细摘要地予以刊载；但是单单对于

我们送去的这篇八评的印尼文译本，该报却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关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把文中的精华 力革命

理论的部分几乎全部删去后，才予以转载。他们这样做与当时印尼

共在国内的处境有关，但主要是反映了印尼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印

尼共平时在指导思想上就抱有依靠苏加诺“ 和平过渡”的幻想，没

有切实做好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镇压的准备；在苏哈托率

部进城、白色恐怖即将临头、人民革命事业处于千钧一发之时，又

幻想依靠实际上已经失去兵权的苏加诺出面“ 政治解决”，侥幸过

关，没有立即做出领导全党反击白色恐怖的战略部署。你不准备拿

刀，敌人就要举起千万把刀向你杀来。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就是如

此铁面无情。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路线和战略

上犯了错误，致使当时只有少数兵力可以调动的苏哈托少将的反

共、反苏加诺的阴谋得逞，这样一个大党竟然不战而败。

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的这一次惨败，标志着赫鲁晓夫“ 和

平过渡论”的彻底破产。

我在拙著《 第三次白色恐怖》里曾经试图对印尼人民革命事业

这次失败的教训做过一个初步总结。②这里就不再说了。

一 共产党中央是否执行一条正确的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路线，特别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否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决策，

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路线正确，战略和策略

①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３８７—４４５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②　　拙著《 三说美国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６３—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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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人民革命事业就可能获得成功；否则则相反。①我写这一段

话时，也是把印尼共这次失败的教训考虑在内的。

四

印度尼西亚的天变了。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和随后的几个月，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空乌云翻

滚，大雨如注。雨仿佛变成了红色，风里带着血腥气。

美帝国主义，印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

们掌握之下的形形色色反动势力，对人民极端残忍。他们一起向印

尼共、广大工农群众和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扑来，疯狂屠杀。

印尼共主席艾地在中爪哇壮烈牺牲。留守雅加达的印尼共第一副

主席鲁克曼、第二副主席约多也被杀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许

多地方，被杀害者的尸体躺在公路沿线的壕沟里、田野里和河道里

腐烂。共和国的许多河流被受害者的尸体堵塞了，流水不畅了。在

许多地方，屠杀者常常把他们的受害者的人头吊在自己住宅的门

柱上和篱笆上，用以显示自己的伟大功绩。为了实行“ 从肉体上消

灭印尼共产党的运动”，他们要斩草除根，对革命者的亲属和后代

也要斩尽杀绝。对那些秉性温和的妇女，对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

对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他们也予以杀害。

随着这场大屠杀的展开，昨日在雅加达街头高呼的“ 打倒美帝

国主义”的正义口号换成了今天的“ 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的荒唐口

号；一场反华排华的疯狂浪潮在印度尼西亚大地上展开，无论苏加

诺总统如何强烈谴责也制止不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对内、对外

①　　拙著《 三说美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国

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６３—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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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生了突变。

在这场大屠杀中，不少印尼华人也被杀害。

那么，在这场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呢？

法国《 新观察家报》和英国《 卫报》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月先后引

用西方外交官员的材料，前者说被杀害者为“ ３０万到３５万人”；后

者说被杀害“者 很可能在６０万人以上“”，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了

４０万人”。

１９６６年夏，雅加达和万隆的１５０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

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印尼军事当局。报

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８０万人被杀害。“”　现在还

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

人数不下于１００万人。”

关于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有两

个情节有必要提一下。这就是：

第一，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纳苏蒂安夫人约美国驻印尼使馆

女外交官玛丽·万斯·特伦特在一个第三者家里会晤，代表印尼

军方向约翰逊政府通报了以下几点（：“１）艾地已死。我们的士兵在

中爪哇把他枪毙了（。”“２）苏加诺将下台，但是这个问题要以印度

尼西亚的方式予以处理。”她要求美国政府谅解这样处理的必要

性（。“３）苏哈托为人非常好，非常坦率。”①

第二，美国约翰逊政府在紧急策划和将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

的同时，不仅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幕后煽动、组织、策划、推动了印尼这

场反共大屠杀，而且它的驻印尼使馆、包括中央情报局驻印尼人员

①　　国务院收电第０２１７４０号，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下午６

时４５分收到，密级为“ 机密”；文末注明“ 转白宫、国防部、国家安全

局、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下午８时５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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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苏哈托少将提供了需要逮捕、杀害的主要人员名单。时隔２５年

以后，这些美国驻印尼使馆高级官员和国务院有关人员公开站了

出来，说印尼共上自中央、下到农村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５０００人

的名单，是他们开列出来，交给苏哈托少将予以杀害的。当时任美

国驻印尼使馆政治部门官员、９０年代初期任布什政府国务院顾问

的罗伯特·马滕斯对新闻界说“：这件事（对 印尼）军方真是一个很

大的帮助。他们可能杀了一大批人；我的手上可能染上了大量鲜

血，但这并不坏。有时候，在一种决定性的时刻，你必须猛烈出击。”

在被问到列在这份名单上的人是否都已杀掉时，当时任约翰逊政

府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印尼问题专家的霍华德·费德斯皮尔回答

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被屠杀，谁也不在乎。”①

难道他们的这种言行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最露骨、

最赤裸裸的表现吗？

一切善良的人们能够想到美国资产阶级会是如此阴险毒狠吗？

在印度尼西亚这场百万人大屠杀的极端残酷的事实面前，试

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民主”安在？

在印度尼西亚的这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极端残忍的事实

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自由”安在？

在这种希特勒式的野蛮暴行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 人权”安在？

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百万死难者及其亲属来说，对于印度尼西

亚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对于印度尼西亚民族来说，这种阶级仇、民

族恨难道是能够轻易忘怀的吗？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欠下的这笔血债，迟早总得偿还。

不是不报，日子未到。

①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１日《 华盛顿邮报》所载凯西·卡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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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出新的“ 三国演义”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到

８０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华

战略与策略

第一节《 赖肖尔备忘录》的诞生

——我国的大国地位是如何

树立起来的？

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半期，尽管遭到美国的政治（ 外交）孤立、经

济封锁、军事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岿然不动，巍然屹立于世界东

方。在这个坚决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巨人面前，美国统治集团的反

华壁垒开始发生崩溃，它的对华战略和策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 赖肖尔备忘录》的产生。

１９６６年８月，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任期即将届

满。这位大使在离任前夕，根据他长期就近观察中国以及他与日本

各界人士和各国驻日使节的广泛接触所得出的结论，于当年８月

１３日给约翰逊政府发了一份英文长达５０００言的机密电报，力陈

改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种种理由及其重要性。

下面是赖肖尔这份机密电文的要点：

“ 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准确无误的：在美日关系中持续存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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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不是在两国双边关系方面，而主要是在我们两国各自对亚

洲区域问题的处理方面。而在这后一个方面，日本人对中国问题和

他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深深感到不安是对日美关系的最大威胁。

“ 日本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深感不安的根本原因，本使馆已多

次报告过了。当然，由于年龄和职业的不同，他们的态度有很大差

异，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情；用他

们的语言来说，就是‘同文同种’。

“ 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尊敬和爱慕的感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文

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早期来源于中国。他们感到，日本在地理上与

这个中国大国接近，使他们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尤为迫切。

“ 尽管日本近些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对自己经

济的未来存在着一种不稳定感。他们通过过去４０年来建立的种种

渠道获得的认识，使他们盼望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认为这

样做对他们将来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 种在所有这些方面，

，他们感到，美国对待中族，文化，历史，地理，经济 国是站在与

他们非常不同的立场上，因而可能严重背离日本的利益。

“ 因此，在日本人的思想里，一个有强烈理由与美国和中国都

保持友好关系的相对的小国 日本，却处于这两个大国①相互

对抗的可悲的夹缝之中而不能自拔。⋯⋯

“ 尽管这种态度在日本普遍存在，日本政府，特别是佐藤首相

和椎名外相，一直给予我们的对华政策以有力支持。现在在日本政

府里主管政务的那些人，代表了一些对美国立场持极端同情的日

本人的意志。然而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就有很大一部分人对

日本把自己的对华政策与美国紧密连在一起颇感不安；至于广大

日本公众对此则深感痛苦。

①　　这两个大国，英文原文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ｇｒｅａｔ　ｇｉ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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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然，我们目前对中华民国的政策，只是我们为美日关系付

出沉重代价的诸种因素中的一种。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这一种因

素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我知道保持目前政策或者某种尽可能与

之相类似的政策的种种理由。然而应当记住，日本并不是我们为了

坚持目前这种政策而付出代价的惟一国家。在这里付出的代价可

能比别处沉重，但是我相信，我们执行的这种政策在我们与全世界

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都付出了代价，特别是在我们与所有工业

化盟国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关系上付出了代价。

“ 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意见是，把我们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所

付出的代价撇开不说，修改我们在中华民国问题上和我们对北京

的整个态度上的立场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 没有任何头脑清醒的人会否认盲目坚持教条主义的北京领

导人对世界和平形成的威胁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可悲无知。就他

们的这种危险态度可能改变这一点而言，我本人没有某些观察家

那么乐观。我感到，北京领导人的态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教条主义

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本身受到局限的经历所致。更为根本

的是，这种态度是中国人民沮丧情绪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传统上

的自豪感和高于所有其他民族的优越感，由于一个世纪的长期屈

辱而受到严重伤害。⋯⋯

“ 据我看，我们是在假装相信拥有１２００万人口的台湾、而不是

拥有７亿人口的大陆中国代表了称为中国的那个伟大的历史政治

实体；我们是在假装相信中国共产党政权不会持久存在，差不多任

何时候都会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一扫而光。我们当然对上

述两者都并不是真正相信；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假装相信，对我们

自己和我们的政策都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害。它使美国人民感到迷

惑不解；它使包括日本在内的我们几乎所有的主要盟国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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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许多欠发达国家感到愤怒，这些国家有时候把我们对北京的

蔑视解释为对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蔑视。

“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为了尽力支撑我们在远东的一些小盟

友，为了保持台湾的士气，我们的这种假装是需要的。我并不否认

我们在说服这些领导人使自己适应于承认现实时将面临一些难以

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无论如何

是必要的。”①

尽管从赖肖尔的这份电报的全文来看，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了解，并含“有 一中一台”的思想；然而在

当时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政界的代表人物当中，对社会主义中国

和中美关系持有这种相当清醒头脑和现实感，并敢于实话实说、直

言相谏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它本身就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奉行的

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并为此深感烦恼的一种反

映，是它对华的战略、策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

１９６７年，赖肖尔返美，离开政界，到哈佛大学当了教授。这时，

约翰逊政府向侵越战场增兵已经达到顶峰，但屡战屡败；美国人民

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正在兴起；垄断资本集团在朝在野的首脑人

物已明显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约翰逊在美国公众中的声望正在

急剧下降，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进退维谷，找不到出路。赖肖尔那份

密电使他看到了摆脱困境的一线希望。他于是委托赖肖尔组织一

个班子，给他撰写一个正式的对华政策建议。赖肖尔按照总统的委

托，组成了一个“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起草这个政策建议。

①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美国驻日本使馆致约翰逊政府国务院转白宫的电

报，编号为１１２６，密级为“ 机密”；美国东部时间同年８月１５日下午

４时，约翰逊的秘书将此件转呈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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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委员会内认识难以达到一致，这个建议乃不用委员会名义，

而由赖肖尔本人加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卢西·派伊和哥伦比亚大

学的多克·巴尼特共同起草，于１９６８年初完稿，由赖肖尔出面以

备忘录的形式于同年２月１２日送进白宫。①

这就是题为《 对华政策备忘录》的《 赖肖尔备忘录》。

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 我们被迫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

面下，向美国公众和我们的国外友人显示我们的灵活性，在与整个

亚洲、特别是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上显示我们向前看的

主动性是特别有益的。

“ ⋯⋯建议采取的步骤旨在向北京和世界表明，美国随时准

备：

“（ １）帮助把中国完全带进国际社会之中；

“（ ２）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②所拥有的合法利益，并向它提

供结束孤立和好战的、它可以接受的选择方式；

“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扩大联络、商业和人员交流的渠道；

“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明确表示我们决心反对那些威胁其他国

家合法利益的暴力行动和颠覆活动。

“ 在最近几个月内应当采取如下具体步骤：

“ ａ．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大陆实际存在的政府；

“ ｂ．与完全支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及其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

政治前途和保持其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同时，我们不支持台湾在一

种继续内战的状态下充当一种统治全中国的竞争者的角色；

①　　赖肖尔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２日有关这个备忘录起草经过致约翰逊的信。

②　　此处说的大国，英文原文为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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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如果它希望按照其他国家相同的条件进入联合国，我们

支持北京在联合国享有席位。

“ ⋯⋯

“ 与阐明美国的这种立场相伴随，我们应当重申和扩充为打开

两国商业与文化交流渠道的早期建议，并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１．立即取消财政部就美国在国外的公司与中国做生意的限制；

２．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控制中，尽量降低对中国的出口限

制；

３．在非战略物资方面，迅速撤销美国对华贸易的全部限制；

４．鼓励美、中两国之间的新闻工作者、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其

他公民的双行道交往；

５．在互利领域，如天气预报，卫星通讯，促进技术和科学信息

交流以及其他的合作方式。

“ 在不牺牲我们自己和盟国的必要安全利益的条件下，我们应

当谋求在中国人看来我们是在军事包围他们的方面，减少与他们

的摩擦和心理上对他们的压力。那些为遏制潜在的中国侵略所需

要的军事基地和军事活动，应当尽可能远地距离中国领土；同时应

当进行决定性努力，使中华民国撤出沿海岛（屿 金门和马祖）。⋯⋯

“ 明确地向北京表明，我们准备在完全平等和承认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①的合法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就我们两国之间的所有根本

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包括亚洲安全问题，一种普遍的亚洲政治解

决问题，以及关于核安全和军备控制的共同需要。”②

　此处① 说的一个大国，英文原文为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 赖肖尔备忘录》，哈佛大学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２日公开的英文② 原文。

从这个备忘录的全文来看，由于它是３个人共同起草的，与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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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尔本人执笔的那份５０００言的密电相较，关于诬称中国领导人

“ 孤立和好战”、“ 威胁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的暴力行动和颠覆活

动“”、潜在的中国侵略”以“及 两个中国”等说法和主张方面的分量

有所加强，然而其主导方面仍然是反复强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大国，力主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美国政府

在这个方面应当主动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就美国方面而言，提

出这种主张的背景之一（ 不是全部）也基本上说清楚了，就是当时

约翰逊政府由于大打侵越战争而在国内外处于孤立地位；有必要

通过主动改变中、美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改善两国关系，从而改

善约翰逊政府的形象，重新赢得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信任。在

１９６８年美国大选年，对仍然想竞选连任的约翰逊来说，做到这一

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 赖肖尔备忘录》送到约翰逊的椭圆型办公室时，由于

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约翰逊的情绪十分强烈和垄断资本集团主

和派的强大挑战，约翰逊竞选连任的败局已定《， 赖肖尔备忘录》已

不可能为他挽狂澜于既倒。约翰逊在当年新罕布什尔的预选中首战

失利，被迫于当年３月宣布退出竞选。这样，约翰逊就不可能把《 赖

肖尔备忘录》付诸实施了。实行《 赖肖尔备忘录》的历史责任，就落到

当年当选美利坚合众国下一届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肩上去了。

二

如果我们把美国统治集团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到６０年代

末期为与社会主义中国为敌，在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中

华人民共和国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与这个《 赖肖尔备忘录》

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它提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转弯幅度之大。

５０年代初期到６０年代末期，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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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简略历史记载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 外交）孤立：

（ 一）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国杜鲁

门政府不仅拒不承认，而且要英国政府与它绑在一起，反对英国与

我国建交。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奉命进军广东的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击

蒋军，迅速解放广东全境，但遵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军

委的命令，在挺进到与香港接壤的罗湖桥畔时即嘎然停止前进，意

思是让香港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这是中共中

央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因此，当时的英

国工党政府急于与我国进行建交谈判。

（ 二）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杜鲁门政府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美、

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再次要英国外相贝文保证，在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问题上，与美国的拒不承认政策保持一致。①

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中国的合法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但它却追随美国

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因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

年代，我国与英国只建立了代办级的所谓“ 半建交”关系。

（ 三）１９５０年４月，杜鲁门政府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照会拉

丁美洲国家，不准它们在美国之前承认中国。②

（ 四）１９５１年１、２月，美国贼喊捉贼，先后操纵联合国大会第

一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污蔑中国为“ 侵略

者”。③

①　　裴坚章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１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３４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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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初期，美国先后５届政府，即

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

府，头１０（年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以“ 延期讨论”方式、后１１年以“ 重要

问题”（ 需联合国大会以２／３多数票通过）方式，剥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长期处于联合国之外。①

按《 赖肖尔备忘录》的说法，是中国领导人自“我 孤立”于国际

社会之外；包括尼克松政府在内的美国多届政府也都持此说法。这

完全是歪曲事实真相的。历史事实说明，是美国统治集团推行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长期使用包括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阻止世界上

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竭力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不是什

么中国领导人自“我 孤立”。

在此期间，西方营垒里被撕开了一道裂口。这就是在戴高乐将

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听命于美国

政府，于１９６４年毅然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这

一点而言，就当时的法国政府在其他一些方面公开与美国抗衡而

言，这位将军是可敬的。

第二，关于经济封锁：

（ 一）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一个月以

后，杜鲁门政府就急急忙忙地联合其他西方国家，筹组巴黎统筹委

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对中国、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控制②，禁止向

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一系列战略物资。

斯大林在１９５２年２—９月间撰写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书中指出：“ 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

①　　田进、俞孟嘉等著《： 中国在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８页。

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１卷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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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

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他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 实

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①

（ 二）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杜鲁门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②

（ 三）１９５１年５月，杜鲁门政府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

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③

（ 四）１９５１年１２月，美国联邦国会通过《 巴特尔法案》，以取消

美国“ 援助”相威胁，强迫许多国家跟着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在美国统治集团的威胁、利诱之下，到１９５３年３月，对中国实

行禁运的国家已达４５个。④

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从杜鲁门政府开

始，到尼克松政府初期，历时２０余年，一直在坚持实行。

斯大林说得对，美国统治集团想以长期经济封锁窒杀我们；然

而美国统治集团却反过来指责说，是中国领导人在自我“ 孤立”。

第三，关于军事包围：

（ 一）首先是从５０年代初期到７０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北部国

门前和西南部国门前打了两场大规模侵略战争。

（ 二）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驶入

台湾海峡，并进驻基隆、高雄港口。从此，美国军队便开始占领我国

台湾省，历时２８年，直到１９７９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时为止。

（ 三）１９５１年２月，美、蒋签订美国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和

运送武器的协定。１９５３年，美、蒋签订《 军事协调谅解协定》。⑤

（ 四）１９５４年９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英、法及几个亚洲国家

①　《　 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下卷第５６１页。

②③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１卷第３３５页。

⑤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 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

１６５—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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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在中国南面组成一个军事同盟，“即 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 又

称马尼拉条约）组织”。①

（ 五）同年１２月，美、蒋签订《 共同防御条约》。②

（ 六）１９５５年１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要求下，美国联邦国

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紧急决议，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

装部队，与中国作战。③

（ 七）同年１１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 美军协助

防御台湾司令部”，１９５８年改称“ 美军驻台协助防御军事援助司令

部”。④

（ 八）１９５８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但从１９５０年美

军开始入侵朝鲜起，直到今天，５０年过去，美国军队却一直驻扎在

南朝鲜不走。

（ 九）１９６３年７月，肯尼迪政府幕后紧急策划对中国实行核袭

击。

关于从事美、苏、英《 三国条约》即《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

称为《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

判，在１９６２年１０—１１月古巴导弹危机以前，是肯尼迪积极主动，

赫鲁晓夫虽然做出了承诺，但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美、苏、英

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对核武器的试验已经完成，可以转入地

下试验，他们签订这个《 三国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 此外，

还有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试验和拥有核武器。对这一点，在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心里都是非常明确的。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前，赫

鲁晓夫还不敢正式开始走这一步。可是，当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

机问题上以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告终之后，他却立即把斗争

①②③④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 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１６５—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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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头从美国转向社会主义盟国 中国，主动向肯尼迪政府表示，

愿意就签定《 三国条约》与美、英展开谈判。

在赫鲁晓夫做了上述表示之后，肯尼迪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２日

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与苏方谈判签订《 三国条约》一事

的背景作了说明。他明确指出：“ 我们正试图与俄国签订一项条约

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或推迟中国共产党人开发核能力。”肯尼迪接

着就这个意思做了进一步发挥，但美国政府后来在解密文件时把

他下面接着说的话都删掉了。①

１９６３年７月，在《 三国条约》的谈判即将在莫斯科正式开始之

时，在肯尼迪周围的顾问和助手中，“ 采取行动摧毁中国的核能力”

的种种议论甚嚣尘上；其中包括美、苏各出动一架轰炸机飞抵中国

西北罗布泊上空，对那里的核设施实行轰炸。当时，肯尼迪政府曾

拟就一份包括题为“ 对付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和其他制裁”的机密文

件，详细探讨了苏联对美国提出的“ 采取激进步骤与苏合作制止核

能力进一步扩散”，包括要“求 苏联或者美苏联合采用军事力量”对

付中国的可能性。在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威·艾·哈里曼临行前，肯

尼迪曾亲自叮嘱他“ 尽可能试探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取得谅解的可

能性”。以哈里曼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即当年７月１５

日，肯尼迪在亲笔拟就的一个给哈里曼的电报指示中强调“：你应设

法套出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阻止中国核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想法，以

及为达到上述目的是他自己或者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接受美国行动

的意愿。”由于此事实在太大，赫鲁晓夫当时未敢迈出这一步。②

但是肯尼迪并未就此止步。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肯尼迪

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５０８次会议记录。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９

期第４０—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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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８日、２２日、２３日连续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就《 三国条约》的具体条款当场给以哈里曼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出

指示。１８日会议给哈里曼的指示中指出，如果苏方在条约的具体

条款方面作出让步，美国愿在苏联与西方的贸易方面“ 采取更积极

的立场”。２２日会议上，国务卿腊斯克提议让哈里曼代表团告诉俄

国人“：如中国声明拒绝签署此条约，美国将不作出强烈反（应 意思

是美国将不会退出条约）；但是，如果中国人实际上试验了核武器，

美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２３日会议决定，将腊斯克的上述建

议正式写进给哈里曼的指示之中。①

腊斯克提出此议，无非是要挟赫鲁晓夫，要他跟着美国走，对

中国的核设施实行打击。

（ 十一）约翰逊政府１９６４年秘密策划对中国核设施实行袭击

和破坏。

约翰逊政府１９６３年１１月上台执政后，立即接到中国将从事

核武器试验的情报。政府内部提出了种种对策，包括派遣“ 突击

队”和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中国核设施实行袭击。

肯尼迪政府时期成立的一个部际小组经过为期一年的研究，

于１９６４年４月向白宫提交了一个书面报告，题为《 中国共产党拥

有核能力的影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特·罗斯托于当年

４月１７日将此件转呈约翰逊。报告说：“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拥有的

核能力之间的差距悬殊，因而中国人非常不可能对美国首先使用

①　　这３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分别题为：《 与总统开会的备忘

给哈里曼录，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８日下午６时３０分 州长的指示》；

哈《 与总统开会的备忘录，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２日下午６时 里曼使

命》；《 与总统开会的备忘录，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３日下午５时１５分

给哈里曼大使的指示》。这３份备忘录的密级均为“ 机密”。美国政府

后来解密时，对这３份备忘录都作了大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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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共产党中国不过是将利用它拥有的核能力削弱亚洲国家

的意志，促使他们分裂，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施加政治压

力，以及为谋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争取支持。“”　从军事

逻辑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一直持慎重态度，使

我们得出的上述结论得以加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遵

循毛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敌人。他

们对可能发生的对大陆的进攻非常敏感，并且力求避免采取可能

引发大规模军事对抗的行动。”这个报告主张在中国试验核武器成

功以前，及早采取政治、外交、宣传措施，以减少或消除它对亚洲国

家的影响，不赞成采取军事行动。①

应当说，这个报告中有一部分是说得对的。中国研制核武器是

为了增强国防能力，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为了全面、彻

底销毁核武器，而不是为了使用，更不是为了首先使用，当然更不

是为了用于进攻他国。

但是，美国军方却不赞成政府的决策。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３日，即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３个月以前，驻太平洋美军总部向

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分别发了一封内容相似的密电，说“ 日益增

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他们的核计划方面正在取得进

展。“”　局势的这种发展必将损害我们的事业。因此，一切可能采取

的措施都应当实行，以延迟中国人核爆炸的时间。”电报最后一段

是：“ 我们想询问一下：国家各情报机构是否识别出（ 中国核设施

的）任何关键性部件，因而有可能以任何形式采取行动，以阻止这

些部件的运交或者降低其质量，使它们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在

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一份电报里，最后一段没有使用疑问句，而

①　　沃尔·罗斯托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７日致总统备忘录及其附件，密级为

“ 机密”；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６日英国《 卫报》文章：Ｃｏｌｄ　ｗａｒ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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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的肯定语气。①

据本书作者所知，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约翰逊政府确

曾试图对其中有的部件进行过破坏。

（ 十二）从杜鲁门政府入侵朝鲜起，美国即不断出动空、海军侵

犯我国领空、领海。仅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１年，我国政府外交部即曾就

此向美国提出了４９６次严重警告。②

凡此种种，都是我们这些人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而且是难以忘

怀的。

在上述２０年有余的时期内，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重点一直是

在欧洲，然而它的军事力量部署重点却一直是在亚洲，在中国附近

地区。美国统治集团的首脑人物不时地宣称：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

人。

由于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伟大革命的

胜利激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

民坚决支持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美帝国

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采取这一系列孤立、封锁、包围措施，就

是必然的。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到６０年代末

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奇怪的是，不仅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把他们长期对新中

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说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自我

“ 孤立”；在我们国内也有人指责毛泽东同“志 闭关自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 闭关自守”，那么，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

①　　白宫收电１０１９１４７号，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３日１９时２５分收到，密级为

“ 机密；原电抬头为白宫，下面注明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家安

全局。

②　　《 中美关系二百年》第１６５—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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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罗湖桥畔时立即停止

前进，是为了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 闭关自守”，那么，他对戴高乐将军做出

那样高的评价，称赞戴为“ 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

不屈战士”①，又是为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 闭关自守”，那么，当时机一旦成熟，他

立即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又是为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 闭关自守”，在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之

时，他立即批准从美国进口大量成套设备，又是为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 闭关自守”，他晚年会见英国前首相希

思，当希思谈到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帮助中国时，他立即表示

欢迎②，又是为什么？

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提下去。不过为了说明事情的

真相，提出这几个问题也就足够了。

三

那么，既然美帝国主义如此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在

１９６６年８月，会出现赖肖尔大使那份洋洋５０００言、力陈改善中美

关系的种种理由的机密电报呢？

为什么在１９６８年２月，会出现那份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大国地位、主张改善中美关系的《 赖肖尔备忘录》呢？

这主要是因为：

①　　毛泽东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载于１９７０年

１１月１２日《 人民日报》。

②　《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第６０２—６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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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广大人

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逐步建

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①工业体系

中，包括钢铁冶炼、机（械 包括重型机械和农用机械）制造、飞（机 主

要是军用飞机）制造、船（舶 包括军舰）制造、兵器制造、建筑材料、

化肥、纺织、纸张、制糖、煤炭采掘、交通运（输 包括铁路和机车、载

重汽车）等等一系列工业，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发展。

第二，我军拥有了尖端武器，国防能力大为增强“。核技术、人

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

很大的提高。”②

第三，我军在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气势汹汹、

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我国坚决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

争，使美军在我国国门前一再受挫，促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发生分

裂，使美帝国主义患上“了 越南综合症”③，使美帝国主义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内 包括福特政府、卡特政府、里根政府时期）不敢在国

外轻易用兵。

第四，“ 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

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

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

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

用。”④这一条，特别是其中说“的 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

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对于提高中

①②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上册第２９４—３５２页。

③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④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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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亚非拉大批

国家和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

成就当做自己的胜利和成就，主要是因为这一条。帝国主义者不敢

轻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

之间的相互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赖肖尔那篇长达英文５０００言

的机密电报里已经有所反映。

１９８１年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健在

的时期）一共写了１０条，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第五，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

无畏气概，在与美帝国主义做持续斗争的同时，坚决顶住了赫鲁晓

夫集团的压力，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批驳了赫鲁晓

夫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谬论，结合实际捍卫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大大提高了中国

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从苏共１９５６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起，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两

个原则问题，“即 和平过渡、议会道路论”和全盘否定斯大林问题上

与赫鲁晓夫发生了理论分歧。苏共这次代表大会给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大

批党员退党事件，引发了当时著名的波、匈事件。中共中央以大局

为重，一方面公开发表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 再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理论文章，主要是就如何正确评价

斯大林问题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 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

产党是等到１９５７年在内部向苏方提出自己的意见的），帮助赫鲁

晓夫收拾残局；同时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赫鲁晓夫区别不同

情况，分别正确处理波、匈事件。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以后，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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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为了结合当时实际捍卫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毕生致力于反“对 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理论上

和实践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

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一方坚持错误路线和推行大国

沙文主义，这种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国家关系上。赫鲁晓夫

集团就是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赫鲁晓夫集团不仅不悔悟、不领情，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且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延伸到两国关系上。“ １９５８

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

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①不久以后，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政府就片

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

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接着，

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

意见，迫不及待地在９月９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

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

全世界面前。”１９６０年“ ７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

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

同。”②到１９６３年与美、英签订《 三国条约》，赫鲁晓夫集团联合帝

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面貌至此暴露无遗。接着发生的

就是赫鲁晓夫向苏共全党发表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和

中共中央为了评论这封公开信而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

①　　这里指的是苏方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与中国建立共同舰

队。其详情见吴冷西著《 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第１５６—１６８页。

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来和发展 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

论战》，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９—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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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著名的九评，以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和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这两件事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差不多同时发生。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曾先后提笔写过几首著名诗词，即

《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卜算子·咏梅》《、 七律·冬云》《、 满江

红·和郭沫若同志》《、 念奴娇·鸟儿问答》，以抒发他坚持马列主

义基本原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坚强意志和纵观世界全局、

欢呼当时世界上一系列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

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第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三线建

设。

中共中央考虑到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南北夹击的形

势，为了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于１９６４年５月决定从事三线建设，

把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立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上。

其具体方案是：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地理状况和战略构想，

中共中央决定，国防第一线为沿海边疆地区，第二线为京广路沿线

中部地区，第三线为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腹部地区。①１９６５

年以后，三线建设即逐步展开。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１９６６年起，即不断向白宫呈送有关我国三

线建设的情报，仅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月、８月即接连送了３份②。它的

情报不很准确，但也大体上勾画出了一个概貌。美国统治集团知道

我国在反击侵略战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因而不敢轻举妄动。６０

①　　吴冷西著：《 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７７页。

②　　中央情报局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的机密报告，题为：《 共产党中国：关于

１９６５年疏散人口和工业的报告》；同年７月１４日的《 情报备忘录》，

题为《 共产党中国防空系统的改进（》 其内容着重在我国西部地区）；

同年８月３０日的《 情报报告》，题为《 对中国１９６５年战备状况的评

论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越南战争态度的看法》。美国政府事后解

密时，对上述机密件都作了大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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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蒋介石集团曾一再要求美国支持“它 反攻大陆”，都被美国统

治集团制止了。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拥有确凿的档案材料，但为了节

省篇幅，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为避免重复，将留到本章下一节综

合起来讲，此处暂时不说了。

第二节“ 东联孙吴，北拒曹魏”

——我国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如何

建立起来的？

一

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了他长

期敌视的、当时与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长期高举反美旗帜、坚

决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斗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在美国对华关系史上是一个空前的事件，并且成为当时震动世

界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

如本章上一节所述，这首先是由于在美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

锁、军事包围的条件下中国在国内建设和涉外事务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成就和国际威望的提高。然而就导致尼克松访华的直接因素来

说，就要涉及中共中央及时做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谋略。这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由毛泽东同志做出决策、由周恩来同志

直接领导并具体组织实施的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这件事情上，首先采取主动行动的是１９６９年１月上台执政

的美国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这里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是不是尼克松先生特别热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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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呢？

答曰：不是的。实际上，从１９４６年踏上美国资产阶级政治舞台

起，尼克松就一直是以坚决反华、反共而著称于世的。就是他进入

白宫以后的头两个月，他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混乱的。如果按照他本

人的性格和主观愿望，他是要把那一场侵越战争坚决打下去的，是

要把他的反华事业干到底的。

但是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位具有现实感的政治家，尼克松

上台后很快就觉察到：

（ 一）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军事力量部署的重点在亚洲的

矛盾十分突出，首尾不能相顾，捉襟见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

程度了；美国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拖在亚洲了。他说，美国打

越南战争“是 犯了错误“”。美国对外政策的弱点之一，就是我们往

往在一发生事件的时候就相当轻率地做出反映。”“ 我们必须避免

采取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使亚洲国家非常依靠我们，以致把我

们拖进冲突中去，就像我们目前在越南那样。”①

（ 二）一场打了多年的侵越战争已经把美国的国力拖垮了。他

说：“ 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惟一的世界第一的国家，已不再是力量超

群的世界强国，世界上也不再只有两个超级大国。“”　当我们展望今

后５年、１０年或许１５年，但是无论如何是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

看到的是五个伟大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

当然还有日本。”而且在他看来，美国已经走到了类似古希腊、罗马

的衰落时期。②

（ 三）既然要从亚洲撤出大批军队、首先是从越南脱身，就必然

①　　尼克松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５日的关岛讲话，详细摘要见拙著《 尼克松在

白宫 印支退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５页。

②　　尼克松１９７１年７月堪萨斯城讲话，详细摘要见拙著《 尼克松在白宫

祸起萧墙》，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９—４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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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即对华政策。不改变与中国尖锐对立的

状态，美国就难以把大批军事力量从亚洲撤走。在美国东部的上层

社会中，这种主张尤为强烈。

在尼克松政府上台执政初期，美国东部垄断资本集团的头面

人物，包括爱德华·肯尼迪、戴维·洛克菲勒等人都曾一再公开讲

话，主张缓和中美关系。①以赖肖尔为代表的美国东部知名人士在

这方面则更为积极。基辛格事后回忆说：“ 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理

工学院的一批著名学者，在政府上任前的过渡时期曾经向尼克松

递交一份对华政策备忘录。他们主张以逐步废除我们同台湾的联

系和邀请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这种办法来接近中国。”②基辛格

这里指的就是经过修改的《 赖肖尔备忘录》。随后，赖肖尔于１９６９

年１月２４日、３月２０日、４月２６日连续发表公开演说，反复强调

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其中３月２０日的演说，是在由美国政府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国务院支持的一个民间团体 会召开、有

２０００余人参加、由赖肖尔主持的一个专门讨论美中关系问题的会

议上发表的。③

（ 四）然而促使尼克松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是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两国军队在我国珍宝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上的枪声惊醒了白宫，使尼克松看到了改善中美关系、利用

中苏矛盾的现实可能性。④这一条是《 赖肖尔备忘录》里所没有的，

也是尼克松为许多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４日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３月２１日华盛

顿电讯；美新处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纽约电讯。

②③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一册

第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２３４页。

④　　合众国际社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４日、３月２０日、４月２６日发表从加利福

尼亚圣巴巴拉、纽约、华盛顿发出的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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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里提到，美国资产阶级在策略运用上

具有一种历史特点，即当它面对主要敌手时，可以暂时联合共产党

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对付主要敌手。尼克松作为美国垄断资本集

团的在政界的代表和一位具有现实感的政治家，就具有这种特点。

美国统治集团当时要面对的主要敌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因此，

改善中美关系，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就成为必

须采取的一种策略。

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于是就有了尼克松委托巴基斯坦总统

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给中国领导人传

递关于他改善中美关系意愿的事情发生。

尼克松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８日提交美国联邦国会的外交报告里提

到，为了表明愿意与中国“ 建立一种较为正常和较为积极的关系”，

尼克松政府在１９６９年采取了如下具体步骤：

“ １．允许美国游客、博物馆和其他人不必经过特别许可即可

用非商业性的方式购买中国商品；

“ ２．扩大了护照可以自动适用于到共产党中国旅行的美国人

的范围，把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科学家、医生和

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都列进了这个范围；

“ ３．允许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从事共产党中国和第三国

之间的贸易。”①

我们从这些措施中已经可以看到《 赖肖尔备忘录》的影子了。

二

在尼克松政府积极策划改变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

①　　美新处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８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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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考虑外交谋略。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

一方面，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包括把坦克部

队和导弹部队开进蒙古，从东北和新疆两个方向不断向我挑衅。

１９６９年４月，在苏军连续三次向驻守珍宝岛的我军发动进攻之

后，苏军《 红星报》和苏共理论刊物《 共产党人》相继发表苏军战略

火箭军副司令和苏军总参谋长的文章，宣传要对敌人实行“ 突然袭

击”“和 出其不意的打击”①。现在事情居然颠倒了过来，由苏联勃

列日涅夫集团主动向美方提出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突然袭击；尼克

松政府不仅不同意，而且责成中央情报局出面，把此事向新闻界捅

了出来②，算是向中方公开打了招呼。树欲静而风不止。苏联霸权

主义已经构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另一方面，美国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已经显示出要从越南脱身、从

亚洲大规模撤军的种种迹象，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 想留客人

也留不住”；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呈现出减弱的趋势。

毛泽东同志当时集中精力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国家安

全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尽管中国共产

党１９６９年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备战、准备打仗的方针

已定，但是毛泽东同志还是有另一种考虑，即力求避免战争，为我

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当然，加强备战，本身

就是为了避免战争，争取和平。但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外交谋略。毛

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锐敏性注视着尼克松政府的动向，

并及时将有关信息向中共中央其他同志通报，要求大家加强研究，

勃列日①　　夏义善编：《 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 涅夫时期》，世界知

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０２页。

②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第２３８—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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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与美国接触的可能性。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通过周恩来总

理，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密

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向中央提出建议。

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这几位元帅从１９６９年６月７日到７月１０

日相继开了６次会，边看材料边议，写出了由他们四人签名的、题

为《 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第一份书面报告，提交周恩来总理

转毛泽东同志。他们提出的主要看法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

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美苏互相争夺地盘，“ 它们的斗争是经常

的，尖锐的”“　，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

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当年７月２９日到９月１６日，这四位元帅

又先后开了１０次会议，继续深入讨论。他们一致认为，“ 中央决定

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

无患“。”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

用美苏矛盾。“”　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

‘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经过讨论，四位元帅写出了题

为《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第二份书面报告，提交周恩来总理转毛

泽东同志。报告提出的主要看法是：“ 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

算。“”　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

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　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

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　它地中、

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　在中、美、苏美可能联合的

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

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苏、美的斗争中应“当 原则上坚定，策

略上灵活。”陈毅同志在会上表示，除交出这个书面报告外，他本人

将向周恩来总理当面陈述以下建议：“ 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

①　　罗青长：《 毛泽东优良作风我见我闻》，载《 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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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

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他说的“ 相应的策略”，就是

“ 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

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和有关问题。”①

这时，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路已经成熟。他赞成四位元帅的意

见，包括陈毅同志的口头建议。但我国不主动提出举行中美两国政

府首脑会谈的建议；此事是由美方主动提出，我方表示同意的。这

就是毛泽东同志向斯诺发表的那篇表示愿意接待尼克松来华访问

的著名谈话。②接踵而至的，就是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同志批准邀

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以及同年７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和１９７２

年２月尼克松总统访华。

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２８日访问中国。在他抵达北京

的当天，毛泽东同志就会见了他，与他进行了一场饶有风趣的谈

话。毛泽东同志说“：在你竞选总统期间，我投了你一票。”尼克松

说“：主席说他投了我一票，他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同志

说“：就目前形势而言，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发生战争的态势。你

想要把你们的一些军队撤回到你们本土，我们的军队不到国外去。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说来也奇怪，过去２２年来，我们在谈判桌上

总是谈不拢。”尼克松说：“ 也可以这样说，看一看我们这两个大

国③吧，美国和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没有威胁美国的领土；我想你

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企图。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想统治美

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并不想统治世界。也许你们不

①　　熊向晖：《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

的《 中共党史资料》第４２集。

②　　《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９２—５９４页。

③　　尼克松这里说的两个大国，英文原文是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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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两个大国①，无论是中国或美国，都不想统

治世界。因为我们两国在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上是相同的，我们都不

威胁彼此的领土。因此，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用我们各自的方式和

走各自的道路，以构筑一个对我们两国都是安全的世界框架。”②

尼克松说“的 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企图”，指的是中国大陆，并

不包括台湾；他“说 美国并不想统治世界”，那是外交语言，不是真

心话。不过他说的“ 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用我们各自的方式和走各

自的道路，以构筑一个对我们两国都是安全的世界框架”，倒是真

诚的。

尼克松这次访华期间，两国政府首脑的主要会谈，是在他与周

恩来总理之间进行的。

尼克松这次访华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７日在

上海由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分别代表两国签字后发表的中美

《 联合公报》，通常称为《 上海公报》。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美两国之间的第一个《 联合公报》。它是在中方坚持下写就的一

个在国际关系史上非常独特和高超、引起国际外交界惊叹不已的

外交文件。中方认为，中美作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国际问

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 联合公报》里不应当掩饰而是应当公开

说明这些分歧。美方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个公报的主要独

特之处。这样，如果把《 联合公报》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那么，第一

部分就是中美双方各自阐述自己在当时国际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这一部分在文字上约占了整个公报篇幅的４０％；第二部分是中美

双方在国际关系上同意的一些原则和若干政策主张；第三部分是

①　　尼克松这里说的两个大国，英文原文是ｂｏ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②　　威廉·伯尔编：Ｔｈｅ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１９９８年纽约英文版，第

５９—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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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两国关系，其中的重点是台湾问题。关于这个公报的一些

涉及两国关系的、具有原则性的具体内容，本书后面会提到，此处

只引用在国际关系方面双方声明的以下几点：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 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

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

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

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

的。”①

太平洋地区谋这里说的“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求霸

权”，显然是对我国有利的，因为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一直是美

国，而不是中国。这里说的“ 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

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则针对的是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这里

说“的 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实质上说的是美苏争霸，不过

尼克松政府口头上不承认这个事实、也不好反对写这句话罢了。

当时世界局势中著名的中、美、苏“ 大三角”格局，就是这样形

成的。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到８０年代末期，将近２０年期间，中、

美、苏相互利用矛盾，中国利用美、苏矛盾，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苏

联利用中、美矛盾，如此纵横捭阖的一部新“的 三国演义”，也就是

这样展开的。不过，由于在这三方矛盾中，美、苏矛盾是主要的，因

而中方一直掌握着主动权。

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７０—

５７３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9

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本来有可能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内实

