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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初期中美失誤之探討

⊙ 郭 平

 

二十世紀50年代初爆發的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這場戰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

軍事上無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把它列入二十世紀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戰爭之一，看來也不

過分。

當年杜魯門總統沒有能夠使美國人民理解「員警行動」的真諦，但他卻在無意之中暴露了美

國的戰略思想；至今我們都沒有停止指責美國人不能領悟周恩來總理半夜召見潘尼迦大使的

良苦用心，但我們也應檢討，請印度做「紅娘」是否明智。

「消失的過去，有時卻比正在展現的當今或將來，更能揭示急劇的變化。」1今天，發動這場

戰爭的人、介入這場戰爭的人或制止這場戰爭的人都已成為歷史，而想要通過戰爭來解決的

問題卻依然如故。交戰雙方對這場戰爭的理解相去甚遠，而重燃戰火又並不是天方夜譚，從

某種意義上講這場戰爭還遠沒有結束。這也許就是現在官方不能完全解密，人們無法了解、

認識這場戰爭的原因吧！但這又恰恰使得人們渴望了解、認識這場戰爭的心情更為迫切。

一 一語泄天機

1950年6月29日，星期四。美國總統杜魯門舉行了自朝鮮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

這一天的早些時候，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聽取有關朝鮮戰事的彙報

時，發現國防部長詹森，在準備發給麥克亞瑟將軍的一項指示中，有美國正在計劃同蘇聯作

戰的含意。他立刻堅決地制止了這一做法，並十分明確地指出：「我不希望含有任何這種計

劃的意思」2。

杜魯門總統在任職期間，共舉行過三百二十四次記者招待會，平均每一個月要舉行三到四

次，面對眾多記者的提問，他總是在會前作充分的準備。但儘管如此，他所發表的一些突然

的，無法預測的言論，卻往往使這個受原子彈和冷戰政治思維影響的時代發生奇怪的矛盾。

這一次他又要出語驚人了。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和艾奇遜一樣，他倆事後在各自的回憶錄裏都

不提這次記者招待會。

記者問：總統先生，我們的國家裏每個人都在問，究竟我國現在是否在打仗？

總統答：我們並不是在打仗。

記者問：總統先生，你能否詳細解釋一下「我們並不是在打仗」這句話，我們能引述這句話

嗎？



總統答：可以，我准你們引述我的原話，大韓民國是在聯合國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遭受近

鄰北朝鮮的一夥匪徒的非法進攻。聯合國舉行了會議，請求它的會員國解救韓國，制止匪徒

對大韓民國的襲擊。就是如此而已。

記者問：說這是在聯合國領導下的員警行動是否對呢？

總統答：對的。實際就是這樣。3

杜魯門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稱之為「員警」，把北朝鮮軍隊貶為「匪徒」。眾所周知，

員警代表著正義，匪徒代表邪惡。杜魯門是在利用記者招待會作政治宣傳，這是顯而易見

得。反應敏銳的記者馬上以「員警行動」來概括杜魯門的談話，這也正是杜魯門想要表達的

意思。

透過這一問一答，人們不難看出，杜魯門除了在作政治宣傳以外，還在向大眾媒體，特別是

向蘇聯人傳遞某種信息，表明美國雖然在朝鮮作出了迅速強烈的反擊，但並不想使衝突進一

步擴大。顯然派員警去執行某項任務與派軍隊去完成使命是有本質區別的，雖然美國派出的

並不是員警而是軍隊。但杜魯門卻降低調門並否認美國是在打仗，甚至不願用戰爭這個詞，

而同意用「員警行動」來形容這場戰爭，他在鼓吹美國介入朝鮮內戰是為了恢復那裏的和

平，恢復原來的疆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4的同時也表露了他本人對這場戰爭的詮釋及願

望，這將是一場局部的和短暫的戰爭，一場不想擴大的戰爭，即有限戰爭。同年9月1日，杜

魯門在向全美國作廣播講話時，對美國在朝鮮的目的和意圖進行了更為明確地闡述：「我們

不希望朝鮮戰爭擴大成為一場大戰，這場戰爭將不至於擴大」，接著他又威脅說，「除非共

產帝國主義將其他軍隊和國家拖入反對聯合國的侵略性的戰爭」之中5。

多年以後艾奇遜國務卿也承認，「朝鮮戰爭一開始，杜魯門總統便打算在那裏打一場有限戰

爭，他這種決心得到了國務院和國防部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堅決而有力的支持」6。其實，

當時蘇聯也沒有打世界大戰的意圖，甚至到了1951年初，中國人民志願軍打了三次大戰役以

後，蘇聯還在向美國發出不想在朝鮮打仗的信息7。不過，兵不厭詐，美國未必敢信蘇聯人的

話。杜魯門當時考慮的主要對手不是中國而是蘇聯，他根本就沒有感到他在6月27日就朝鮮危

機所發表的聲明中，有關「臺灣地位未定」給中國人內心所造成的震驚和傷害。他也更沒有

估計到「員警行動」會給美軍在清川江一線帶來災難。表面上看美蘇兩個大國之間好象達成

了某種默契，如果不出甚麼意外的話，杜魯門會如願以償，他將後發制人得到整個朝鮮。

但現在問題的關鍵，已不再僅僅是蘇聯人對