现。但是，由于这位总统在１９７３年１月第二任期开始后一直受到

“ 水门案件”的围困，并被迫于１９７４年８月辞职下野，未能完成此

事。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职务后，任期很短，也未能办理此事。

这个历史使命落到了１９７７年１月就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的

肩上了。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于是就有了

中、美第二个《 联合公报》，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

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我在有关拙著里较为具体地记载过

此事的谈判过程即其结果①，这里就不赘述了。罗纳德·里根州长

在１９８０年竞选总统期间发表过不少对华不友好、特别是在台湾问

题上背离两个中、美《 联合公报》的言论，遭到我国严正批驳后

才有所收敛。由于中、美、苏“ 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依然存在，美、

苏矛盾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里根州长就任总统后不得不向中方做

出让步。经过谈判，中、美两国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于

１９８２年达成协议，发表了《 联合公报》。这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亦即中、美之间的第三个《 联合公

报》。由于它是在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签署的，因此它又被简称为

《 ８·１７公报》。

关于这后两个公报的具体内容，本书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里

援引，此处也就不说了。

三

在尼克松总统还没有来华访问之前，中国在外交上就取得了

①　　拙著《 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４２—４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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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胜利。

１９７１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第２６届联合国大

会上的议程上共有３个提案。一个仍然是美国（ 拉拢日本等２２国

作为共同提案国）从１９６１年即开始运用的所谓“ 重要问题”提案；

一个是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为（首 简“称 两阿提案”，共同提

案国共２３国）的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

利、并立即驱蒋的提案；另一个是尼克松政府绞尽脑汁炮制的所谓

“ 双重代表权（”即接纳我国，由我国拥有安全理事会席位，但不驱

蒋）提案。尼克松政府对中国的国际威望的高度估计不足，对基辛

格１９７１年７月访华时发表的、宣布尼克松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访华

的那个简短《 公告》在国际上发生的冲击力也估计不足，仍然坚信

他准备的那两手能取胜。基辛格博士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二次访华结

束、２５日离开北京时，还在车上对为他送行的叶剑英元帅说，尼克

松政府准备的那两手肯定能获胜，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

年。①实际上，他不知道，美国精心炮制的那两手当时已经在联合

国大会上遭到惨败，只是由于周恩来总理为了避免使他感到难堪，

没有把消息告诉他就是了②。出于尼克松政府的意料之外，经过历

时一周的辩论之后，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晚开始投票

表决。首先表决美国玩弄了１０年之久均获成功的所谓“ 重要问

题”提案，这一次却被大会否决了。接着表“决 两阿提案”，获得大会

超过２／３的多数票通过。这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一切合法权利、立即驱蒋的联合国大会第２７５８号决议。这个决议

一经通过，尼克松政府准备的另一手，即所“谓 双重代表权”提案就

①　　田进、俞孟嘉等著《： 中国在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３４页。

②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第３册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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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表决，成了废案。对于当天晚间美国“的 重要问题”提案被否

决以后联合国大会会场的气氛，基辛格博士事后是这样记载的：

“ 坦桑尼亚人、北京的场内监督之一，从座位上跳起来，来到前排，

跳了一会儿胜利舞。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共同提案国发起人之

一，相互拥抱。阿尔巴尼亚人严肃地握手。其他人都站起来，鼓掌，

欢呼。有节奏的鼓掌声震荡四壁。９０分钟后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

的时候，又是一个高潮。表决结果是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

（权 没有一个北约盟国站在美国一边）。”①尽管基辛格博士的这一

段记载是从《 纽约时报》摘录下来的，用的是贬义，而且流露出沮丧

情绪，但它却反映出了联合国大会当晚会议的真实气氛。他说的那

个“ 坦桑尼亚人、北京的场内监督之一，从座位上跳起来，来到前

排，跳了一会儿胜利舞”，就是当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中

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在基辛格博士看

来，这位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场上当众跳舞，是有失外交礼

节。在我们看来，这是在亚、非、拉广大国家和人民中具有代表

性的、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的一种不可控制的流露，是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打了一场胜仗以后的一种扬眉吐

气、高度喜悦心情的一种自然表现，也是对美国强权政治的一种

公开示威。

对于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这一个重大外交胜利，毛

泽东同志当时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概括，说“ 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

们抬进去的”②。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在联合国大会

上如此高兴地欢庆胜利的场面，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的确

①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第３册第６９页。

②　　罗青长：《 毛泽东优良作风我见我闻》，载《 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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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也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

正确及其国际威望之崇高。

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

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２２年间，

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阻（挠 包括威胁、利诱、女色，无所不用其极）。而

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大都是苏联、东欧和一些亚非国

家，为数不多。在第２６届联大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

利的７６个国家中，就有一些是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第２６届联

大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与我国建交的高潮在

国际上立即出现，那就好似一道被冲破了的闸门，洪水奔腾而下，

美国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

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下面是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起到１９７２年年底止与我国建交

的一些国家的时间表：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比利时

１１月２日：秘鲁

１１月１２日：卢旺达

１２月７日：塞内加尔

１２月８日：冰岛

１２月１４日：塞浦路斯

１９７２年１月３１日：马耳他

２月１４日：墨西哥

２月１９日：阿根廷

３月１３日：英国（ 代办级升为大使级）

４月１５日：毛里求斯

５月１８日：荷兰（ 代办级升为大使级）

６月５日：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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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７日：圭亚那

９月１９日：多哥

９月２９日：日本

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１年派基辛格博士访华和他本人１９７２年２月

访华，在日本政界被称“为 尼克松冲击”①。战后以来，日本历届政

府一直追随美国反华。可是，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派遣基辛格博士

秘密访华，改善中美关系，对日本政府连一个招呼也不打，把日本

政界人士气坏了。尼克松１９７２年２月访华，同年７月，以田中角荣

为首相的日本新内阁成立；同年９月２５—３０日，田中首相率团访

华。２９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１０月１４日：马尔代夫

１１月６日：马达加斯加

１１月１６日：卢森堡

１１月２１日：牙买加

１１月２４日：扎伊尔

１１月２８日：乍得

１２月２１日：澳大利亚

１２月２２日：新西兰

１２月２９日：贝宁②

随后几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美国从越南和亚洲其他一些

地方大规模撤军，以“及 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织”的解体。美国在

军事上对我国的威胁基本解除；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我国的军事威

胁也受到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制约；我国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

①　　Ｎｉｘｏｎ　ｓｈｏｃｋ。

②　　卫林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５６—４５７、４７５—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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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利恢复后，我国代表运用联合国讲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大力支持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声音

响彻全世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继续大量增加；我国的国家安全明

显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显著改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战略决策风格的再一次表现：高屋建瓴，势

如破竹。

综合本书这一章的前后两节所述，力陈改善中美关系的种种

理由的赖肖尔密电之所以出现，反复强调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提

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具体方案的《 赖肖尔备忘录》之所以产生，一贯

反华反共的尼克松总统访华事件之所以发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之所以确立，我国国家安全在当时之所

以增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之所以获得，凡此

种种，都是由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努力建设祖国、大力加强国力、包括加强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的结

果；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怕鬼，不信邪，领导全国人民坚决与帝国

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作斗争的结果；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支援新独

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的结果；也是以毛泽东

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大力加强备战的同时，在关

键时刻在外交战线上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结果。

难道这一切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我们还应当记住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关于毛泽东思想讲的一

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

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

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

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

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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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

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

绩。”①

难道这些话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卷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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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个《 联合公报》遵守了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到９０年代的

美国对华战略和策略

第一节　　黑云压城城欲摧

——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

战略之一

一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美国统治集团从１９８９年起对我国大肆推

行“ 和平演变”战略这件事；用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产生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全盘西

化”战略。

在谈到此事时，有必要首先交代几点背景。

第一点，毛泽东同志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到６０年代初期

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政治远见，反复强调美国统治

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性，要求全党同

志提高警惕。按照本书作者的记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发表这

类讲话曾经有过多次。

吴冷西同志在他撰写的《 中苏关系回忆录》里正式记载了两

次。

第一次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讨论国际形势的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的有关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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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

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就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

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

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

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它打的也

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

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

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

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

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

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

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搞垮社会主

义。①

第二次是１９６４年７月在中共中央讨论九评中的最后一评《 赫

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时的讲话。毛泽东

同志这次讲话的有关要点是：

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

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

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

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

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

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

①　　吴冷西著：《 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上册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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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我们中国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

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

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①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而且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上最早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 和平演变”战略的第一

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到９０年代初期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遭

受严重挫折的严酷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伟人关于防止“ 和平演

变”理论的正确性。

第二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在苏共中央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无产

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国内

外阶级斗争之风在苏联再次刮起，后来甚至发展到否定列宁和他

的学说。苏共在思想、理论上自我解除武装，在党内、在社会上造成

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刮起的这股歪风不仅最终葬送了

苏联，袭击了东欧，首先是在８０年代末期在波兰、匈牙利造成了政

局动荡；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上、特别是在一部分知识

分子中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都是正确的。然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党的两任前

总书记后来“ 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

了错误，栽了跟头”。他们把毛泽东同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

“ 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置于脑后，没有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只

埋头抓改革开放，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搁置一

①　　吴冷西著：《 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下册第７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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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一手软，致使一些领域中出现了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出

现了一些混乱，如官商勾结，物价飞涨，民怨沸腾；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末期到５０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上已经绝迹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上再度涌现。这就给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推

行“ 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１９８９年８月公

开发表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员安德鲁·布里克当年６月

１５日在葛底斯堡学院的一篇演讲，很值得我们一读。这位先生说：

“ 美国在培养中国的政治意识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在过去１０年中，

美国在中国作了广泛的经济投资和社会投资，结果使中美两国在

科学、技术和文化上有了广泛的接触。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在向

毛先生致意大利老式敬礼的地方竖立的那座民主女神像与自由女

神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绝不是偶然的。”他说“：中国领导人在

制订发展方针时未能想到：⋯⋯当你从别的国家买来烤箱和电视

机的时候，你同时也带进了它的思想和观念。”①

这位先生的讲话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事实：美国统

治集团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直在中国播种“ 和平演变”的种子。在

外交新局面打开、国际条件具备以后，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

然要实行对外开放。但是，如果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忘记了

毛泽东同志关于防止帝国主义“ 和平演变”战略的反复警告，如果

脑子里根本没有了国内外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根弦，对外开放就会

偏离正确方向，从而给我国社会带来严重恶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国共产党的两任前总书记所犯的错误，主要在此。

我们自己的失误，是造成我国１９８９年政局动荡的主要因素。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展开说这一点，而把主要篇幅放在美国统治

①　　美国传统基金会１９８９年８月出版的一期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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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对那场动荡所起的作用上，是因为本书的主题就是讲美国统

治集团对华的战略与策略。

第四点，我们现在回述一下中、美两国在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９年和

１９８２年先后发表的三个《 联合公报》关于两国关系应遵循的各项

原则的有关内容，看看美国统治集团是否遵守了这些原则。

１９７２年第一个《 联合公报》即《 上海公报》的有关部分是这样

写的“：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

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

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

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

中实行这些原则。”①实际上，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政策

方面一贯主张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现在同意了

这些原则。

１９７９年１月生效的第二个《 联合公报》中写明：“ 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

则”。②

１９８２年的第三个《 联合公报》写明：“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一九七二年二月二

十八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

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

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③

那么，美国统治集团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上，是否遵守了这些

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下册第５７０—

５８９页。

②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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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呢？

应当说，由于主要是面临的美苏矛盾，尼克松、福特、卡特、里

根４届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基本上遵守了这些原则。当然，如上

所述，以里根为总统、以布什为副总统那一届政府的两个任期期

间，美国统治集团已经在中国努力播“种 和平演变”的种子；然而主

要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方面的有些人解除了思想武装，没有对美

国统治集团的“ 和平演变”战略采取充分必要的防范措施。

从乔治·布什先生１９８９年１月上台执政时起，美国统治集团

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公开地违反、践踏中美两国关系应当遵循的这

些原则了。

第五点，说一点乔治·布什总统的个人特点。

布什先生的独特之处主要是：

第一，他为双重巨富家庭出身。从美国东部著名的长春藤大学

耶鲁大学拿到毕业证书以后，他就跑到刚刚发现大油田的西

得克萨斯去淘金，从事石油开采业，随后在东得克萨斯石油城

休斯敦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石油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布什先生与

华尔街金融资本和得克萨斯石油资本都结成了盟友，在美国轮流

执政的驴、象两党的象党党内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凭借这些资本，

他踏上了华盛顿国会山，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他是在联邦国会众

议院里活动。有关他的这一段经历，我在有关拙著里已经较为具体

地介绍过了①，不再赘述。

第二，他比其他美国总统的独特之处，还有如下几点：

一是曾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在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

代表尼克松政府直接与我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抗的，就是这

①　　拙著《 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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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先生。

二是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 １９７４年秋到１９７５年）。在任

期间，他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里转过，可以说是一个中

国通。

三是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１９７５年冬到１９７７年初）。在

位于与哥伦比亚特区隔河相望、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

部上任之初，他即曾指挥策反我国长驻一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四是１９８１年出任美国副总统，直到１９８８年。在此期间，他直

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决策。

由此可见，布什先生在美国资产阶级政界生涯中的主要时期，

一直是在直接、间接地与中国打交道。

布什总统事后在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共同撰写的回忆录里，

除了中央情报局那一段以外，上述经历他都提到了。①

我们说这一段往事，不是说美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起对

中国大力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完全取决于布什总统个人的愿望

和意志，完全属于布什总统个人的行为。他当然是具有这种强烈的

愿望和意志，而且是带头推行这种战略的。然而对中国竭力推行

“ 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是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战

略利益所决定的。布什总统只是这个集团在政界的首要代表，他执

行的主要是这个集团的要求和意志；他本人在政界的经历和他的

总统职位，不过是使他更具备推行这种战略的条件。

１９８９年１月，乔治·布什先生当上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

时，波兰、匈牙利的政局已经开始发生剧变；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的

条件也已基本成熟。这位美国新总统断定对中国正式开始实施“ 和

①　　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著：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１９９８年英文版，第９０、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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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演变”战略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他决心把赌注全部押上，孤注一掷了。

这是１９７１年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战略与策略的一次最大

幅度的转变，即由利用中苏矛盾、重点对付苏联转到大张旗鼓地对

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

二

１９８９年２月，美国新总统乔治·布什赴东京，出席刚刚去世

的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随后，布什总统旧地重游，以美利坚合众

国总统的身份访问北京。２月２６日，布什总统笑里藏刀，在北京长

城饭店举行此次访华的答谢宴会时，公开遨请方励之出席。

总统举行的这次宴会，是为了答谢谁呢？按照外交礼节，他是

要答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他此次访华的热情接

待。总统明明知道，这位方励之先生是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国一小“批 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首席代表。然

而总统却公开违反外交礼节，给方励之发了请帖。总统的这一张请

帖明显发出了两个公开信号，一个公开信号是表示美国政府与中

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立；另一个公开信号是鼓励中

国的那一小“批 民主个人主义者”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起来煽动

群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布什总统在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事后共同撰写的回忆录里

说“：基于我在此以前１４年里看到的情况，我认为中国是在缓慢地

变化中。我认为已经形成的改革力量是强大的。”①

①　　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著：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１９９８年英文版，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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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布什总统决定在１９８９年孤注一掷的基本原因。

当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在以方励之为首的一小批

人的鼓动之下，一场学潮开始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爆发。４月１５

日到５月２０日，布什总统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发展，然而

他却一言不发，而是由其政府的对外 “ 美国之音”电宣传机构

台和美国新闻处（ 以下简称美新处）带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所

有舆论制造工具随之倾巢出动，竭力煽风点火，推动以方励之为首

的中“国 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策划于密室，煽动于基层，动员群众与

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对抗。５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这时，布什总统虽然正在美国东北角缅因州大西洋岸边肯尼邦克

港①的一座夏季别墅里休假，但仍一直在与在万里之外的美国驻

华使馆保持联系，直接掌握中国政局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并责令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②将军不断从白宫向

他传递有关中国政局发展的信息。５月２０日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

部分地区宣布戒严后，布什还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召到他在肯尼

邦克港的夏季别墅里，当面向他汇报中国政局③。

上面写的这一段历史事实发生时，本书作者在得克萨斯首府

奥斯汀市从事学术考察，是在从美国报刊、电视、广播里观察布什

政府在中国政局问题上的表现。从当年５月２０日起，到当年８月

初，我一直住在五角大楼所在地、与哥伦比亚特区隔河相望的弗吉

尼亚州阿林顿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从事学术考察。因此，布什

总统及其政府以及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这个期间在

①　　Ｋｅｎｎｅｂｕｎｋｐｏｒｔ。

②　　Ｂｒｅｎｔ．　Ｓｃｏｗｃｒｏｆｔ。

③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２日《 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１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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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中国动乱方面的种种表现，我都是在现场直接观察的，也可以

说是一个亲身经历者。

一直沉默不语的布什总统，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即在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突然打破

沉默，公开站出来讲话了。这一天，布什总统在专程从华盛顿赶来

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陪同下，离开他的夏季别墅，来到马萨诸塞

州波士顿市，举行记者招待会，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开始时使用第

二人称，然后使用第三人称，直接对天安门广场上的“ 民主个人主

义者”讲话了。

下面是布什总统的这次答记者问的讲话要点：

“ 为了你们的信念，继续战斗吧。起来，为了你们的信念而坚持

下去吧。

“ 对参加要求改革、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许多人，许多学生和其

他的人来说，肯定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本人知道，那里追求民

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不会从美国给这些学生下命令、或

者试图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 此事由他们决定。他们知道美国对民主、对自由承担了义务，

他们知道美国渴望所有的人们都生活在民主社会之中。

“ 我们支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我们明确地支持民

主。我不愿意免费提供建议，但是我愿意鼓励克制。我不希望看到

流血。”①

布什总统的这篇讲话当天即由“ 美国之音”电台向天安门广场、

向中国其他城市广播。５月２３日“，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篇注明是反映

①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２日《 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１１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6

美国政府观点的社论，用直接引语援引了布什总统的这篇讲话的

要点，由美国驻华使馆出新闻公报①，散发到了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

行戒严以后，布什总统终于忍耐不住，赤膊上阵了。他口口声声说

不会给北“京 学生下命令”，“说 不愿意免费提供建议”，然而他却公

然违背外交惯例，大声疾呼，直接命令方励之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与

中国政府对抗，要他们在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之后“ 继续战斗“”，坚持下去”，反复强调美国政府支持这种对抗，

并且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发出威胁，“即 鼓励克制“”，不希望看到流

血”，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总统对与美国先后签订了载有

“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三个《 联合公报》的中国内政如此粗暴干

涉，如此背信弃义，在国际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然而布什总统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要一鼓作气，趁热打铁，继

续煽风点火，呈现出一种不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推翻势不罢休的架势。

上述讲话两天以后，即５月２３日，布什总统就直接面对中国

政府发表谈话，说他敦促中国政“府 保持克制”。布什说“：我们对全

世界实行民主承担着巨大的义务。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

基础。”总统进一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我敦（促 你们）不要

干挠‘美国之音’的广播，并且让新闻记者随处采访。”②

布什这篇谈话当天即“由 美国之音”电台向中国广播，并由美

新处播发；美国驻华使馆也把这篇谈话刊载在使馆５月２４日出版

的新闻公报上③，散发到了天安门广场。

①　　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Ｍａｙ　２４，１９８９。

②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４日《 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１１版。

③　　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Ｍａｙ　２４，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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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

界实“行 民主（”反过来说，就是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

一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即“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承担着巨大的义务”，你们中国政

府不得妨碍我们履行此“项 义务”；你们对方励之等人鼓动、组织的

争“取 民主”的动乱“要 保持克制”，不得制止；你们要“让 美国之音”

向北京和全中国自由广播，不得干挠；你们要让美国记者到处活

动，不得阻拦。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如此无理、露骨地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下命令，岂不是今古奇闻吗？

布什总统“以 中国通”自居，但却忘记了一件事，即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史。在这位美国总统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岂不是与

一贯向美国摇尾乞怜、惟美国之命是从的蒋家王朝一模一样的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经过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

时数十载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国家吗？

次日，即５月２４日，布什总统不辞劳累，专程赶到康涅狄格州

新伦敦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公开演讲，再次煽动中国动

乱。

下面是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

“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正在目睹一

种观念的终结：共产主义实验的最后一章。甚至是在共产主义世界

里的许多人都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

“ 但是共产主义的奄奄一息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所发生

的事件的一半。另一半是民主观念已经取得支配地位。自由观念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征服全世界男女们的思想。对自由的渴望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召唤如此众多的人们：华沙的工会工作者，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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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人民，正在与被统治者协商的苏联统治者。甚至就在我们讲话

的今天，全世界都正在被天安门广场的戏剧性事件弄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地方，人们正在众口一词地讲着一种语言，发出了民主和自

由的呐喊。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呐喊。美国将做出一切努力鼓励他

们。

“ 因此，我今天想讲一讲我们在９０年代的安全战略，一个推进

美国观念和坚持美国目标的战略。⋯⋯

“ 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想看到的究竟

是什么？它是一个日益壮大的、使国际和平与稳定得以巩固的民主

家庭，以及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繁荣与进步的、生气勃勃的自由

市场制度。这个新时代的经济基础就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自由

市场，而培育这个基础是那些植根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

“ ⋯⋯

“ 从长远一些着眼，我们将开发和部署一种新的、高速流动的、

单弹头的导弹。⋯⋯我们也将研究、并且已经承诺在研制完成时予

以部署的一种简称为Ｓ．　Ｄ．　Ｉ．①的更为广泛的防御系统。”②

我们对布什总统的这篇讲话不拟多予评论，因为他已经把自

己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统治集团要称霸全世界的意思

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此处仅仅指出一点，即布什总统是一个历史唯

心主义者。他的通篇讲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 观念”决定一切。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予以衡量，他没有

一句话是说得对的；如果用曹雪芹笔下的话来说，就“是 满纸荒唐

言”，通篇都是谬论。

①　　Ｓ．　Ｄ．　Ｉ．指里根政府时期开始研制“的 战略防御方案（”　或“称 计划”）。

②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５日《 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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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之音”电台当天就向中国广播了布什的这篇讲话要点；

美新处同一天播发了布什这篇讲话的全文；美国驻华使馆并把这

篇讲话全文刊载在自己出版的新闻公报①上，散发到了天安门广

场。

在布什总统的带动下，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各位议员先

生们也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决议，支持方励之等人打“着 民主”旗号

在北京等地组织、指挥的动乱。众议院首先在５月２５日通过了这

个决议；参议院于５月３１日通过了众议院的决议，因而这篇东西

就成为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合决议。决议责成国务卿詹姆

斯·贝克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对那些要求“ 民主”、

“ 自由“”、公正”的示威者采“用 暴力或压迫”措施，“将 严重”损害中

国与美国的关系。决议也采用命令语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采

“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和公开的政治制度的、公

正和民主的社会，以保护生活在那个国家之内的所有人不可或缺

的人权。”②

美国国会的诸位先生得意忘形，也居然认为自己有权指挥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这些先生的权力也实在是有限得很。他

们通过的这一类决议无论对谁都没有约束力。它只能用来吓唬人；

除此以外，就是废纸一张，任何用处也没有。

然“而 美国之音”电台在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这个决议的当天

还是照样向中国广播；美新处也是先编发消息，在参议院通过之日

即播发决议的全文；美国驻华使馆也相继把美新处的消息和决议

全文刊载在使馆出版的新闻公报上③，散发到天安门广场。

①　　　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５日

一期。

②③　　　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６

日、６月２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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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还有必要提一下，即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５

月２３日曾在白宫就布什总统即将前往西欧访问向新闻界举行过

一次吹风会，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在这个吹风会上，贝克国务卿曾就当时中国政局、北大西洋公

约与共产主义谁战胜谁两个问题答记者问。问答原文如下：

“ 问：北京学生在游行示威时欢呼的是米。谢。戈尔巴乔夫，

而不是布什总统，你感到失望吗？

“ 答：那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刚刚结束了一次对中国的访

问。

“ 这些学生可能口头上呼喊着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是在他们

的思想里却是西方的政策方针。正是西方的政策方针正在激励着

这些学生在干着目前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他们目前正在宣传的

正是西方的哲学，他们目前正在追求的正是西方的观念。

“ 他们正在要求民主。他们正在要求集会自由。他们正在要求

言论自由。因此，我的感觉不错，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至于北大西洋公约与共产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贝克的回答

是“：北大西洋公约正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共产主义。

“ 西方的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羡慕，这些观念甚至正

在给成群结队的中国群众提供理想。

“ 我认为西方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我们正在全面地取

我们正在经济领域里取胜，我们正在政治领域里取胜。得胜利

另外那种哲学正在承认失败，坦率地承认失败。我们从事的所有事

业正在取得成功。”①

①　　　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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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国务卿在白宫吹风会上的上述答记者问有两点值得重

视。其一，是他坚持认为，中国发生的这场动乱是美国资产阶级在

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渗透的结果。其二，是他宣称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世“界 正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全面地取得

胜利”。这种因暂时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得意扬扬的情绪具有代

表性，在当时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头面人物里普遍存在。

接着，贝克介绍说，布什总统就要启程赴布鲁塞尔出席５月　２９

日、３０日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成立４０周年的首脑会议，尔后将访

问罗马、波恩、伦敦。总统在沿途与他的同事们会谈时和在公开讲

话中将指出：盟“国 是由共同的西方观念的基石支撑的”，这些观念

包括信仰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市场，自由企业，以及尊重个人。①

贝克国务卿的这次白宫吹风会，当天即由“ 美国之音”电台向

中国广播，并由美新处分为两条新闻予以播发；美国驻华使馆也把

这些内容刊载在使馆５月２４日出版的新闻公报上②，散发到了天

安门广场。

就像贝克国务卿所介绍的那样，布什总统１９８９年５月底、６

月初西欧之行，在沿途发表演说里，总是要强调西方必须抓住戈尔

巴乔夫“的 新思维”所提供的机会，“向 共产党世界推广民主制”；并

且多次高声提醒听众“：看一看天安门广场吧”，趾高气扬地大肆宣

扬美国“的 民主“”、自由”观念在中国取得的进展和胜利。在西德的

美因茨城发表演讲时，布什还说：“对 民主”的追“求 目前正席卷欧

亚。这一种观念，就是从布达佩斯到北京的整个共产党世界发生骚

①②　　　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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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原因。”①在布什总统看来，仿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真的就

要塌下来了，仿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要

被推翻了。

在那些日子里，布什总统该是多么兴高采烈啊！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依法清理了天

安门广场后，布什总统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布什总统下的赌注全部输光了。

三

从在好莱坞充当二流演员起就把自己的一生投入美国资产阶

级反华、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事业，老奸巨滑的里根总统退休不

到５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清理天安门广场１２天以后，即

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６日，就对美国统治集团这一次对华推行“ 和平演

变”战略失败的教训做了总结。他的结论是“：可能学生们在推进他

们所从事的事业方面走得太远，走得太快了一些。”然而他断定，中

国共产党人今后还会面“对 一种不同的革命”。②

里根先生口头上讲的是北京学生，实际上指的是他的继任人

布什总统。在他看来，布什总统处理此事劲头有余，慎重不足，这一

“次 走得太远，走得太快了”。不过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在中国发动

“ 一种不同的革命”，亦即用不同的形式重新干。这就是说，尽管这

一次遭到了惨败，但美国统治集团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整垮，是决

不会罢休的。

布什总统遭到这次惨败，怒不可遏，迅速对中国政府采取了一

①　　１９８９年６月１日《 华盛顿邮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３２版。

②　　路透社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６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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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高压手段。

第一，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布什总统宣布对中国采取５条所谓

“ 制裁”措施。其中包括：中止美中之间政府对政府的一切销售和商

业性武器出口，中止美中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

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重新研究两国双边关系的其他

方面。①

但是，布什总统留了一手，没有切断中美两国企业和民间的商

业交往。

布什总统事后在回忆录里对他作出的上述“ 制裁”决定做了解

释。他说“：我以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已经导致了更多的对

自由的追求。如果人们获得了商业利益的刺激，追求民主的运动就

会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无论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实行极权制度的国

家都是如此。正是因此，我决定避免切断所有商业关系，而只是中

止武器销售和军事交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领导人懂得，我们不

能若无其事地保持正常关系；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懂得，我们希望

他们克制。完全切断１９７２年以来我们一直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关

系，我是肯定不会干的。我们即使是要保持任何影响，或者为使他

们克制并与我们合作而保留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就不得不与中

国政府保持联系和接触；更不要说人权和民主的问题了。”②

由此可见，布什总统对这次失败并不甘心。正像前总统里根所

言，他要留下种子，以便以后在中国发“动 一种不同的革命”。

第二，同年６月８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

会。在谈到美国因此次对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失败而对中国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华盛顿电讯；同年６月６日《 华盛顿邮

报》头版转第１８版。

②　　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著：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１９９８年英文版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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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制裁”措施时，布什总统说“：我们不得不为保卫人权而呐喊。

我们并不是在改造世界，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某些立场。在那

些学生的头脑里，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是知道的，对这一点

是没有疑问的。”在谈到方励之逃进美国驻华使馆并得到保护的问

题时，布什总统说“：首先，让我提醒在座各位，我们并未讨论政治

避难的问题。这差不多是像一场关于情报问题的公开辩论。“”　这件

事情非常难办。当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使馆，此人是一个持不同政

见者，他说若把他交回去，他的生命就受到威胁，这件事对美国来

说就非常难以处理。把他交回去，这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赖以建立的

前提，或者前提之一。”①

布什总统的这次谈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说“ 我们并不

是在改造世界”，这与布什总统在当年６月４日以前的十多天期间

高唱美国“ 观念”战胜共产主义的调子已经有所不同了。另一点他

说“要 为保卫人权而呐喊”，接着就说明了美国向中国挥“舞 保卫人

权”旗帜的实质，即保卫方励之之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权利”。

第三，同年６月２０日，白宫新闻秘书菲茨沃特发表声明说，总

统今天指示暂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高级政府官员的互访；

此外，美国还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

款。②

第四，同年６月，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华盛顿黑人市长马里恩·

巴里先生也数典忘祖，竟然公开站出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

中止华盛顿市与北京市结成的友好城市关系。他为了表现自己反

华、反共，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献媚，甚至不惜进一步采取行动，在

①　　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 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２２版。

②　　合众国际社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０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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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唐人街他本人与北京市长共同竖立的一个象征两个城市之间

的友好情谊的牌坊上围上了黑纱。本书作者每行至此处，都不禁为

这位黑人市长对美国广大黑人群众解放事业的背叛而深感气愤和

遗憾。

尽管巴里先生反华、反共表现得如此坚决，但美国垄断资本集

团还是不能容忍一个黑人当华盛顿市长，随后不久就由联邦调查

局特务抓着了他的一根小辫子（ 吸毒），把他从华盛顿市长的座位

上拉了下来，投进了监狱。

第五，同年７月中旬，布什总统在西方７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从

事活动，促使这次会议发表的政治宣言的第二部分专门写了一段

关于所“谓 制裁”中国的内容。其中包括：中止与中国的部长级接触

和高级别接触，中止与中国的武器贸易，世界银行应当推迟审查对

中国的新贷款。①

这里附带再说一句，所谓７国集团，除加拿大外，其余６国，即

美、英、法、德、意、日，都是１９００年入侵中国、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

的成员国。时间过去了８９年，他们又再度纠集在一起，摆出了对中

国虎视眈眈的架势。

第六，在布什政府的操纵下，当年６月１２日，世界银行宣布中

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６月２６日，该行再次宣布推迟考虑对中

国提供新贷款。②

我们现在说一点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在此期间

与布什政府密切配合的有关中国政局的歪曲宣传。

从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起，包括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机构“ 美国

之音”电台和美新处在内的垄断资本集团的所有舆论制造工具，如

①　　美联社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５日巴黎电讯。

②　　法新社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２日、６月２６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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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通讯社，等等，一起出动，实行舆论一律，对

方励之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指挥的动乱竭力煽风点火，促

使他们竭尽全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晨，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平息了这

场动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便乘机掀起了一场空

前规模的、疯狂的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包括制造、

传播各种离奇古怪的谣言，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垄断资本的各大电视台，包括ＣＢＳ①　、ＮＢＣ②、ＡＢＣ③在

内，他们平时都只有早间新闻、晚间新闻（ 相当于我国中央电视台

的新闻联播）和夜间新闻，其余时间都是播娱乐节目。现在，他们一

反常态，一天到晚每隔一小时，即以《 中国在危机中》④《、 中国在紧

急状态中》⑤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播放中国局势的专题新闻节目。

此外，还要加上一家以专门播放新闻和评论的ＣＮＮ⑥。　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 水门案件”期间，这几家巨型垄断电视公司（ 除ＣＮＮ，当时它

尚未成立）也曾经大肆宣传，本书作者也曾在现场看过那场大规模

电视宣传。但那次电视宣传的规模与１９８９年这场反华、反共、反社

会主义的电视宣传相比较，就好似小巫见大巫一般。这些电视台的

此种专题节目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其一，是频繁、反复、重复播出，

每个小时一次；其二，他们每一次开始播出时，屏幕上出现的第一

个镜头，就是经过他们运用技术手段特别制作的北京火光冲天、枪

声四起的场面，一言未发，就给观众一种异常恐怖的可怕景象。其

①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②　　全国广播公司。

③　　美国广播公司。

④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⑤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⑥　　Ｃａｂｌｅ　Ｎｅｗ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９８０年成立，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属于特纳

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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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节目开播后，他们又挖空心思，运用技术手段，制作一种特别

镜头，让观众毛骨悚然，仿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坦克正朝着成

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头顶上压来。各大广播电台每隔一小时的新闻

节目，头几条新闻也总是中国政局，或者整个一小时都是这一种内

容，似乎世界上什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各大报纸，包括《 纽约

时报》《、 华盛顿邮报》，从第一部分头版到下面多版，充满了使用大

字或黑体字标题的有关中国政局的种种谣传、歪曲评论，以及使用

夸张手法制作的图片。

我们现在说一下美国垄断资本舆论工具制造和传播的一系列

谣言中最重要、最典型的几种。

第一种，就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各种舆论制造工具大肆宣传的

所“谓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晨中国政府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过程中，

并非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人权组织“ 亚洲监督委员会”调研工作负

责人罗宾·芒罗始终在现场。他事后公开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

上没有发生过死人的事件，“ 没有恐慌的迹象，也没有一点迹象表

明刚刚发生过任何大屠杀。”①

但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各种舆论制造工具却一口咬定，绘声绘

色地说是发生了“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ＡＢＣ在６月４日早间新闻

节目中说，天安门广场被杀死的人在２６００到７０００人之间。ＣＮＮ

还煞有其事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对面的肯德基烤鸡

店附近用刺刀刺杀平民。各家电视台、广播台、报纸、杂志，纷纷播

报和刊载这种谣言。“ 美国之音”自然也没有落后。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为了推翻罗马尼亚政府，以美国政府国务院设

在慕尼黑的“ 欧洲自由电台”为首的一些西方宣传机构曾经在罗马

①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英文版《 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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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临时挖了一个所谓“ ４６３０人被集体屠杀”的假

“ 杀人场”，将这条“假 新闻”广为传播，收到了煽动群众的效果。遗

憾得很，天安门广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中心区域，

“ 美国之音”和美国垄断资本的其他宣传工具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

上临时挖一个“假 杀人场”，为他们的所“谓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作

证。

可是，尽管连一点儿假证据也没有，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

工具却具有“把 无”说“成 有”的本领，具有睁眼说瞎话的本领，硬是

说发生了“ 天安门大屠杀”。不仅当时这样宣传，直到１０年之后的

今天，他们仍坚持这样宣传。这些先生们的脸皮也真厚就是了。

第二种，就是他们当时大肆宣传所“谓 邓死、杨走、李伤”。

不过，随着这几位领导同志陆续出来与群众见面，这种谣言便

不攻自破了。

第三，就是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３８军与２７军打内战，并且

说得似乎有根有据，娓娓动听，说是为了保护北京城里的文物，两

军达成协议，把部队拉到城郊去打。《 纽约时报》在６月６日、６月７

日连续两天用该报通常不用的大字标题刊载长篇报道，宣传这条

谣言；两天都配合刊登了巨幅图片，６日图片的画面是一个人阻挡

我军坦克前进，７日图片的画面是用特写镜头制作的我军一辆停

在中途的坦克。①这样，这种子虚乌有、引人发笑的谣言就似乎变

成真实的事情了。

所有这类谣言“，美国之音”电台都对中国广播了。它蓄意要在

中国进一步制造混乱。

在当时的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竟然造成了这样一

①　　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 纽约时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１４版，６月７日第

一部分头版转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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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气氛：谁也不能给中国讲一句公平话，谁也不能就中国政府清理

天安门广场事件讲一句真话。基辛格博士给《 洛杉矶时报》辛迪

加①写了一篇文章，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自己首都

的主要广场被占领达８周之久。”当年８月２９日，《 华盛顿邮报》就

发表文章，攻击这位博士。９月１５日，《 华尔街日报》及其亚洲版又

发表报道，攻击基辛格博士，说这位博士之所以为中国说公平话，

是因为这位博士与中国政府经营的一家公司有商业往来，“ 赚取数

以十万计美元的利润”。②基辛格博士事后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时

说，这种对他的攻击“是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再现。③台湾学者熊

玠教授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前后刚好住在北京饭店，对北京街头作了

现场观察。６月１０日，他到了香港后，说了他当时亲眼看到的长安

街上的情景。他说“：我首先说明，此次事件应将学生与暴民严格划

开。暴民中可能有少数学生，可能有一两个学生，可能连一个学生

都没有。学生归学生，暴民归暴民，不能混为一谈。我到香港后，发

觉海外，包括香港在内，绝大多数报刊所作这次事件的报道与我亲

目所睹的事实完全不同。”他说，“ ６月３日夜晚亦即６月４日凌晨

时分，我正在住宿的北京饭店顶层凉台上，亲眼看见有许多解放军

头上既未戴钢盔，身上也未带武器，从北京饭店东边向天安门广场

方向跑步前进。忽然间，大批暴民蜂拥上前阻拦。解放军被形势所

迫，只有向来路跑回。其时解放军与暴民并未发生任何流血事件。

过了不久，又有解放军乘坐军车，携有武器，军车行走方向显然是

天安门广场。斯时，又有大批暴民蜂集，先则用铁栏杆、脚踏车等物

设置路障，继则将军车轮胎放气，以阻止军车开进天安门广场。军

①　　ｔｈｅ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②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５日《 华尔街日报》及其亚洲版。

③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４日《 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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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因前有路障及轮胎放气而慢速行驶。此时有些暴民居然把汽油

浇到军车上，放火焚烧，解放军乃朝天开枪予以吓阻。“”　外传的死

亡人数都不可信。”返回纽约后，他还是这样讲，并且再次强调要把

暴徒与学生分开“，一切问题都是暴徒先动手造成的。”由于他坚持

说明事实真相，结果引起了一阵阵围攻。①

本书作者当时在现场阅读、观看、收听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台、

广播台的报道、评论、节目时的感受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这些

舆论制造工具在１９８９年夏掀起的这一股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狂潮，是这些舆论工具的固有阶级性的最露骨的表现。一切以所

“谓 新闻媒介“”、媒体“”、信息传播”等掩盖资产阶级舆论制造工具

的阶级性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

四

１９９０年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出色的

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西方包围中国的联合阵线被逐一

突破，对中国的所谓“ 制裁”纷纷解除。布什政府虽然在对华“ 制

裁”方面有所松动，但仍然独家坚持它对中国实行的若干主要“ 制

裁”措施，不肯放弃。

然而布什政府的对中国也不是只有高压“、制裁”的一手；即使

是在１９８９年，它实行的仍然是两手政策。１９８９年７月，布什先生

即曾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秘密

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贝克国务卿事后承认，他为了严格遵守

总统关于保密的命令而向新闻界隐瞒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此次访

①　　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３日纽约《 中报》头版；同年６月１９日纽约《 世界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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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之行。①当年１２月，总统再次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总统

此类举动，一是为了直接摸清中国领导人的意图；二是为了试图使

他一手制造的中美紧张关系有所缓解。

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２年布什政府在任期间，仍然实行这种两手政策。

布什政府这样做，主要原因是：

第一，尽管压力重重，似乎有点泰山压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

样子；然而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成长、壮大起来

的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坚决顶住了重重压力，奋

发图强，坚如磐石，毫不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似乎“是 敌军围困

万千重”的严峻形势面前依然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无论来自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压力有多么严重，都压不垮、压不倒。布什总

统对此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第二，１９８９年，虽然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形成，

但苏联仍然存在，中、美、“苏 大三角”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发挥作

用。１９９１年年底以后，苏联虽然瓦解了，但俄罗斯政局走向不明；而

处理俄罗斯和东欧事务又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统治集团要消

化俄罗斯和东欧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使用很大的力量。

因此，美国统治集团一时间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第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发

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布什总统被这场危机困扰得焦头烂额。

１９８９年存在于美国统治集团里的那种美“国 观念”战胜共产主义、兴

高采烈的气势为之一扫，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沮丧、绝望的情绪浓重

笼罩在美国上空。我在有关拙著里较为具体地叙述过这一点。②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华盛顿电讯。

②　　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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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统治集团已经翘上了天的尾巴突然坠落到了地下。

他们垂头丧气，神气不起来了。

第四，随着苏联瓦解和资本主义世界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发

生，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也随之上升。美国继续使用高压手段对付

中国，难以继续得到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的支持。

再说，布什政府本身对华实行的就是两手政策，因而也就不可

能阻止别国同样使用两手政策。

第五，美国统治集团对华奉行的仍然“是 和平演变”战略。既然

他们要推行这种战略，就不能不与中国保持接触。如果不保持这种

接触，他们怎么能对中国社会继续从事渗透呢？

本书第二、第三两章已经说明，美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没有

资格讲“ 民主、自由、人权”的阶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美国

资产阶级“讲 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假，在国内恣意踏践无产阶级

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

国外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解放运动与实行侵略、扩张则

是真。

布什总统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再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

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 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是革命真理。

从布什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的确凿无

误的大量事实来看，它遵守了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它彻头彻尾地违反了这三个《 联合公报》。

从上述美国资产阶级１９８９年高举“ 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

对中国大张旗鼓地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种种事实来看，难道它

真是要关心、保护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民

主、自由权利和人权吗？

不是的。

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大肆鼓吹的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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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不相干。恰恰相反，它是要剥夺中国广大人

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已经取得的民主、

自由权利和人权。

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是方励之等一小批人从事推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罪恶活动的“ 民主

权利”；

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是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生

的少数“ 民主个人主义者”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由权

利”；

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是这些少数中华民族的败类把

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地、附属国，

把广大中国人民重新投人水深火热之中的“ 自由权利”。

当这少数败类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中国内部从事颠

覆活动失败、遭到中国政府依法通缉以后，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

护的，就是这些人的所谓“ 人权”。

难道这一切不是清清楚楚吗？

第二节　　新总统机关算尽“ 太聪明”

——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战略之二

一

我在有关拙著里较为具体地说过，在运用“ 和平演变”战略摧

毁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严重冲击了中国，在对外用兵

方面一战巴拿马、再战海湾而且两战皆捷，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建

立的功勋超过了战后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名声显赫的乔治·布

什先生，却在１９９２年的竞选连任之战中被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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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而去；那位在全国既非名人、为人品德又有若干弱点易遭对手攻

击、区区的一位阿肯色州州长威廉·克林顿，在这一年的竞选角逐

中居然战胜了乔治·布什先生，夺得了坐镇白宫的发号施令大

权。①

这位来自小石城的新总统还在１９９２年竞选期间，就讽刺乔治

·布什先“生 溺爱”②中国领导人，在推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 民

主“”、自由”观念，特别“是 人权”观念方面对中国表现不力；这个只

当过美国南方一个小州的州官、不谙世事、从来没有同中国打过交

道的年轻人，在老谋深算“的 中国通”布什先生面前班门弄斧，吹嘘

他当选总统后在这个方面必然要比布什先生强。在走马上任之前

和宣誓就职、进驻白宫大院之初，这位新总统就由他本人并责成他

提名任命的国务院负责官员向社会主义中国发出了一系列威胁的

信号。

在正式宣誓就职的前两天，即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８日，当选总统、

民主党人威廉·克林顿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乔治敦大学发表了一篇

外交政策演说，一方面强调了他即将组成的政府与以共和党人乔

治·布什为首的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连续性，同时表明了他要

充英雄好汉，要实行比布什政府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在谈到当时

的世界局势时，克林顿兴奋异常地声称：“ 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已

经显示出它的力量和坚韧性。这场革命已经从格但斯克造船厂扩

展到莫斯科的大街，从北京的校园发展到萨尔瓦多的村庄和索韦

托的城镇。”他说的“ 萨尔瓦多的村庄和索韦托的城镇”只不过是

个陪衬。在他看来，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发动的这场所谓“ 民主革

国①　　拙著《 三说美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７—３１页。

②　　ｃｏｄｄ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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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即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事业，形势该是

多么好啊！他接着提出了他即将组成的新政府的所谓外交政策三

原则，即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推“进 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关于

这最后一条，他发誓说：“ 我的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

主制度为根基。“”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们将支持那些同

我们一样抱有民主价值观念的人，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

利益的。”①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３日，即在当选总统克林顿发表那篇乔治敦大

学演说５天以前，克林顿提名任命的国务卿候选人沃伦·克里斯

托弗在联邦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对他的提名的听证会上宣

读了事前经过克林顿审阅的证词。

克里斯托弗首先提到：“ 在当选总统克林顿提出要我出任他的

国务卿以来的三周中，我收到了许多祝贺信，也收到了几乎同样多

的同情信。朋友们强调这个新世界的赤裸裸的冲突以及我们自己

的资源有限，他们对我说，我得到的是一项重要而不愉快的任命。

我感谢他们的关切，但不同意他们的估价。”

克里斯托弗的这一段开场白说明，在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观察

方面，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并不乏头脑清醒的人士。但是，无论是克

林顿先生还是克里斯托弗先生都听不进这些意见，头脑不清醒。

克里斯托弗接着说了克林顿和他本人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基本

看法。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独一无二、充满希望的时

代。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是变革，而且我认为其中的许多变革对我

们有利。冷战已经过去，为集体安全和人类尊严而进行的４０年持

久的努力得到了报偿。生活在自相矛盾的共产主义枷锁下的千百

万人得到了自由。民主愿望的浪潮正在从西藏到中美洲兴起。较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８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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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的市场正在扩大其繁荣的疆域。”

克里斯托弗说：“ 尽管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连续性，我们

的政府，即我们的新政府仍然承担了为美国在冷战后起领导作用

而制订一项战略的任务。”他所说的这“种 战略”，就是即将上台执

政的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三原则。

克里斯托弗逐项解释了这三条原则。

关于“ 经济安全”。克里斯托弗说“：现在是实现谋求保证让美

国企业进入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的外交的时候了。”“ 我们不会对

把我们重要的外交同我们的经济目标联系起来而感到脸红。我们

要求我们的外交使团用更多的精力收集有关市场机会和市场壁垒

的紧要信息，并积极协助谋求在国外做生意的公司。”

关于军事安全。克里斯托弗说：“ 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

量，同时使我们的武装部队适应新的和持久的安全挑战。“”　我同意

当选总统克林顿的说法：我们决心不断地实行威慑、有时投入战斗

而且始终取得胜利。“”　在关系到我们生死攸关的利益时，我们将始

终保持我们单独行动的选择。正如当选总统说的那样，我们在这个

时代的格言应该是：‘在能够一起努力的地方一起努力，在必须单

独行动的地方单独行动。’”

关于推“进 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克里斯托弗说“：我们的新

外交将鼓励正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的全球民主革命。”“ 对国外

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我们自己的安全的一项

中心战略原则。”“ 我们的政策将是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

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

要的国家里的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势力。”

克里斯托弗还为此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它们是：

１“． 在信息时代，公开外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支

持建立一个自由亚洲电台”。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7

２“． 我们将快速采取行动，建立‘民主队’使有经验的美国人同

外国基层民主领导人保持联系，并加强无党派色彩的全国维护民

主捐赠基金会。”

３．“ 我们还必须改善我们的体制能力，以便向正在为建立民主

和自由市场而斗争的人们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①

克里斯托弗在这篇国会证词中引用的克林顿的那些话，都是

克林顿在１９９２年竞选期间和当选以后讲过的话。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即克里斯托弗说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

基金会”，是一个主要由美国联邦国会拨款，以民间团体的名义出

现，官方与民间结合，专门从事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独

立运动的组织。

克里斯托弗先生的可爱之处是，他从反面再一次证明了毛泽

东同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 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的正确

性。除了隐蔽活动以外，克里斯托弗先生在这篇证词里把克林顿政

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 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

演变”这一“项 中心战略原则”以及实行这“一 中心战略原则”的具

体办法，几乎和盘托出来了。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

提高警惕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国家安全，是很有利的。

克林顿政府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日正式上台执政。

一个月以后，即同年２月２６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布鲁塞

尔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上发表的演讲中，重申了克林顿政府上

述外交政策三原则。②

同年３月３１日，温斯顿·洛德先生在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外

①　　美国政府的对外 美国新闻署美新署（ 以下简称美新宣传机构
署）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３日华盛顿电讯。

②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６日布鲁塞尔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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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委员会审议克林顿总统提名他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

务卿的任命时作证。他的证词中有关对华政策部分的要点如下：

“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曾在亚洲打过三场战争。我们在

那里拥有持久的安全利益。⋯⋯

“ 由信息与自由市场促进的全球民主潮流涌入了这个地区。但

是世界上最后５个共产党政权中的４个，与其他一些压迫政权一

起，在一个被扭曲的时代里仍然困守在亚洲。⋯⋯

“ 自从２０多年前参与对中国的开放以来，我一直为建立美中

关系在做艰苦的努力。我将在既恪守美国的利益、又遵循美国的观

念的基础上继续这样做。⋯⋯

“ 中国是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有影响的国家。这个国家里生

活着世界上１／５以上的人口。它拥有核武器，出口核技术。它发射

人造卫星，出售导弹。它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世界上最灿

烂的文明。它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解决印度支那、

朝鲜和有争议的岛屿等关键区域性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邻近动荡的中亚地区，在需要采取全球性行动的新挑战方面所

能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 近年来，中国向世界开放，并走向市场经济。它是世界上经济

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大中华社会已经成为

最有希望的投资和贸易地区。

“ 同时，中国领导人坚持已经过时的极权制度，种种严重的弊

端积重难返。⋯⋯中国领导人正在从事一场赌博，认为开放的经济

和封闭的政治将有助于维护他们的控制制度。他们的这场赌博迟

早会输掉。经济改革产生并要求政治改革。在当今世界，如果不开

放社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保持持 技术久繁荣。现代化的动力

和信息以及世界民主潮流一直在侵蚀着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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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面对的政策挑战，是既要把与这个重要国家交往、

又要把我们所承担的促进国际价值观念的责任这两者结合起来。

⋯⋯

“ 因此，美国应当对北京实行一种微妙的政策，直到中国出现

一种更为人道的制度。回避中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既需要谴

责镇压，又需要与中国的进步力量保持联系；这些进步力量是我们

两国长期关系的基础。

“ ⋯⋯

“ 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抱有同样的渴望①。我们将

不以傲慢的态度支持他们的那些渴望，承认中国人民将决定他们

自己的命运，并对我们将与中国的未来站在一起充满信心。”②

对温斯顿·洛德先生的这篇证词，有几点需要做点解释。

第一点，是他攻击中国共产党实“行 极权主义”，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实“行 极权制度”。这种语言，我们已听过千百遍，并不新鲜。

从哈里·杜鲁门和迪安·艾奇逊以来，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政界

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都是使用这种

语言予以攻击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即１９４９年８月

２８日撰写的《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就对此做了答复。他

写道“：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

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

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

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① ｎｓ。

②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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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

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

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

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

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

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法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

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

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

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

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①

难道还说得不够明白吗？应当说是够明白的了。

难道还需要做什么补充吗？用不着了。

第二点，是洛德先生说的“ 需要与中国的进步力量保持联系”，

并且说“ 这些进步力量是我们两国长期关系的基础。”

洛德先生说的“ 中国的进步力量”，指的就是以方励之为代表

的卖身投靠美国资产阶级、竭力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那些人物，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

的“ 反动派”。洛德先生过高估计了他们的能力。他们按照美国垄

断资本集团的旨意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颠覆活动，无异

于蚍蜉撼大树，痴心妄想而已。洛德先生把中美“ 两国长期关系的

基础”放在这些所“谓 进步力量”的身上，终究是要失望的。

第三点，对温斯顿·洛德先生上述最后一段引语里所使用的

一个“词 渴望”，由于他话到嘴边留半句，欲言又止，言未尽意，也需

要做点解释。按照洛德先生的意思，所谓“ 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人民抱有同样的渴望”，就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

①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四卷第１５０２、１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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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大人民群“众 渴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 极权制度“”、渴望”

推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渴望”推翻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 渴望”实现美国资产阶级竭力鼓吹的所谓“ 民

主、自由、人权”、亦即“ 渴望”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

为美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因此，洛德先生的结语是，“他 对我们将

与中国的未来站在一起充满信心”。由此可见，温斯顿·洛德先生

虽然在中国呆过多年，并不了解中国人民。这位先生是一个主观唯

心主义者；他是生活在幻想中。

与克里斯托弗先生的那篇证词相较，温斯顿·洛德先生的这

篇证词里的风格不同，意思则一。这后一点，在他的证词里是说得

清清楚楚的。所谓风格不同，是他使用的外交语言较多，不像克里

斯托弗先生那样张牙舞爪，把对中国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方案

和盘托出；他说话有点拐弯抹角，有些地方比较隐晦。这与洛德先

生的个人经历有关。

温斯顿·洛德先生是１９７１年７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之行

的随行人员，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

７０年代上半期，本书作者曾在华盛顿与他见过面，共进过晚餐，交

谈之中，有关改善中美关系的共同语言颇多，可以说是一位旧友。

８０年代，他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返美以后，他担任过洛克菲勒

家族主持的、美国著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全国民主捐赠基金

会（ 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实行

颠覆活动的组织）董事长，卡内基美国与新世界全国委员会董事长

等职务。８０年代末期以后，他由一位改善中美关系政策的忠实执

行者摇身一变，成为对华推“行 西化“”、分化”战略的坚决拥护者和

执行人，与中、美、“苏 大三角”的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密切相关。就这

个方面而言，洛德先生算得上是美国资产阶级政界的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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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政府成立之初，政府高级官员发表的有关对社会主义

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公开言论还有一大堆。为节省篇幅，就

不再一一引用了。

总而言之，克林顿政府上台前夕和上台初期接二连三地公开

宣布对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来势汹

汹，摆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摆出了一种有点类似我国古典小

说《 水浒传》里柴进府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洪教头莽莽撞撞地棒

打林冲的架势①，好像非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口吞下去不可。

二

克林顿总统坐镇白宫、两个任期的头７年，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的皮椅上坐得很不安稳，一直被国内外各种问题以及涉及他本人

的“ 白水案“”、琼斯案“”、莱温斯基案”所纠缠。然而这位总统在对

中国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方面却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

这７年期间，就表面形式而言，克林顿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方

面发生过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把克林顿政府在这７年期间就对华关系的处理，大

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１９９３年为“ 遏制”②阶段，或者按照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

东尼·莱克的语言来说，是由“ 遏制”转为“ 扩展”即“ 扩展民主

①　　施耐庵、罗贯中著《： 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上卷第

１３８—１４２页。

②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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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①的阶段；

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６年为“ 接触”②或曰“ 全面接触”③的阶段；

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为“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④的阶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在第一阶段，即所“谓 遏制”“或 遏制”转“为 扩展”阶段，中美两

国之间虽然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克林顿政府继续实行中止两国高

级官员互访的政策。

在第二阶段，即所谓“ 接触”或“ 全面接触”阶段，从１９９３年年

底起，两国实现了包括外交部（长 在美国为国务卿）、财政部长在内

的政府高级官员的互访和各种有关的会谈，并且恢复了两国间的

军事交往。

在第三阶段，即所“谓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建

“立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意，是由克林顿政府提出、我方表

示同意的。克林顿政府惯于使用桌面上握手、桌面下踢脚的那一

套。实际上，即使是对已经实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人

权”亦即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俄美两国元首１９９４年１月签

署《 莫斯科宣言》、宣布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克林顿政府就从

来没有真正遵守过它所做出的诺言，一直在想方设法进一步进逼、

削弱、打击俄罗斯。由于美国统治集团顽固坚持敌视社会主义中国

的立场，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这种“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更

不可能。克林顿政府不过是想用这种“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牵

制我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套住我国跟着它走；但这也只不过是一

①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安东尼·奈克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１日在华盛顿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美新署同日华盛顿电讯。

②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③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④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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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情愿而已。

然而在这个阶段，中美两国关系有了一个进展，即在亚太经合

组织多次接触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元首毕竟实现了互访，冲破了美

国统治集团“ 制裁”中国的最后一道闸门。

由此可见，克林顿政府对华仍然是奉行的两手政策。也就是

说，克林顿总统既经营了一家铁匠铺，又开了一家豆腐铺，对中国

软硬兼施。不过他使用铁匠那一手更多，更加频繁。

实际情况是，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是美国垄

断资本集团的既定方针。在上述这三个阶段，无论是在其中的哪一

个阶段，或者是把这三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克林顿政府尽管由于

种种原因不断玩“弄 变身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对社会主义中

国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或曰“ 西化“”、分化”战略这一条始终未

变；不仅未变，而且还变本加厉。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有一个重点，即突出

所“谓 人权”问题。

美国统治集团正式实行“ 人权外交”，是从卡特政府上台执政

之后开始的。不过卡特政“府 人权外交”的重点打击对象是苏联。里

根政府在其两个任期内，一直继续执行卡特政府挥舞“ 人权”旗号，

对苏联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在其第二任期内，更是明目张胆地运

“用 人权”武器，对戈尔巴乔夫实行以压促变的方针。布什政府任期

内，终于利用戈尔巴乔夫右倾机会主义的弱点，实现了美国垄断资

本集团瓦解苏联、演变东欧的夙愿。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又高“举 人

权”旗帜，支持方励之等少数中华民族的败类在中国内部从事颠

覆，企“图 和平演变”中国，但遭惨败。现在，克林顿政府决定继承布

什政府的未竟之业，决心硬着头皮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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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西藏、台湾问题和出动美军飞机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的事

件，本书随后将分别论述，此处不提。我们在这里只简略叙述克林

顿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 和平演变”的若干重

大事件。

这些事件如下：

第一件，将对华贸易的所谓“ 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 人

权”问题挂钩。

这是克林顿总统上台执政后，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方面干的

头一件蠢事。

美国对华贸易的所谓“ 最惠国”待遇名不副实，只不过是一种

国际间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它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是

实行的这种待遇。而且这种待遇并不是美国单方面的赐予，而是双

方给予对方以同样的待遇，是对等的。但是，从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

初期，尽管中美两国已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统治集团却把

中国打入了“ 另册”。你不是要对外开放吗？你不是要与美国从事

商业交往吗？那好嘛。这样，你就得接受美国的“ 民主、自由、人权

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否则就要经受美国的压力和折磨。为此，年

复一年，美国统治集团都不厌其烦地由总统出面提出对华贸易的

“ 最惠国”待遇问题，交联邦国会审查。年复一年，联邦国会的各位

议员先生总是要就此事辩论一番，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即使如此，

从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都没有把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与对华

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挂上钩。９０年代初期，美国联邦国会曾经就

这个问题折腾过两次，但均未成功。就里根政府而言，它之所以没

有这样做，一则是因为中、美、“苏 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仍然存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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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挥着作用；二则是因为它挥舞“ 人权”旗号的重点打击对象是

苏联，不可能两个拳头打人，同时两面出击。就里根、布什两届政府

而言，他们没有这样做，并非特别热爱中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

样做不利“于 和平演变”中国，不利于抢占中国市场，而且实际上也

行不通。

克林顿总统毕竟年轻，不谙世事，没有里根、布什先生那么老

练。他一上台，为了显示他领导的政府的威风，为了显示他本人特

别有能耐，也为了表示他的政府决心对中国进一步实行以压促变

的方针，就立即莽莽撞撞地决定改变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做法，把

对华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挂钩。

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日，克林顿总统一家人迁入白宫大院。随后几

个月，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施加压力，他本人和他的国务卿

克里斯托弗即不断扬言，要把对华贸易与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

相联系。

２月２６日，新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发表对外贸易政策演讲。在

谈到对华贸易政策时，总统说：“ 我们现在正在对中国经济出现出

令人惊叹的新活力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现在的年增长率为１０％；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很大比例。我说，我想要继续保持这种伙

伴关系；但是，我也认为，我们有权期望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进展，因

为我们支持这种进展。”白宫发言人斯特凡诺普洛斯当天受权向新

闻界解释了总统说的这一段话。他说：“ 我想总统的立场是明确的。

他认为，在延长最惠国贸易地位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附加一些

条件，即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和中国对民主的尊重。”①

２月２８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接受ＮＢＣ记者的采访时，对

总统的上述演讲进一步做了说明。克里斯托弗说“：你知道，在对华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６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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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上，我们现在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人权记录是糟

糕的。我们认为，他们对西藏采取的做法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

他们的一些贸易政策是为所欲为。因此，我认为，只有当我们看到

中国在民主方面有真正的进步，克林顿总统才会同意延长贸易最

惠国待遇。他确实支持延长贸易最惠国待遇，但是只有在中国有进

步的条件之下。我想，这就是他在美利坚大学所讲的话的意

思。”①

３月４日，白宫发言人斯特凡诺普洛斯再次受权重申：“ 总统

认为，我们应该按照人权进展状况、向民主开放和释放政治犯的条

件延长最惠国待遇。”②

３月１０日，克里斯托弗在联邦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对华

贸易政策作证时，重申了克林顿政府的那些条件。③

３月２５日，克里斯托弗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外行动小

组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他在答复众议员吉姆·莱特富特的提

问时，再次重申“：关于中国问题，正如我早些时候已经指出过的那

样，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人权领域有问题；在他

们滥用贸易做法导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方面有问题。⋯⋯即使我

们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有很多利益，我们也有很多工具。你提出我

们不要只限于运用最惠国待遇这个工具，是很对的。但是，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工具。它既有实际的、又有象征性的重要性。”④

３月３０日，克里斯托弗在联邦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个

会议上作证时，重申要“ 设法利用最惠国待遇促使中国在我们感到

失望的许多方面有较好的表现和较好的行为”，并且一再强调中国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８日华盛顿电讯。

②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３年３月４日华盛顿电讯。

③　　路透社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０日华盛顿电讯。

④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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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 人权”问题。①

当年４月、５月，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抓住这个主题继续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威胁。在克林顿政府的带动下，美国联邦

国会参、众两院的少数议员也向国会提出这一类威胁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决议案。为节省篇幅，对这些言论和决议案，我们不再一一

叙述。

在大叫大嚷了几个月之后，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８日，克林顿关于把

对华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挂钩的正式决

定终于出台。这就是克林顿就此发布的一道行政命令。白宫还为

此专门发表了一份《 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

声明说：

“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

由抱有希望。在某些方面，这种进程已经开始。中国正在出现的中

产阶级把新的电视天线指向香港方向，以接受有线新闻电视公

司②的广播节目。移动电话和传真机具有通讯更加自由的含义。香

港本身就是民主价值观念的催化剂；我们坚决支持彭定康总督扩

大民主权利的努力。

“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培育中国改革的这些有

希望的种子，同时表达我们明确地不赞成中国的镇压政策。

“ 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坚决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的改

进。⋯⋯

“ 行政命令列出了我要考察的特定领域，包括遵守《 世界人权

宣言》，释放那些由于使用非暴力手段表达其政治信仰而被关押的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０日华盛顿电讯。

②　　即Ｃ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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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包括因天安门广场事件而被监禁的活动分子）。行政命令包

括：中国应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遵守美中双方就监狱劳动

问题达成的协议。

“ 此外，我们将利用现有的法令，处理我们在贸易和军备控制

领域所关心的事情。

“ 我今天颁布的行政命令指示国务卿和其他政府官员：坚决采

取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确保中国遵守国际准则。我打算以行政部

门的全部力量支持执行此项命令。”①

好家伙！真威风啊！

可惜克林顿先生耍威风找错了对象。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居然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命令，明

目张胆地对中国强制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并且居然要中国政府

服从他的命令！身为美国总统，竟然如此可笑不自量，做出如此荒

唐的事情，这岂非天下奇闻，咄咄怪事！

由此可见，克林顿总统当时对中国的愚昧无知达到了何种程

度，他当时的头脑膨胀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完全出于克林顿总统的意料之外，他发出的这道命令竟然一

文不值，只不过是废纸一张。它不仅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

重抗议和坚决抵制，无损于中国的一根毫毛；而且在美国国内引发

出了一片反对之声，纷纷指责克林顿此“举 太过分了“”，危害了美

国的利益”。在反对克林顿此举的行列中，包括波音公司在内的

２９８家巨型企业，３７个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工商业和贸易团体，

前北大西洋公约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参议院军

事委员会主席、美国政坛老将萨姆·纳恩先生，参议院国际贸易小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８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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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先生，美国参议院访华代表团团长、

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先生，等等。甚至连布什政府的首席贸易

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女士也公开发表谈话，反对克林顿总统此

举。①

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克林顿总统开始懂一些事了。１９９４年５

月２６日，克林顿总统被迫在白宫宣布将对华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

与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脱钩。

在答复记者关于克林顿是否“ 在人权问题上后退了”的提问

时，这位总统说“：不是。”他说“：问题是：我们不应当把这两个问题

联系在一起，还是我们应当每年都继续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相信对我们该怎么办这个

问题的回答，是奉行接触的、更为广泛的战略。我想，这就是我们现

在的立场。我想这种立场对促进人权发展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支持

我们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②

总统的意思是清楚的。本人虽然把对华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

与中国“的 人权”问题脱了钩，但并不“是 后退”；对中国“的 人权”问

题还是要通过“ 奉行接触的、更为广泛的战略”继续抓下去的。

此处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是，克林顿说不“是 后退”，是假话。把

对华贸易的所“谓 最惠国”待遇“与 人权”脱钩，当然是后退了。但他

说要在所“谓 人权”问题上继续压中国，却是真话。“在 人权”问题上

继续做文章，用以推进中国“的 和平演变”，这件事他是不抓到底决

不罢休的。其二是，虽然克林顿政府把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与对

华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脱钩了，虽然美国工商界强烈反对，然而这

①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８日、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７日《 纽约时报》国际版；１９９３年

１ 《 商业日报》；路透社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北京电讯；美联社２月 ９日

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０日华盛顿电讯。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６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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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所谓“的 最惠国”待遇还是要一如既往、年复一年地闹下去的。为

什么？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持压力。

第二件，是关于韩东方事件。

韩东方本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一个无名小卒。１９８９年动乱期间

组“织 工自联”，做了这个非法组织的头头，在那场动乱中触犯了刑

法，被捕入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就他受到中国法

律惩处大肆叫嚷，说是中国政府侵犯“了 人权”。此人因此而成为一

个西方舆论制造工具制造的有名人物。布什政府认为这种人物对

美国有利用价值，表示要搜罗他这种人物；中国政府也愿意把这类

人物送给美国。于是，中国政府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让他去了美国。美

国统治集团得到此人，如获至宝。在他居住美国的１１个多月期间，

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他大力进行了关于在中国内部从事颠覆活动

的培训，向他传授了波“兰 团结工会”的经验。克林顿政府认定此人

就是“ 中国的瓦文萨”，决定把他派回中国，交给他的任务是组织

“ 中国的团结工会”，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１９９３年４月，克林顿总统还在白宫接见了此人，给他加油鼓

劲。

１９９３年８月，韩东方奉命飞到香港。他不经过罗湖桥，而是乘

坐一叶小舟，溜进了广州；但在广州市的一家旅馆里被我公安干警

发现。我公安机关为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没收了他的护照，把他驱

逐出境。克林顿政府竟责令国务院发言人迈克尔·麦柯里出面发

表声明，说中国政府违反了《 世界人权宣言》，对我国进行无理攻

击；并以取消对华贸易的“ 最惠国”待遇和阻止我国申办奥运会相

威胁，对我国施加压力。我国政府严正反驳了克林顿政府的攻击，

坚决顶住了它的压力。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韩东方还死皮赖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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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赖在香港不走，继续与我国政府纠缠，遭我拒绝。①

其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竹篮子打水，落得一场空。

这是克林顿总统上台执政后，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干的第二件

蠢事。

第三件，就“是 银河号”事件。

１９９３年７月７日，我国的一艘货轮“ 银河号”满载普通商品，

按照它的固定航线从天津新港出发到上海，１２日离开上海驶往香

港，然后经南中国海、印度洋，预定驶往迪拜。当年７月２３日，美国

驻华使馆官员奉克林顿政府之命约见我国外交部国际司官员，说

得神乎其神，说美国获得确切情报，“ 银河号”是从大连港出发的，

船上载有化学 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品

斯港；克林顿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制止这次出口，否则克林顿政府将

对中国实行制裁。就是说，克林顿政府居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

威胁了。

尽管《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当时尚未生效，尽管美国当时并未

批准这个公约，但我国政府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按照有理、

有利、有节的原则，还是先退让一步，说让我们查一查情况再说吧。

然而在中方尚未答复前，克林顿政府从８月１日起即命令它的海

军舰只跟“踪 银河号”，并出动军用飞机“在 银河号”上空盘旋，从事

侦察、拍照。

经过调查，我国政府外交部于当年８月４日通报克林顿政府，

说美方获得的所谓情报不真实，不仅“ 银河号”只装载着普通商品，

没有任何美国所说的化学品；而且美方的情报机关连“ 银河号”的

①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６日《 波士顿环球报》；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０日《 纽约时报》

国际版；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５日华盛顿电讯；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６

日《 芝加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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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港地和目的地都搞错了。我外交部严重指出，美方出动军舰和军

用飞机恣意干“扰 银河号”的正常商业航行，毫无道理；美方应当立

即采取措施，停止“对 银河号”的一切阻挠和干扰。然而克林顿政府

竟然置中国政府的说明于不顾，坚持说它从中国境内获得的情报

是千真万确的，居然命令它的海军舰只继续沿途跟“踪 银河号”，穷

追不舍，严密监视和威胁、骚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现在不客气了。当年８月７日，我国外交

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奉命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国政

府“对 银河号”所采取的霸道行动提出强烈抗议。秦华孙指出，美国

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无端地损害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和贸易往

来，严重威胁“了 银河号”及其船员的安全；美方应当对其无理行为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作出赔偿，并承担责任。克林顿政府满以

为这一次真的抓着了中国政府的一根辫子，置我国抗议于不顾，竟

横蛮无理地坚持要由它的海军部队登上“ 银河号”检查。中国政府

不能容忍克林顿政府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对

此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就这样“，银河号”在阿拉伯海面上被困守

近一个月之久。全体船员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十分

艰难的条件下，不畏强暴，坚守岗位，坚持斗争。

经过一段外交交涉，鉴于“ 银河号”在阿拉伯海面上逗留太久，

连船员的饮水、食品都难以为继，中国政府同“意 银河号”抵达迪拜

以前，先停泊在第三国港口，由第三国的专业人员对这艘货轮所装

载的货物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结果证明没有美国所说的化学品，克

林顿政府要向中国政府正式道歉，并赔偿我国因克林顿政府的无

理取闹所蒙受的损失。沙特阿拉伯政府愿意协助办理此事。克林

顿政府先是拒绝此议，后来被迫同意。于“是 银河号”起锚离开阿拉

伯海，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开进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当年８月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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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９月４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在场，克林顿政府派

出的技术专家以沙特阿拉伯政府顾问的身份出现，由沙特阿拉伯

的专家对“ 银河号”装载的货物进行了彻底检查；在克林顿政府代

表的无理坚持下，差不多把整“个 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克林

顿政府的代表有可能偷梁换柱，他们是会把美国造的化学品暗中

塞“进 银河号”所载的货物里去的。这种事，美国统治集团是完全干

得出来的。只是可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的代

表都在场，美国人无从下手。翻来覆去检查的结果，“在 银河号”所

载的货物里连一点化学品的踪影也没有找到。克林顿政府的代表

不得不在核查报告上签字，承认了这个核查结果。事后，美国国务

院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从“ 银河号”上没有发现他们所说的

那些东西，但又背信弃义，拒绝向中国政府道歉和赔偿损失。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同年９月４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 近来，美国动辄凭借其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的所谓‘情报’，

肆意向别国施加压力，这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

现。‘银河号’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正常的海上航行和对外

贸易，是一国的主权行为，任何其他国家无权阻挠和侵犯。然而，美

国竟然派出军舰和军用飞机对‘银河号’实施跟踪、监视和骚扰，还

提出了包括让‘银河号’货轮返回原地等种种无理要求，致使‘银河

号’货轮正常的航运业务受阻。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和

海上航行自由，是对国家关系准则的公然践踏。

“《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至少要到１９９５年才生效，该公约的有

①　　路透社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７日、２１日迪拜电讯；美联社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４

日巴林首都麦纳麦电讯；１９９３年９月４日美新署华盛顿电讯；１９９３

年９月８日伊朗《 世界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5

关核查机制尚未建立，美国到现在也还未批准《 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也没有任何国际组织授权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单方面的核

查。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的行动有何法律根据？如果让这种以‘世

界警察’自居的行为得逞，国际上哪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哪谈得上

什么主权平等！还有什么正常的国家关系！”

声明重申要美方向中方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①

虽然克林顿政府赖了账，但它在此期间曾就此事件大叫大嚷，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也就此事大肆宣传，其结果却

是落了一场空，使克林顿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亏了理，出了丑，丢了

脸。

这是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后，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干的第三件

蠢事。

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件事，除了要说明克林顿政府竭力从鸡蛋

里挑骨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对华推行以压促变的方针和它对中

国的愚昧无知以外，主要是要说明一个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问题，

即美国情报机关的确在我国设下了一个情报网，尽管它获得的情

报并非都是准确的。

请看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迈克尔·麦柯里１９９３年９

月７日就这次“ 银河号”事件答记者问的有关部分：

“ 问：美国指控这艘船上有化学武器，但是却没有。这似乎是犯

了一个有点引人注目的错误。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国务院认为不

应该对中国道歉吗？

“ 答：除了我们在周末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以外，我没有更

多要说明的。⋯⋯

①　　１９９３年９月５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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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的指控 国务院关于中国在那艘船上的行为等等的

指控已记录在案。除非你说取消这些指控，否则它们仍然写在那

里。你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仍然认为，那艘船还有可疑的地方。

“ 答：我们是给了人们这种印象。我们从许多可靠的消息来源

得到的情报说，那艘船上的货物里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 问：情况如何？没有发现，是吗？

“ 答：没有发现。

“ 问：因此，这会在今后美国为了这种事再指责中国或其他国

家时，使美国的信誉受到怀疑吗？

“ 答：不会。

“ 问：为什么不会？

“ 答：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可靠的情报说，货物里确实有这

些东西。⋯⋯

“ 问：你是否有任何理由对检查本身的准确性提出抱怨？

“ 答：没有。我要说的是，我们从一些可靠人士那里得到情报，

说‘银河号’运载了那些化学品，准备用于伊朗的化学武器计划。于

是我们对货物进行了检查，看我们能否确定那些化学品是不是还

在船上。

“ ⋯⋯

“ 问：你似乎是在说，根据某种推理，美国 你似乎是在说，

美国对那条船运载货物的看法并不完全错。我这样说对吗？

“ 答：是的。

“ 问：但是，不管怎样，从证据看，美国的确完全错了。可是你说

情况并不是这样。

“ 答：我是说，我们有充分、可靠、可信的情报，据此我们提出了

我们的关注。

“ 问：你怎么解释你的充分、可靠的情报和在船上实际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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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之间的差别呢？

“ 答：有 我是说，美国政府内部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各种

推测。

“ 问：没有一种包括你们完全错了的这样一个事实吗？

“ 答：我没有看到表明我们可能完全错了的情报。”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义正辞严的谴责面前，克林顿

政府无法自圆其说。麦柯里这场答记者问，理屈辞穷，只能是彻头

彻尾的狡辩。这是清清楚楚的。他奉命所做的这场答记者问，值得

注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虽然美国情报机关这次获得的情报是完

全错误的，然而麦柯里却翻来覆去地强调说：“ 我们从许多可靠的

消息来源得到的情报“”，我们从一些可靠人士那里得到情报“”，我

们有充分、可靠、可信的情报”云云，这些话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警

惕吗？

第四件，是阻挠北京申办奥运会。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预定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３日在摩纳哥的蒙

特卡洛开会，决定２０００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城市。中国是世

界上的体育大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是申请主办这次

奥运会的几个城市之一，而且是声望最高的城市。美国垄断资本集

团决定动用一切手段，给北京市设置路障，阻挠中国人民与包括体

育健儿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剥夺中国主办这次奥运

会的权利。他们的目的仍然是以压促变，即对中国施加压力，幻想

中国领导人将在这种压力面前步戈尔巴乔夫的覆辙，放弃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体，放手让方励之之流从事颠覆活动，以推翻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９月７日华盛顿电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8

早在克林顿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当选总统以后和他进入白宫执政的

初期，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内即不断有人向他献策：在对华政策上，

“ 最惠国”待遇不妨放松一点，可以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恢复中国在

ＧＡＴＴ①的地位和建立“ 自由亚洲电台”等问题上多做文章。这位

新总统当时对上述第一条计策没有予以重视，对包括阻挠北京申

办奥运会在内的几条谋划倒是听进去了。但是，鉴于奥运会是世界

各国体育健儿集会竞技的场所，身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公开出面

干预，有所不便；于是由白宫幕后指挥，国务院公开支持②，动员全

国官方、民间各种力量，全力以赴，在阻挠北京申办成功这个战场

上打了一场恶战。

美国统治集团１９９３年从事的这场“ 阻挠北京”的战斗，以大张

旗鼓的反华舆论宣传为先锋、国会公开出马冲锋、政府行政部门运

用秘密加公开的方式予以配合为特征。

首先是运用舆论工具作先锋。１９９３年夏季，特别是在当年９

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投票前夕，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工具以集

中攻击所谓中国“ 侵犯人权”为主题，展开了一场反对北京主办奥

运会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各大报刊除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新闻外，

还发表一系列的评论和社论，使出了可能使用的一切手段，在中国

脸上抹黑。《 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６日即发表社论，《 纽约时

报》在同年７月２９日和９月２１日接连发表两篇社论，反对北京主

办奥运会；其他一些报纸也迎头赶上，纷纷发表社论。其中有的报

纸发出了一点不同的声音，说政治不应干预体育；但作为整体，垄

断资本的报刊还是实行的舆论一律。美国垄断资本的各大电视台

在他们播出的节目里则极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妖魔化”，使出种

①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②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３日《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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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宣传“ 中国威胁论”；并制作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北京

和拉萨街头列队行进的镜头，在解说词里播放谣言，说这些战士

“ 是在执行作战任务”，给观众一种我军正“在 镇压人民”的恐怖印

象。他们还同时播出另一种节目，宣传悉尼市如何如何美好，如何

适宜于举办奥运会，等等。他们绞尽脑汁制造的这些宣传品，都是

为了给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施加压力；一言以蔽之，就是２０００年

奥运会不能在北京举行。①

美国 联邦国会出马冲锋，由众议院带头通最高立法机关

过反华决议。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６日，众议院在它的外交委员会的推动

下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以所谓中“国 侵犯人权”为由，反

对北京主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②在众议院通过决议之前，参议院已

于当年７月１５日就北京申办奥运会问题装腔作势地举行过听证

会，几位议员先生在会上大放厥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破口大

骂。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伙同另一议员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个反

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决议草案。但是，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负责

人认为，如果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给国际

奥委会一种美国立法机关公开干涉奥委会内部事务的印象，其结

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在听取了美国这位奥林匹克专家的建议以后，

布拉德利议员认为此议有理，于是改变主意，撤回了他那个决议草

案，改而采取参议员联名给国际奥委会委员写信的方式。布拉德利

先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１００名议员中拉拢了６０位，在他起草的反

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信上签了名，分别寄给了国际奥委会的各位

①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６日《 华盛顿邮报》社论：《 等到２００４年奥运会吧》；同

年７月２９日《 纽约时报》社论：《 北京拿不到奥运会金牌》，９月２１日

社论：《 中国没有资格主办奥运会》；同年９月１３日英国《 每日电讯

报》报道《： 美国的目标是制“止 北京运动会”》。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６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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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①

克林顿总统这一次的表现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他没有公

开讲话，但却责成政府国务院出面从事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活

动。在联邦国会众议院当年７月２６日通过反对北京主办２０００年

奥运会的决议以后，国务院即由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迪

·舍曼站出来，公开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写信，

对众议院的反华决议表示支持。②国务院当然还有权指令它的驻

外使节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所属国家的政府从事活动，通过政府对

这些委员施加压力。在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公开加秘密的种种

活动中，美国统治集团得到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力配合和支持。

英国的反华舆论与美国同样疯狂。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３日，国际奥委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投票决定

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第一轮投票否决了伊斯坦布尔；第二

轮投票否决了柏林；第三轮投票否决了曼彻斯（特 英国）。在这三轮

投票中，北京都居于所有申办城市的首位，一路领先。然而由于美、

英等国施加了巨大压力，也由于悉尼市政府使用了政治（ 在所谓

“ 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与经（济 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实行贿赂）相

结合的手法③，使北京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两票之差（ ４３对４５）败

于悉尼，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主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的权利。

国际奥委会在蒙特卡洛的投票结果公布后，美国统治集团的

舆论制造工具欢欣雀跃，立即高呼胜利。各大电视台均在当天头

条新闻位置以趾高气扬的语气播报这条喜讯。各大报纸也在当天

竞相发表长篇报道和评论，为北京市以两票之差的失败而大肆庆

①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６日、９月２４日《 华盛顿邮报》。

②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３日《 华尔街日报》。

③　　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 悉尼先驱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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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①《 纽约时报》甚至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②

然而美国统治集团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广大中国人民

群众将会在这种压力面前屈服，向美国屈膝求饶，让美国统治集团

任意在中国境内从事颠覆活动，却是完全打错了算盘。我们认输，

但我们输得光明磊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为申办这次奥运

会，没有使用任何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惯于使用的种种肮脏手

段，我们以此引为自豪。当悉尼市为申办此次奥运会而向国际奥委

会的若干成员送钱贿赂一事终于败露、受到各方指责、其已经夺得

的主办权摇摇欲坠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以一个泱泱大

国的风度，公开发表声明，不仅没有半句谴责之词，而且表示支持

悉尼市继续主办这次奥运会。这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珍

惜与澳大利亚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应当如实地指出，在这次申办奥运会的主办权问题上，从道义

上讲，失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中华人民

共和国首都北京由于这次光明磊落的申办态度而在国际上、包括

在国际体育界提高了声望；而美国统治集团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却

为世人所不齿。

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干的另一起对不起

中国人民的丑事。

我们在这里附带提一笔，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对东道主美

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所怀抱的友好情谊，于１９９６年派出阵容强大的

体育代表团参加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有的巨

①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４日《 华盛顿邮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２８版；同日《 纽

约时报》体育新闻版头版转第二部分第１６版；同日《 华尔街日报》第

二部分头版转第二版。

②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４日《 纽约时报》社　　　　论：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ａｒｅｉｎ Ｇｏｏｄ

Ｈａ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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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垄断电视公司居然对中国运动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系列

诋毁性的宣传。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制作敌视中国和中

国人民的宣传品的本领，可以说是到家了。

第五件，是对中国一再实行贸“易 制裁”。

有关这一类的事情，本书不拟具体展开。我们只是指出一点，

即克林顿政府对外实行贸易“ 制裁”的对象不仅限于中国一家；即

使是对于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它也是动不动就宣布实行贸易“ 制

裁”的。这是它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

部分。然而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所谓贸易“ 制裁”有其特殊之

处，在性质上与它对欧洲和日本“的 制裁”是截然不同的。其特殊之

处是在于，它对中国实“行 制裁”，表面上大都属于贸易争端，然而

实质上具有政治色彩，是它对华推行以压促变、推“行 和平演变”战

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仅在１９９３年８月到１９９４年１月，克林顿政府即对中国实行

或者宣布实行了两次贸易“ 制裁”。一次是１９９３年８月发布的禁止

美国卫星用中国火箭发射的命令；另一次是１９９４年１月发布的限

制中国纺织品向美国出口数量的命令。这两次禁令，特别是前一项

禁令，由于它以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和“ 侵犯人权”为借

口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由于中国政府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加

上美国工商界的强烈反对，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在不久以后被迫取

消。①

然而这一类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结。关于中国的武器出口问

①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７日《 洛杉矶时报》，同年８月２８日《 纽约时报》，同年

９月３日《 华尔街日报》，同年９月６日《 商业周刊》；１９９４年１月７

日《 商业日报》，同年１月７日合众国际社北京电讯，同日路透社华

盛顿电讯，同年１月１３日《 华盛顿邮报》，同年１月１８日美联社华

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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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尽管举世周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头号武器出口国），关于中

国的纺织品出口问题，关于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等等，克林顿政

府此后还曾继续不断地与中国政府纠缠。它历次实行或威胁要实

行对中国的所“谓 制裁”除上述具有政治性质外，还有一个特点，即

把对华的经济“ 制裁”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它这样做

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对这些事

情就不一一说了。

第六件，就是吴宏达案件。

美籍华人吴宏达奉美国情报机关之命，拿着美国政府发给他

的一个化名彼得·吴的护照，不经过我国海关办理入关手续，于

１９９５年６月从哈萨克斯坦潜入我国境内从事特务活动，制造我国

政“府 侵犯人权”的假证据，并犯有其他罪行，不久被我公安机关拘

留，并由武汉市检察机关批准，予以逮捕，提交法院审讯。连美联社

在一则电讯中也说，吴宏“达 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中国当局无须

深究就能找到起诉他的证据。”①因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他承认了

所犯罪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同年８月２４日依法

判处吴宏达有期徒刑１５年，并驱逐出境。此人不过是一个跳梁小

丑，一个鸡鸣狗盗之徒，有关他的事说这几句就够了，用不着多费

笔墨。

我们要说的是美国统治集团对此案件所持的横蛮无理的态

度。

明明是美国政府理亏，派遣特务潜入我国从事间谍活动，制造

我“国 侵犯人权”的假证据，用以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可是美国统

治集团却偏偏胡搅蛮缠，认为道理是在他们一边，认为中国政府依

法逮捕这个美国特务、中国法院就这个美国特务所犯罪行进行审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５日北京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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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是无理行为，是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是触犯了世界霸主

美国，因而要大张旗鼓地向中国兴师问罪！这真是滑天下之大

稽。

请看以下事实：

还是那老一套，首先由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打先锋。

从１９９５年６月中旬吴宏达被中国公安机关拘留起，到当年８

月下旬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吴判决时止，在这两个多月期间，美

国垄断资本集团出动它的所有舆论工具就吴宏达案放肆攻击中

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报道此案时，用了这样的标题《： 吴宏

达：一位值得提供援助的英雄》①，把吴宏达这样一个小丑赞扬为

“ 英雄”；说中国政“府 侵犯人权”，迫害了美国资产阶级的这位“ 英

雄”；美国应当就此案与中国政府和公、检、法系统对抗，以援助这

位“ 英雄”。这就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的统一口径。

各大报纸按照这种口径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华

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波士顿环球报》等报纸还相继发表社

论②，向中国政府发出威胁。美国各大电视台更是就此案大叫大

嚷，说得振振有辞，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 侵犯”了美国“的 人

权”。简直是岂有此理！

接着是由联邦国会的一些议员先生冲锋。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

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些议员先生在国会大厦里大喊大

叫，说“ 吴宏达在美国国会议员中有许多朋友，拘留吴宏达是在美

国国会的脸上打了一巴掌”；说中国司法机关拘留吴宏达是“ 中国

①　　１９９５年７月７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Ｈａｒｒｙ　ＷＵ　：　ａ　Ｈｅｒｏ　Ｗｏｒｔｈ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②　　１９９５年７月３日《 华尔街日报》社　论　：ＦｒｅｅＨａｒｒｙＷｕ；同年７月１１

日《 华盛顿邮报》社论：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ｒｒｙ　Ｗｕ；同年７月２１日

《 波士顿环球报》社论：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ｏｒ　Ｈａｒｒｙ　Ｗ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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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加强的镇压的一种广泛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公然蔑

视法治的一种表现”，云云。７月１０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

议员先生居然进一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威胁，说由于吴宏达

被中国公安机关拘留，美国国会将要用不批准给中国“ 最惠国”待

遇和其他贸“易 制裁”“来 惩罚中国”。①这些议员先生信口雌黄的

本领真大，竟然可以把白说成黑，把无说成有。不过他们把吴宏达

这个小丑当做自己的朋友，把此人与美国最高立法机关联系在一

起，岂不是有失这些议员先生自己和整个美国联邦国会的体面和

尊严了吗！他们以为自己有权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命令，以为经过

他们出面这么威胁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会吓破了胆，中国

的检察机关就会遵命不依法起诉吴宏达，中国的人民法院就会遵

命不依法审判吴宏达，这岂不是眼睛长到了额头上，把他们自己的

地位看得太高，太自命不凡、太自不量力了吗？

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也就此案与中国政府无理纠缠了一阵

子。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６日，国务院负责官员约见中国驻美使节，煞有

其事地就中国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吴宏达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②

同年７月１１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公开对美国新闻界发表谈话，

说是如果中国政府“ 早日释放”吴宏达，将有助于把中国与美国已

经陷于麻烦之中的关系纳入正常轨道。③克里斯托弗有一句话没

有说出口，即如果中国不“ 早日释放”吴宏达，那又怎么样？同年７

月３１日，克里斯托弗把他上述谈话中没有说出的话终于说出来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华盛顿电讯；同年７月１１日《 波士顿环球

报》。

②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１１日华盛顿电讯，７月３１日关

岛美国空军基地电讯。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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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在关岛的美国空军基地发表谈话，说克林顿总统正在考虑当

年秋天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但是如果中国不释放吴宏达，

这次会晤就不可能实现。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克里斯托弗为首

的美国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就吴宏达案与中国政府纠缠，并且

发出威胁，它却提不出中国公、检、法部门依法拘留、起诉、审讯吴

宏达究竟违反了国际法的哪一条？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吴宏达其人不过是跳梁小丑一个。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一贯希望与美国

建立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一贯重视与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犯不

着为这个小丑与美国继续纠缠下去。美国统治集团既然如此看重

这个宝贝，心甘情愿地将此人收留、供奉起来，在我国公、检、法系

统依法拘留、起诉、审判以后，把他驱逐出境，扔给美国拉倒。

难道克林顿政府这样做，不是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吗？

第七件，就是建立所“谓 自由亚洲电台”。

建立这个电台，最初是少数议员为了反华，在１９９１年８月向

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议案，布什政府表示支持。当时拟定

的名称叫“ 自由中国电台”。②但是在布什政府任期内未办成此事。

前面已经提到，在克林顿先生当选总统、尚未正式走马上任之时，

即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３日，他提名任命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美国联

邦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中即表示要实现

布什政府未竟之业，推“进 全球民主革命“”，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

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为此需要建立这样一个电

台；不过他把这个电台的名称改“为 自由亚洲电台”。克林顿政府上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１１日华盛顿电讯，７月３１日关

岛美国空军基地电讯。

②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９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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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执政后，即反复强调要建立这个电台。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日，克里

斯托弗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

时，再一次表示要建立这个电台。①同年６月１５日，根据联邦国会

成立的以“ 美国之音”前负责人约翰·休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于

１９９２年９月提出的报告，克林顿亲自向新闻界公开表示，要建立

这样一个电台。不过他把这个电台的名称改“为 民主亚洲电台”。②

这个电台名称的几度修改，当然都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无论是布什政府时期或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相继提出的“ 自由

中国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 民主亚洲电台”，都是以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 １９７１年起改由联邦国会拨款）在

西德慕尼黑建立“的 自由欧洲电台”“和 自由电台”为样板、为模式

的。由“于 自由欧洲电台”“和 自由电台”全力以赴从事历时３０余年

的心理战，在美国资产阶级演变苏联、东欧“的 十字军东征”中取得

了经验，发挥了作用，现在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演变中国，也决心要

在亚洲建立一个类似的电台。③只是由于克林顿政府考虑到演变

苏联、东欧之举已经完成，并为了节省政府每年几亿美元的财政开

支，提出“对 自由欧洲电台”“和 自由电台”实行合并、精简，挪出一

部分经费建立一个“ 自由亚洲电台”，因而与国会的一些议员发生

了分歧；加上“ 美国之音”负责人因顾虑削减本台的经费和宣传效

果，以反对节目重复为由从事干挠，致使此事拖了下来。④　１９９６

年，政府与国会就此事终于达成一致；于是由克林顿政府提出预

算，国会决议拨款，这个最后定名“为 自由亚洲电台”的机构在华盛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日华盛顿电讯。

②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６日《 华盛顿邮报》。

③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５日《 华尔街日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１１版；１９９３年７

月２６日出版的美国《 洞察》杂志；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洛杉矶时报》。

④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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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正式成立，于当年９月开播。它拥有雇员６５人，每天从５个方

向、以不同的频率用汉语、藏语、朝鲜语等种语言对中国广播，不断

播出它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敌视中国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新闻和评论。①

当然，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拥有的舆论制造工具并不是只有这

一“家 自由亚洲电台”。它还有规模庞大的电视和广播系统、包括卫

星电视广播系统，各大报刊、包括一系列报系，以及中央情报局出

钱雇“佣 学者”制作的种“种 研究报告”，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美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报纸《 纽约时报》为了适应美国所取得

的世界反共盟主地位，率先作出决定，扩大国际新闻在它的新闻版

上所占的版面，使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超过国内新闻，以加强它的

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②随后，美国垄断资本

的各大报刊、各大电视广播台也照此办理。然而它们所大力从事这

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传播范围仅仅限于美

国国内吗？不是的。它们的这些宣传，都是要通过美国政府的对外

宣传机构，包括美新（处 现为美新署“）、美国之音”电台“、自由欧洲

电台“”、自由电台”，以及美国垄断资本的通讯社，如美联社、合众

国际社和随后出现的卫星广播、电视节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

界传播的。现在又加上了一个“ 自由亚洲电台”。

此处需要说明四点：

其一是，所“谓 自由亚洲电台”头衔上“的 自由”二字并非货真

价实，而是假货。这家电台播发的新闻稿，事前都要送交经过美国

政“府 安全审查”、认为忠诚可靠的官员审阅以后，才能播出。向该

①　　注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７日出版的《 时代》杂志第１６、１７页；１９９８年１２

月１２日《 洛杉矶时报》。

②　　１９９０年６月７日《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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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谋职的中国人，只有那些与方励之之流有关系的人才能求得职

位。①

其二是，连美国社会学者彼得·菲利普斯经过研究后写的一

本专著《 １９８８年新闻检查：不是新闻的新闻》里也指出，美国资产

阶级的所“谓 新闻自由”是假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电子媒体

和报刊提供有偏向性的消息，符合私有制的方针及其利益；存在的

倾向是避免得罪有权势者和对市场经济有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记

者和编辑被迫受到限制，依“据 共同的观念”写作，即发布业主和高

级管理人员有关世界上发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的特有观点。②

其三是，根据美国“ 民众与新闻研究中心”１９９９年初所从事的

一项调查，认为美国新闻报道“ 经常不准确”的美国人由１９８５年的

。３５％上升到了１９８８年的６５％ ③就是说，连多数美国人也不相信

一向“以 客观“”、公正“”、准确“”、真实”相标榜的美国垄断资本的

舆论工具所发布的新闻是真实、准确的。

其四是“，舆论制造工具”一词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本书作者。我

是从美国资产阶级那里借用的。美国资产阶级为此还出版了专著，

书名就是《 舆论制造者 华盛顿新闻出版军团》。④们

那么，既然有那么多的制造不真实、不准确舆论的工具，为什

么又要专门办一“家 自由亚洲电台”呢？也就是说，这“个 自由亚洲

电台”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它的特殊之处主要是在于：

其一，它是官办的；是由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提出预算、由联

①　　注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７日出版的《 时代》杂志第１７页。

②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墨西哥《 至上报》。

③　　新华社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０日纽约电讯。

④　　威廉·里弗斯著：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ｒｐｓ，　１９６７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平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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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国会批准拨款开办的。这与美新署“、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

台“”、自由电台”是相同的，而与以民间面貌出现的美国垄断资本

的种种舆论制造工具有别。

其二，按照美国国会的立法，包“括 自由亚洲电台”在内的美国

政府宣传机构只能从事对外宣传，不能面对美国国内。这与以民间

面貌出现的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也是有别的。

其三，这个“ 自由亚洲电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攻击对

象。它这一点，“与 美国之音”电台也有别“。美国之音”毕竟是面向

全世界的。当然，在苏联、东欧演变以后，它的主要出击对象也是中

国。我们长期以来、特别是在１９８９年就领略了这一点。然而它终

究要面向全球，而“ 自由亚洲电台”的电波发射范围则仅限于中国

以及与中国临近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四，“ 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种种反华、反共、

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内容的一个总汇，而且它还特别给方励之之流

提供反华讲坛。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 自由亚洲电台”究竟要对中国宣传一些什么东西

呢？

大致说来，不外乎这么几条：

其一，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科学思

想体系。

其二，是谩骂、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首先是挖空心思攻

击、千方百计地污蔑毛泽东同志。它认为，只要把毛泽东同志骂倒

了，中国共产党也就完了，在中国大地上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这叫做釜底抽薪战术。

其三，是与第一条相联系，宣“传 三论”，“即 共产主义灭亡论”，

“ 社会主义失败论“”，资本主义优越论”、特别“是 美国式资本主义

优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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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反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 极权主义”，攻击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体 人民民主专政，宣传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

人权”观念。本书在前面各有关章节和本节上面已反复用确凿无误

的事实指出，如果不局限于形式，而是就其实质而言，美国资产阶

级人士像和尚念经一样不厌其烦地在国内外大讲“ 民主、自由、人

权”那老一套，纯假无真。难道深谙美国资产阶级内情的卡特总统

不知道这一点？难道里根总统不知道这一点？难道布什总统不知

道这一点？难道即使是年轻、但已在美国政界混了多年的克林顿总

统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们都知道，只是心照不宣，因为垄断资

本集团有此需要，照本宣科，而且要各显其能、使出全身解数予以

表演罢了。

其五，是千方百计挑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

国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煽动中国人民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人民政府。

其六，是极力挑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华民

族的团结，煽动民族分裂主义。

其七，是宣传布热津斯基博士所指责过“的 暴力文化“”、毒品

文化“”、过度的性自由”“等 道德败坏的世风”。①

其八，是宣扬有神论，反对唯物论，也就是反对共产党人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与第一条是相呼应的。

美国官办的主要针对中国的这个广播电台宣传这些东西，目

的何在呢？

一言以蔽之，用克里斯托弗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公开、露骨地

极力“ 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①　　见拙著《 三说美国 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０３—５０６页，第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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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我们现在要问：外交与意识形态分得开吗？

我们有此希望，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干。

难道美国对我们分开了吗？

他们都没有分开。恰恰相反，他们是把外交与意识形态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不说别的，只要看一看美国驻华使馆每天在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城市出版、发行的新闻公报就行了。难道它

不是每天都在攻击我们吗？

举世周知，我们不主张革命输出。因为是否起来革命以及如何

以符合本国实际的路线取得革命胜利，归根结底，是由各国人民自

己决定的。可是，我们在自己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驳

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对我国所作的种种“ 西化”宣传，对

这种完全属于我国内政的事务，美（国 还有日本、英国等国）统治集

团也要反对，藉以对我国施加压力。这难道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

许百姓点灯吗？这难道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伟大的中国人

民所能容忍的吗？

戈尔巴乔夫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拱

手让出宣传阵地，放手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领自己的意识

形态领域，其结果是苏联瓦解，昂首挺立于世界上达７０余年之久

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和苏联没有被敌人的武力所征服，却被西方的

“ 和平演变”战略搞垮了。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沉痛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两任前总书记相继犯了纵容

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程度虽有不同，然

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前表现软弱，不敢理直

气壮地结合我国实际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敢坚持

批驳西方“的 西化”宣传；即使宣传于一时，帝国主义的压力一来就

鸣金收兵。其恶果就是１９８９年的大规模动乱。这种历史教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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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们不应当吸取吗？

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在国内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

反共宣传采取了若干制约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在自己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 西化”思

潮，属于共产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再说，这

种事情属于我们自己的主权，你美国有什么权利管？是谁赋予了你

这种权利？难道只准你放肆颠覆我们，我们就无权反颠覆吗？世界

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连意识形态与美国资产阶级相同或基本相同

的法国和加拿大都在抵制美国“ 文化帝国主义”，难道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而不能抵制了吗？

关于美国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战

略，如果展开讲，需要写一本专著。我们在这里只能写到此为止，否

则篇幅就太长了。

第八件，是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８年访华。

这次访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１９９７年访问美国

的回访，也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１９８９年以来对中国的第一次访

问。

克林顿总统很重视这次访华之行。随行人员中除总统夫人、女

儿外，还包括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内的６位政府内阁成

员、包括杰伊·洛克菲勒议员在内的６位国会议员、２００名记者、

５００名工作人员，加上其他人员，总共１２００人；外加１０辆防弹轿

车，浩浩荡荡，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５日抵达中国。从６月２５日到７月

３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对总统此次访问的整个接待过程中表现

出了一个大国的风度。从古都西安到北京、桂林、上海、香港，美国

总统沿途访问、参观活动，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接待，与江泽民主席１９９７年访美期间沿途受到

违反外交礼节的不礼貌接待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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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决定两国不把各自拥有的

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并签署了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

《 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联合声明，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联

合声明；两国还签署了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以及７个经贸合

作项目的合同或协议。此外，克林顿总统在上海访问期间还重申了

关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 三不”原则，本书随后还会提到此事。应当

说，总统此次访问，对改善两国关系是有益的。

然而克林顿总统却利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的热情友好接待

之机，以国宾的身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他的东道主当面很不礼貌

地发动“了 人权”攻势。

古都西安。我国陕西首先是在他踏上此行的第一站 省省

长程安东和夫人专程赴西安南城门迎候，为总统和夫人举行了盛

大的仿古迎宾入城仪式。西安人民身着唐代服装，在数以千计的唐

代鼓声和红色宫灯中热情跳着唐代舞蹈，欢迎来自远方的贵宾。西

安市市长冯煦初还向总统赠送了西安城门“的 金钥匙”。可是，就在

这种主人热情欢迎的场合，克林顿总统却不讲礼貌，发表演说，就

所“谓 人权”问题开始教训起中国人民来了。他说“：美国实力和成

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源泉是对每一个公民的价值、尊严、潜力和自

由的尊重。”“ 承担义务对所有的人提供发展他们的全部潜力的机

会，对新中国的实力和成功也是极其重要的。”①

如果读者读了本书第二、第三章，就会了解，美国并没有尊重

“ 每一个公民的价值、尊严、潜力和自由”；事实是恰恰相反。而且总

统在一座建都的历史比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早了２０００年的中国

古城人民面前对中国说三道四，总是多少有点不自量吧。

接着是６月２７日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以后，两国元首共同在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６日西安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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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会见３００多名中外记者。中国政府决定破例，将

两国元首与新闻界的这场会见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从始到终现场直

播。

江泽民主席以主人身份首先很有礼貌地致辞。他着重强调了

两国元首这次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强调了改善、发展两国关系的重

要性，强调双方应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审视和处理两国关

系，强调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的精神推进

两国关系。他理所当然地提到了台湾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的原则及有关承诺，以促进中美关系的

顺利发展。

他提到的中美联合声明，就是他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初

访美时于１０月２９日与克林顿总统共同签署的《 中美联合声明》。

克林顿总统接着致辞。与江泽民主席表现出的大国元首风度

截然相反，这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居然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居然忘记了自己作为中国国宾的身份，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权力机 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所在地关

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发表了有失体统的长篇演讲。他当然也讲了

此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和两国友好合作的必要性，但他强调的

是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主要问题是在

于：他利用中国政府的友好接待和慷慨大方，利用中国中央电视台

现场直播的机会，就所谓“ 人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放肆攻击。

克林顿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几个历史事件谈起，然后进入

主题。他说：“ ９年以前，就在天安门广场，中国各种年龄的公民高

声要求民主。尽管我们达成了许多协议，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的

意义仍然存在分歧。我本人相信，美国人民相信，使用武力导致生

命的悲惨丧失是错误的。我本人相信，美国人民相信，经《 联合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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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承认的言论、结社、宗教自由是世界所有地方人民的权利，他们

的政府应当予以保护。正是为了倡导这些权利，我们的开国元勋们

才在《 独立宣言》中保证了我们的生命权、幸福权和我们的神圣的

尊严。”他接着说“：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这

类分歧，使加深我们的友谊和我们之间的相互尊重感的重要工作

取得成功。首先，我们美国人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根本人

权被否定的那些痛苦时刻。我们必须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仍然

不得不继续努力，以促进我们自己的人民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其

次，我们必须了解和尊重中国带着对过去不稳定时期遭受的挫折

的准确记忆努力朝着消除不平等所面对的巨大挑战。最后，重要的

是，无论我们对于过去的行动存在多少分歧，为了世界的未来，中

国和美国必须朝着历史的正确方面前进。历史的力量把我们带到

了一个人类具有可能性的新时代，但是只有各国公民既负责任又

自由，我们的梦想才能实现。”

江泽民主席随后借答记者问的机会，以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把人

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置于优先地位；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发展；

中国努力加强民主和法治，依法保护公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的权利，对违法行为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置，等等，对克林

顿的上述攻击做了很有分寸的反驳。①

显然，克林顿此次是有备而来，是经过精心策划而来，而且是

不怀善意而来。他要做的仍然是对中国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而且

是亲自到中国来赤膊上阵，露骨地推行这种战略。

从克林顿总统的上述演说中可以看出：

（ １）他专门选择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庄严的场

①　　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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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

面，重复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９年前制造和广为传

播的谣言，诬称中国政府１９８９年清理天安门广场时“ 使用武力，导

致生命悲惨的丧失”，藉以放肆 人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民民主专政。

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江泽民主席不讲外交礼节，１９９７年访美

期间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历数美国资产阶级专政、大规模屠

杀美国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血腥史，就是３天３夜也说不

完。当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作为来自一个礼仪之邦

首，江泽民主席不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他这样做了，美国资产阶级

岂不是要暴跳如雷了吗？

（ ２）克林顿先生口口声声炫耀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 民主、自

由、人权”，并搬出美国《 独立宣言》自我吹嘘，藉以攻击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

难道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人权”，对于美国无产阶级

和其他人民群众来说，是真实的吗？

美国《 独立宣言》在推动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

命中起过进步作用。但是，本书第二章已经用充分的事实说明了

《 独立宣言》里的天赋人权说的虚伪性。

难道克林顿能拿出任何可靠证据，证明天赋人权说是符合客

观实际的吗？

在像美国那样的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没有什么“ 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

可言。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说得客气一点，克

林顿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如果不是一无所知，就是

故意抹煞客观事实，否定客观真理。

（ ３）克林顿一再地说“：我本人相信，美国人民相信”，口口声声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48

把他本人和伟大的美国人民连在一起。

实际上，除了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以外，他还

能代表谁人呢？难道他真能代表美国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吗？

（ ４）克林顿奉“行 攻中有防”的策略，承认“ 我们的历史上有过

根本人权被否定的那些痛苦时刻”。他讲的是美国史，也就是美利

坚合众国立国以来的历史。

试问在《 独立宣言》发布以后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上，

从建国初期开始，特别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是

否长期存“在 那些痛苦时刻”？

试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还是否存在“ 那些痛苦时刻”？

克林顿对美国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目前在“ 尊严、自由、

平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以仍“需 促进”一语，含糊其辞，一笔带

过。这种说法，能够瞒得了谁呢？

（ ５）克林顿说，中、美两“国 必须朝着历史的正确方面前进”。

那么，究竟是朝着什“么 正确 是朝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方面”？

的方面，还是朝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面？按照克林顿接着

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他指的是前者，亦即要我国改变航向，走戈尔

巴乔夫那条道路，把中国变为美国的资本主义附属国。克林顿说得

不错，那是“ 梦想”。

在这次两国元首共同会见新闻界的谈话中，克林顿还提到了

西藏问题。本书随后一章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处从略。

我们在此还有必要指出，克林顿总统此次来华，是在１９９７年

１０月２９日发表《 中美联合声明》，决定“ 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

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从克林顿先生作为中国国宾、居然

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做的这种放肆攻击来看，

这位美国总统是在“ 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吗？

摆在面前的客观事实说明：不是的。实际上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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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总统此次访华之行对东道国的攻击，并未到此为止。两

天以后，即６月２９日，他又到北京大学，大放厥词。

如前所述，早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８日，即在克林顿先生正式进入

白宫发号施令的前夕，当选总统就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大谈推

“进 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并且特别提到“了 北京校园”。这说明，

他“对 北京校园”实行他的所“谓 民主革命”以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

制度寄予了厚望。现在，他自己亲“临 北京校园”，自然不会放弃煽

动学生与中国政府对抗的良机。中国政府比克林顿总统更了解北

大学生，既然这位贵宾要到北大去煽动，就让他试试吧，因而很大

方地给克林顿总统安排了这个日程。

克林顿总统在北大演讲的主题，仍然“是 民主、自由、人权”。

他围绕这个主题的讲话要点如下：

“ 在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白宫的窗口向外眺望，我们第一届总

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俯视全城。那是一座高耸的方形尖塔。在

这个庞大的纪念碑旁，有一块很小的石碑，上面刻的碑文是：美国

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

决。

“ 美国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从古至今史无前例的崭新政治体

系。这是最奇妙的事物。上面那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而出自福建

省巡抚徐继玉之手，并于１８５３年由中国政府刻成碑文，作为礼物

送给美国的。

“ 我很感谢中国送的这份礼物。它道出了我们全体美国人民的

心声，即人人有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不受国家

的干涉、辩论和持不同政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

由。这些就是２２０年前美国立国的核心理想。这些理想指引我们

跨越美洲大陆，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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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没有谋求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但我们深信，某

种权利具有普遍性。它们不是美国的权利或者欧洲的权利或者是

发达国家的权利，而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 独立宣言》的作者、我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他一

生最后一封信里写道：‘人们正在睁开眼睛关注人权。’在杰斐逊写

了这句话１７２年之后，我相信，人们现在终于睁开眼睛关注着世界

各地男男女女应享受的人权。

“ 过去２０年来，一个高涨的自由浪潮解放成千上百万的生灵，

扫除了前苏联和东欧那种失败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拉美国家军事

政变和内战的恶性循环，使更多的非洲人民有机会享受来之不易

的独立。从菲律宾到南朝鲜，从泰国到蒙古，自由之浪已冲到亚洲

的海岸，给发展和生产力注入了动力。

“ 但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怎样相互合

作走上历史的正确一面？贵校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胡适教授５０

多年前说过：‘有些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自己的

个人自由。但我回答，为了个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国家的自由而

奋斗，为了个性而奋斗就是为了国民性而奋斗。’”

“ 我们美国人认为胡适是对的。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经验表

明，自由加强稳定，自由有助于国家的变革。”①

很明显，克林顿总统的这篇演讲，有一部分是针对江泽民主席

两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对他的攻击所作的反驳而发的。

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演讲，与他在人民大会堂所做的演说相

较，具有以下特点：

（ １）搬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政府送给美国的那篇碑文。可

①　　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１９９８年７月２日出版：《 外交政策背景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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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虽然说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过的几个历史事件，却并不了

解中国的近代史，不知道天安门广场上树立的那个人民英雄纪念

碑上记载的中国人民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历时１０９年反帝、反

封（建 后来又加上反官僚资本）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史，不知

道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晚清政府时期的中国了，不知道中国大地

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２）除了再次搬出《 独立宣言》以外，还抬出了这个宣言的主要

作者托马斯·杰斐逊。本书作者如实肯定杰斐逊在美国革命史上

所起的进步作用。但本书第二章早已说过，美国学者经过研究，如

实指出杰斐逊言行不一，写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但他却不承认黑人

是人，连自己家里的黑奴也不释放。他担任美国第三届总统期间还

出动军队对印第安人进行讨伐。

（ ３）克林顿总统还在北大学生面前搬出了胡适其人。他不知道

自己是在班门弄斧。北大学生当然了解胡适，但他们更尊重蔡元

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

我把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演讲如此具体、详尽地引用在这里，

是为了显示，克林顿先生太不了解北大的学生了，太低估了北大学

生的政治思想水平了。他以为经过他这么一说教，北大学生就会被

他所说服，就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就会接受他“的 和平演变”中

国的战略，就会跟着他所说的“ 自由之浪”走，为了争取美国式的

“ 民主、自由、人权”而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极

权统治”相对抗。

然而出于克林顿先生的意料之外，他不厌其烦地说教的结果

却适得其反。在他演讲结束后，北大的学生们很有礼貌地、然而却

连珠炮似地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质问。诸如：

问题一“：总统先生，能够第一个提问，我感到很荣幸。正如您

在演说中提到的那样，中美两国人民应当携手并进。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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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认为，由于中国正在改

革中实行开放，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有了更好的了解，

我们也从传记中对您有了很多了解，我们也对许多届美国总统有

了很多了解，我们也看过了《 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但是美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似乎不如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了解，可能他

们只是从几部描写‘文革’或农村生活的电影中认识中国。因此，我

要问的是，作为１０年来第一个访华的总统，您计划做些什么事情，

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问题二“：总统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祖国的统一非常关

心。从１９７２年以来，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们看

到美国一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我们感到愤怒的是，美国和日本

延长了美、日安全条约；据日本官员说，这项条约甚至涵盖了中国

台湾省。因此，我要问，如果中国在夏威夷派驻海军设施，如果中国

与其他国家签署安全条约对付美国的一个州，美国是否会同意这

种行为？美国人民是否会同意这种行为？（ 掌声）”

问题三“：总统先生，我很高兴有机会向您提问。您带着友好的

微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并来到北大校园。因此，您的光临使我们

感到非常激动和荣幸。因为中国人民真正渴望中国和美国在平等

的基础上建立友谊。据我所知，在您离开美国之前，您说您访华的

原因，是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接触胜过遏制。我想问您这句话是不

是您为这次访问所做出的一种承诺，还是在您的微笑之后是不是

还隐藏了其他什么话，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其他企图？”（ 笑声、

掌声）

问题四“：总统先生，关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实际上这

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老实说，在这方

面，我们两个国家有不少分歧。您刚才在演讲中对美国建设民主、

自由的历史进行了一个比较自豪的回顾，而且对中国也发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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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建议性的意见，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但是，我同时又想起了一句

老话，我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应当把它当做是行动的准则，那

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在。因此，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美国近些年

来，美国当前在人权与民主等方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呢？您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的国家在这些方面有哪些不足？您的政府

在近期内有哪些政策？有什么效果（？”掌声）

问题五：“ 总统先生，欢迎您光临北大。刚才您曾提到胡适说，

不要为了国家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的前任校长蔡

元培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我并不认为，国家的自由和自己的自由有什么冲突，不是说为了国

家的自由就一定要牺牲自己的自由。我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

的选择，认为最好的是最适合自己的情况。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

正是我国人民自由的选择、主动贡献他们的力量的结果。我想自由

的定义应该是，为了真理和正义选择那种最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

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另外，我想最后说一句，只有真正懂得

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的自由（。”掌声）①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

第一，出席听讲的学生，都是北大各班级同学们自己推选出来

的。

第二，所有提问的学生，都是由克林顿总统自己指定的。

第三，克林顿总统顾虑最大的事情，是怕学生们提出“ 莱温斯

基案件”一类的问题。但是，北大学生为了顾全来自远方的客人的

体面，没有提出这类令克林顿先生难堪的问题。在这些学生身上充

分体现了有着５０００年光辉灿烂文明史的、礼仪之邦的中国应有的

①　　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１９９８年７月２日出版：《 外交政策背景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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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度。这与克林顿总统作为国宾但不讲礼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如此，在美国资产阶级政界活动多年、善于花言巧语的克

林顿总统，还是被北大学生们很有礼貌的一系列提问弄得狼狈不

堪，在答复问题时甚至面红耳赤，脸上冒出了汗珠。

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

侮。

中国人民为有北大这样的优秀学生而自豪。

第九件，是对中国挥舞两“根 人权”大棒。

美国统治集团通过两种渠道，挥舞两根大棒，祭起“ 人权法

宝”，年复一年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动攻势。

一个渠道是美国政府国务院每年向美国联邦国会提交世界各

国“ 人权状况”的报告。这种报告是从肯尼迪政府上台执政时开始

的；所依据的法律是美国联邦国会１９６１年通过的《 对外援助法》第

１１６条Ｄ款１和５０２条Ｂ款Ｂ，当时只限于接受美国经济和军事

“ 援助”的一些国家。１９７９年，美国联邦国会修改了这道法律，把国

务院报告内容的范围扩大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此外，国务院还主

动地把当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几个国家也包括在内了。从此以

后，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报告的范围就扩大到了全世界。①然而它的

特点是只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就是不讲美国自己。它

好似美国统治集团在自己的后脑勺上挂着一面镜子，专照别人的

模样，不照自己的尊容；而且它是一面哈哈镜，对世界上一百几十

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极力加以歪曲。７０年代后半期到８０年代，这种

报告重点攻击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各国；８０年代末期以来，特别

①　　美国政府国务院１９７９年向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报告：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１９７９；美国政府印刷所１９８０

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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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它一直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这

是克林顿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挥舞过来的第一根大棒。

究竟是谁授权美国这样做？是哪一个国际组织授予了美国这

种权力？

如上所述，谁也没有授予美国这种权力。是美国统治集团自充

世界霸主，冒充世“界 人权警察”“和 人权法官”，自己授予自己这种

权力。

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美国统治集团拥有这种

权力。

另一条渠道是通过联合国的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每年举行一次的会议上，就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攻击中国。

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挥舞过来的另一根大

棒。此举是由布什政府发端、由克林顿政府继承下来的。从１９９０年

到１９９７年，除其中一年外，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推动一些西欧国家

出面，在联合国设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提出无理

攻击中国的联合提案。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中国代表团坚持斗争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正义斗争的支持，美国７战７败，其反华

提案在会议上没有一次获得通过。１９９８年，主要是由于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支持美国反华提案的国家“ 一年比一年少”，加上西欧国

家不愿再当美国的替罪羊，克林顿政府这个教练临时叫了一次暂

停。①１９９９年，即中美两国元首决定致力于建立“ 建设性战略伙伴

关系”的两年以后，在克林顿总统结束访华９个月之后，在欧盟宣

布坚决不干的条件下，克林顿政府拉拢不到别的国家与它一起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联合提案，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也硬着头

皮往墙上撞。明知不可为，偏偏要为之。这个事实说明，克林顿政

①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４日《 华盛顿邮报》；同年３月１５日《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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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所谓“ 人权”问题为借口反华，其立场之僵硬和态度之顽固不

化，也真可以说是到家了。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在联合国设在日内

瓦的这个委员会会议上，美国独家提出的反华提案再遭失败。

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每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人权报告有关攻

击中国的部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严正

谴责，遭到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据理驳

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发表了一系列人权白皮书，以准确无

误的大量事实如实阐明了中国人民享有的各种权利的真相，以正

视听。①

这场人权斗争的性质，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统治集团以“ 人权”

为借口保护少数几个与美国勾结、在我国境内从事颠覆活动的中

华民族败类，干涉中国内政，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 和平演变”战

略；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坚决反对美国的

“ 和平演变”战略。有关这场斗争的性质及其持久性，等等，中国人

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同志在他的《 论人权》②一书里已经说得清清

楚楚了，用不着我们在此处多费笔墨了。

第十件，是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即ＷＴＯ）③。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１９４８年１月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 即前面提到的ＧＡＴＴ），１９９５年１月改用现在的名称。中国从

１９４８年５月起即成为ＧＡＴＴ的缔约国。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台湾当局时断时续地以“ 缔约国”或观察员身份留在

ＧＡＴＴ内。１９７１年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的合法权利以后，ＧＡＴＴ随之取消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

①　　中国人权研究会编：《 中国的 关于人权的白皮书汇编》，五人权

洲传播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②　　朱穆之《： 论人权》，五洲传播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③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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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ＧＡＴＴ从１９８０年起即开始

向我国派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递交ＧＡＴＴ文件。从１９８６年起，

我国正式提出恢复我国在ＧＡＴＴ的缔约国地位，并参加了

ＧＡＴＴ乌拉圭回合的整个谈判过程。１９８７年３月，ＧＡＴＴ正式成

立中国复关问题工作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复关的谈判从此开

始。①

可是，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９年，这场历时１３年之久的马拉松式

谈判，难关重重；特别是在克林顿政府１９９３年１月上台执政以后，

谈判的困难进一步增加，连中国谈判代表的嘴皮都磨破了，却至今

未能谈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拒于ＧＡＴＴ和ＷＴＯ缔约国的

门外。

问题何在呢？

连美国的《 商业日报》也指出，ＷＴＯ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同

意恢复中国在这个组织中的缔约国地位，惟一坚决反对的是美国，

即克林顿政府。②

从１９９３年中美两国开始就这个问题从事谈判起，克林顿政府

就一直在口头上和文字上都声称：“ 坚决支持中国加入即将成立的

ＷＴＯ”；但在实际行动上，它所做的却恰恰相反：坚决反对中国加

入ＷＴＯ。言行不一，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之一，而以克林

顿政府为尤甚。

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缔约国都同意，克林顿政府却能独家把

中国挡住呢？

还是美国这家《 商业日报》解释说，其原因是：“ ＷＴＯ俱乐部

①　　龙永图等人主编：《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业务手册》，经济管理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４９—４５１页。

《 商业日报》：Ｃｈｉｎａ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ＧＡＴＴ②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６日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Ｍｅｅｔ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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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美国和欧盟统治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员都靠边站或者

是站在门外。”①也就是说，这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控制、

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一个世界性贸易机构；它基本上

是由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为它制“订 游戏规则”，并藉以推“动 经济

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便压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场

合。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克林顿先生当选总统以后和他坐镇白

宫的初期，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就有不少人就对华政策给他出主意，

说是在“ 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不妨放松一点，可以在北京申办奥运

会、恢复中国在ＧＡＴＴ的地位和建立“ 自由亚洲电台”等问题上多

做文章。这位新总统当时对第一条没有听进去，结果碰了壁；然而

对后３条，他都听进去了。而且如前所述，阻止北京主办奥运会和

建“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两件事，他都照办了。现在就该办阻止恢复

中国在ＧＡＴＴ的地位这一件了。

那么，克林顿政府要办这件事情，究竟是何用意呢？

简而言之，还是要藉此实行它以压促变的方针，企图压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屈服，让美国统治集团放手对中国推行它的“ 和平演

变”战略。

恢复中国在ＧＡＴＴ（ 以下改称ＷＴＯ）的地位，本来是一个经

济、贸易问题。可是，从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之日起，在两国代表的

谈判中，它却首先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２日，克林顿政府派来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

道格拉斯·纽柯克就“ 中国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议定书”问题与中方

代表谈判了两天，节外生枝。谈判结束后，此人对新闻界说，他在这

次谈判中提出了究竟什么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２日《 商业日报》：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ｓ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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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实行这种经济不能加入

即将成立的ＷＴＯ。他说，“ 议定书”将迫使中国承诺采取具体措施

把它的经济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正在努力围绕着解决一个

没有市场价格制度的问题起草一个议定书。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他还用威胁中国政府的语气说道：“ 我在７年之后将退休，我不能

肯定我本人在此期间按照目前的步伐能完成此事。”就连《 华尔街

日报》也说此人说“话 粗鲁”。①

同年３月１日，即在纽柯克在北京发表上述粗鲁谈话的前一

天，一个“以 西方官员”的身份出现、实为美国官员即在日内瓦发表

谈话，讲了与纽柯克相同的话。他说，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正式成

为即将成立的ＷＴＯ成员国的阶段，“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还不是市

场经济”，而是一个国营贸易实体。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如前所述，中国要复关，首要的条件是要按照克林

顿政府的意旨，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弃国有经济，放弃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机关依法对提前释放出

狱以后继续放肆与美国勾结、从事颠覆活动的魏京生提出起诉，由

人民法院依法判刑。当年１２月１４日，一位克林顿政府官员就此发

表谈话，将中国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审判魏京生与中国

复关相联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公开威胁。这个克林顿政

府官员说，由于中国审判了魏京生，要克林顿政府“ 支持北京想加

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从政治角度上说是不可能的。”③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北京电讯；同年３月３日《 华尔街日报》国

际新闻版。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 商业日② 报》。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５③ 日《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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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事情还不只一次。克林顿政府将中国复关与所谓中国

“的 人权”问题相联系，曾先后发生过多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中国要复关，就必须按照克林顿政府的指挥棒转，

让美国统治集团支持的魏京生之流放肆在中国境内从事种种颠覆

活动，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

此外，克林顿政府在谈判中，还要求中国政府对好莱坞制作的

那些连布热津斯基博士都予以谴责的污七八糟的影视作品打开大

门，以便从意识形态上腐蚀中国人民。

事情还不仅如此。

在克林顿政府的示范作用之下，美国联邦国会别出心裁，在与

克林顿总统协商之后，于１９９９年２月抛出了一个所谓《 考克斯报

告》，毫无根据地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美国从事“ 间谍活

动”，“ 盗窃”了美国的核武器机密；并以此为借口，阻挠中国复

关。①

早在被美国重重围困的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中国的一群杰出

的科学家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原子弹、

氢弹、人造卫星和远程导弹，而且后来还研制成功了中子弹。这样

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需要“ 盗窃”美国的核武器机密，岂不是

天大的笑话！

美国统治集团反正是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能寻找的借口，

阻挡中国复关就是了。

我们再从经贸角度来看。

从事复关谈判１３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为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１日《 华尔街日报》第一部分第２版转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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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争取复关，我国政府已将关税总水平从４６％降到１７％；对实行

配额和许可证制度的进出口商品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２００多种减少到

３００多种。在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领域，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

系列开放措施，诸如取消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地

域限制，准许外国保险公司在我国境内营业，等等。与此相适应，我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还制订或修订了有关法律。

但是，克林顿政府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白宫贸易代表处竟于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单方面公布了一份所谓中国《 市场准入与规则承

诺》的文件，说中国政“府 承诺”在农业、工（业 包括高技术产业）、服

务（业 包括电信、保险、银行）等领域对美国资本敞开大门；大幅度

削减关税；允许美国企业拥有５１％到１００％的股权；允许美国的保

险公司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营业，允许在中国的美国银行实现投

资自由（化 说这最后一部分仍在讨论中）。①

美方单方面公布的这个文件，主要是反映了美方的意图，特别

是反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意图，即不仅要中国对美国商品进一

步大开方便之门，而且要实行金融自由化。中国政府本来就不接受

“ 金融自由化”这一条。当一系列亚洲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实行金

融自由化、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敞开大门因而纷纷落入美国陷阱，从

１９９７年起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②以后，要中国再上

美国这个当，就更不可能了。

我国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公开指出，美国单方面公布的这

个清单是不准确的，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清单中有些问题双方确已

达成协议，有些仍在谈判过程中，有些则是美方单方面要价，中国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因特网。

②　　见拙文《 论美“国 赌博资本主义”》，载于《 当代思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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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同意。①

尽管如此，从白宫贸易代表处单方面公布的这个文件里可以

看出，克林顿政府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它恨不得一口把中国吃掉。

朱镕基总理当时就对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说，美方提出的要中

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不能接受。如果美方

对中国要得太多，要得太快，最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②

克林顿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在中美两国元首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政府致力于建立“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一年半以后采取的。试问它的这种举动，是在致力于与中国建立

“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吗？

早在１９９４年４月２日，世界银行即曾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

说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已“ 明显超过美国和日本”。③即

使如此，到１９９９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１９９４

年，美国统治集团仍然认为中国市场对美国开放程度远远不符合

要求，照旧揪住中国不放。

由此可见，美国统治集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管齐下，阻挡

中国复关。它的真实意图，是藉此实现它渴望已久“的 和平演变”中

国“的 伟业”。

可是，中国人民对此早已提高了警惕。难道北大学生１９９８年

对克林顿总统的一连串提问不是最好的证明么！

就在白宫贸易代表处单方面公布了上述文件、遭到中方拒绝

后，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在《 华尔街

日报》发表文章，列举种种理由，说中国不复关，照旧发展。他的文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 人民日报》。

②　　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 人民日报》。

③　　１９９４年４月３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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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标题就是《： 中国不加入ＷＴＯ，也能繁荣》。①

试问克林顿政府坚持阻止中国复关，能吓唬得了中国人民吗？

根本不可能。

事情走到了反面。在朱镕基总理１９９９年４月访美期间，由于

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足够的让步，克林顿总统却临时变卦，不肯签

订协议，致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怨声四起，使总统受到了很大

的压力。总统不得不立即派出贸易代表赶到北京，重开谈判。

事实证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阻挠，我们既需要有策略上的灵

活性，也需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

综上所述，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所作

所为，是不是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

“ 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的正确性呢？

显然，是的。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行，是大量的。我

们在这里并未一一列举。仅仅从上述事实来看，克林顿政府对中国

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就已经是十分露骨，十分放肆，十分猖狂。

纵观克林顿政府１９９３年至今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上述言行，它

遵守了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所规定的两国关系的原则吗？

显然，没有。

事实恰恰相反，它是彻头彻尾地违反了这三个《 联合公报》所

规定的原则的。

克林顿政府遵守了１９９７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的《 中美联合声

明》吗？

显然，没有。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５日《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文章的标题是：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Ｔｈｒｉｖ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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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恰恰相反，它是彻头彻尾地违反了这个《 联合声明》的。克

林顿政府在这个联合声明中庄严承诺，它将致力于建立中美两国

之间“的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它却竭尽全力

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必欲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

难道客观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第三节　　人权，人权，谁人之权？

民主，民主，何人作主？

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战略之三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西藏的人权问题；或者按照美国资产阶级

的说法，是西藏“的 民主、自由、人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１日发布的

题为《 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把西藏的真实情况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只略

做补充说明，而把主要篇幅放在美国统治集团在西藏从事的颠覆

活动及其就西藏“的 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的攻击上面。之所以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此事涉及

到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推行“的 西化“”、分化”战略。

一

我们首先说一下１９４９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

以外的我国大西南全境以后，毛泽东同志即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

军委向我军一野、二野的负责人连续发出过关于我军进军西藏的

两次电报指示。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发出的第二份电示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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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强调：“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

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①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外交部呈送的我国驻

印度大使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的一个报告上写了批语，要

外交部转告我驻印大使。其中写道“：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

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②

但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一股势力对我军进藏持反对态度，企图

投靠帝国主义，假借美、英的支持闹西藏“ 独立”；并把西藏地方军

队部署在金沙江一线，试图以卵击石，挡住人民解放军进藏。于是

便发生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的昌都战役。人民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一

举消灭了藏军主力。这个战役被渴望人民解放军进藏的藏族人民

称为“ 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早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３１日，留居青海的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为

反对西藏地方政府投靠帝国主义“闹 独立”的那股势力，即曾致电毛

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愿意率领西藏全体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进藏。

在昌都之役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中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

主张与中央政府举行和平谈判的爱国力量一派占了上风。１９５１年

５月２３日，《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举

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协议共１７条，故简

称《 十七条协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的既定政策和西

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

固祖国统一；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地

方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行西

藏民族区域自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

①　《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卷第３６—３７页。

②　　《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卷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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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教育，发展

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为了照顾西藏的特殊情况，协议还规

定：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进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

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①

根据这个协议，我军一野一部的先遣部队从西北出发，于

１９５１年９月９日进抵拉萨；我军二野由张国华将军率领的第十八

军从西南出发，于同年１０月２６日也到达拉萨，两支兄弟部队胜利

会师，并举行入城式。

１９５２年４月６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有关西藏

工作的指示。指示强调，我军在西藏“要 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

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

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

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

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

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

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

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

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

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

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

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

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②

现在的问题是：

①　　阿沛·阿旺晋美：《 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载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０

日《 人民日报》。

②　　《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２６—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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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告我国驻印度大使强调：西藏是中国领

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呢？

２．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把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呢？

３．为什么《 十七条协议》规定，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巩固祖国统一呢？

４．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强调暂时一切照旧，拖下去，要在多年

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呢？

５．为什么《 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西

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

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呢？

６．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西藏坏分子不出动藏军叛乱

对我们有利，他们率领藏军举行暴乱，对我们也有利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说一点西藏的基本情况。

二

简略地说，西藏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从１２７９年起，中国的元代政府统一了全中国，西藏就正

式归入了中国版图。就是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国的５００年以

前（ １７７６年《 独立宣言》公布后，北美１３州组成的大陆会议于１７７７

年拟就了《 邦联条款》；１７８１年各州才批准这个条款，成立邦联政

府。它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直到１７８７年《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诞

生、１７８９年产生了联邦总统和国会、决定纽约市为临时首都之时，

美利坚合众国才正式建立①），西藏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

①　　美国《 大百科全书世界篇》，Ｆｉｅｌ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９卷第９４—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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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１２７９年到１９４９年，６７０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一直属中国中

央政府管辖①。因此，毛泽东同志才说，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

是中国内政问题。

第二，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由英国开始发起的。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即把它势力从它的殖民地印度向北扩展，把

手伸进了西藏。１８８８年、１９０３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了两次侵略中

国西藏的战争，均因遭到西藏军民英勇抵抗而失败。武力征服不

了，英帝国主义乃改变手法，策动西藏上层势力“闹 独立”。藏语里

本“无 独立”一词。所“谓 西藏独立”，亦即帝国主义把西藏从中国版

图上分割出去的长期阴谋活动，其最初来源于此。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英帝国实力衰落，印度宣布独

立。然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好了伤疤忘了痛，竭力继承英帝国主义对

中国西藏的侵略传统。因此，毛泽东同志才指示我国驻印度大使向

印度政府表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意思是印度政府无权过

问。

第三，美国统治集团策划西藏“ 独立”的阴谋活动，始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斯福政府时期。中国在这场战争期间与美

国为盟国。然而罗斯福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却公开一套，背后另搞

一套，利用修筑滇缅公路的机会派遣战略情报局的军官深入西藏，

私下与西藏上层人士接触，煽动西藏“ 独立”。③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夺得了世界霸主和反共盟主的地位，策

动西藏“ 独立”的活动进一步发展。１９４８年７月，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三大战役即将展开、蒋家王朝覆灭在望之时，还是那位在

①②　　中国人权研究会编《 中国的人权》，五洲传播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５２—１６６页。

③　　李晔、王仲春《：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 西藏问题”的由来》《， 美国研究》

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５４—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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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事所谓“ 调停”活动一年有余、返回美国后任杜鲁门政府

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私下会见闹“ 独立”的西藏顽固

势力的代表，并批准给予经费，以资“助 西藏独立”的活动。①１９４９

年年初，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决定采取“ 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

“ 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寻“找 西藏独立”“的 可行、合法、永久的

根据”。②从此以后，美国统治集团策“动 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除

分割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统一以外，还具有了浓重的反共、反社会

主义的色彩。

因此，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就成为我军进藏以后的首

要任务，也是西藏革命的首要任务。

第四，就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而言，旧西藏是一个以达赖喇

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

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均为三种领主或曰农奴主，即官家（ 农奴

主政府）、寺院上层僧侣和贵族所占有。贵族实行世袭制。大贵族

约占贵族总数的１／１０，只有二十几家，但农奴制政权的权力却主

要掌握在这为数极少的大贵族手中。上层僧侣除担任政府官员、主

掌政权以外，还通过藏传佛教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奴隶（ 包括

农奴和家奴）占西藏总人口的９５％以上。他们除经济上极度受剥

削外，在政治上受到极端野蛮的迫害，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奴隶主

把奴（隶 农奴、家奴）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转让、赠送、

抵债、交换，并处以极端残酷的刑罚。官家、贵族、寺院都设有各种

刑具和监狱，对奴隶除通常的鞭打以外，还实行剜眼、割鼻、割脚

筋、挖膝盖骨、砍手、剥人皮等骇人听闻的刑罚。③在这些奴隶主面

①②　　李晔、王仲春《：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 西藏问题”的由来》《， 美国研

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５４—６０页。

③　《　 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卷第６２２、６２３页；《 中国

的人权》第１７８—１８１页；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８日《 人民日报》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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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南方奴隶主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也会自

愧不如的。

由此可见，在以达赖喇嘛为首领的、占西藏总人口不到５％的

少数农奴主的残酷统治之下，旧西藏根本没有任何民主、自由、人

权可言。它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

对这种野蛮、残酷的人吃人的制度，不改革、不革命行吗？

当然不行。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一面强调要把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

的西藏，同时又强调西藏的民主改革要拖一下，要缓步进行呢？

其主要原因：

一是有一个民族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历代统治者、

包括蒋家王朝在内，实行的都是大汉族主义，造成了汉族与藏族两

个兄弟民族之间的隔阂）；

二是有一个宗教问题（ 西藏全民信教，而且政教合一，给民主

改革增加了困难）；

三是川藏、青藏公路尚未修通（ １９５４年年底才相继修筑完成、

通车），我军驻藏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尚未解决；

四是政治、经济条件尚不具备。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看来不

但 引者），而且是两司伦（ 指达赖手下的两个最高行政官员。

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 指《 十七条协 引议》。

者）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

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

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

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

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

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

路、医药、统（战 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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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①

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统治集团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

府，一直在从事西“藏 独立”的肮脏活动。这种活动既是破坏中国统

一，又是美国统治集团遏制、包围、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战略

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严重的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性质。

在我军进藏以前，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类活动即已开始。

１９５０年５月，杜鲁门政府就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杜鲁门政

府将大批武器弹药空运到加尔各答市，享受印度政府免检待遇；然

后从加尔各答陆运至中印边境附近的大吉岭，由美国士兵护送到

西藏境内，供达赖集团内的坚持闹“ 独立”的分子使用。②１９５１年６

月，以迪安·艾奇逊为首的杜鲁门政府国务院为推行其西藏“ 独

立”的罪恶活动制订了他们自认为周密的行动计划。当年夏季起，

达赖集团内顽固坚持西藏“ 独立”、包括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在内

的几个骨干分子即频繁往返于西藏、印度和美国之间，紧锣密鼓地

从事有关活动。③

１９５２年３、４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

暗中支持非法组织“ 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骚乱，反对《 十七条协

议》，公开威胁要人民解放“军 撤出西藏”。此事就是在杜鲁门政府

的支持和操纵下发生的。④

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５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

①　《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２８页。

②③　《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 西藏问题”的由来》第６１—６６页。

④　　《 中国的人权》第１６７页《；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 西藏问题”的由来》第

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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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制订的ＮＳＣ５４１２机密计划。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２日和１２月２８日，

艾森豪威尔又批准了经过修补的ＮＳＣ５４１２／１和ＮＳＣ５４１２／２机密

计划。这３个机密文件中都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由中

央情报局负责在世界上以种种方式从事反共活动。中央情报局为

此展开的重要反共活动之一，就是长期从事针对我国西藏的地下

颠覆。它开始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印度境内的阿尔莫拉地区

以“ 教育中心台“”、医院“”、麻疯病院“”、肺病疗养院”等名义，建立

了一系列针对我国西藏的秘密行动基地；并在印度噶伦堡为西藏

反动势力建立了所谓的“ 西藏国民大会”总部。１９５５年，西藏地方

政府官员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发起叛乱。中央情报局还专门派遣

了“ 游击战专家”安东尼现场指挥了这次叛乱。①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中

央情报局还在美国本土洛基山脉的科罗拉多州境内设立培训基

地，专门从事对西藏叛国分子的培训；培训结业后遣回西藏。②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藏反动分子的合谋之下，１９５９年３

月，达赖集团终于在拉萨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在忍无

可忍的情况下，奉命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群众的支持之下，

仅在两天之内就平息了拉萨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山南地区的叛

乱。达赖喇嘛带着一帮人，用牲口驮着金银财物和布达拉宫的珍

宝，在中央情报局培训的西藏特务的护送下，穿越国境，逃往印度。

外逃途中，经过中央情报局培训的报务员还随时把达赖的行踪向

华盛顿报告。③

西藏革命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①　　《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 西藏问题”的由来》第７０、７１页《； 中国的人权》

第１６７页。

②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１日《 新闻周刊》：Ｗｈｅ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Ｓｈｅｄ　Ｂｌｏｏｄ。

③　　《 中国的人权》第１６９—１７１页《；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 西藏问题”的由

来》第７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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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集团发动的叛乱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

个对西藏的农奴制实行改革的机会。从１９５９年３月到１９６１年，中

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和驻藏我军不仅平息了西藏全境的叛乱

活动，消灭了全部叛乱武装，惩办了叛乱分子，而且胜利地完成了

西藏全境的民主改革。经过这场改革，彻底废除了农奴（ 即“ 差巴”

“和 堆穷”）制和家（奴 “即 朗生”）制。三大领主统治广大农奴和家奴

的西藏旧法典被废除。通过发动群众，分别不同情况、以不同方式

没收或赎买了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

给了广大农、牧民，消灭了农奴主阶级；免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原来

所负的债务；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变为劳动人民所有制。保护宗

教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旧西藏的农奴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

层建筑被彻底摧毁。百万农（奴 包括家奴）翻了身，抬起了头，成了

社会的主人，获得了做人的权利。①

西藏高原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

大革命在西藏的继续。”②

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命

运，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只要人们听一听我国著名歌唱家才旦卓

玛充满深情地高唱的那一首《 翻身农奴把歌唱》，就可以体会到这

一点。

此外，还有一个干部问题。

早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一个月之后，

毛泽东同志就在一份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电报指示中强调大批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

①　　阴法唐：《 百万农奴得解放的变革》，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 人民日报》。

②　　《 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卷第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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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

能的。”①

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于百万翻身农奴和大批藏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在西藏当

家做主，西藏自治区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铁打的江山。

因此，在随后长期面临来自美国统治集团的一系列“ 西化”、

“ 分化”战略的沉重压力之下，在达赖集团卖身投靠帝国主义、打着

宗教的旗号不断在西藏从事破坏活动的沉重压力之下，我国西藏

自治区能屹立不动，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方面不断迈步前进。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以达赖为首领的西藏顽固派坚持要闹

“ 独立”呢？

答曰，基本原因在于：他们反对《 十七条协议》规定的关于西藏

民主改革的条款，要竭力维护旧西藏的官家、上层僧侣和贵族的经

济、政治、意识形态统治，要竭力维护对百万农奴的残酷统治，不愿

放弃这种特权。

那么，为什么美国统治集团要竭力推行西“藏 独立”呢？

答曰，其原因一是要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统一，把

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二是要竭力维护旧西藏的农奴主专

政的制度。这两条归结到一起，实际上是一条，即在西藏建立一个

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基地。

四

在撰写下文以前，我们首先要指出一点，即无论是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前或以后，美国政府在正式外交场合从来没有否认

①　　《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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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西藏地方政府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 西藏

独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均承认中国对西

藏拥有“ 宗主权”①。７０年代初期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美国历届政

府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主权②。即使在８０年代美国

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和美国联邦国会就所谓“ 西藏独立”闹得

乌烟瘴气的时候，里根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务卿帮办

斯特普尔顿·罗伊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还奉命在国会众议院外交

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正式宣布：“ 我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

部分”，因而不能支持达赖关于西“藏 独立”的要求。③

可是，美国资产阶级言行不一。他们口头上、文字上承认西藏

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实际行动上却竭力策划西藏“ 独立”。

在西藏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实现以后，美国统治集团一直

利用达赖集团在西藏从事颠覆活动。这种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如

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到６０年代，亦即在艾森豪

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他们使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

是由中央情报局多次对西藏实行空投。从１９５９年７月到１９６０年，

中央情报局即出动Ｃ－１３０军用运输机，向西藏进行了４０次空投，

将它培训的西藏颠覆分子和武器弹药投到西藏境内。６０年代，这

种空投仍在继续。④

第二阶段，从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尼克松政府执政时期，

美国统治集团对西藏的颠覆活动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停止。在卡

特、里根、布什政府执政时期，这种活动又重新启动，而且在里根政

①　　ｓｕｚｅｒａｉｎｔｙ。

②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③　　合众国际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华盛顿电讯。

④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１日《 新闻周刊》：Ｗｈｅ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Ｓｈｅｄ　Ｂｌ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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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后半期以后愈演愈烈。达赖集团的发言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公

开承认，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暗中资助达

赖集团，每年提供１７０万美元，主要用于在境外训练所谓“ 游击

队”、派遣回藏，并在纽约、日内瓦建立达赖集团的办事机构。①本

书作者７０年代在纽约工作、生活期间，就曾经在曼哈顿东区距离

联合国总部不远处的一条街上见过达赖集团的驻美机构。

事情还不仅如此。美国统治集团除秘密一手外，在８０年代后

半期还进一步采取了公开的一手。

１９８７年９月，里根政府正式给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发入境签

证，准许达赖到美国活动。当年９月１９日，达赖一行抵达华盛顿。

９月２１日，美国联邦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公然把达赖作为

贵宾，邀请他上国会山演讲。达赖利用美国国会这个讲坛，提出了

所谓西藏“ 独立”的“ ５点计划”。这个演讲受到了美国国会众议院

各位议员先生们的捧场“。美国之音”电台立即将达赖在华盛顿的

活动向全世界做了广播。

在美国统治集团公开加秘密的两手政策的鼓动之下，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１日拉萨发生了武装暴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之下，我

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迅速扑灭了这次暴乱，保持了拉萨市的社会

稳定。

然而在美国一手策划之下发生的这场暴乱，我国还没有向美

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美国统治集团却因暴乱被平息而暴跳如雷

了。当年１０月６日，由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另一参议员联名

就国务院授权法案提出了一个题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

人权的行为》的《 第一号修正案》，说“是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拉萨的

中国警察向几千名手无寸铁的西藏示威者，包括数以百计的妇女、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印度达兰萨拉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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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西藏佛教僧侣开枪，至少打死６人，打伤多人”；这两位议员

先生竟然不知道西藏的总人口有多少，诬称“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７９年，

有１００多万西藏人直接由于政治不稳定、处决、监禁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西藏的占领所引起的范围广泛的饥荒而死亡”。修正案责成

美国国务卿“ 在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销售、经过许可出口或以其他

方式转让任何防御物品或防御维修技术依据《 武器出口控制法》向

国会提交任何证明书时，应同时提交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正在真诚而及时地解决西藏人权问题的确认。”赫尔姆斯参议员还

就提出这项修正案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讲，散布包括“ 从１９５０

年中国共产党侵入西藏以来已有１００多万西藏人被杀戮”之类的

种种谣言，放肆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说“：我很高兴今天能

提出一个有关西藏人权严重受到侵犯问题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列

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从中国共产党人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开始

进军占领西藏以来的恐怖历史。”参议院同日通过了这个修正

案。①

我们在此处不拟就这个修正案和赫尔姆斯先生的演讲做多少

评论，因为这些东西荒唐已极，漏洞百出，根本不值一驳。这里只简

略指出三点。一是本书作者早在７０年代在纽约工作期间，就熟知

这位赫尔姆斯议员先生。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是一个臭

名远扬的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解放运动的顽固派，死硬

派。二是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极右派赫尔姆斯带头公开提出了

所谓西藏的“ 人权”问题。三是同年１０月７日，我国国务院民族事

务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了赫尔姆斯先生下列

数字：１９５１年，西藏藏族人口是１１０万，１９５９年是１２０万６千，

１９８７年已接近２００万。

①　　合众国际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６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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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还没有完。

当年１０月１４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居然举行所谓“ 西藏问题”

听证会。一些议员先生在会上就我国武警和公安干警平息拉萨暴

乱事件大叫大嚷。众议员汤姆·兰托斯还提出派一个议员代表团

到我国拉萨市去现场调查。①同年１０月２１日，还是这位兰托斯议

员拉拢了５８名国会议员联名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总统运

用美国政府的全部外交力量，根据达赖当年９月２１日提出的关于

西藏“ 独立”的“ ５点计划”解决西藏问题。②当年１１月１７日，得到

美“国 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资助的、以民间团体名义出现“的 美国

西藏委员会”纠集一些人在国会大厦前集会，并到我国驻美大使馆

门前示威。美国国会有关委员会直接参与组织了这次无理活动。一

些议员先生还在集会上大放厥词，猖狂攻击我国政府在西藏“ 侵犯

人权”。③

由此可见，所谓西藏“的 人权”问题，是以美国政府的立法部门

联邦国会在８０年代后半期首次大叫大嚷地闹起来的。

对美国国会的这一系列荒唐举动，我国政府外交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其他有关部门都做出了强烈谴

责和据理驳斥。

１９８８年，美国国会的这一类无理取闹还在继续。我们就不再

一一说它了。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布什政府任职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就西藏的所

谓“ 人权”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动的进攻进一步升级。除

美国政府的立法部门 联邦国会继续就这个所谓的问题大吵大

①　　路透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华盛顿电讯。

②　　美新署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１日华盛顿电讯。

③　　合众国际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７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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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 包括通过所谓“ 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之类的决议）以外，升级

的主要表现，一是布什政府执政期间，指示它的对外宣传机构“ 美

国之音”电台开始了藏语广播。二是煽动、指使达赖集团于１９８９年

３月在拉萨再次举行暴乱。本章第一节说了布什政府竭力煽动、鼓

励、支持１９８９年４月到６月以北京为主的我国社会动乱。实际上，

布什政府推动的这次动乱，是从当年３月在拉萨开始的。三是布什

先生置中国政府的事前外交交涉于不顾，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６日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身份，在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

特将军的陪同下，在白宫正式会见了达赖。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在

此以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布什总统此举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

例。①国务院负责官员和白宫发言人事前、事后就此事发表公开谈

话时，用的都是统一的口径，“即 作为一个政府，我们不采取鼓励西

藏政治独立的立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西藏看做一个独立国

家”；布什总统是把达赖作为一“个 宗教领袖”接待的；是为了表示

对中国在西“藏 侵犯人权”②的关注。有的记者提问“：为什么国家

白宫发言人菲安全事务助理要参加与一个宗教领袖的会谈？” 茨沃

特在回答时只能支吾起辞，说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是一个多面

手”。③

与国会山上的各位议员先生们不同，布什总统是美国统治集

团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他在西藏问题上的言行表明，

这个问题已成为美国统治集团在正在发生剧变的世界格局之下对

中国推“行 西化“”、分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６日华盛顿电讯；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７日《 华盛顿邮

报》。

②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ｂｕｓ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ｉｂｅｔ。

③　　美新署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１日、美联社和法新社同年４月１６日华盛顿

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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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现在就要说到西藏革命胜利以后美国资产阶级利用达赖

集团对我国西藏从事颠覆活动的第三阶段，即克林顿政府阶段。

克林顿政府１９９３年１月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已不复存在。这

位年轻的美国总统误以为美国已经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误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软弱可欺，因而在举起西藏“ 人权”问题的旗号

对中国推“行 西化“”、分化”战略方面，在继承布什政府政策的基础

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克林顿政府在这个方面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上台伊始，即由克林顿本人和他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

我国西藏的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大叫大喊。本章上一节已

经提到，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克里斯托弗就利用在联邦国会作证和

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机会，一再声称“ 民主愿望的浪潮”正在西藏

兴起，并且指责中国政府“ 对西藏采取的做法是不适当的”。

第二，当年４月２７日，克林顿以总统的身份，在副总统阿尔·

戈尔的白宫办公室里，与戈尔一起会见了达赖。次日，即４月２８

日，克林顿还就此事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我很赞赏地听取了达

赖喇嘛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局势的看法。”“ 美国政府将继续敦

促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恢复对话，以迫使中国解决在西藏的侵犯

人权的问题。”①

第三，当年５月２８日，克林顿正式决定把对华贸易的所谓“ 最

惠国”待遇与中国“的 人权”问题挂钩。在他就此发表的声明中也提

到了所谓“ 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的问题。把他的话翻译成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７日、２８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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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语言，就是要保护达赖叛国集团。

第四，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８日，克林顿再次置中国政府的外交交涉

于不顾，在副总统戈尔的白宫办公室里再次会见达赖。一个政府高

级官员在对新闻界谈到中国政府的外交交涉时，一点外交礼貌也

不讲，居然说“：我们不允许他（们 指中国政府）为我们以前已经做

过、而且我们的前任也做过的事而恐吓我们，决不。”①

这就是说，克林顿政府要把利用达赖叛国集团对我国西藏从

事颠覆活动一事坚决干下去，决不回头。

第五，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３日，克林顿再次置中国政府的外交交涉

于不顾，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副总统戈尔的白宫办公室里，与戈

尔一起第三次会见达赖。白宫当天就此事发表声明，说“ 总统和副

总统称赞达赖喇嘛坚定、一贯地致力于非暴力活动以及他对同中

国谈判所采取的求实态度。”②

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达赖集团是“ 坚定、一贯地致力于

非暴力活动”吗？再说，美国政府对我国西藏“是 坚定、一贯地致力

于非暴力活动”吗“？　总统和副总统”的这种称赞，岂不“是 此地无银

三百两”吗？

对克林顿上述各次以美国总统身份会见达赖，中国政府都提

出了强烈抗议。

第六，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

泽民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１０月２９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白宫

签署了关于双方“ 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说明。在联合声明墨汁未干、江泽民主席刚刚离开华盛顿前往费

城和纽约访问之时，即１０月３１日，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赖

《 洛①　　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９日 杉矶时报》。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３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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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连一点外交礼貌也不讲，急忙宣布任命她的高级助手格雷戈里

·克雷格为美国政府的所谓“ 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①，放肆地侵

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就此发

表谈话，对克林顿政府此举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闻知

此事后，感到极为气愤。

第七，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８年６月下旬到７月初访华期间，６月

２７日与江泽民主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中外记者。克林顿

先生作为中国国宾，却不讲外交礼节，他在这个场合的从头到尾的

讲话是以所谓西藏问题开始，以西藏问题结束的。在他开始发表的

长篇演讲里的第二段，就当众提出了西藏问题。他说“：我敦促了江

主席恢复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以便就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问题获

得承认，并使那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获得承认。”②江泽

民主席随后藉答记者问的机会，就西藏问题对克林顿作了有节制

的反驳。克林顿却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在这次会见记者的结尾再次

讲这个话题。他说“：对我们来说，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不是一个

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我们相信，别人应当有权全

力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如果他诚心诚意把自己贡献他的事业，中

国与他对话就是一件合理的事情。让我说一件也许对在座的每一

位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事。我曾经花费时间会见过达赖喇嘛。我

相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与江主席作一次交谈，

他们两人都会彼此喜欢对方。”③

克林顿总统此时尚未摆脱“ 莱温斯基案件”的困境。他此次带

着一支包括一系列政府官员和著名议员及大批记者庞大的队伍、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华盛顿电讯。

②　　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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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荡荡地来华访问，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公众的

视线。就暂时而言，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政

治表演也受到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重视。他们开动宣传机器，为

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的表演，包括他当着中国主人的面就达赖叛

国集团在中国境内从事颠覆活动的所谓权利向中国政府发起挑

战，发出了阵阵喝彩《。 纽约时报》还专门就此发表社论，赞扬克林

顿此举。①当时正在印控克什米尔的达赖，也为克林顿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的表演而欢欣鼓舞。②

第八，１９９９年８月，克林顿政府再次让达赖赴美活动，并安排

他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当众以传经说道的名义发表长篇演讲。③

至于在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和在克林顿政府的带动之下，美

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的诬指中国政府侵犯了西藏的“ 民

主、自由、人权”的种种决议和法案，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写这些荒

唐的东西了。

在这里，我们简单说几句关于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

有关西藏局势的宣传。从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

藏以来，从１９５９年西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开始以来，特别是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垄断资本所拥有的舆论制造工具，

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在内，就所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侵略”

西藏“，摧残”西藏“的 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发表、播放的种种污七

八糟的谣言，如汗牛充栋，其字数之多，难以统计，反正是不计其数

就是了。他们竭力从事这种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宣传，其

目的不外有三。其一是用以毒化美国广大读者、听众的心灵，维护

《 纽约时报》社论：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①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日 ｌａｉ

Ｌａｍａ。

②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 纽约时报》报道。

③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纽约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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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其二是在世界上丑化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他们的国际反共宣传的一个组成部

分。其三是配合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推行“ 西化“”、分化”战略，煽

动和支持达赖集团在我国领土西藏从事颠覆活动。

我们在这里引用《 洛杉矶时报》１９９９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

的标题是《 结束对西藏的神话式报道》，副标题是《 由于无能或偏

见，一些记者误导了世界舆论》。文章指出“：记者们把西藏说成是

一个好（人 藏人）和坏（人 汉人）界限分明的故事。这样的报道具有

神话故事的吸引力，但却没有现实基础。结果，美国的对外政策就

受到从未掌握事实的全貌但却拥有表决权而且直言不讳的公众的

“”　新闻报道不得不根据游客（们 他制约。 们之中有许多是达赖喇嘛

的崇拜者）的道听途说编造，或者根据反华色彩很浓的西藏信息网

公布的消息编造的。”“ 不加鉴别地接受漏洞百出而且带有偏见的

报道，已经成为美国报纸的惯例。记者们读了其他记者没有经过多

少调研就写成的报道后，又写了更多同样缺乏水平的报道。久而久

之，人们便对抨击中国的报道产生了需求。”①

我们对这篇文章基本同意，只做如下两点说明。一是不能主要

指责记者。他们是雇佣人员，不是掌权人。真正掌权者是这些舆论

垄断资本工具的主人 家和他们的高级代理人。记者们不过是

遵命编造罢了。如若不遵命，他们就会被解雇。二是不能指责美国

公众，特别是广大的美国人民群众。他们对美国统治集团制定的对

外政策并无表决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９９年，５０年间，美国统治集团在外交场

合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恰恰相

①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３日《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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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一直在竭力使用秘密加公开的手段，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

分割出去。

第二，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９９年，４０年间，美国统治集团一直在竭

力利用披着宗教外衣的达赖政治流亡集团，不断向西藏渗透，境

内、境外密切配合，华盛顿、达兰萨（拉 达赖流亡政治集团在印度的

总部所在地）和潜藏在西藏境内的特务分子相互呼应，企图把西藏

变为美国统治集团在我国境内的一个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基

地 。

第三，在以达赖为首领的农奴主政权统治西藏的黑暗年代，在

西藏百万农奴连最起码的人权都被剥夺殆尽之时，美国统治集团

从未讲过西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有什么问题。在西藏革命取得胜

利、无比残酷的农奴制被摧毁、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以

后，特别是在８０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包括美国政府的

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却千方百计、明目张胆地保护达赖，大喊大叫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侵犯了西藏的“ 民主、自由、人

权”。

试问达赖是何许人也？

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旧西藏农奴主政权的首领，是西藏

的一个政治流亡集团的首领，是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首领。他在国

外所从事的种种活动的目的，除了把中国的西藏变为美国的殖民

地以外，归根结底，无非是要复辟旧西藏农奴主统治的无比野蛮、

残酷的制度，把已经获得充分人权的百万翻身农奴重新踩在脚底

下 。

美国统治集团在政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联邦国会的各位议员

先生和布什、克林顿总统，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吗？

不，他们知道，他们完全知道。

那么，他们多年来大叫大喊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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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政“府 侵犯”了西藏的“ 民主、自由、人权”，是什么意思呢？

除了要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以外，他们无非是站在

维护旧西藏农奴主利益的立场上，反对占西藏总人口９５％以上的

广大劳动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和做人的权利。

因此，在我们与美国统治集团之间就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从

字面上看，他们和我们所说的人权二字是一样的；但就实质而言，

究竟是维护谁人的人权？是维护不到西藏总人口５％的农奴主阶

级残酷统治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呢，还是维护占西藏总人口

９５％以上的劳动人民的权利呢？从字面上看，他们和我们所说的民

主二（字 英文是一个字）是一样的；但就实质而言，究竟是维护谁人

的民主？是维护旧西藏不到总人口５％的农奴主当家作主的权利

呢，还是维护占西藏总人口９５％以上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呢？从字面上看，他们和我们所说的自由二（字 英文是一个字）是一

样的；但就实质而言，究竟是维护旧西藏不到总人口５％的农奴主

任意剥削、压迫、杀戮广大农奴的自由呢，还是维护占西藏总人口

９５％以上的劳动人民不受剥削、压迫、杀戮，昂首挺胸、自由自在地

做人的自由呢？

显然，美国统治集团是在竭力维护旧西藏农奴主黑暗统治的

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

是在竭力维护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即今日西藏的工人、农民、牧民、

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就阶级而言，我们与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的人，人总是分为阶级而存在的；要

回避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克林顿总统一直强调达赖喇嘛是一个宗教领袖；他说的“要 保

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实际意思就是要保护达赖及其追随

者。我们姑且把他的这个真实意思撇开，就说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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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是旧西藏的农奴主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呢，

还是今天的新西藏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呢？大量事

实说明，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但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７日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记者、就达赖问题攻击中国政府时，有一句话

说漏了嘴。他说“：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

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对了嘛！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所谓政治，就

其实质而言，就是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美国统治集团以西藏的

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为题大做文章，藉以对华推行“ 西化“”、分

化”战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抵制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战略，这场斗争，就是我国面临的一场严

重的国际阶级斗争。它是美国统治集团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这就

是全部事情的实质。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两件往事。

第一件，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为从事学术考察而居住在哈佛大学

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所在地、与波士顿隔河相望的坎布里奇市①。

１０月５日，我抽空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对面的“ 公共公园”②。园内

除了一座乔治·华盛顿将军１７７５年７月４日在此处骑马挥刀检

阅北美殖民地抗英武装的雕像以外，公园中心处竖立着一座为纪

念在南北战争中为反对美国南方奴隶主政权而壮烈牺牲的坎布里

奇烈士正面朝东的巨型纪念碑。纪念碑顶层为一持枪而立的战士

的雄姿；中层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全身立体雕像；底座正面为

一篇纪念烈士的碑文；碑文两边刻着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一些坎

布里奇烈士的姓名。纪念碑北面正中刻着美国最高陆军总部１８６８

①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英译剑桥。

②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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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５日于华盛顿特区发布的第１１号一般命令①。命令热情赞

扬为反对南方奴隶主政权而壮烈牺牲的北方军队官兵，称他们为

“ 同志们”②。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

来都是“把 同志”这个称呼作为贬义使用的。因此，在美国看到这种

称呼，使我这个中国人感到十分新奇。在这道命令的两旁，也刻着

一些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北方军队官兵的姓名。

第二件，４天以后，即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９日，星期日。我乘地铁跨

越查尔斯河，游览波士顿市。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闻名已久“的 波

士顿圆形广场公园”③。一眼望去，只见园内的旗杆山④上建有一

座纪念碑。上山一看，才知它也是一座纪念在南北战争中为反对南

方奴隶主政权的战斗中牺牲的波士顿烈士纪念碑，建于１８７７年，

名“为 战士和水兵纪念碑”⑤。在园内的另一处，还竖立着一座纪念

南北战争期间率领马萨诸塞志愿军步兵第５４团开赴前线、战死沙

场的罗伯特·肖上校的雕像。

我为什么想起了这两件往事呢？

因为我感觉到，美国资产阶级数典忘祖。他们以所“谓 民主、自

由、人权”为虚假旗号，竭力支持以达赖为首领的西藏农奴主集团，

竭力反对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他们自己的先

辈，背叛了那些为反对美国南方奴隶主政权、为解放美国南方数以

百万计的奴隶而战死沙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

如果他们今天到这些纪念碑前去看一看，难道不觉得愧对他们自

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Ｎｏ．　１１。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Ｇｒａｎｄ　Ａｒ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Ｍａｙ　５，　１８６８。

②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③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④　　Ｆｌａｇｓｔａｆｆ　Ｈｉｌｌ。

⑤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ａｉｌｏｒｓ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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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先烈们吗？

最后，我再说一句。中美两国政府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２年相继发

表的三个《 联合公报》中都载明，处理中美两国关系，要遵守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

从８０年代后半期以来，难道美国统治集团、包括美国政府的

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在我国西藏问题上遵守了这些原则吗？

没有。

他们是公开、露骨地违反了这些原则的。

难道客观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第四节　　是一艘“ 不沉的航空母舰”

还是“ 美国的第５１州”？

——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战略之四

一

我们现在要谈台湾问题。

由于近年来我国报章上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材料颇多，我们

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岛上那股势力大闹“ 台独”、把岛上的政治

空气搞得乌烟瘴气一事将从简，而把主要篇幅放在美国统治集团

做李某的后台、对他“闹 台独”的大力支持上面。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因为此事直接涉及到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推行“的 西化“”、分化”

战略。

李登辉本来就“是 台独”势力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从他接替

蒋经国当上了美国统治集团在台湾岛上的“ 儿皇帝”即所谓“ 中华

民国总统”以后，他的真实身份却经历了一个逐步暴露过程。在最

初几年，他扮演了曹雪芹笔下“的 甄士隐”，即把真实身份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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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装腔作势地反对“ 台独”（ 他自称讲过反对“ 台独”的话１３０

余次）；同时利用祖国大陆对台开放之机祭“起 民主自由均富”的破

旗，大言不惭地要向大陆传授所谓台湾“的 民主经验”，竭力充当美

国统治集团对华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这后一方面的使

命，他至今仍在执行中，并未停止。然而纸包不住火，他的“ 甄士

隐”的狐狸尾巴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在继续叫

嚷“ 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的同时，他陆续提出了所谓“ 一个国

家，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一个分治的中国”、海峡两岸是“ 并存

之两个国际法人”、台湾“以 中华民国”的身“份 加入联合国“”、务实

外交“”、中华民国在台湾“”、新台湾人主义“”、对等国家的地位要

确立”等一系列实质上是“ 台湾独立“”、两个中国”的政纲。１９９８

年，李登辉抛出了《 台湾的主张》一书，宣传美国统治集“团 分化”中

国的战略，提出了所“谓 七块论”，即把中国分“为 台湾、西藏、新疆、

蒙古、东北等七块”的荒唐主张。

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李登辉接受“ 德国之声”记者的录像采访，

无遮无掩，赤膊上阵，把他的“ 台独”主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在这次对外国新闻记者的公开谈话中，公然提出：台湾从“ １９９１

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

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

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①

同年８月２９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第１５中全会第２次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在“ 部分中评委批评这项论述是绝对错误，违反宪

法，违反党纪”的强烈反对之下，强行通过决议，按照李登辉的意旨

规“定 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确定位两岸关系，迎接两岸互动的

①　　中央社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台北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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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页”。①

至此，李登辉作为卖身投靠美国统治集团、充当美“国 分化”中

国代理人的身份已大白于天下。

无独有偶。

有一个由美国培养的台湾人戴维·周通过自己的活动，为李

登辉的“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真实含义做了注脚。早在１９９４年，

此人就恬不知耻地在台湾成立了一个“ ５１俱乐部”，吸收了５１个

成员，旨在把台湾变成美国的“ 第５１个州”。为了募集经费，他

还按照美国原先称台湾为“ 福摩萨”的英语字头，成立了一个叫

“做 组成美国基金会”。②在李登辉抛出了他的所“谓 特殊的国与国

关系”主张之后，此人纠集了一群人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３日到美国在

台湾协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承认台湾是美

国的“ 第５１州”。美国驻台官员高兴地接受了这份请愿书，允诺转

呈华盛顿。与此同时，此人还接受了《 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在英

文里，国与州是同一个词。③此人说“：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对嘛，就

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 这是我们应当成为的惟一的州，即台湾

州。”④

近５０年台湾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

第一，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分

三批把原中央银行库存的全部黄金和银元盗运到了台湾。⑤

第二，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大力扶植。１９８２年中美第三个《 联合

①　　中央社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９日台北电讯。

②　　Ｆｏｒｍ　ＵＳ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③　　ｓｔａｔｅ。李登辉“的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英文为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美国的州也叫ｓｔａｔｅ。

④　　１９９９年８月４日《 纽约时报》。

⑤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７日《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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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即《 八·一七公报》签署后，里根总统在他就这个公报发表的

声明里讲到了此事。里根声明最后一段的原文是：“ 作为一个美国

人，我为台湾人民过去３０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美国对这一进

程所作出的贡献感到自豪。我的政府将通过适当的途径继续大力

促进这一发展，并为创造一种稳定而健全的投资气氛做出贡献，从

而增进台湾人民的福利。”①这段话虽然冠冕堂皇，却把事情基本

上说清楚了。离开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扶植，台湾当局是无法维持其

小朝廷的统治的。根据本书作者掌握的美国政府历史档案材料，连

台湾当局派往非洲一些国家的“ 农耕队”，都是美国政府私下出的

钱 。

第三，是祖国大陆的支援。据本书作者所知，即使是在祖国大

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前，为了照顾台湾人民的利益，我国中央政府在

对外贸易方面即长期奉行不排挤台湾商品的政策。在祖国大陆实

行对外开放以后，对台商到大陆投资和经营企业实行十分优惠的

政策。近些年来，台湾每年的贸易顺差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与祖国大

陆的经贸交往。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继续实行照顾台湾在香港的经贸利益的政策。

试问李登辉有什么能耐在拥有１２亿人口、国力日益增强的祖

国大陆面前“闹 台湾独立”？

一句话说穿了，不外是进一步投向美国统治集团的怀抱，妄图

把祖国的宝岛台湾省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而已。

李某的言行与那个戴维·周之间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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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现在简略说一下台湾问题的来源。

第一，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始于１７００年前的汉代末年魏、蜀、

吴三国鼎立时期。当时的孙吴政权和以后的隋朝政府曾先后派１

万余人去台湾开发、生活。早在中国宋代，当时的中国政府即派出

军队驻守澎湖。　１６６２年，郑成功进军台湾，驱逐了曾经盘踞在台湾

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台湾设“立 承天府”。１６８４年，清朝政府进一

步“设 台湾府”。这时候，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上还连一点影子也没

有。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晚清政府极度腐败，对内压迫人民，对外畏惧

帝国主义，致使在包括海军在内的清朝军事力量与日本旗鼓相当

的条件下在甲午战争中战败。１８９５年，晚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

辱国的《 马关条约》，在台湾省人民强烈反对之下割让台湾。①从

此，台湾被置于日本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１９４３年中、美、英在《 开罗宣言》中宣布，战后台湾归还中国。１９４５

年中、美、（英 后苏联参加）在《 波茨坦公告》中重申了这一条。１９４５

年１０月，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版图。②

第二，台湾回归中国以后，问题从何而来？

答曰，问题主要来自美国。

早在１９４３年，罗斯福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就玩弄两面手法。它

一方面在《 开罗宣言》上签字；同时却在政府内部研究美军占领台

①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上册第

４１０—４３２页。

②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１日白

皮书《：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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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对台湾实行所谓“ 国际托管”和“ 民族自决”的方案。①１９４６到

１９４８年，杜鲁门政府在内部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策划。②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

对华政策的决策重点转移到了离间中苏关系方面。早在１９４９年１

月，即在我军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即将结束、

蒋家王朝灭亡在即、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在望之际，杜鲁门政府的国

家安全委员会就在一个机密文件中决定：“ 美国政策的当前目标应

当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③同年２月，即在迪安·艾奇逊

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以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制

订了一个机密文件，决定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 应保持行动自由”，

以便“ 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政权之间制造严重分裂。”杜鲁门在

同年３月３日批准了这个文件。④　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０日，艾奇逊一方

面在呈交《 中美关系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里大骂中国共产党，同

时却仍在设法离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在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与五角大

楼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艾奇逊发言，坚持认

为：“ 毛泽东政权不是一个真正的卫星国，因为毛泽东是通过自己

的努力取得政权的，而不是由苏联军队把他扶植上台的。”⑥１９５０

年１月４日，毛泽东同志正在苏联访问，艾奇逊为了离间中苏关

系，建议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对台湾蒋家王朝实行脱身

１９５政策。杜鲁门同意此议，于次日 ０年１月５日发表声明，说

“ 美国政府向来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具有诚意。“”　美国对台湾或中

①②　　才家瑞、刘婷、渠占辉《：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历史演变“与 台独”问

题》，《 世界历史》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３０—３２页。

③　　詹姆斯·蔡斯：Ａｃｈｅｓｏｎ（《 艾奇逊》），１９９８年纽约英文版，第２１７

页。

④⑤⑥　　同上书，第２１８—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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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声明重申了《 开罗宣言》和《 波茨坦

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有效性。①杜鲁门在当时发表这个声

明，其矛头是直接指向中苏关系的。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在毛泽东

同志继续访苏期间，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公开

挑拨中苏关系。②中苏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对艾奇逊的挑拨离间予

以严正驳斥。我国政府是采取的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

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③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９日，

即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后，艾奇逊在美国国会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证，仍然坚持奉行离间中苏关

系的方针④。

然而随后不久，杜鲁门政府在幕后对我国领土台湾就另行策

划了。当时任杜鲁门政府助理国务卿的腊斯克１９５０年５月３０日

向国务卿艾奇逊提交备忘录，主张美国宣布台湾“ 中立化”。同年５

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４日，美国五星上将、当时任美军驻日占领军总司

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先后两次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

陆军部送交备忘录，提出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一艘“ 不沉的

航空母舰”⑤，应予占领。因此，追根溯源，关于我国领土台湾是美

国的一艘“ 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发明权，应属于这位骄横狂妄的美

国将军。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隔了两天，即６月２７

日，杜鲁门总统就不再讲“ 美国政府向来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具有

诚意”了，也不再讲“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

①　　詹姆斯·蔡斯：Ａｃｈｅｓｏ（ｎ《 艾奇逊》），１９９８年纽约英文版，第２２１

页《； 中美关系》，北京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②　　Ａｃｈｅｓ（ｏｎ《 艾奇逊》）第２２３页。

③　　《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第１２６—１２８页。

④　　Ａｃｈｅｓ（ｏｎ《 艾奇逊》）第２２４页。

⑤　　《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历史演变“与 台独”问题》第３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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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是恰恰相反，既“不 具有诚意”，也“有 掠夺的野心”了。这位总

统当天发表声明说：“ 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 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

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①后来发生的事情，诸如美军占领台湾、

签订美蒋条约，等等，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里已经写过，就不复述

了。

第三，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长期奉行“ 两

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的政策。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集团野心

不死，一直企图借美国的力“量 反攻大陆”，因而坚“持 一个中国”的

立场。美国统治集团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无此力量，同时自己在侵朝

战争失败后，从６０年代初期起又在侵越战争中泥足深陷，害怕我

国大规模出兵援助越南，因而一直拴住蒋介石的牛鼻子，除了让他

小打小闹以外，不准他轻举妄动，甚至连蒋介石主动请缨参加侵越

战争也不允许。因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反对“ 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蒋介石也反对。蒋氏在这个问题上成了我们反对

美国统治集“团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的间接同盟军。美蒋矛

盾集中反映在一个问题即坚守还是放弃金门、马祖这两个前哨阵

地的问题上。

从杜鲁门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

台湾海峡、随即派美军占领我国台湾省时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从事了长期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反对美国占领台湾，反对美国

统治集团推行“的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已经出版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１、２卷《， 毛泽东外交文选》《， 周恩来

外交文选》，已经将这段斗争史做了准确记载，这里就从略了。

我们在此处只说一件事，即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的炮击金门。

①　《　 中美关系》，北京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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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推行它的“ 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的政

策，一再要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蒋介石为了实现他的“ 反攻大

陆”的梦想，不愿放弃这两个前哨阵地。为了反击美国统治集团的

“ 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的阴谋，支持蒋介石坚守金门的主张，于

是才有了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８年开始下令炮击金门的光辉战例。这场

忽而万炮齐发，忽而偃旗息鼓，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忽而单日打、

双日不打，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炮击，一直持续了２０年，终于帮

助蒋介石坚持住了他“的 一个中国”的主张。①

三

现在说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有关台湾的条款。

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２年２月访华期间，于２月２８日与周恩来总

理在上海签署了中美《 联合公报》，即《 上海公报》。这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第一个正式的重要外交文

件。在双方会谈的过程中，就公报的文字表述费的工夫最大的部分

就是关于台湾问题。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的公报这一部分的原文如

下：

“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

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

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

①　　《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第６卷第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３、 《 毛主席指挥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９页；叶飞：

炮击金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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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

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

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

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

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

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①

尼克松政府出于维护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和安抚蒋介石

集团的需要，在这个公报中使用了“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

不提出异议”的提法，并且埋下了钉子，说“它 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

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但它毕竟是“从 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台湾地位未定”等等的立场上后退了。应当说，这是中国外交

的一个重大胜利。

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已经说明，尼克松总统访华和《 上海公报》

的签署，中、美、“苏 大三角”的世界格局随之形成，并且保持了将近

２０年的时间；从而加强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争取到了国际和平环境。

１９７８年，在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

下，我国政府谈判代表“在 断交（”美国断绝与盘踞在台湾的蒋氏王

朝的所谓外交关系“）、撤军（”美国撤走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一切

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约（”废除美“蒋 共同防御条约”）三原则

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５７２、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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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与卡特政府进行了中美建交谈判。由于中、美、苏“ 大三

角”的世界格局继续存在，我国在这个“ 大三角”中处于主动地位，

卡特政府接受了我国的建交三原则，双方达成协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１６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

公报载明：“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①

这就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中美第二个《 联合公报》。

两国政府还同时分别就此事发表了声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的主要部分是“：众所周知，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

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

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

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

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

是中国的内政。”②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完全符合中美建交公报的规定的。

《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声明》的主要内容是：

“ 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美利坚合众国

类似的承认。美国从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 同日，即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

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

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之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

①②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５７４—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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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人员。

“ 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

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 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

新情况下得以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

“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

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

地加以解决。”①

中美两国之间按照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将近３０年之后，终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晚了一点，但它

毕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就。

随后发生的事实说明，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了两手策略。

问题主要发生在上述美国政府声明的最后两段含糊其辞、但

意思明确的文字上。卡特政府在声明上写了这两段文字，为它从中

美建交联合公报上后退留下了余地。

美国政府声明不是说“ 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

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

的关系”吗？不是“说 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

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吗？

中美建交公报的墨汁未干，卡特政府就照此办理了。它向美国

联邦国会提交了一个《 与台湾关系法》草案。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和２９日通过了草案的最后文本，送交白宫。卡

特总统于４月１０日签署，使《 与台湾关系法》正式成为法律。②

《 与台湾关系法》是一道公开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关系准

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５７４—５７６页。

②　　何春超主编《： 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下册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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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给中美两国关系留下无穷后患、十分恶劣的美国国内法。

它在第２条乙款《 美国的政策是 》项下规定：

“（ 三）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

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 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

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

关切之事；

“（ 五）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

“（ 六）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

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它在第３条《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执行》下规定：

“（ 甲）为促进本法第２条规定的政策，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

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 乙）总统和国会应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

据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对台湾防

御做出的这类决定，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提出

建议所作出的估计。

“（ 丙）兹指示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

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

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

当行动。”

它在第６条规定设立“ 美国在台湾协会”；第１０条规定允许台

湾当局在美国设立一个机构，在台湾给予“ 美国在台湾协会”及其

有关人员“ 类似的特权与豁免时，兹授权总统对台湾机构及其他有

关人员给予有效执行其职务所必须的特权和豁免。”①

①《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５７７—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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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还含有其他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条款，

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卡特政府及美国国会制订这道国内法，把它承诺的中美建交

三原则基本上否定了。不是说“ 断交”吗？交是断了，但又未断，改

变的只是双方驻对方使馆的名称。美国驻台北使馆改名为“ 美国在

台湾协会”，其负责人为大使级，由总统任命；台湾当局驻美国使馆

改称“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其负责人的级别和任命与美国相同；

双方改名后的驻对方机构均享有“ 特权和豁免”，亦即享有外交特

权和豁免权。不是“说 废约”吗？所“谓 共同防御条约”不是废除，而

是到期终止，不再生效；但条约失效后，美国还是“要 向台湾提供防

御性武器”，“要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

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总统和

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不

是说“ 撤军”吗？军是撤了，但是美国还是要向台湾提供“ 防务服

务”。

由此可见，中美建交后，美国统治集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立

即通过它的国内立法，否定了它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出的庄严

国际承诺，即“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后，“ 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

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①

１９８０年，罗纳德·里根州长在竞选总统期间攻击在任总统卡

特对中国“ 让步太多”，大讲“ 两个中国”、正式恢复与台湾当局的

“ 官方关系”和进一步向台湾提供武器。由于当时中、美、苏“ 大三

角”的世界格局仍然存在，里根州长又处于竞选角逐期间，我国政

①　《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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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他的这类言论作了严正的驳斥，使这位州长感受到了沉重压

力。在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里根州长即派遣他的副总统

候选人乔治·布什先生来北京，向我国政府作解释工作。１９８１年

里根总统上台执政后，经过谈判，双方以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为主要

议题达成协议，于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 八·一七公报》。这就是１９７２年以来

中美两国发表的第三个《 联合公报》。

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 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

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明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

出这个问题。⋯⋯

“ 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

系的根本原则。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生效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

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

“ 四，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１９７９年１月１

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提出的９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

“ 五，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

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１９７９年１月１

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提出的９点

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

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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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

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

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

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

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①

这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吗？

然而还有问题。

问题在于中美双方就这个《 联合公报》各自分别发表的声明

中。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中美

发表联合公报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美国向台出售武器，是关系到

中国主权的问题。”“ 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相

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双方并强调声明，

这些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这就是说，在解决美国售

台武器的问题上，必须以这些原则为依据。”公报“ 所说的最后解

决，其含义当然是指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

“ 中国方面在公报中提及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是为

了进一步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

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曲解或外来干涉。“”　本

公报是以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的，与

美国单方面制订的《 与台湾关系法》毫无关系《。 与台湾关系法》严

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的。任何试图

把本公报同《 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

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②

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５８２、５８３页。

②　　同上书，第５８４—５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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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同日发表了《 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声明》。他说“：同

中国建立牢固、持久的关系一直是接连四届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

的对外政策目标。这样一种关系对我们长远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十

分重要的，而且有助于东亚的稳定。促进这种重要的战略关系是符

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有了这项公报，将有可能在符合我们对台湾

人民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在求得这个圆满的结果

而努力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台湾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我的长

期的个人友谊和对他们的福利的深切关怀是坚定不移的。我决心

保持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与我们的非官方关系一致的各种接

触 文化的、商务的和人与人的接触，这样的接触将继续增长和

发扬，并且将以适合于老朋友的庄重体面的方式进行。“” 关于今后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在公报里已经说得很清

楚，是同《 与台湾关系法》完全一致的。出售武器将继续按照《 与台

湾关系法》进行。在这同时，充分期望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

方针将继续是和平的。我们十分重视中国人在公报里关于中国的

‘大政方针’的声明；我们的声明清楚表明，我们今后在采取行动时

将充分考虑到这种和平的政策。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是

清楚的和前后一致的。台湾问题是应该由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解决的事情。我们决不会干涉这件事情，也决不会妨碍台湾人民在

这件事情上的自由选择，或者在这件事情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同

时，我们对于任何解决办法都将是和平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怀着不

变的兴趣和关心。我对这种基本立场决不会动摇。”①

对里根总统的声明，我们只简略指出以下几点：

（ １）他说“ 同中国建立牢固、持久的关系一直是接连美国四届

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而且把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称

５８①　　《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５８４—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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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战略关系”，是说得对的。这说明，在他的脑子里，中、美、

苏“ 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仍然是存在、并且是继续起作用的。在

他８年执政期间，他重点攻击的目标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这也

是事实。

（ ２）他口口声声说“ 台湾人民”如何如何，但他说“的 我的长期

的个人友谊”“和 老朋友”，并非他与台湾人民之间有什“么 个人友

谊”和“ 老朋友”关系。这种关系只存在于他与蒋介石及其集团之

间，与台湾人民毫无关系。对这一对难兄难弟来说，是存在这种关

系。当他还是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就曾多次应蒋某之邀走访台湾。

尼克松总统深知此事，因而在１９７２年访华、签署《 上海公报》后，即

曾委托里根州长前往台北安抚蒋氏。

（ ３）他说“ 关于今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我们的政策

在公报里已说得很清楚，是同《 与台湾关系法》完全一致的。”这就

·一七公报》不仅没是无中生有。中美《 八 有提美国自己制订的国

内法《 与台湾关系法》，不仅与它毫无关系，而且是针锋相对的。

（ ４）里根总统一方面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庄严的国际文件，

同一天又单方面发表了一个与这个文件的精神实质南辕北辙的声

明。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签了国际文件不算数、违反国际信义的典型

表现。

（ ５）他一再声称对蒋某及其集团“的 福利的深切关怀“”坚定不

移“”，决不会动摇”。这就说明，他是美国统治集团内坚持“搞 两个

中国“”、一中一台”的顽固派。

但从里根执政期间实行的对华政策的实际行动来看，在一定

程度上，他还是受到了《 八·一七公报》的制约的。里根政府在任期

间向台湾提供了不少武器，包括舰对空、地对空导弹和Ｃ—１３０军

用运输机；但里根总统说“的 老朋友”关系也没有算数，为了控制台

湾当局，他下令运用策反人员、窃走资料和拆除设备等手段，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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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台湾当局历时２０年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①这后一个事实

说明，当卖国贼的日子并不好过，总是要受到主子的牵制的。

四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回答本节篇首提出的问题，即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李登辉为何敢于逐步露出他的“ 台独”真面目，一直发展

到公开提“出 两国论”呢？

这当然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占领台湾

的政策有关，与卡特、里根政府的对华两手政策有关，但直接起作

用的则是布什政府、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推行的对“华 西化“”、分化”

战略。如本章第一、二节所述，布什、克林顿政府推行这种对华战

略，是与东欧易帜、苏联瓦解、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直接有关的。

布什政府在任期间，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主要是干了两件坏事。

一是派出部长级官员、政府首席贸易代表希尔斯以出席美台工商

界会议的名义赴台访问。这是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首次

派部长级官员到台湾访问。二是决定向台湾出售１５０架Ｆ—１６Ａ

和Ｆ—１６Ｂ战斗机和４架Ｅ—２Ｔ空中预警飞机。这两件明目张胆

地违反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的事情，即使在卡特、里根政府任内都

没有做过，而布什政府却干了。这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在实“行 两个

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阻挠中国统一大业方面又向前迈

了一大步。

１９９３年１月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干的坏

事就更多了。为节省篇幅，我们不拟逐一列举，只是说几件它干的

①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纽约时报》国际新闻版；１９９８年９月４日台湾

《 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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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卡特、里根、布什政府的行为更为恶劣的事件。

第一，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４日，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苏珊·舍克

在国会山上作证，重申克林顿政府早在１９９４年，也就是克林顿政

府的对华政策由“ 遏制”转“为 接触“”、全面接触”或“曰 扩展民主”

的阶段开始之时，就“ 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忠实执行《 与台湾关系

法》”的问题“和 美国对台政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部际间审议“”。这

是１９７９年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这样的审议”。审议的结果，是在一系

列方面提高美、台关系的水平。①

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０日，我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曾奉命约见美国

驻华大使芮效俭，就克林顿政府从一系列方面提高美台关系的水

平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据《 洛杉矶时报》报道，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克林顿政府就

悄悄地同台湾建立了一种广泛的军事关系，授权五角大楼同台湾

武装部队举行战略对话。这种对话是１９７９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

不曾允许的。”这种对话“ 包括台湾军事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以及双

方军事领导人之间就东亚军事战略问题和台湾对入侵作何种反应

的问题交换意见。“” 一位台湾人士说：‘讨论已由采购问题转到政

策方面来了。⋯⋯我们同美国有一项关于在台湾遭到进攻时（ 应当

’“”　目前，美国怎么办）的行动计划。 与中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可与美

台关系相比的军事关系。”②

第三，作为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提高美台关系的内容之一，是美

台之间包括部长级高级官员的频繁互访，而以置我国政府的严正

外交交涉于不顾、允许台湾当局的所谓“ 总统”李登辉１９９５年６月

赴美进“行 私人访问”达到高峰。李某利用这次访美之机，在康奈尔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４日华盛顿电讯。

②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４日《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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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发表演讲，放肆宣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造成中美关系

中的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

自从蒋家小王朝退守台湾以来，即使是在中美两国处于敌对

状态的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蒋介石也没有访问过美国。１９７９年

中美建交以后，卡特、里根、布什政府也没有允许过台湾的所“谓 总

统”访问美国。事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是

我亲自做出允许台湾的李总统不作为国家元首、不作为我们承认

的政府首脑到本国来的决定的。”克林顿说“：我确信这有政治的方

面。但是他问他能否来参加他的校友会，他能否发表演说，他能否

在美国旅（行 我同意了）。”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尼古拉斯·伯恩斯

事后就此事在答记者问时还说：“ 我们肯定信守了给李登辉颁发签

证的决定。我们不想、也不打算就此道歉。”②

我国政府就克林顿政府这种严重违反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的

举动提出强烈抗议，并召回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美国驻华大使芮

效俭离任，职位空缺。两国关系当时实际上降到了代办级的水平。

第四，１９９６年３月，我军在台湾海峡以南和以北的公海海域

进行了导弹发射试验和军事演习。不说别的地方，就说在南朝鲜和

日本，美军举行的军事演习的次数还少吗？可以说数也数不清。我

军举行了这一次，克林顿总统就不允许了。１９９６年３月，克林顿总

统公然下令，派遣美国海军“的 尼米兹号”“和 独立号”两艘航空母

舰战斗群、２１０００兵力前来，向我国示威。③他的意思是清楚的，就

是要向我国政府和人民表明，美国要阻挠我国的统一事业。

派来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就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

①　　法新社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０日华盛顿电讯。

②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８日华盛顿电讯。

③　　路透社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６日华盛顿电讯；美新署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华

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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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吓倒吗？

不，吓不倒。

实际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早在１９５８年对这一套就已经领教过

了。克林顿先生毕竟年轻，可能不知道，当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同志

下令炮击金门时，美国当时一共只有１３艘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

政府派来的就不是两艘，而是６艘①，差不多占了美国全部航空母

舰的一半。要不是美国统治集“团 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要占领世

界上许多地方；加以台湾海峡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航空母舰，如

果不是这样，艾森豪威尔大概会让美国的全部航空母舰倾巢出动，

统统都集中到台湾海峡来的。出于艾森豪威尔的意料之外，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面对这一大批美国航空母舰群，毫不在乎，照样炮击

金门。尽管毛泽东同志采取的策略是，我军大炮只打蒋舰，不打美

舰。但当我军炮声一响，美舰掉头就跑；我军炮声再响，美舰掉头再

跑，扔下蒋舰不管，让它们挨我军的炮弹，把蒋军官兵都气坏了，大

骂美国人胆小，不讲信用。②

其实，克林顿这次派来的这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其表现也是

一样。在我军演习期间，这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始终没有敢驶入台

湾海峡，而是停泊在台湾以东１００多海里的海面上。当我国参加演

习的核潜艇全部出动以后，它们又进一步后撤将近１００海里。③

试问这究竟是谁吓倒了谁呢？

不过，克林顿下令向台湾附近海域派来这两艘航空母舰，倒是

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美国统治集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

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假的。它要坚持“搞 两

①　　《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卷第４１６页。

②　　叶飞：《 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

③　　１９９９年９月３日《 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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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一中一台”、阻挠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才是真的。克林

顿总统通过此举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民倒是一种教益，

便于我们有所准备。为此，我们倒是应当感谢他的。

第五，关于对台供应武器。

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在１９９９年２月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题

为《 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的报告里说“：台湾的武力发展计划集中

在三个特定领域：维持在台海的空中优势；有效反封锁；以及击退

陆海空的来犯敌军。台北希望在这些领域的科技和战术充分领先

大陆，以争取时间，等待大陆内部改革势力改变中国未来的政治和

安全情势，以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报告列举了台湾军方拥

有的Ｆ—１６战斗机、爱国者导弹、空中预警飞机、天弓导弹（ 早期

爱国者导弹的改进型）、多功能相位阵列雷达、改良型ＡＩＭ—９Ｃ

响尾蛇导弹，美国授权制造的佩里级巡防舰，美“国 租借”的诺克斯

巡防舰，等等。①其中，Ｆ—１６战斗机和预警飞机的出售是由布什

政府决定、由克林顿政府执行的。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以后，还决

定在台湾与台湾当局合建Ｆ—１６战斗机维修厂。其余武器，大都

是克林顿政府决定提供的。在上述报告公布以后，克林顿政府又决

定向台湾提供预警雷达系统。②

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６年期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８３亿美元的

军火。３③　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９年７月，３年零７个月期间，美国向台湾提

供的军火金额即达４４．７亿美元。④

第六，在中美两国元首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签署“ 共同致力于建立中

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 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在克林顿

①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７日纽约《 世界日报》。

②　　１９９９年４月３０日《 纽约时报》。

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日《 洛杉矶时报》。

④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５日《 人民日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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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６月访华期间在上海宣布美国不支持“ 台湾独立”，不支持

“ 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

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 三不”政策以后，１９９９年年初，克林顿政府

的国防部即拟就了一份准备提交美国国会的、题为《 亚太地区战区

导弹防御结构方案》的报告，声称国防部已经就将台湾纳入“ 战区

导弹防御体系”（ 即ＴＭＤ）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②１９９９年５月初，

这个报告终于送上了国会山。

《 洛杉矶时报》当时刊登了著名的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

瓦妮莎·格斯特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 把台湾列入战区导弹防御

系统范围内是错误的》。文章指出“：拟议中的这种部署要求美国和

台湾在卫星方面进行合作，这实际上是在还没有发生任何危机之

前就把美国和台湾的防务系统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中国不仅面临

着来自美日联盟意料之中的威胁，而且还要面临加强了的美台联

盟的威胁。“”　加强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会增大如下的可能性：美

国可能介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或者台湾为谋求独立而挑起冲

突。”③

以上所述，就是李登辉“ 两国论”出笼的主要国际背景。

第七，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李登辉的“ 两国论”出笼以后，克林顿

政府予以紧急、大力的声援。其主要表现如下：

７月２２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也说，李登

辉宣布台湾是一“个 单独的国家”，是不对的；但他讲话的重点是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警告，说任何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都将

“ 引起最严重的关注”。克林顿总统接着讲的话，语带双关。他说：

①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ＴＭＤ。

②　　１９９９年１月３日台湾《 中国时报》。

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日《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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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对的。两岸对话是对的。和平方法是对的。按

照我的判断，双方都不应违背上述三条中的任何一条。”①

克林顿总统的讲话貌似公正，其实是有虚有实。他说的“ 一个

中国的政策是对的”，只不过是虚晃一枪。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奉行

的就不“是 一个中国的政策”。他真正要说的是要“用 和平方法”。也

就是说，美国政府可以不断加强台湾当局的武装力量，我们却只能

“用 和平方法”。只要他祭“起 和平方法”这个法宝，就可以阻止我国

政府和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如前所述，尼克松政府在《 上海公

报》中就埋下了这个钉子。从卡特政府、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到克林

顿政府，他们一以贯之，所运用的都是一方面不断加强台湾当局的

武装力量、同时要我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用“ 和平方法”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的实质，就是要把台湾这艘“ 不沉的航空母舰”永远保持

在美国手里。我国政府之所以坚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原因也在

此。

克林顿政府现在又是这样，一面要我国使“用 和平方法”，同时

它自己却不“用 和平方法”。

７月３１日，克林顿政府置中国政府的严正外交交涉于不顾，

由五角大楼宣布将向台湾提供包括Ｅ—２Ｔ预警飞机以及Ｆ—１６

战斗机的零件和装备、金额达５．５亿美元的军火。②

８月１０日、１１日，克林顿下令出动美国两个海军航空母舰群，

“即 小鹰号”战斗群③“和 星座号”战斗群④在南中国海大部是中国

拥有主权的海域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示威。“ 小鹰

号”战斗群司令、海军少将蒂莫西·基廷口出狂言，声“称 中国将会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２日华盛顿电讯。

②　　合众国际社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０日华盛顿电讯。

③　　ＵＳＳ　Ｋｉｔｔｙ　Ｈａｗｋ　ｂａｔｔｌｅ　ｇｒｏｕｐ。

④　　ＵＳＳ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ｔｔｌｅ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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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如果他们企图从事任何种类的战争，无论是对台湾或者别的

什么地方，他们都将不得不与美国海军对阵。“”　我们就在那里，为

数众多；我们是受过训练的。我们已枕戈待旦。我们是非常强大

的。”①

这位美国海军少将实在是太愚昧无知了。早在１９５０年到

１９５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已经与全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在

朝鲜战场上交过手，美军就被打败了。这件事你知道么！再说，如

前所述，早在１９５８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台湾海峡派了６艘航空

母舰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予以藐视；对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年美国派来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我国政府和人民军队的

态度也是如此。这两件事情，你知道么！时至今日，难道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还会惧怕你们这两艘航空母舰么！

也是作为一种回应吧。在美国那两艘航空母舰群在南中国海

耀武扬威不到１个月之后，即１９９９年９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京、广州战区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和民兵预备役部队，在浙东、

粤南沿海举行了大规模、诸兵种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实兵演习。中央

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将军在检阅参加演习的部队后讲了话。他强调

指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仍然是“ 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但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定不移

地以国家意志为最高意志，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有决心、有信

心、有能力、有办法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分裂祖国

的图谋得逞，绝不坐视任何一寸土地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中

国人民解放军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分裂

祖国的罪恶行径！　②

①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 华尔街日报》。

②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１日《 人民日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15

这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关于美国统治集团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国实行“ 西化”、“ 分化”

战略，就说到此为止。至于美国统治集团内的立法机关 联邦国

会和舆论制造工具在此期间所通过、所发表的那一大堆摇旗呐喊、

污七八（糟 包括《 与台湾关系法》高于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啦，让台

湾当局以所谓“ 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啦，邀请李登辉访美

啦，等等，等等）的东西，我们就不费那个笔墨去写它们了。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答复一个老问题：难道美国统治集团遵

守了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了吗？

显然，他们没有遵守。事实是恰恰相反。

难道克林顿政府遵守了两国元首１９９７年共同签署的《 中美联

合声明》了吗？

显然，没有。事实是恰恰相反。

难道克林顿本人遵守他自己就台湾问题所说的“ 三不”政策了

吗？

显然，没有。事实是恰恰相反。

综上所述，可以明白看出，李登辉其人“闹 台独”，抛出荒唐的

“ 两国论”，当然有他本人的问题，但主要是在演皮影戏。他在前台

当小丑，蹦蹦跳跳，后台有人给他牵着线，要他向西，他就得向西，

不得向东。

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年的历史证明，一切卖国贼都是没有好下场

的。

综上所述，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美建交以来，我国与美国统治

集团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所改变的主要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美国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艘“ 不沉的航空母舰”。

因此，为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我们至今还用得着毛泽东同

志５０年前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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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一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美“国 统治集团”，是就其总体

而言的。在这个集团内部，立场相同、意见不一的事情，也是有的。

我们在这里只说了美国。其实，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在台湾问题

上也插了一手，欠了中国人民一笔债。我们只提这么一句，不展开

说它了。

最后，我们引用邓小平同志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第一段话，是他１９８１年１月直接就台湾问题当着美国客人的

面讲的。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

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

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

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

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

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

致倒退的来势如何。”①

第二段话，是他１９８２年９月就香港问题对当时的英国首相撒

切尔夫人讲的。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有所不同，然而又有相似之

处。香港当时仍直接在英国统治之下，这与台湾是不同的。但台湾

从１９４５年回归中国版图以后、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

退以来，形式上是由中国国民党在统治，实际上主要是被美国统治

集团所控制。就这后一点而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相似的。而

且就我国政府提出的“ 一国两制”的方针而言，它们之间也基本相

同。因而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话的精神实质，对台湾问题同样也是

适用的。他的这段讲话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关于主权问题，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

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①　　《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卷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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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

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

①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这就把话说到底了，说得够明白的了。

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应该是没有了吧。

①　　《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卷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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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究竟要扩到哪里？

“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指向何处？

——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之一

一

本书这一章要考察的是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美国统治集团

的对华战略和策略。为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美国统治集团在这两个

世纪之交的世界战略。也就是说，要把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战略和

策略放在它的世界战略范围之内来予以考察。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克林顿总统向美国联邦国会提交了一个

报告，题为《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报告重申了克林顿政府

１９９３年上台执政之初提出的对外政策“ 三原则”，同时又随着形势

的发展给它们注入了新的内容。因此，要探讨美国统治集团在世纪

之交的世界战略，就需要先从这个报告说起。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报告头一部分的若干要点。

这些要点如下：

“ 当我们走向２１世纪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繁

荣以及民主和自由这些被普遍采纳的价值观的一支最强大的力

量。我们 也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了我国人民国家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　　橄榄枝与箭同时并举

——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

战略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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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通过利用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来继续发挥这

种作用。”“ 为了抓住这些机会并行动起来对付全球在这个新时代

面临的威胁，我们将奉行与我们的新时代相协调的一种向前看的

国家安全战略。”

“ 这个战略的三项主要目标如下：

“ ——加强我们的安全。

“ ——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

“ ——推动世界的民主。

“ 在过去５年里，我们通过具有不同使命但具有一个共同目

的、由各种机构和种种安排构成的一个网络一直在促使这项战略

到位。这个共同目标就是要维护并巩固民主和自由市场已经获得

的成就，同时还必须挫败它们的敌人。“ 这个战略包含着一些内容”　

广泛的主动行动：扩大像北大西洋公约这样的军事联盟⋯⋯，作出

具有约束力的保护环境和维护人权的国际义务。”

“ 美国必须拥 “ 尽管我们有实施这个战略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已经在战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和

我们的军事领导人经常重新评估我们军队的战备状况，并在战备

的各个环节出现问题时予以解决。我已责成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国

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合作，制订一个可执行多年的计划，以确保

为保持战备、军队后勤支援和下个世纪所需要的装备现代化所必

不可少的财力和物力。”

“ 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全球经济一

体化是至关重要的。确保全球经济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力量，是加强

民主、自由的力量，思想和信息自由流动，开放边界和放宽旅行，法

制、公平、公正执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拥有一支有技术和受过教

育的劳动队伍。”

“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接受了美国关于代议制政治体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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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尊重基本人权和法制，以及为促进和平、繁荣和国与国

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创造新机会等方面的核心价值观。昔日的对手

现在正与我们合作。“”　我们的战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在国内

获得安全，我们就必须在国外实行领导。不过，如果我们国内的实

力不够强大，我们就不能在国外实行领导。我们必须准备并愿意利

用国家力量所赋予的一切适当的手段，以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

机构的行为。“”　支撑我们担任国际领导的支柱，是我们的民主理想

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力量。在制订我们的战略时，我们认识到，民主

的扩大对美国价值观是一种支持，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是一种促

进。”“ 全世界走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趋势有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将通过继续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以支持这种趋势。这是将我们

带入２１世纪的战略。”

“ 美国不允许一个敌对国家统治任何一个对我国利益至关重

要的地区。“”　我们必须保持一支精锐的军队，使它处于能够阻止侵

略、进行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和平时期活动和小规模应急行动，并且

最好地同地区盟友协调一致打赢两场战区大战所必须的准备状

态。“”　作战能力体现在战略上已作好准备，或部署在前沿、待机行

动的部队和装备上；体现在美国军队已作好适当的战备可以在必

要时进行部署并投入战斗上；体现在我们有能力及时进入关键地

区并利用海外的基础设施上；体现在我们显示出有能力结成并领

导有效的军事联盟上。”①

克林顿总统在这个报告里提到了要保持美军战略轰炸机、洲

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三合一”战略力量。但有两件事，他

没有具体提到。一是大规模增加军费。就在这个《 新世纪国家安全

战略》提交联邦国会１个月以后，即１９９９年１月２日，克林顿就提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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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从１９９９年财政年度起６年之内增加军费开支１０００亿美元，

当年追加军费１２０亿美元。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杰克·卢

说，总统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 使军刀保持锋利”。①国会众议院随

即批准１９９９年财政年度追加军费１３０．　１亿美元，比克林顿的追加

方案还多了１０亿美元。二是重新实行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开始、后

来中断“的 星球大战”计划，即着手研“制 全国导弹防御系统”②和

“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玺和国徽的图案中心都是一只鹰，它右爪

握橄榄枝，左爪握箭。这个图案象征着美国资产阶级对内（ 对无产

阶级实行镇压加安抚。按照列宁的说法“：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

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

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③）、对外的两手策略。克林顿这个报告就

是这种策略在对外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它强调美国“ 在国外实行领

导”，就要一方面向全世界推行美国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 包括

自由市场）、人权”的价值观“，以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的行

为”，实际上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这一条

没有 。另一方面，它反复强调要加强变。这也可以说“是 橄榄枝”吧

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及两种导弹防御系统，使“ 军刀

保持锋利”，以“ 挫败它（们 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敌人”。这可以说就

“是 箭”吧。所谓《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是由这两条组成的。

应当说，在东欧易帜、苏联瓦解、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与美国

实行军备竞赛的形势下，这后一条有新意，很值得注意。

克林顿总统的报告随后谈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①　　路透社１９９９年１月２日华盛顿电讯。

②　“　 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英文原文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

ｔｅｍ，简称ＮＭＤ。

③　　《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１卷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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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要点是：

“ 美国在欧洲有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是建立一个真正一体化

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处于和平状态之中的欧洲。这个目标的实现

将完成美国５０年前以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的使

命。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同我们在大西洋彼岸的盟国和伙伴共同

努力，对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对付的全球性挑战。”

“ 北约必须在促进一个更加一体化和更加安全的欧洲、作好对

付新的挑战的准备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我们将在欧洲保持将近１０

万名军事人员，以履行我们对北约承担的义务，提供一支对付侵略

和高压统治的显著威慑力量，促进地区稳定、对危机作出反应、保

持我们至关重要的跨大西洋关系和维护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

地位。”

“ 北约向东扩展，是美国和盟国建立一个不分裂的、和平的欧

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北约组织将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４日、

２５日在华盛顿举行庆祝它成立５０周年的首脑会议。⋯⋯我们希

望利用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首脑会议来欢迎波兰、匈牙利和

捷克共和国加入这个联盟，成为它的新成员。”“ 我们正在加倍努

力，以促进东南欧洲的好几个新兴民主国家（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汇入欧洲主流“。”高加

索和中亚保持稳定和繁荣将有助于促进从地中海到中国的稳定和

安全，并且促进里海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美国商业部门大

量参与之下迅速开发和向国际市场运输。”①

克林顿总统报告的这一部分，有两个新提法值得注意。一是他

强调北约要对付“ 全球性挑战”；二是北约要向东扩展。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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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现在说克林顿总统上述报告里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

东扩展。此事具有极为严重的含义。它构成了美国统治集团《 新世

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下简称北约）①是在杜鲁门总统和他的

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于１９４９年４月成立的。与“ 东南亚集体防务

条约组织”是在军事上包围社会主义中国一样，北约与后来成立的

（”原称巴格达条约组织）主要是为了在军事“ 中央条约组织 上包围

苏联和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为了与北约相对抗，在北约成

立６年之后，即１９５５年５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 华

沙条约组织”。北约成立时，成员国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

利时、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冰岛、葡萄牙、丹麦，共１２国。从

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期，它先后吸收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西班

牙，成员扩大到１６国。在此期间，法国与北约的关系经过了一段曲

折。在戴高乐将军执政时期，为了反对美国对北约的控制，也就是

克林顿总统所说的“ 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法国虽然保

持了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但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退出了北约所属的军

事机构，并把美国、北约的所有军队、司令部和军事基地一起赶出

了法国（ 到９０年代，法国才重新回到北约的军事机构中）。北约成

立时，总部设在伦敦，后迁巴黎。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机构后，总部

乃迁到布鲁塞尔。

１９９１年７月，在戈尔巴乔夫右倾机会主义旋风的席卷之下，

在东欧易帜、苏联即将瓦解之时，华沙条约组织宣布解散。同年年

①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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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苏联瓦解。

在对手消失以后，就连一些美国人士也说，北约已经没有继续

存在的理由了，应当解散，驻欧美军应当撤回美国。然而克林顿总

统却说：不，北约不仅应当继续保持，而且还必须向东扩展。

１９９４年１月，克林顿总统就任以来首次出访欧洲，第一站是

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首脑会议。１月９日，克林顿总统在布鲁塞

尔市政厅发表长篇演说，宣布了他的北约东扩的第一个步骤，即所

谓“ 和平伙伴关系”①计划。

克林顿说：

“ 我今天到这里来为了宣布和显示，欧洲仍然处于美国利益的

中心地位；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起合作，抓住当前摆在我们大家

面前的种种机会。

“ 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亲属关系培育了我们

之间的商业纽带；你们不仅在民主和自由事业方面，而且在贸易、

投资等经济领域始终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伙伴。

“ 然而最重要的是，与欧洲的关系处于美国安全的核心位置。

这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安全和稳定承担始终如一的坚定义务的原

因。这就是我敦促召开这次北约首脑会议的原因。这也是我决心

继续保持大约１０万名美国军队驻扎在欧洲的原因，而这一点是与

我们在这里的盟国已经公开表示的愿望相一致的。

“ 在冷战期间，我们对历史很好地尽了责任。但是现在，历史再

次要求我们把巩固自由事业的新收获推进到一个范围更广、时间

更持久的和平之中。我们必须为欧洲建立一种新式的安全。旧式

的安全是建立在另一个集团面前保卫我们这个集团的基础之上

的。新式安全必须建立在欧 武装部队的洲的一体化基础之上

①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ｅａｃ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25

一体化，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和民主国家的一体化。

“ 在那些挣脱了共产主义枷锁的人民中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大地回春和陷于绝境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无疑将决定大

西洋两岸盟国的安全。现在，这场斗争从巴尔干地区一直延伸到中

亚地区。⋯⋯

“ 关键性的决定终究是要由那些挣脱了共产主义枷锁的人民

作出。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的未来作出决策；但是，显然，我们西方

国家能够帮助他们作出选择。⋯⋯

“ 我们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将推动北约正式扩展的演进进

程。它为我们展现这样的前景，即北约将接纳一些新成员；这些新

成员国将承担作为盟国的全部责任。⋯⋯

“ 归根结底，东欧国家市场改革的成功将更多地取决于贸易而

不是援助。在那些国家迈向自由市场制度时，我们这些国家谁也没

有那么多钱放在它们政府的金库里，用以改变它们未来。”①

第二天，即１月１０日，北约首脑会议决定采纳克林顿政府提

出“的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计划规定，参“加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

东欧国家要与北约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但还不是北约的正式成

员。②

克林顿此行的第二站是布拉格。１月１１日，他与捷克共和国

总统哈韦尔“就 和平伙伴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第二天，他在布拉

格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四国领导人会晤，讨论了

“ 和平伙伴关系”问题。克林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国家的安全，对

美国的安全是重要的”；并且声称“，北约增加新成员已经不再是个

①　　路透社１９９４年１月９日布鲁塞尔电讯。

②　　路透社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０日布鲁塞尔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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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了。”①

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

授查尔斯·库普钱１９９４年９月在一篇文章里指出：“ 如果面向市

场的民主制度能在东方扎根，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将会逐渐把新的

民主国家纳入西方的安全体系。“”　制订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为了

增强西方对俄罗斯在前苏联各共和国动用武力的时间和方式的影

响力。”②

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行东扩，其主要矛头是针对俄

罗斯的。也就是说，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戈尔巴乔夫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瓦解了苏联、摧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仍不罢休，要继

续进逼和打击俄罗斯。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北约在美国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档

案（馆 因为北约是在杜鲁门主持下成立的）举行了波兰、捷克、匈牙

利加入北约的仪式，使这三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从而使北约由

１６个成员国变为１９个成员国，使北约这个军事集团一直进逼到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虽然这三国政府领导人对有幸成为北约

成员国兴高采烈，但三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加入北约表现冷淡。③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２５日，北约在华盛顿开了３天首脑会议。

此次会议主要是办了两件事。

一是庆祝北约成立５０周年。但是由于北约正在对南斯拉夫狂

轰滥炸，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严厉谴责；战争胜负难分；克林顿

总统对是否对南出动地面部队处于两难境地，犹豫难决；会场外不

断有美国人民群众游行示威，因而会议厅里为一种浓重的阴影所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１日、１２日布拉格电讯。

②　　美国《 世界政策》季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③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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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很难制造出庆祝气氛。①

二是正式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北约题为“ 新战略概念”②

的文件。这个所谓“ 新战略概念”的主要内容是（：１）北约要到它的

联盟区域以外从事军事干预。其原文是，北约“的 基本的、持久的目

标⋯⋯是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保卫它的全体成员国的自由和安

全”。“ 盟国的安全涉及军事和非军事危险的广泛领域。这些危险

包括在 大西洋区域内和围绕这个区域发生的不安定、不欧洲

稳定局势以及在联盟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并迅速蔓延的区域性危

机。在欧洲 大西洋区域以内和围绕这个区域的一些国家面临

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境。种族和宗教冲突，领土纠纷，在改

革方面没有尽力以赴或者根本没有进行，侵犯人权以及国家瓦解

等等，都可能导致地方甚至区域性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导致的紧

张局势可能引发危机，危害欧洲 大西洋区域的稳定，使人类蒙

受灾难，并且发生军事冲突。这类冲突会延伸它们的邻国，包括北

约成员国，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危害联盟的安全，并可能危害其他国

家的安全。《” 新战略概念》还说，那种企图谋取核武器、生物化学武

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行为“ 也能对联盟的人口、领土与武装力量构成

直接的军事威胁”。对于上述的种种危险和威胁，北约都要运用它

“的 政治和军事手段”予以干预。③（　２）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才能采

取军事行动的内容。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明确地说“，新战略概念”没

有北约在其成员国以外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需要事先获得联合国

授权的意思。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北约进一步向东扩展。这次首脑会议的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２日、２４日《 纽约时报》。

②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③　　１９９９年４月３０日一期《 情报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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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说，除已接纳的波、捷、匈３国外，还有９个国家提出了加入北

约的申请，它们“要 做好成为北约成员的准备”。①

英国《 情报文摘》发表文章，对这次北约首脑会议通过“的 新战

略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说“：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结束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 凡尔赛条约》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种子的话，

那么历史学家在回顾４月２３日—２５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

５０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发表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时，很可能会认为

是它播下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这个‘新战略概念’是一个

令人震惊的挑衅性文件“”，它代表着极大（的 也许我们应当说是帝

国式的）疯狂。“”　现在已非常清楚，新的北约⋯⋯是一个意识形态

组织；它随时准备使用武力把它有关世界秩序的概念强加于它的

邻国以及邻国以外的地方。这已经成为北约已经宣布的、公开的政

策。”“ 我们很难对北约关于它所面临的威胁开列的清单加以补充。

北约说它使用武力对付这些威胁也许是适当的。但如果北约可据

以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是无限的，那么它采取军事行动的地理范

围又有多大呢？‘新战略概念’在这一点上比较含糊，只是说欧洲

大西洋及其周围地区。但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克劳斯·瑙曼

将军这次在华盛顿首脑会议之前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得比较具

体。他说，对北约的安全构成危险的地区，包括‘位于北约边缘的国

家，其范围从摩洛哥到印度洋’。为了方便那些手头没有地图的人，

（ 他说的）这一地区包括整个北（非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

比亚和埃及），近（东 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整个阿拉伯半

（岛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以及波斯湾国家伊拉

克和伊朗。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乌克兰这个具体问题上，‘新战

略’文件说：‘联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主发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４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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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济繁荣以及它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地位，以此作为维护中、东

欧和整个欧洲的稳定和安全的关键因素’。”“ 这几乎令人难以置

信。北约不仅不满足于宣称，说它现在准备以任何随便可以举出来

的理由对‘从摩洛哥到印度洋’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任何国家进行军

事干预；还竟然认为，在乌克兰的种种事情中，在其领土上部署核

武器是对‘欧洲稳定和安全的威胁’。换言之，北约实际上是在说，

它认为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部署俄罗斯的核武器将是开战的充分理

由。即使它还没有真地说将要开战，这也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疯

狂。”①

《 情报文摘》这篇文章把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北约集团的侵

略野心和疯狂程度说得够清楚了，已经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了。

北约东扩的主要矛头是针对俄罗斯的；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表

示坚决反对，这也是清楚的，不需要多说了。

需要研究的只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北约东扩，究竟要扩到哪里？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答案。

上述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发表的公报说，有９个国家提出了

加入北约的申请，要它们做好准备。但公报没有提这９个国家的国

名。这是第一个答案。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０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开了一次《 东南欧稳

定公约》首脑会议。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成员国、东南欧国家出

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宣言声称，东南欧国家的前途在于“ 加入欧洲

大西洋一体化”。为此，要求东南欧国家实“行 民主化”和自由

市场经济改革，使这个地区的国家为“ 最终加入欧盟和北约”创造

条件。公约谈到援助对象时提到了７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罗马

①１９９９年４月３０日一期《 情报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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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波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是第二

种答案。①

如前所述，克林顿总统在他的《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

说过：“ 我们正在加倍努力，以促进东南欧洲的好几个新兴民主国

家（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汇入欧洲主流。”他还进一步说“：高加索和中亚保持稳定和繁

荣将有助于促进从地中海到中国的稳定和安全”。这是第三种答

案。

此外，还有一种提法，那就是上述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４年１月９

日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发表的演说里说的，即“ 从巴尔干地区一直延

伸到中亚地区”。这就是第四种答案了。

如果是按照克林顿总统前后提供的两种答案来实行北约东

扩，那么，这个东扩的矛头就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而且是明显针

对中国的了。

第二个问题，是北约实行军事干预的地理范围究竟要扩到何

处？

第一种答案，是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克劳斯·瑙曼将军的说

法。

那个范围就够大的了。上述《 情报文摘》的文章已经讲过这一

点。

第二种答案，是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特·斯洛科姆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７日在华盛顿国会山上作证时说的。他说：“ 北约的

使命毫无疑问会扩大，不仅仅是保卫这个军事联盟的现有成员

国。“”　有一天它可能走出自己的领地，对远在太平洋的军事威胁作

出反应。”有的议员问：鉴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地区

①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日《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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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威胁，北约是否会在亚洲维护其利益时，斯洛科姆答复说“：这个

问题不得不考虑。”①

这个范围就更大了，就直接涉及到中国了。

如果说克劳斯·瑙曼将军所讲的“ 从摩洛哥到印度洋”是疯狂

的话，那么沃尔特·斯洛科姆所讲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

地区，就更是无以复加的疯狂了。

三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克林顿总统的《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有

关东亚、太平洋地区和日本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要点如下：

“ 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把安全利益、经济

增长和我们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将继续以这

种设想为基础，加强美国作为一种保持稳定的势力，在一个更加一

体化的亚太地区发挥作用。

“ 我们的驻军对于保持稳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稳定，使

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能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建立繁荣的经济。

为了制止侵略和确保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将在这个地区继续保

持将近１０万名美国军事人员。我们做出的在这个地区保持一支现

役驻军的承诺，加上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

条约同盟，构成了美国继续发挥安全作用的基础。

“ 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保持着健康的关系。⋯⋯

“ 美国和日本在１９９６年４月签署的《 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①　　美联社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７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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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申了我们之间的双边安全关系。这个联盟仍然是实现共同的

安全目标以及我们进入２１世纪时为亚太地区保持一个稳定而繁

荣的环境的基石。１９９７年９月，美日两国政府发表了经过修改的

《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个新的《 指针》将导致在日本周边地区的

局势中、在日本本国的防务中以及在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救援行

动中两国更大规 美日安全关系模的合作。这个修改过的《 指针》像

本身一样，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

“ １９９８年４月，为了支持这个新的《 指针》，两国政府同意了一

个经过修改的《 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这个协定把相互

提供物资和劳务扩大到了包括在日本周围出现的、对日本的和平

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局势时相互提供后勤支援。⋯⋯

“ 美日安全合作一直延伸到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寻求普遍遵

守《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消除由于常规武器和敏感的两用商品、

技术的转让所造成的局势不稳的危险。”①

我们对报告的这一部分作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无条件投降，被解

除了武装。１９４７年生效的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永远

放弃战争手段。日本现有的军事力量，是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在军事

上包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一手扶植起来的。１９５０年６月朝

鲜内战爆发后，在杜鲁门政府的决策下，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麦克

阿瑟一面率领所谓“ 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同时命令日本政府建立

“ 警察预备队”。朝鲜战自己的军队 争期间，日本政府还建立了

“ １９５４年，保安厅”“和 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的第二年

日本政府“将 保安厅”改“为 防卫厅”，陆海武装力量改名“为 陆上自

卫队”和“ 海上自卫队”，建“立 航空自卫队”，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

①　　美新署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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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允许之下释放了大批战犯，使这些昔日的侵略军队军官又回到

了日本军队之中。从此，日本重新有了陆、海、空军和变相的国防

部。

按照日本政府１９９５年公布的《 新防卫大纲》所列的军事力量，

日本“ 陆上自卫队”为１３个师加两个混合团、一个空降团，总人数

已超过英国，主战坦克已超过英法两国“；海上自卫队”拥有的舰艇

总数已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 航空自卫队”拥有的作战飞机已接

近英、意两国的总和。此外，日本已经拥有远程火箭，正在研制航天

飞机，研制核武器的条件现在也已具备。它的年军费开支现已接近

５００亿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①

第二点，克林顿总统在他的《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说，

将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继续保持将近１０万名美国军事人员”。

这些美国军队是驻扎在什么地方呢？

其中约４０％左右是驻在南朝鲜，从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结束以

来一直未撤走；另外的５０％左右是驻在日本。多年以来，冲绳岛一

直是美国在亚洲重要的军事基地；驻日美军除一部分在日本本土

外，主要是驻扎在这个岛上。驻日美军司令部设在横田；驻日美国

陆军司令部设在神奈川；驻日美国海军司令部设在横须贺。

第三点，克林顿总统在上述报告里提到了美日军“事 联盟”。此

事的起源是，在美军入侵朝鲜期间，即１９５１年９月，杜鲁门政府主

要是为了与苏联对抗，就与当时在日本执政的吉田茂政府签订了

《 美日安全条约》，次年又签订了《 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１９６９

年，在尼克松政府执政初期《， 美日安全条约》无限期延长，成为一

①　　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０日《 星期日泰晤士报》；１９９４年１月日本《 国防》月

刊；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２日韩国《 中央日报》；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日本《 每

日新闻》；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 《 东京新闻》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 纽日日本

约时报》国际新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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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永久性的条约。１９７８年，又制订了《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东欧易帜，苏联瓦解。在美国和日本都

有人认为，对手消失了《， 美日安全条约》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应

予废除。布什政府后期还曾经作出削减驻日美军的决定。但是，克

林顿总统说，不，这个条约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当加强；并且下令

停止执行布什政府关于削减驻日美军的决策。为了进一步加强美

日军事联盟，克林顿准备亲自前往日本访问。本来总统此行的开始

日期已定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日本共同社当天已公布了《 日美

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由于发生了驻冲绳岛美军士兵强奸日本

少女、引起日本群情激愤的事件，加以日本政局不稳，克林顿推迟

了这次访问。

在美日双方就美军驻冲绳基地举行谈判、达成妥协和以自民

党总裁桥本龙太郎为首的日本内阁取代村山内阁、上台执政之后，

克林顿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６日到１８日访问了日本。此次访问产生了

三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１７日，双方发表了《 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 宣言》说：美日安全保障体“制 是面向２１世纪维持亚洲、太平洋地

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为了使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

和平和稳定，两国政府都应当共同或分别作出努力”《。 宣言》提出，

两国将以远东“ 发生紧急事态”时日本“ 自卫队”与美军合作为宗

旨，着手修改《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①

第二个文件是，同日，两国政府发表了《 桥本龙太郎首相与克

林顿总统致日 向２１世纪挑战》。这个文件说：美两国国民书

“ 两国拥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关心和共同希望，将作为同盟国和伙

伴一起迈向２１世纪 “ 我们的同盟关系对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

①　　共同社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东京电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35

和平、稳定与繁荣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两国在外交问题上的合

作，推动了全世界的民主和发展。“”　经过研究以后，双方重申，以日

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两国安全保障关系，将有助于实现两国共同

的安全保障目标，将会继续成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维持稳定与繁

荣的基础。”①

第三个文件，是克林顿总统１８日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说。总

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向日本伸出了和解之手。美

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使日本可以专心致力于复兴，美国援助奠定了

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日本的繁荣是日美两国的功劳。两国作

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民主国家，应当给两国国民带来进一步的安

全与繁荣，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加强面向２１世纪的同盟关

系。“”　美日安全保障体制成为整个亚洲稳定的基础。”美日安全保

障体制“ 是为两国带来利益的体制，是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服务

的。”②

与１９５１年签订的《 美日安全条约》和１９７８年制订的《 美日防

卫合作指针》相较，这三个文件值得注意的新鲜之处，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在东欧易帜、苏联瓦解之后，它们强调“：两国拥有共同价

值观、共同关心、共同希望，将作为同盟国和伙伴一起迈向２１世

纪。“”　两国在外交问题上的合作，推动了全世界的民主和发展。”这

就加强了美日军事同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量。第二点，它们把

美日军事同盟的作用范围，由日本列岛扩大到了“ 亚洲、太平洋地

区”以“至 全世界”。第三点，它们规定，两国将以远“东 发生紧急事

态”时日“本 自卫队”与美军合作为宗旨，着手修改《 美日防卫合作

指针》。

①　　共同社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东京电讯。

②　　共同社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８日东京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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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克林顿此次访日和发表的三个文件，标志着美日军

事同盟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使这个军事同盟具有了更大的进攻

性，大大扩大了它的进攻矛头所指向的地理范围。

根据上述《 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规定，两国政府代表

１９９７年６月初在夏威夷举行的“ 美日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会议

上讨论了修改《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 中间报告”，于６月５日定

稿。同日，出席会议的日方代表返回东京，“就 中间报告”的内容向

桥本首相汇报，并得到桥本批准。夏威夷时间６月７日，美日两国

政府代表正式就“ 中间报告”签署协议，同日公布。这个“ 中间报

告”把局势分为和平时期、日本出“现 不测事件”时期和日“本 周边”

发“生 不测事件”时期。

与前述北约有一个“ 周边地区”一样，美日军事同盟也有了一

“个 周边”地区。这“个 周边”发生“ 不测事件”的定义，“是 当日本周

边地区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时”。在这种“ 周

边事态”发生时，报告提出了美日军事合作的４０项措施。其中包

括（：１）制订美日联合作战计划（；“２）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而进行

经济制裁（”；３）日本向处于公海上的美军舰只输送武器弹药（；４）

向美军提供日本“ 自卫队”设施、民用机场和港口（；５）给美军补充

燃料（；６）在日本国内为美军运输人员、物资、燃料（；７）为美军伤病

员提供医疗（；８）日本政府“ 将着手完善应付不测事件的法律”，等

等。①

这就是所谓《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从此就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美日两国所说的“ 日本周边地区

的事态”，或“日 周边事态”，究竟是指向何方？美日两国究竟是要对

“谁 联合作战”？

①　　共同社１９６７年６月６日、７日檀香山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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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８日，桥本内阁批准了与《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

针》的相关法案，即《《 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并于当天

提交日本国会审议。在此以前，即４月７日，日本小渊惠三外相与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东京签署了与《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相

配合的《 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修改协定。①桥本内阁

随后也将《 美日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提交国会审议。这

三个法案，通称《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 相关法案”，它们包含了

《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全部内容。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７日和５月２４

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在日本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先后通过了这

三个“ 相关法案”②，也就是在日本完成了把《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

针》法律化的手续。随后，接替桥本上台执政的小渊惠三政“府 防卫

厅”便着手实施《 周边事态法》。１９９９年９月６日至９日，日本“ 海

上自卫队”、亦即日本海军就在军事地图上作“了 周边事态”的大规

模作业演习，并决定不久以后从事实战演习。③

现在我们就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所谓“ 周边事态”究

竟指向何方？美日两国“在 周边事态”的借口下究竟是要对“谁 联合

作战”？

不是地理在桥本首相当政时期，他一直坚持“说 周边事态“”　 概

念”。在中国政府领导人访问日本、就此提出质问时，他仍然坚持这

种说法，不肯明言。其实，他也不可能明言。

就在桥本政府执政时期，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政府外务省北美

局局长高野纪元即曾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明确说过：

所“谓 周边事态”指的是《 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所规定“的 远东”及其

　①　　１９９８年４月８日日本《 读卖新闻》；共同社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９日东京电

讯。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２４日东京电讯。

③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１日《 东京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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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地区”。日本《 朝日新闻》在报道他的讲话时解释说“：由于政

府采取这样的见解，‘远东’也包括台湾，所以‘周边事态’也包括台

湾在内。”①

同年５月２５日，桥本政府外务事务次官柳井俊二会见新闻记

者时也说“：周边事态”这个概“念 不应超过远东及远东周边范围”。

日本时事社在报道他的讲话时解释说，柳井的说法“ 还是把台湾包

括在内了”。②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５日，刚刚加入小渊惠三政府的日本执政党之

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会见新闻界人士时，公开宣称：一 “ 所

谓‘周边’不是地理概念，是奇怪的说法，遗笑于世界各国。那种把

‘日本周边地区’理解为非地理概念的人，应该先学好日语。日本国

的周边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和中国台湾，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 时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评论小泽的讲话。社论说：

“ 应该承认，小泽一郎是‘诚实’的。他说出了日本政府至今有意回

避、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小泽一郎澄清和揭开了喧嚣已久的

日本‘周边地区’概念的‘谜”大胆地说出了‘周边地区’的地理范

围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和中国。小泽一郎的‘诚实’需要勇气，其

勇气来自于他对未来日本政府全面战略目标的了解，以及对在这

个战略目标下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恋。“”　我们有理由相信，小

泽一郎如果不改弦易辙，将会堕落成２１世纪的东条英机。”③

《 时报》的话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我们要补充的惟一的一句

话就是，现在的中国早已经不是１８９５年“ 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

了；早已经不是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国了；也早已经

①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３日《 朝日新闻》。

②　　时事社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５日东京电讯。

③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东京《 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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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１９３７年“ 芦沟桥事变”时期的中国了，小泽一郎要想当“ ２１世

纪的东条英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５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

有的议员发言，要求政“府 确认台湾问题不会被划入‘周边事态’”。

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答复说，他坚持日本政府在《 日美安全条约》中

所说“的 远东”地区范围的见解。他说“：在未做好准备之前，答复某

一特定地区的事态是否属于周边事态，是非常困难的。”①小渊首

相语虽暖昧，但他所说“的 远东”地区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是

不言自明的。现在不能明说，是因为“ 未做好准备”。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至５月１日，日本共同社以《 发生质变的日

美安全保障》为题播发系列文章，明确指出“：政府用‘周边事态’这

种暖昧的说法，绕过集体自卫权这个宪法问题，为扩大支援美军的

范围开辟了道路。同时其中还隐藏着这样的目的：以不提台湾海峡

的方式，采取对象地区不明确的‘暖昧战略’来‘提高日本的遏制

力（’ 外务省高级官员语）。“”　《 周边事态法》具有这样一种负面作

用：在处理法案中所说的‘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的事态’

时，日本有可能卷入战争。“”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扩大武器使用

范围。根据《 周边事态法》，为保护舰只，可以使用重型武器应战。这

就不排除随着战斗的升级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②

早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日本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就曾以《 美国把

日本当做手枪牵制中国》为题，在《 朝日新闻》发表过文章。文章指

出“：对美国来说，更为长远的假想敌人是中国。美国必须利用各种

各样的手段，牵制正在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而抬头的中国。

其手段之一便是军事力量。所以‘周边有事’不是指包括不包括台

①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６日日本《 每日新闻》。

②　　共同社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日东京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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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问题，而是指台湾‘周边有事’。从思想上来说，美国也不想放

弃台湾。美国把一支手枪放在中国面前，是想与之对峙；而日本就

是美国放下的那支手枪。”①

由此可见，在日本国内，包括政府和参加政府的执政党在内，

关于《 新美日防卫指针》及日本“的 相关法案”所说“的 周边事态”有

宽、窄两种说法。宽的说法是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和中国台

湾；窄的说法是指台湾和台湾海峡。而无论哪一种说法，其矛头都

指向了中国领土。美国统治集团此举，至少是要利用美日军事同

盟，阻止台湾回归和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由此可见，克林顿总统在前述《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

谈到《 新美日安全防卫指针》时所说的那句话，即“ 这个修改过的

《 指针》像美日安全关系本身一样，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完

全是虚伪的，纯假无真。

第四点，是关于美日合作研制和部署“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早在１９９３年，即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不久，美国就要求日本

为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合作。②１９９５年，在克林顿政府的

“ 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 防卫厅”就已经决定拨出经费，作为这种

合作的“ 调研费”。　③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日，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

在纽约举行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说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

双方一致同意“ 要朝着共同研究技术的方向开展工作”。④同年１２

月２５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从１９９９财政年度预算里拨出９．６亿

日元，作为与美国合作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之用。⑤

①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日《 朝日新闻》（ 晚刊）。

②　　时事社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７日华盛顿电讯。

③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２日《 朝日新闻》。

④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１日《 朝日新闻》。

⑤　　共同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东京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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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五章第四节所述，克林顿政府国防部还已经就在我

国台湾岛上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做了研究，企图藉以阻

挠我国完成统一大业。

此处还应提到，北约正式开始东扩《， 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正

式落实，美日正式开始合作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统治集团

所采取的这三件针对中国的重大动作，都是在中美两国元首签署

“ 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 中美联合声明》发

表以后，在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支持“ 台湾独立”，不支持“ 一中一

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

的国际组织的“ 三不”政策以后实行的。难道美国统治集团遵守了

它所签署的国际文件和它所作出的国际承诺了吗？客观事实的回

答是，不仅没有，而且恰恰相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北约东扩加美日军事同

盟的加强，是克林顿政府制订的世纪之交全球战略的两个主要组

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两手也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军事上从东西两面

同时进逼我国的两个拳头。

由此可见，同时扩大和加强东西两个军事同盟威逼中国，在美

国统治集团的跨世纪世界战略里占有何种重要的地位。

由此可见，在两个世纪之交，美国统治集团不仅要继续对华推

“行 和平演变”战略，而且还要对华推行武力进逼、施压的战（略 我

们姑且不说对华使用武力，以待观察）。也就是说，它除了文的一手

以外，还要加上武的一手；除“了 橄榄枝”以外，还要加“上 箭”，或者

说“是 橄榄枝”“与 箭”同时并举。

这就是我国在世纪之交所要面临的国际形势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方面；当然不仅仅是只有这一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

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包括美国人民、欧洲各国人

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何况美欧之间、美日之间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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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矛盾，并非铁板一块；欧洲国家和日本到时会不会跟着美国

走，还是一个问题。

不过，美国统治集团使出的这几手，还是需要我们认真予以对

付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即以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为宜；还是要从最坏处着想，从最好处争取为好。

第二节　　星条旗上还要增加多少颗星？

——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

策略之二

我们现在要回到本书篇首提到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入侵南

联盟和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两个事件。由于我国新闻界对

这两个事件发表的材料甚多，我们不拟重复，只就其中若干问题做

一些补充说明。

一

首先是关于对南联盟的入侵。

第一个问题，这次对南联盟的入侵，与从９０年代初期起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瓦解有什么关系？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原来由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

黑山６个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

个自治省组成。这个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是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

亚、马其顿和波（黑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相继宣

布独立而造成的。

这个解体，当然有南斯拉夫内部民族矛盾和联邦在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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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失当的因素，而且应当说是主要因素。但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也与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所从事的幕后分裂、

“ 分化”活动有关。据英国《 星期日电讯报》报道，早在９０年代初期，

五角大楼就把美国的一批高级军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名称为

ＭＰＲＩ的秘密团体，给它的任务是在美国本土弗吉尼亚建立基地，

负责培训克罗地亚军人。１９９１年６月克罗地亚共和国宣布独立，

克罗地亚境内克、塞两族爆发内战；克林顿政府曾派遣一批美国退

休军官到克境内协助克族与塞族作战。①１９９２年波黑境内穆斯林

与塞族之间爆发内战；１９９４年３月波黑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在华

盛顿签署建立波黑穆、克联邦协定，并与克罗地亚签署建立联邦的

宣言，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历时５年的战争，其最初起源都是美

国五角大楼点燃的火种。在波黑内战期间，以克林顿政府为首的北

约出动武装力量，以美国军用飞机为主，英、法战斗机参加，加上美

国的巡航导弹，先后多次大规模轰炸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

控制区，包括塞族的导弹基地；即使在波黑穆、克、塞三族就政治解

决冲突达成了原则协议以后，北约对塞族阵地的轰炸仍不停止。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这样被分解了。被瓦解以后，

原有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便组成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

国，简称南联盟。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３日，克林顿总统亲临波黑图兹拉美国空军基

地视察，并在基地停机坪上对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空军人员发表

演说。克林顿总统说：“ 我们感谢你们捍卫了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念

和我们国家的利益”。“ 在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我们的利益处于危险

关头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就在这里，我们的价值观念和

①　　注明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出版的《 时代》杂志第８８页；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

日出版的美国《 工人世界》援引同年４月１８日《 星期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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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利益显然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你们是在代表美国采取行

动。①

为什么克林顿说美军的轰炸是“ 捍卫了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念

和我们国家的利益”呢？

因为原南斯拉夫是一“个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瓦解了它，自

然就是捍卫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所谓国家利

益。

但是，克林顿总统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口。

《 纽约时报》载文，对克林顿政府在原南斯拉夫境内采取军事

行动做了补充说明。文章说：“ 克林顿总统把他做出的派２万名美

军去波斯尼亚的决定说成是美国与欧洲结盟的必然结果。但是，我

们不能把波斯尼亚看做北约的东部边境，而应该把巴尔干看做美

国在 与欧洲盟国相比，美中东迅速发展的势力范围的西部边境。“”

国对于波斯尼亚的一个穆斯林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热忱。别的且

不说，仅这个事实就反映出美国在扮演作为一个从波斯湾到巴尔

干的穆斯林国家非正式联盟的领袖的新角色。这个曾经受过奥斯

曼土耳其人统治的地区显示出了正在变为一个美利坚第三帝国心

１９世纪末期以来，美国有过三脏的迹象。“”　 个帝国⋯⋯。每一次，

美国都通过对前帝国被击败实行控制而逐步扩大它在全球的影

响。美利坚第一帝国形成于１８９８年的美西（ 西班牙）战争之后。当

时美国攫夺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加勒比的很大一部分地

区。它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８９年的

美利坚第二帝国则以西欧和亚洲为中心。现在，在冷战结束数年之

后，美国又要在一个宿敌的帝国之上确立它的宗主权。苏联解体，

促使美国将它的军事霸权地区（ 通过北约）向东欧和以前是中立的

①　　法新社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３日图兹拉电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45

南斯拉夫扩展。⋯⋯甚至早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使美国成为波斯湾

的支配力量之前，美国就在通过不断加强在中东的努力而为美利

坚第三帝国奠定基础。”①

这就是著名的“ 美利坚第三帝国”论。

第二个问题，科索沃民族矛盾长期存在；然而这种矛盾在近些

年来的激化，主要是谁在幕后促成的；科索沃民族分裂势力主要是

谁在幕后扶植起来的？

在中世纪，科索沃曾经是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在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塞族人被迫大量迁移，阿尔巴尼亚族大量

迁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科索沃重新成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索沃正式纳入南斯拉夫的版图。１９６３

年，南斯拉夫将科索沃改为自治省。但科索沃境内阿族与塞族之间

的矛盾仍然存在，南斯拉夫联邦在处理科索沃民族矛盾方面也有

失当之处。１９９０年，科索沃阿族议员决定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

１９９８年３月，易卜拉欣·鲁戈瓦当选为自称的“ 科索沃共和国总

统”。但鲁戈瓦是一个温和派人士，问题主要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

是发生在“ 科索沃解放军”这支武装力量上。

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组织、武装和训练了这支“ 科索沃解放

军”呢？

美国《 工人世界》杂志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刊载的一篇综合报

道，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这篇报道说“：帮助建立所谓的科索沃解

放军、并使之维持下来的那种力量，一直是极为隐蔽的“”。过去有

不少报道提到过这种隐蔽力量。如美国的公共广播公司②１９９８年

①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日《 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为《 美利坚第三帝国》。

②　　７０年代在纽约为电视第三频道，其英文名称为Ｐｕｂｌｉｃ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简称ＰＢＣ，是由美国政府拨款、并吸收私人投资组成的一

家国私合营的电视、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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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５日播出的新闻节目就曾经报道说，美国参加过越南战争的

一些老兵在阿尔巴尼亚训练科索沃解放军雇佣兵。”“ 最近的一些

报道把一些帝国主义的军队和间谍机构与科索沃解放军相联系。

这很重要，因为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和美国高级将领谢尔顿上周都

说，美国对南斯拉夫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使科索沃解放军获胜。“”　伦

敦《 星期日电讯报》４月１８日报道，英国特种部队中的空军特种部

队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附近办了两个训练营地。由英国空军

特种部队训练的科索沃解放军的一些部队在向科索沃渗透，用卫

星电话和携带式蜂窝电话帮助指引执行轰炸任务的北约飞机。同

一报道还说，科索沃解放军同以弗吉尼亚为基地的ＭＰＲＩ有联

系，后者的作用显然是在扩大。”（ 按：这个ＭＰＲＩ就是我们前面提

到的美国五角大楼组织的那个由一批美国高级军官组成的秘密团

体“）最发人深省的也许（是 德国新闻界透露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秘

密行动的叙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秘密行动被命名为‘根源

行动’。其目的是要在南斯拉夫制造种族不和，鼓励分裂。报道说，

这个行动‘自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一直在进行，并与德国的秘密

情报机构协同行动。德国的这一情报机构也努力以赴在南斯拉夫

制造不稳定。‘根源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科索沃脱离南斯拉夫，

使其成为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再就是使黑山脱离南斯拉夫，作为

进入地中海的最后手段；最后 南斯拉夫大部要使伏伊伏丁那

分食品的来源地 脱离南斯拉夫。这将使南斯拉夫这个独立的

国家彻底瓦解。该报道断定，科索沃解放军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建

立的，并以在欧洲走私毒品所得资助这支军队。”①

注明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８日出版的美国《 时代》周刊，在一篇报道

里也说明了克林顿政府与“ 科索沃解放军”头面人物萨奇的亲密关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出版的美国《 工人世界》杂志。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47

系。报道说：“ 美国至少在目前仍把萨奇视为自己人。国务院发言

人鲁宾上周访问普里什蒂纳（ 科索沃首府）期间，把萨奇带到闹市

区的一家著名的咖啡馆里去喝咖啡，意在为他宣扬名声。美国和北

约上周非常忙于使萨奇通过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学校’的课程，使

他接受从选举事务（ 一天早晨，他曾外出亲吻一些婴儿）到如何同

记者打交（道 与《 时代》周刊记者共进午餐）等一系列的教育。”

五角大楼实际上也公开证实了上述报道中的主要事实。美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高情报官员托马斯·威尔森海军少将１９９９

年３月２７日在向新闻界介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入侵南联盟

的战况时说，当北约３月２４日开始轰炸南联盟时，在科索沃境内

活动的“ 科索沃解放军”只有５０００人；３天以后，到他发表谈话的

２７日，已增加到１５０００到１７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５０００名“ 科索沃解

放军战士处于待命出发状态，或者是在临近的阿尔巴尼亚接受训

练。”他说，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志愿人员。①

“ 科索沃由此可见，在科索沃从事分裂活动的主力 解放

军”，完全是克林顿政（府 加上英、德等国）一手组织、武装、训练出

来的。

从１９９８年３月科索沃分裂势力宣布成立“ 政府”、脱离南联盟

以后，科索沃局势急剧恶化。以克林顿政府为首的北约不断加强对

南联盟政府的压力。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坚持科索沃问题属于

南联盟内政，拒绝外国干涉。同年３月２４日，南联盟就科索沃问题

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９４．７３％的塞尔维亚人支持米洛舍维奇所持

的立场。

如前所述，美国统治集团要把巴尔干作为“ 美利坚第三帝国”

的西部边境。把科索沃从南联盟版图上分割出去，是克林顿政府的

①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８日《 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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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决策。但为了掩人耳目，出于策略考虑，美国还是提出了一个

《 科索沃高度自治的协议草案》，要走一个谈判的过场。它明明知道

南联盟拒绝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偏偏在草案里写上了这一条。

１９９９年２月６日至２３日，在前南斯拉夫问题６国（ 美、英、德、法、

意、俄）国际联络小组的主持下，南联盟与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

附近的朗布依埃就美国提出的这个协议草案举行谈判。这次谈判

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方式，美、英等国不让南联盟与科索沃阿族代表

面对面坐在一起，只准他们背靠背“地 谈判”。双方代表通过美英等

国官员的传话，表示接受草案的基本原则。但南联盟拒绝草案里在

科索沃驻扎外国军队的条款，阿族代表拒绝放弃就科索沃独立举

行公民投票的主张。“ 谈判”陷于僵局。３月１９日，克林顿总统借机

宣布，美国和北约准备空袭南联盟。“ 就在米洛舍维奇和易卜拉

欣·鲁戈瓦即将就科索沃自治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中央情

报局促使科索沃解放军加强了对南斯拉夫警察部队的进攻。南斯

拉夫警察试图遏制科索沃解放军，但这却被北约利用作为实行空

袭的借口。”①

以美军为主力的北约军队对南联盟历时７９天的野蛮轰炸，就

是这样开始的。

第三个问题，真正侵犯“ 民主、自由、人权”，违反人道主义，实

行大屠杀的是谁，是南联盟及其总统米洛舍维奇，还是以“ 美利坚

第三帝国”及其总统克林顿为首的北约？

我们先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借口。

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新闻发言人透露，美国统治集团（ 还

有英国、德国政府）为了给入侵南联盟找到借口，曾经千方百计地

寻找有关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实行“ 大屠杀”的照片，或者关于南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出版的美国《 工人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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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军队把大批阿族人赶出科索沃的照片，但一直没有成功。“ 北

约在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难民营里公开宣布，提供这方面的录

像、照片或者即使是剧照，可获得２０万美元的酬金。就是这样高价

的悬赏，也是一无所获。“”　没有这种照片，是因为没有发生过这样

的事情。”①

《 洛杉矶时报》的战地记者保罗·沃森是在北约轰炸南联盟前

后一直留在科索沃的惟一的西方国家特派记者。在一家法国刊物

关于在科索沃是否应当用南联盟实行“ 种族灭绝”这个词的提问

时，他答复说：“ 我看到过卢旺达的种族灭绝。那里到处都是尸体。

在科索沃，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场面。相反，我倒看到成千上

万的难民在士兵保护下离开普里什蒂纳。这些人是过激行为的受

害者，但他们可以在武装人员的看护下坐火车离开。如果当局想要

搞种族灭绝，那么它的这种行为就是不合逻辑的。在当时，没有任

何人能阻止他们开枪射杀那些人。”②

对这位美国记者的谈话需要做的惟一补充是，那些成千上万

的人之所以成为难民，他们之所以要离开科索沃，是因为以美军为

主的北约空军对科索沃实行狂轰滥炸所致。

上述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借口

根本不能成立。

我们再来看以下事实。

以美军为主的北约空、海军从贝尔格莱德时间１９９９年３月

２４日晚８时起开始对南联盟实行的狂轰滥炸，一直持续了７９天。

在此期间，尽管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

的斡旋下同意从本国的领 科索沃撤出一部分武装力量；尽土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出版的美国《 工人世界》杂志。

②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３日一期法国《 玛丽安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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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米洛舍维奇总统与科索沃阿族领导人鲁戈瓦两次会晤，双方同

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尽管鲁戈瓦还为此赴一些欧洲国家游说，

但克林顿总统对这一切一概置若罔闻，坚持把对南联盟的狂轰滥

炸继续下去，不把美军地面部队开进科索沃，予以占领，决不罢休。

在这７９天里，为轰炸南联盟，以美军为主的北约战斗轰炸机

一共出动了３．５万多架次。①美军飞机同时从 从美３个方向

军设在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空军基地，从停泊在亚得里亚海

面上的“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

空军基地分别起飞，把大批炸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扔在南联盟

的领土上。为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吓唬南联盟政府和人民，为了

向全世界敢于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和人民示威，克林顿政府

在这场空袭中几乎使出了美国所有的先进武器，包括Ｂ—１Ｂ和

Ｂ—２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Ｆ—１１７Ａ隐形攻击机，Ｂ—５２战略轰

炸机，Ｆ／Ａ—１８战斗攻击机，Ａ—１０攻击机，装备有目标截获显示

系统和夜视仪器的ＡＨ—６４“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Ｆ—１５、　Ｆ—１６

战斗机，装备有各种先进仪器的侦察机，以及战斧式巡航导弹，等

等。②在对南联盟实行轰炸仅仅２０天以后，美国的舰载和机载巡

航导弹差不多都发射殆尽，海军和空军接连告急。③美国统治集团

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还使用了极端野蛮的武器，诸如由铀２３８制

成、具有放射性的“ 贫铀弹”④，由一枚“ 母弹”带百余枚“ 子弹”、再

由每“枚 子弹”分裂成许多弹片“的 集束炸弹”⑤，以及为了破坏南

联盟的电力供应而使用“的 石墨炸弹”。这几种炸弹杀伤力极强，对

①　　法新社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０日布鲁塞尔电讯。

②　　路透社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６日伦敦电讯。

③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６日《 华尔街日报》。

④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⑤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２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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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和人类生存环境危害极大。

按照克林顿政府制订的计划，对南联盟的轰炸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是摧毁南联盟的防空系统；第二阶段，是打击南联

盟北纬４４度以南的军事力量；第三阶段，是轰炸包括贝尔格莱德

在内的南联盟全境各种军用、民用设施，这就是无所不包，任意滥

炸。①头两个阶段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到月底即基本结束，从４月

初起就已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最长，轰炸的疯狂

也达到了最高程度。包括南联盟总统住宅、国防部、内政部、政府其

他部门、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电视台、广播台、机场、高速公路和

公路桥梁、火车、铁路、公共汽车、难民车队、发电厂、炼油厂、储油

库、输油管道、化工厂，以至教堂、学校、医院、疗养院、居民住宅②，

等等，等等。反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狂轰滥炸就是了。一个

目标炸一次不够，再炸一次，再炸一次。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集束炸弹”。１９９９年５月初，美军飞机开

始在南联盟的诺维萨德市和尼什市投掷这种炸弹。据美、英报刊自

己的报道，在尼什市“，那些炸弹是在医院和市场附近爆炸的，造成

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坍塌。在这个塞族第三大城市的街道上，炸弹碎

片比比皆是，黄色的炸弹壳在院落里堆积如山。“”　在一条通往市场

的街道上，血流成河，支离破碎的尸体横陈街头。”英国广播公司的

记者约翰·辛普森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集束炸弹“ 在空中爆炸，炸

弹碎片满天飞，方圆很大的面积内的人们都难逃厄运。“”　用来对付

人类，集束炸弹是现代战争中最野蛮、最残酷的武器之一。”③

①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 纽约时报》头版转第８版。

②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１日《 华盛顿邮报》头版；同年４月２２日《 波士顿环球

报》；同年５月１３日《 华尔街日报》；法新社同年６月１０日布鲁塞尔

电讯。

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２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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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 独立报》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

盟这场狂轰滥炸后果的报道。这家报纸说：“ 数千吨的爆炸物落在

南斯拉夫，欧洲由此可能产生生态灾难。击中南斯拉夫和邻国（ 北

约炸弹“ 偶然”落到那里）的核反应堆和放射性废料库的炸弹将造

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距离贝尔格莱德不远的一个核反应堆和放射

性废料库遭到了轰炸。石油加工厂和油库被毁也严重危害着欧洲

的生态环境。这些北约国家一面在研制生态纯净的汽车发动机，一

面却在轰炸炼油厂，这简直就像一场闹剧。４月中旬轰炸了多瑙河

岸的油库，保加利亚人不得不去清理长达１４公里、宽４００米河面

的油污，当地居民已不再用多瑙河的水浇地。北约还轰炸了生产

氨的工厂，在方圆５公里范围内的空气中，氨的浓度超过了规定标

准的１００倍。众所周知，没有一种防毒面具可以抗拒氨污染超过一

个半小时。巴里奇市的化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贝尔格莱德郊区的潘

切沃工业区已被夷为平地。那里有许多化工厂和炼油厂，石油和石

油制品从被炸坏的油罐和管道中流入多瑙河。不仅南斯拉夫，还有

临近的国家，尤其是受风向影响的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斯洛

伐克、希腊、保加利亚、波兰和奥地利等国，因浓缩物的燃烧而都会

出现空气酸化、酸雨等现象。⋯⋯其他比二氧化碳更重的气体和悬

浮颗粒燃烧物将对被毁设施附近地区（ 方圆１—３公里范围）造成

长期的破坏；还将有一些污染物飘到１００—１０００公里以外的地方，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将因而遭殃。在风向改变的情况下，这

几乎会威胁到所有的欧洲国家⋯⋯。遭受这种化学污染的土壤和

水体的再生需要许多年，甚至数十年。这种化学污染的伴生和后生

效果将导致动植物的变异、人体免疫力下降以及癌症和内脏坏死

（ 首先是肝脏）疾病的增加。”①

①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３日俄罗斯《 独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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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明镜》周刊也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这场

狂轰滥炸是一“场 默不作声的毒气战”。①

上述事实说明，是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北约高举“ 和平”的

旗号从事极端野蛮的战争，高举“ 保卫人权”的旗号大规模摧残人

权，高举“ 言论自由”的旗号摧毁报道事实真相的新闻机构和人员，

高“举 惩罚反人类罪”的旗号从事极端残酷的反人类暴行，高“举 反

种族清洗”的旗号实行极为残忍的种族摧残，高“举 人道主义”的旗

号践踏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高举“ 反恐怖主义”的旗号实行地

地道道的国家集团恐怖主义。他们所举的旗号和他们的实际行为

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第四个问题，按照国际法，是谁犯了战争罪；是南联盟总统米

洛舍维奇，还是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北约？

在这场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

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纳粹战犯的前美国检察官沃尔特·罗克勒律

师就以《 战争犯罪法对美国也是适用的》为题，在《 芝加哥论坛报》

发表文章，指责克林顿政府犯了侵略战争罪。文章说“：我们从事了

一场罪恶昭彰的军事侵略，持续不停地进攻一个小国，以显示我们

在主宰世界。”“ 作为国际法的主要依据，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纽伦堡法

庭对主要纳粹战犯的判决词是朴实而明确的。我们的领导人常常

援引并且赞扬那次判决，但显然并没有读过它。那个国际法庭宣

布：‘发动侵略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国际罪行，而且是最高国际罪行。

与其他战争罪不同的是，它本身集中了全部罪恶之大成。’在纽伦

堡，鉴于他们计划和发动了侵略战争，美国和英国坚持起诉纳粹领

导人。美国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当时曾说，

‘发动侵略战争就是犯罪，没有什么政治或经济形势可以使它合法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日一期德国《 明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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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还宣布：‘如果违反条约的某些行为是犯罪，不管是美国或

德国这样做都是犯罪。我们不准备拟订一个犯罪规则来惩罚别人，

而我们自己却不愿意援引它来惩罚自己。’”此外，文章还指责克林

顿政府入侵南斯拉夫违反了《 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也违反了

《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文章说“：从国际法的另一个观

点来看，目前美国和北约正在从事的轰炸也构成了继续战争罪。与

我们的战争策划者们的信念相反，国际法是禁止无限制的空中轰炸

的。 轰炸水厂、发电厂、桥梁、工对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轰炸

厂、电视台、广播台，这种进攻是合法的军事目标所限制的。而且我们

的轰炸还导致了平民生命的过度伤亡，违反了战争的另一条准则。”①

与此同时，英国的《 泰晤士报》也发表了纽伦堡判决条款同样

适用于审判北约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威廉·里斯·莫格；文章的

标题是《 超越法律》。②

美国一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还组成了一个“ 美国与北约在南斯

拉夫战争罪行独立调查委员会”，并成立独立的战争罪行法庭。这

个委员会正在美国各城市、北约各成员国和世界各地举行听证会。

一些专家已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日到纽约出庭作证，指控克林顿总

统和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韦斯利·克拉克对南

斯拉夫人民犯下了战争罪行。“ 有关成立独立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呼

声正在各大洲引起共鸣。所有饱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蹂躏的人们正想方设法建立一个国际网络，以协调这个领域的各

项活动。在若干欧洲国家、加拿大和印度，已为调查委员会的听证

会成立了调研委员会。”③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３日《 芝加哥论坛报》。

②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１日《 泰晤士报》。

③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一期美国《 工人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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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从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实际表现来看，一些欧洲

国家的社会（党 包括工党、社会民主党）究竟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

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政党？

这次表现最恶劣的一个党，是英国执政党 工党。工党领袖

布莱尔千方百计地把北约拖进入侵南联盟的战场①，他唱的侵略

战争调子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克林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党，是德国执政党 以格哈特·施罗德

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曾再

三声明，从德国土地上永远不会再发动战争。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曾

公开声明，德国军队永远不会向德国纳粹践踏过的土地上进军。实

际上，在这次入侵南联盟以前，历届德国政府遵守了他们的诺言。

然而这一次以施罗德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却违反诺言，不

仅出兵参加侵略战争，而且是参加在曾遭德国纳粹残酷践踏过的

南斯拉夫土地上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这场侵略战争的初期，德国就

出动“了 旋风式”战斗机、无人驾驶侦察机“、豹式”主战坦克“、黄鼠

狼式”装甲运兵车和３０００名地面部队。战争中期，即５月２５日，北

约决策机构 北约理事会决定在科索沃临近地区增派地面部队

后，德国出动的部队进一步增加了。②

应当说，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场对南联盟的野蛮

战争中也犯了侵略战争罪。

如果不是从言论、而是从实际行动来观察，撇开他们为国内垄

断资本服务这一条不谈，仅就他们在这场侵略南联盟的极端残酷

的战争中的实际表现而言，他们就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

地地道道为资产阶级、垄断资本服务的政党。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５日英国《 观察家报》。

②　　路透社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６日伦敦电讯；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６日《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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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列宁毕生与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做斗争，指出他们不是

工人阶级政党，而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政党。近些年

来，我们国内流行一“种 新理论”，认为列宁错了，这些社会党是社

会主义政党，他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那么，正确的一方究竟是谁

呢？究竟是列宁，还是我们的这“些 理论家”呢？客观事实证明，时

至今日，列宁仍然是正确的，我们的这“些 理论家”是错误的。

第六个问题，在美国统治集团中，这场侵略战争的主要决策人

究竟是谁，是五角大楼的高级将领，还是克林顿总统？

在这场战争刚刚发动不久，即１９９９年４月５日，《 华盛顿邮

报》就报道说，五角大楼直接掌握兵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对克林

顿政府就科索沃问题发动空战曾表示严重保留”。这些将军们“ 曾

警告说，仅靠轰炸将不可能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在这场战争正

式发动几周以前，这些将军们即曾表示怀疑，在科索沃这个地方，

“ 美国的利益是否真正受到了威胁”。这些高级将领不仅在内部讨

论时持不同意见，而且把他们的看法公之于众。同日，克林顿总统

发表电视讲话说：“ 关于这场战争，我们有一大堆棘手的问题需要

回答。我深信，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作出对每一个人都满意的

答复。”他表示，他本人准备接受历史的裁判“。归根结底，我毕竟要

对所有的决定负责。无论如何，我必须承担这副重担。”①

青年克林顿曾经为反对侵越战争而逃避服兵役。按照当时美

国的法律，适龄青年逃避服兵役是要被判刑的。应当说，青年克林

顿是做得对的。１９９２年克林顿州长竞选总统时，除婚外恋问题外，

逃避服兵役曾经是他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作为美利坚

合众国总统、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的克林顿，竟然从一个侵略战争

的反对者摇身一变，成了一场极端残酷的侵略战争的主要决策人，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６日《 今日美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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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在他的最高统帅部的军事将领们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做出这

种决策的。１９９９年５月，美国１８个和平团体，其中许多成员都是

昔日与青年克林顿并肩从事反战运动的战友，发动了一场反战运

动，反对昔日的战友克林顿对南联盟发起的狂轰滥炸。①

克林顿这个人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青年克林顿是一个普通

学子，一介平民，即使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参加反战。如

今的克林顿不同了。他既然当了总统，他所代表的就是美国垄断资

本、包括军工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志。

第七个问题，克林顿总统发动这场侵略南联盟的战争，究竟是

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实施北约“ 新战略概念”，是为了把“ 美利坚第三帝

国”的西部边境扩展到巴尔干及其以东地区。

所谓北约“ 新战略概念”虽然是在这场侵略战争发动以后一个

月之际、在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上正式作为文件通过的；但在此以

前，克林顿政府早就向北约成员国提了出来，并已酝酿成熟了。

克林顿总统为了说明政府对南联盟实行大规模轰炸的意图，

曾以自己的名义给《 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社论，在该报１９９９年５

月２３日的社论版上发表。总统在这篇社论里说：“ 北约对南斯拉夫

的空战正在奏效。这场空战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和平的、不分裂的、

自由的欧洲。”②

总统说的这场侵略战争的目标，我们在本章前一节援引的克

林顿总统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向国会提交的《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里已

经读过了。总统在那个《 战略》里说过，为“了 建立一个和平的、不分

裂的、自由的欧洲”，需要实行北约向东扩展。而南联盟继续存在，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１日《 洛杉矶时报》。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３日纽约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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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 一个和平的、不分裂的、自由的欧洲”的心腹之患，就成为

北约东扩的绊脚石。因此，有必要把这颗钉子拔掉。

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女士是克林顿总统

对南联盟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最坚决支持者。９０年代初期苏联瓦

解以后，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就积极主张在北约区域以外用兵。１９９３

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就曾质问过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

林·鲍威尔将军：“ 你总是谈论我们有如此超级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如果不使用它，你那种夸耀又有什么意义呢？”①举行南联盟

代表与科索沃阿族代表的朗布依埃背靠背谈判，也是这位美国国

务卿的主意。她认为，举行这种谈判的一种意义，是有助“于 说服欧

洲人动用武力”对付南联盟。②１９９９年４月６日，奥尔布赖特国务

卿向设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里公开宣称，２１世纪

的北约将承担其成员国领土以外的使命，当时已经开始了１０多天

的对南联盟的轰炸就是履行这种新使命的一种试验。③国务卿发

表这篇演讲时，北约首脑华盛顿会议还没有召开，北约“ 新战略概

念”还没有履行正式签署仪式。

按照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的说法，这次“是 一种试验”。那么“，试

验”成功以后怎么办呢？显然“，２１世纪的北约”就要进一步实行在

“其 成员国领土以外的使命”了。

“ 美国和北约在南斯拉夫战争罪行独立调查委员会”协调人布

赖恩·贝克在北约对南联盟历时７９天的狂轰滥炸结束后著文指

出：“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和北约对科索沃的占领以及轰炸行动的

停止使和平降临巴尔干半岛。华盛顿的目标是摧毁整个南斯拉夫，

①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８日《 华盛顿邮报》。

②　　注明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７日出版的《 时代》周刊。

③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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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穿过中欧和东欧，进入高加索，进入前苏联的南部共和

国。”①

这就是说，“ 美利坚第三帝国”的西部边境不仅要扩展到巴尔

干地区，而且要推进到高加索，推进到中亚。

这就与跨世纪的美国对华战略有关了。这就是一件寓意严重

的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密切关注了。

我在有关拙著里曾经记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美国期间，我

和几位同事曾经应邀访问密西西比河畔的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市，参观过该市设立的《 杰斐逊国家领土扩张纪念馆》②。根据这个

纪念馆的展品及其他有关史料，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初，它的全部

领土限于从英国手里继承下来的、英国在北美的１３块殖民地，即

东部大西洋沿岸的１３个州；因此，当时的星条旗上是１３颗星。建

国以后，立即将领土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东岸。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

一次西进。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利用拿破仑打了败仗的困

境，仅用１５００万美元，于１８０３年从拿破仑手里购买了原属法国势

力范围的整个“ 路易斯安那地区”，把领土从密西西比河西岸一直

扩展到洛基山麓。这是美国建国以后历史上的第二次西进。１９世

纪４０年代，美国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把原属墨西哥领土的新墨西

哥、得克萨斯、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大

批土地划入了美国版图，把领土一直扩展到太平洋东岸。与此同

时，它还从英国手里夺得了俄勒冈、华盛（顿 州）、爱达荷以及蒙大

拿、怀俄明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西进。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它利用俄国当时所处的困境，仅用７２０万美元即从沙皇手里购买

①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一期美国《 工人世界》周刊。

②　　拙著《 美国走马观花记》，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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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并出兵占领了中途岛，把领土扩展到北

冰洋和太平洋。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西进。１８９８年，它通过美

西战争，占领了西属夏威夷群岛、关岛等地。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

第五次西进。１９５９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被正式以州的身份纳入

美国联邦。从此，星条旗上由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初期的１３颗星增

加到５０颗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约翰·肯尼迪在“ 美国的新边疆”的口

号下发动侵越战争，并派出雇佣军入侵古巴。

现在，克林顿总统通过入侵南联盟和实行北约东扩，又要把

“ 美利坚帝国”的西部边境扩展到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了。他究竟

是要在星条旗上再增加多少颗星呢？

当然，我们也要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霸权主义野心虽然极度

膨胀，它的力量也毕竟是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１）在此次对南联

盟的狂轰滥炸过程中，美国统治集团几乎使出了它所拥有的所有

先进武器。 Ｆ—１１７Ａ隐形战斗机也然而就是它最先进的武器

被南联盟防空部队击毁一架，击伤一架。仅此一点，就戳穿了美国

先进武器不可战胜的神话。（ ２）美国统治集团迄今仍然是在世界上

“ 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兵力分散。这是由于它的扩张范围广大和

实际力量有限所决定的。仅就这一次而言，它一方面要集中相当一

部分兵力从事侵略南联盟的战争；与此同时，它又要保持相当一部

分兵力空袭伊拉克，保持对伊的压力。还有驻扎在日本、南朝鲜等

地的大批美军，它也不能动用。它的舰载、机载巡航导弹在空袭南

联盟仅仅２０天以后即告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说明问题的。

（ ３）美国统治集团最害怕的是美国人民。那些部署在马其顿、阿尔

巴尼亚和波黑而随时待命出动的美军地面部队还没有在空、海军

掩护下向南联盟发起进攻，美国人民的反战示威就不断发生。如上

所述，青年克林顿曾经是反对美国侵越战争运动的参加者，他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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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传统和战斗精神。他也知道五角大楼参谋

长联席会议的将领们认为靠空袭不能解决战斗的观点是有道理

的。克林顿本来就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制订了一个出动地面部队大

规模入侵南联盟的秘密计划①，之所以迟迟没有付诸实施，主要是

害怕引发美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战高潮。

二

现在就要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入侵南联盟期间轰炸我国驻

南联盟大使馆的问题。

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述，贝尔格莱德时间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

午夜，美军出动飞机从不同方向投下５枚精确制导导弹炸我驻南

联盟使馆，我国３位新闻工作者，即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 光明日

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同志不幸遇难，包括我驻南使馆武官任

宝凯、文化参赞刘鑫权、办公室主任刘锦荣、邵云环同志的丈夫曹

荣飞等同志在内的２０余名外交官员和工作人员受伤。这是一起完

全违反《 联合国宪章》、违反《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有关规定、违反

一切国际关系准则的空前严重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北

京时间５月８日发表声明，对美军这一野蛮暴行提出强烈抗议；世

界各国对美军暴行同声谴责。我国人民群众举行了广泛的游行示

威，抗议美军侵犯我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行径。克林顿政府对我国政

府实行了道歉与威胁并举的方针。凡此种种，我们在本书篇首都已

经说过了。我们在那里也已提到，关“于 误炸”说能否成立，留到本

书后面再予以评论。

现在我们就要评论，美军这次暴行究竟是不是“ 误炸”？

①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８日英国《 观察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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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提出，美方必须就此事件做出令中国人民满意的如

实交代。包括克林顿总统、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内的美国政府领导

人一致声称，这“是 误炸”。之所以发“生 误炸”，是由于轰炸目标定

位时使用了美国国家地图局绘制的贝尔格莱德旧地图，而这个地

图把中国大使馆馆址标成了南联盟军需局。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６日，美

国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奉命来北京，向我国政府外交部说明

情况，仍坚“持 旧地图”说。我国外交部负责人对皮克林的解释一一

做了反驳，继续要美方做出令中国人民满意的交代。但时至今日，

克林顿政府仍然坚持它“的 旧地图”说“和 误炸”说，没有做“出 令中

国人民满意的交代”。

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很简单，克林顿政府有难言之隐。

“ 旧地图”说“和 误炸”说之所以不能成立，主要是因为：

第一，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区，是从１９９１年

开始动工兴建、１９９５年７月落成的。使馆新馆址建成以后的几年

里，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除每年在其中举行国庆招待会以外，还从事

过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驻南联盟各国使节都应邀参加。①这就是

说，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馆址，在包括南联盟及其

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内的世界各国遍设间谍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不可能不知道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馆址所在地。

第二，如前所述，除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网以外，在此次对南

联盟空袭期间，美国军队还出动了装备有各种先进仪器的侦察飞

机。此外，它还有布满天空的军事卫星。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处于贝

尔格莱德新区，附近有一片空旷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使

馆门前迎风飘扬，目标显著。如果说美军的侦察机和军事卫星侦察

①　　《 世界知识》半月刊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第２０—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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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这座建筑物是中国使馆，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美军轰炸中国使馆所使用的是精确制导的导弹，而且发

射的不是一枚，而是５枚，从不同方向准确命中中国使馆。美军的

精确制导技术的先进性，是美国统治集团反复向世人炫耀过的。如

果说５枚这种精确制导的导弹或者炸弹同时从不同方向轰炸中国

使馆“是 误炸”，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四，即使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家地图局①官员也不愿

承担因“ 旧地图”而引起的“ 误炸”中国大使馆的责任。１９９９年５月

１６日，这个局发表了一份新闻稿，正式声明：“ 最近有关国家地图

局的地图准确度的新闻报道，是不正确的，是片面的。”它说“：使用

我们产品的人员，不管是国务院官员、情报分析家、陆军、海军陆战

队、海军或者空军，都可以信赖国家地图局全力以赴的及时性、准

确性”。这个局的发言人珍妮弗·拉弗利对《 亚洲周刊》的记者发表

谈话说：“ 我们的地图正确地标示了中国大使馆和南联盟军需局的

位置。”无论是五角大楼或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都拒绝对国家地

图局的公开声明发表评论。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直接隶属于五角大楼的国家地图局正式声明，它绘

制的地图具“有 及时性、准确性”；它的地图上标明的遭到美军轰炸

的这个目标是中国大使馆，而不是南联盟军需局。

这就把包括克林顿总统、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科恩国防部长

在内的美 “起 误炸”的托词彻底国政府领导人所说的因“ 旧地图”引

推翻了。

第五，即使是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有的议员也“对 旧地图”引

①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简称ＮＩＭＡ　。

②　　１９９９年６月７日—１３日一期香港《 亚洲周刊》第２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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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误炸”说提出了质疑。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过美国国会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在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

举行的一次听证会，由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斯坦利·罗思和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弗兰

克·克雷默到会作证。共和党参议员戈登·史密斯在会上提问时

作了一段重要发言。他说“：当参议员托马斯和我在中国时，我们有

幸会见过一些学生。我们与这些学生见面时，正值我国开始在科索

沃采（取 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认为这些学生对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大国采取行动反对一个主权国家所持的反对和

敌视态度，其敌视程度是令人吃惊的。这些学生所表达的这种情绪

看来是真实的。⋯⋯弗兰克，我不得不告诉你，当我听到我们轰炸

了他们的大使馆的消息时，我又想起了这些中国学生。我想像不出

我们在这场冲突中可能会发生比此事更具有灾难性、更为愚蠢的

事件。我认为中国学生的愤怒是真实的。坦率地讲，我们在向中国

道歉和重建使馆方面，欠下了一笔债。我们已经不可能使那些被我

们夺去了生命的人复活了。你们可以随便在华盛顿的任何一家书

店里找到一张标明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的馆址所在地的地

图。因此，无论是谁干了这件事或者批准干了这件事，我都希望予

以惩处；因为这对这种非常重要的（ 国家）关系追加了一种最不幸

的、额外的复杂性。”①

史密斯参议员的这个发言的重要性是在于：它反驳了克林顿

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垄断资本舆论制造工具散布的两种歪曲宣

传。一种是说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其他人民群众对美军轰炸我使

馆所举行的抗议示威，是中国最高领导层里的“ 强硬路线派”故意

①　　美国联邦新闻社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从华盛顿发出的国会参议院听

证会记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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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动反美情绪（”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已说过这一点）；而史密斯参

议员却以亲身经历证明，中国学生的愤怒情绪是真实的。另一种就

是所谓“ 旧地图”引“起 误炸”说。既然“ 可以随便在华盛顿的任何

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张标明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的馆址所在地

的地图”，那么，那种“因 旧地图”而引“起 误炸”说又怎么能够成立

呢！

由此可见，所谓“因 旧地图”而引“起 误炸”说，是为了掩饰真情

而指鹿为马。

那么，究竟是谁决定或者批准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实行轰炸

的呢？

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叫做“ Ｑ委员会”的指挥机构。这是美国

《 行政人员情报述评》周刊在报道里说的。这家刊物在一篇报道里

说“：当问起北约怎么会犯下把炸弹投到中国大使馆这样的‘错误’

时，一位有２０年军龄，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奥利弗·诺思和乔

治·布什的中美洲战争①和海湾战争的退休军官简单地说：‘听

着，像这样的错误是不会发生的。在巴格达、尼加拉瓜、巴拿马或者

河内，从未发生过大使馆被误炸的事情。’当被问到北约庞大的军

事机构是否会选定错误目标时，他说：‘听着，军队并不拟订目标清

单，选择目标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任务就是作战。他们收到轰炸

清单；那不过是一张列出坐标的单子。他们并不做出决策。做决定

的方式是这样：有一个叫做Ｑ委员会的机构，它是一个指挥战争

的委员会。我们在中美洲就有过这个委员会。当我们攻击尼加拉

瓜的目标时，那些目标就是由这个Ｑ委员会确定的。它拥有尼加

①　　这是指里根政府的“ 伊朗门案件”，即违反法律规定，暗中向伊朗出

售武器，把所得经费私下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打内战的事件。

此事暴露后，里根政府的一系列高级官员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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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反政府武装从事战争的最终决策权。那个时候，这个委员会的

成员包括副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这

个美国退休军官断定，这次对南联盟的空战也一定有这样一个叫

做Ｑ委员会的决策机构。轰炸南联盟境内的哪些目标，要由它做

出决定。①

此外，在考察究竟是由谁人决定或批准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

馆这个问题时，我们有必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晚开始对南联

盟实行军事袭击后，第二天，即３月２５日，我国政府外交部即奉命

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要求立即停止这次军事行动。

第二，苏联解体以后，目前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的国家，主要就剩下了美国一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

的侵略战争，正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典型表现。而维护世

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是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对外

政策。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也是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我国的一种既定

国策。这就不能不触犯美国统治集团。

第三，我国新闻界，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

民日报》《、 求是》杂志、其他报刊，就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历时

７９天的狂轰滥炸一直如实做了报道。我国政府对这种公正、客观、

真实的报道自然要予以支持。这是一贯高唱“ 言论自由”的美国统

治集团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四，１９９９年４月下旬，我国工、青、妇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等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声明，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１日出版的一期《 行政人员情报述评》（ 简称ＥＩＲ）第

６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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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对南联盟人民英勇

反抗北约侵略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这些声明表达了我国１２亿人

民的意志和呼声。这当然也触犯了美国统治集团。

第五，北约对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轰炸，是克林顿总统亲

自批准的。①

第六，从入侵南联盟的空袭开始以后，每天早晨，克林顿总统

都要坐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旁，“ 审查前一天炸弹和导弹

轰炸了哪些目标，并审查当天炸弹和导弹将要轰炸的目标”。②既

然要“ 审查当天炸弹和导弹将要轰炸的目标”，难道克林顿总统就

偏偏不审查“ 当天炸弹和导弹将要轰炸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这个

“ 目标”吗？

第七，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Ｂ—２战略隐形轰炸机，是直

接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的。③这就是说，轰

炸中国使馆这个决定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华盛顿做出的。

第八，１９９９年５月５日，即美国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

直接飞往贝尔格莱德轰炸中国大使馆的前两天，克林顿总统曾亲

临布鲁塞尔，停留４小时，听取了北约总部高级军政官员关于对南

联盟的空中打击情况的汇报；随即飞到德国境内的一个美国空军

基地，现场视察了拥有Ｆ—１１７Ａ隐形轰炸机、Ａ—１０攻击机和

Ｆ—１６战斗机、正在执行对南联盟轰炸任务的一个美国空军联

队。④

第九，做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样重大的决定，除了克

林顿总统本人，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力。

①　　１９９９年４月４日《 纽约时报》第１部分第１版转第７版。

②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０日《 芝加哥论坛报》。

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７日日本《 赤旗报》。

④　　美联社１９９９年５月５日布鲁塞尔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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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至于事情的真相究竟如

何，就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吧。

我们在这里只说这么两点，即：

第一，美军飞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的事件，是在两国元首

签署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之后发生的。难道克林顿政府对我国驻外使馆实行轰炸，也

是在致力于建立这种“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吗？事实证明是完

全相反。

第二，美军飞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是对我国主权的“ 粗暴

侵犯”①，是美国统治集团在世纪之交对华实“施 橄榄枝”“与 箭”同

时并举战略的开始。我们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节“ 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

帝国”对外征战史

——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

策略之三

我们现在就本书各章所述内容做一个小结；并附带回答一个

问题：克林顿政府出动远程战略轰炸机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是不是

一“个 偶然”事件？

一

首先是关于美国这个国家的性质；也就是说，它究竟是属于哪

一种类型的国家？

①　　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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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已援引过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的材料，就美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垄

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了若干具体说明。①拙著《 我

７０说美国》和《 再说美国》，也已援引过１９世纪 年代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材料，就美国社会的上层建筑 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

本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作了若干具体说明。②这几本拙著里援

引的那些材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们说明，按照伟大革命

导师列宁所下的经典定义，从１９世纪末期以来，以迄如今，美利坚

合众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过奴隶制帝国主义③，也有过封建制

帝国主义。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资本帝国主义”。④

本章前一节已援引过《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 美利坚第一帝

国”是以１８９８年举行的美西（ 西班牙）战争奠定基础的。《 纽约时

报》那篇文章的作者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 附带说一句，马列主义

者的文章是不可能被《 纽约时报》采用的），但他对美国作为一个帝

国主义国家的时间界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按照列宁的理论观点，帝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源。他还曾经

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

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

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扬。而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

①　　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５—２６４页。

②　　拙著《 我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２６８页；拙著《 再说

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③　　《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版，第２７卷第３９５页。

④　　同上书，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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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战争都看做是某些有关国家（ 和其内部各个阶级）当前的政治的

继续。”①

我们现在简略回顾一下１９００年以来、也就是２０世纪“ 美利坚

帝国”的对外征战史，以考察列宁这个理论观点至今是否仍然有

效。

美国在这个世纪的对外征战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

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４５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以共和党人威廉·麦金

莱为首的政府、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政府、共和党人威

廉。塔夫脱为首的政府、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为首的政府、共

和党人沃伦·哈定为首的政府、共和党人卡尔文·柯立芝为首的

政府、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为首的政府和民主党人富兰克林·

罗斯福为首的政府相继执政的时期。这就是《 纽约时报》所说“的 美　

利坚第一帝国”的时期。在这个历时４６年的阶段，美国对外征战的

范围已扩展到世界各地，但重点是在它的“ 后院” 拉丁美洲。它

从事的主要对外征战如下：

１９００年，出动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　５０００兵力，参加“ 八国

联军”，占领我国北京，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

１９０３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洪都拉斯；

１９０３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占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巴拿马；

１９０４年，再次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出动军队占领朝鲜汉城；

１９０７年，再次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洪都拉斯；

①　　《 列宁全集》，入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版，第２６卷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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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另一说为１９１２）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尼加拉瓜，镇

压人民革命；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再次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洪都拉斯；

１９１２年，出兵占领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１９１２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古巴（ 从１９０３年起，古巴的关

塔那摩即成为美国军事基地，以迄如今）；

１９１３（ 另一说为１９１４）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墨西哥，镇压

人民斗争；

１９１４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海地，镇压人民起义；

１９１４年，出动海军舰队，进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革命武装；

１９１４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占领法国巴黎；

１９１５—１９３４年，再次出兵海地，在此期间，海地被置于美国军

队的管制之下；

１９１６—１９２４年，再次出动海军陆战队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９１７年，出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先后９次出兵，入侵墨西哥；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出兵１３０００余人，参加对十月革命后新生的

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１４国武装干涉；

１９１９年，再次出兵洪都拉斯，镇压人民起义；

１９２０年，再次出兵入侵古巴，镇压人民起义；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

崴）；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再次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洪都拉斯，镇压人

民起义；

１９２６—１９３３年，出动５０００兵力入侵尼加拉瓜，镇压尼加拉瓜

民族英雄塞萨尔·奥古斯托·桑地诺领导的反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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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出兵占领冰岛①；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珍珠港事件发生、远东慕尼黑阴谋失败以后，

宣布参加对日作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１９４６到１９７６年，为第二阶段。这是以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

为首的政府、共和党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首的政府、民主党人

约翰·肯尼迪为首的政府、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为首的政府、共

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为首的政府和共和党人杰拉尔德·福特为

首的政府执政的时期。从这个阶段开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

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和反共堡垒。这基本上就是

《 纽约时报》所说“的 美利坚第二帝国”的时期。它对外征战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然而其重点已转到亚洲。在这个历时３１年的阶段，美

国从事的主要对外征战如下：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建立美国、希腊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镇

压希腊人民革命；

１９５０年３月，出兵南朝鲜（ 同年６月２７日，美军正式入侵朝

鲜，麦克阿瑟 日率部从仁川登陆）；．９月１５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出动５艘航空母舰入侵我国大陈岛；

１９５７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印度尼西亚；

１９５８年，出动海军陆战队，进逼委内瑞拉；

１９５８年，再次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印度尼西亚；

１９５８年，出动海军陆战队１４０００人，占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在古巴沿海部署海军陆战队，反对古巴人民

革命；

１９６１年，派出海军和喷气式战斗机，在多米尼加近海巡逻，威

①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５日《 华尔街日报》第１部分第２２版；注明１９９０年１

月８日出版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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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人民起义；

１９６１年，派出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入侵古巴；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年，举行大规模侵越战争；

１９６２年，在加勒比危机期间，在临近古巴的海面上部署了１８０

艘海军舰艇和携带核炸弹的Ｂ—５２战略轰炸机；

１９６３年，在海地近海水域部署海军陆战队，威胁海地人民起

义；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出动２００００名军队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镇

压人民起义；

１９６７年，在阿拉伯、以色列六·五战争期间，派遣美国海军第

６舰队，进入叙利亚领海海域；

１９７０年，出动１５００名海军陆战队，进逼黎巴嫩。①

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８年，为第三阶段。这是以民主党人吉米·卡特

为首的政府和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为首的政府执政的时期。在

这１２年期间，由于在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初期连续３年发生过

全国性反对侵越战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也由于在越南战场接连

受挫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主和、主战两派，垄断资产阶级发生

公开分裂，美国社会因而患上“了 越南综合症”。正是因此，美国统

治集团在此期间进入了对外征战“ 休眠期”。即使是在里根政府时

期举“起 重振国威”的旗号，并且大规模扩军备战，但是在对外征战

方面也只能在格林纳达岛上和利比亚沿海小打小闹，不敢大动干

戈。但从卡特政府１９７７年上台执政时起，就举起“ 人权”旗号、对苏

联实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活动加剧了。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为第四阶段。这是共和党人乔治·布什为

①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５日《 华尔街日报》第１部分第２２版（ 其中第二条括弧

里的内容，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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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政府和民主党人威廉·克林顿为首的政府执政的时期。这个

阶段的初期，在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戈尔巴乔夫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全力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的作用之下，东欧易帜，苏联瓦解，世界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遭到严重挫折，美苏对峙的局面消失，“ 美利坚

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者；它“的 和平演变”战略重点转

向社会主义中国。这就是《 纽约时报》所说的美国开始进“入 第三帝

国”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从事对外征战的气焰重新上升。它

所从事的主要对外征战如下：

美国东部时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凌晨１时，在布什总统下达

的命令之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和美军驻

巴拿马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司令马克斯韦尔·瑟曼将军的联合指

挥下，“以 正义事业”为代号，美国出动南方司令部所属部队和从美

国本土空运的陆军第７步兵师、空降师、海军陆战队，并首次出动

８架Ｆ—１１７Ａ隐形战斗机，向一 巴个只有２２０万人口的小国

拿马发动突然袭击，并予以占领。①在此次战役中，根据布什总统

的命令，美军将巴拿马政府首脑、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将军抓到美

国，交美国法院审讯、判刑，投入监狱。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还为

此作出裁决说，美国政府有权在国外绑架外国人，对那个国家的抗

议可以不予理睬，直接在美国提出起诉。②诺列加将军为人品德不

佳。但布什总统之所以要大举入侵巴拿马，将诺列加捉拿到美国审

判，主要是因为巴拿马运河区战略地位重要，而这位诺列加将军又

与美国对立，不愿继续服从美国的指挥棒。大举出兵入侵一个小

国，将它的领导人抓到美国审判，完全剥夺这个国家的主权，如此

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在“ 美利坚帝国”史上尚属首次，在世界

①　　注明１９９０年１月８日出版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２０—２６页。

②　　美联社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５日华盛顿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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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史上也是空前的。

１９９０年８月一１９９１年２月，布什总统以“ 沙漠盾牌”、“ 沙漠风

暴”为代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湾战争。这是一场打“着 解放科

威特”的旗号、表面上看来是一场正义战而实际上是一场为从军事

上重新控制海湾战略要地及其石油资源的、地地道道的非正义战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争。拙著《 三说美国 对这场战争

的性质作了若干具体分析①，此处就不复述了。按照《 纽约时报》关

于从１８９８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 帝国”阶段的

观点，按照该报关于这三个阶段的分期“，美利坚第三帝国”的基础

主要是由布什政府打的这一场海湾战争奠定的。

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２日，即在海湾战争的“ 沙漠风暴”阶段即将结

束时，合众国际社在一条从华盛顿发出的电讯里就说过：“ 布什总

统将以‘战争总统’的称号而名垂青史”《。 洛杉矶时报》在评论布什

总统时也说：“ 在准备使用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标准工具方

面，他超过了本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 美国）总统。”②

然而布什总统并不是只有对外使用武力这一手。

早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８日，即在海湾战争的“ 沙漠盾牌”阶段开

始的３个多月以前，布什总统在回答《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的

提问时，就曾经宣称：“ 我希望成为一个帮助巩固全世界正在出现

的民主变革的总统。”在回答关“于 共产主义队伍正在溃散、我们的

新作用是什么”的问题时，布什总统说“：我们的新作用是继续在全

世界提出人权和民主的标准”。③

这就说明，他是文武两手同时并用；这也说明“，美利坚第三帝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第５０９—５４①　　拙著《 三说美国 ３页。

②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５日《 洛杉矶时报》头版转第８版。

③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３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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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用 橄榄枝”“与 箭”同时并举的战略，主要是从布什政府时期

开始的。

现在说克林顿政府时期。

本章上一节已经提到，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历时５年的内

战，其火种由布什政府开始播下，然而它主要是由克林顿政府点燃

的。本章上一节提到，以克林顿政府为首的北约曾先后多次大规模

轰炸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控制区，其中包括１９９４年２月—

９月轰炸波黑塞族部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轰炸克罗地亚塞族阵地，

１９９５年５月再次轰炸波黑塞族阵地，１９９５年８月再次轰炸克罗地

亚塞族部队，１９９５年８月—９月再次对波黑境内的塞族阵地实行

空袭。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对伊拉克先后３次以“ 沙漠打击“”、沙漠

惊雷“”、沙漠之狐”为代号，实行空中轰炸或军事威胁，至今仍未停

止。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克林顿总统下令对阿富汗和苏丹实行空

袭，名曰打“击 恐怖组织基地”。事后证明，至少是对苏丹的轰炸是

炸错了。情况没有搞清楚，就轻率下令对一个主权国家实行轰炸，

充分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霸权主义面目。难道一个主权国家，一

个联合国成员国，是美国想轰炸就可以轰炸的吗？是谁授予了克林

顿政府这种权力？难道这还不是“ 美利坚第三帝国”的对外侵略野

心的恶性膨胀吗？

如本章上一节所述，以克林顿政府为首的北约从１９９９年３

月２４日起对南联盟实行了历时７９天的狂轰滥炸。

除上述内容以外，还有必要提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在国

外从事的颠覆活动，也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对外战争。此事不拟细

说，只提一提举世周知的几件事。这就是中央情报局１９５３年在伊

朗颠覆摩萨台政府，１９７３年在智利颠覆阿连德政府，１９６６—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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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危地马拉幕后策划了历时３１年的大屠杀（ 这历时３１年的后

一个事件特别残酷，在危地马拉被称为血腥年代，一共屠杀了２０

余万人①，就这几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中央情报局对南联盟所

从事的秘密分裂、颠覆活动，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例。

“ 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这一段对外征战（史 包括暗

中颠覆外国合法政府史），除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次以外，其

余全部是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

这一系列对外征战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们说明，帝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存

在，战争的根源也就存在；列宁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就继续有效。

“ 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对外征战史，能不能说明这

个问题呢？

我以为，足以说明。

二

上面所“述 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对外征战史，是以

《 华尔街日报》所载的材料为主要依据的。该报所载史料很不完整，

遗漏之处甚多。关于对其他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就不再补述

了；此处只就美国统治集团在２０世纪对我国的军事侵略作若干补

充。

根据美国《 国务院公报》、我国有关学术著作以及本书前面所

述“，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和军事威胁，

除１９００年出兵参加“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外，还有：

１９１１年，出兵侵略中国福建；

①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出版的法国《 新观察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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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年，出兵侵略中国镇江；

１９１１年，以“ 增加驻北京的美国使馆警卫”为名，再次出兵侵

略北京；

１９１２年，以“ 保持北京到海路铁路通行”为借口，出兵侵略中

国；

１９１２年，“以 扩大保护”为借口，出兵侵略中国；

１９１２年，出兵侵略中国汕头；

１９１３年，出兵侵略中国闸北；

１９１３年，出兵侵略中国上海；

１９１６年，出兵侵略中国南京；

１９１８年，出兵侵略中国重庆；

１９２０年，出兵侵略中国九江；

１９２０年，出兵侵略中国河北；

１９２２年，出兵侵略中国通州；

１９２２年，出兵侵略中国福州；

１９２３年，出兵侵略中国浙江省马屿岛；

１９２５年，出兵侵略中国上海；

１９２７年，出兵侵略中国汉口；

１９２７年，再次出兵侵略中国上海；

１９２７年，再次出兵侵略中国南京；

１９２７年，出兵侵略中国广州；

１９３２年，再次出兵侵略中国上海①。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出钱、出枪（ 还有出动海军陆战队）帮助蒋介

石举行大规模反革命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革命力量；

①　　新华社编：《 美国历届总统对外武装侵略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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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即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伟

大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在我国东北国门

前打了一场大规模侵朝战争；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及其以后，出兵占领我国台湾；

１９５４年，组成“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从军事上包围我

国；

１９５８年，在我军炮击金门期间，出动６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向

我国实行军事威胁；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年，在我国西南国门前打了一场大规模侵越战争

（ 这场战争延伸到老挝、柬埔寨。１９７３年美军主力撤走后，主要采

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方式，把这场战争一直打到１９７５年）；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违反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的规定，一直向台

湾当局提供武器，竭力阻挠我国统一；

１９９６年３、４月，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东海海面，对我

国实行军事威胁；

１９９９年８月，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南中国海大部属

于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从事军事演习，对我国大陆实行军事威胁，

为李登辉“的 两国论”擂鼓助威。

综上所述，１９００年以来美国对华武装侵略和军事威胁，明显

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４９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美国对华

武装侵略的性质，是要进一步把中国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９９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

段美国对华武装侵略和军事威胁的性质，是企图摧毁新中国的社

会主义制度，使已经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

沦为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附属国。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第

二阶段是第一阶段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由此可见，１９００年以来“，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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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武装侵略和军事威胁一直连续不断；可以说“，美利坚帝国”具

有侵略中国的极为恶劣的传统。

由此也可见，克林顿政府出动远程战略轰炸机炸我驻南联盟

使馆，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这种恶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上述“ 美利坚帝国”１９００年以来的武装侵华史，特别是“ 美利

坚第二、第三帝国”的武装侵华和对华军事威胁史，能不能说“明 战

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呢？

我以为，能够说明。

本书这一章第一节说了美国统治集团用北约东扩和加强美日

军事同盟这两手，企图在跨世纪之交同时从东、西两面对我国形成

夹击之势。与此同时，它继续对我国实“行 西化“”、分化”战略，亦即

“ 和平演变”战略。两者相加，也就是“ 橄榄枝”与“ 箭”同时并举战

略。这至少也还“是 以压促变”吧。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的长期惊涛骇浪、千难万险的斗争过

程中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难道还怕美国统

治集团这两手吗？

不会了。

举世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真诚希望，在中美

三个《 联合公报》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是，如果

有人想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吓倒，那就是白日做梦，痴心妄

想。２０世纪的历史、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的历史证明，在“ 美利坚帝国”面前，中国人民是毫不畏惧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这种英勇无畏，是来源于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武装。其具体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的“ 纸老虎论”。

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问题，或者说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至少先后讲过四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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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的谈话。当时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开始发动全面内战、我军

以弱敌强、以寡敌众、处境艰难的时期。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

志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引用俄国沙皇、希特勒、墨

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为例，说“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进

一步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

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

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

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

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①

第二次，是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４日与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

话，标题就是《：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回顾

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指出“：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

“”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 强，不是真的强。它

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

的，经不起风吹雨打。“”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

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②

第三次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标题也是《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他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内形成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

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

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

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

①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卷第１１９５页。

②　　《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卷第７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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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

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①

第四次，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

届六中全会期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

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做了

系统的总结。他指出：“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 即

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

”他接着以一大段文字回述了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人类社会历史上

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

帝国主义、封的过程，回述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的过程，然后指出：

“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

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

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

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接着，他把话题转到国内建设问

题上。他说：“ 我们在１９５６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

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

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

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

出发的。”②

以上所述，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　　《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第６卷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②　　《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４５５—４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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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早已被实践证

明是正确的。

用这种革命真理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难道今

天还会害“怕 美利坚帝国”么？

不会的。

而且现在客观形势正在朝着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方向发展。

第一，今天的“ 美利坚第三帝国”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似乎是猛虎下山、威风凛凛“的 美利坚第二帝国”了。它已经由

兴盛阶段转化到衰落阶段了。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危机》①和拙文《 论美国“ 赌博资本主义”》②先后以９条客观事

实为依据，指出美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１９３３年上台执政、开始

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它的

兴盛阶段（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末期）和衰落阶段（ ６０年代末

期以来）。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是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初期。目

前它正处于衰落阶段之中。就连雄心勃勃的布什总统也承认，即使

“ 共产主义溃散”了，美国对外推“行 民主”“和 人权”的能力和资源

也是有限的，开不出那么多支票。③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历时１００余年期间美国无产阶级和其

他人民群众的一系列反抗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英勇斗争④，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初期以美国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连续三次

全国性反战斗争高潮⑤，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到９０年代初期

①　　拙著《 三说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 １７４—２６４页。第

②　　《 当代思潮》》，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２—２４页。

③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３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④　　拙著《 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６—４３６页。

⑤　　拙著《 尼克松在白宫 印支退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

１２３—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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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加上１９９２年以“ 洛杉矶事件”为起源的、席

卷美国大地的黑、白无产者群众的斗争①，等等，也都证明了毛泽

东同志关于美国统治集团脱离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反对、因而

是纸老虎的论点的正确性。

第二，今天的中国早已经不是１９００年的晚清政府统治时期的

中国了，也早已经不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以前的蒋家王朝统治时期的

中国了，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５０年的新中国了。也就是

说，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已经５０年了。中国早已“ 旧貌换新颜”，

“ 换了人间”了。中国的国力已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了。尽管我国

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

一项十分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尽管我们对它的客观规律仍然处于

继续探索的过程之中，前进的道路仍将是艰难而曲折的；然而既然

有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地丧失的前车之鉴，又有了我们自己

５０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因而前途是

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日趋富强是必然的。

这也同样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 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

新生的小的力量“”、强的要让位给弱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目前，

我们是正处在这“个 让位”的过程之中。可以肯定，这“种 让位”的过

程终究是要完成的，这种“ 让位”终究是要实现的。这是历史的必

然，是没有疑问的。

第三，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帝国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

的矛盾、斗争就必然存在。虽然目前这种矛盾、斗争呈现时缓时激

的状态，然而它们的发展终将不可避免。美国统治集团组织的那两

个军事同盟并不可靠。欧盟、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

互联合、相互抗衡的关系，也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

国家垄断①　　拙著《 三说美国 资本主义危机》第４１７—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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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曾经指出：“列宁在他的名著《 帝国主义论》 和平的联盟准备

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

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

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①

第四，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就必然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斗

争，就必然会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尽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然而这种斗争终将埋葬帝国主义制度。

如同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一样，社

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必将取代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这也是历史的

必然，是没有疑问的。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

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

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②时至今日，列

宁的这个论断仍然有效，并未过时。

关于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

及其策略运用的历史特点的一些话，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经说过

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面临这种形势，我们的任务，简言之，就是在全面贯彻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集

中力量搞好国内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同时，

高举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团结世界上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争取、联合的力

量，运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过程中积累的一切成功经验，坚持

①　　《 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２７卷第４３１页。

②　《　 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３２卷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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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反

革命两手，为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国际和平环境，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勇往直前地从事

斗争。

这就是本书的基本结论。


	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
	扉页
	序言
	目录
	第一章　美军飞机炸我使馆的启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只手
	第一节　一座海军陆战队群雕——美国资产阶级现在为何重提年事件？
	第二节　马克·吐温的正义声音——关于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第三节　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关于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战略与策略

	第二章　自由，平等，博爱！步兵，骑兵，炮兵！——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阶级实质
	第一节　千百万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哪儿去了？——试问天赋人权说的真实性何在？
	第二节　乔·希尔为何被判处死刑？——再问天赋人权说的真实性何在？
	第三节　在“两面国”里——三问天赋人权说的真实性何在？

	第三章　在那炮火连天的年代——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到年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
	第一节　马歇尔“调停”与中国内战——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安在？
	第二节　麦克阿瑟率部在仁川登陆——再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安在？
	第三节　在“北部湾事件”的背后——在“北部湾事件”的背后三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安在？
	第四节　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四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安在？

	第四章　一出新的“三国演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
	第一节　《赖肖尔备忘录》的诞生——我国的大国地位是如何树立起来的？
	第二节　“东联孙吴，北拒曹魏”——我国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第五章　三个《联合公报》遵守了吗？——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９０年代的美国对华战略和策略
	第一节　黑云压城城欲摧——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战略之一
	第二节　新总统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战略之二
	第三节　人权，人权，谁人之权？民主，民主，何人作主？——美国对华“西化”、“分化”战略之三
	第四节　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还是“美国的第51州”？——美国对华“ 西化”“、分化”战略之四

	第六章　橄榄枝与箭同时并举——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
	第一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究竟要扩到哪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指向何处？——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之一
	第二节　星条旗上还要增加多少颗星？——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之二
	第三节　“美利坚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对外征战史——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略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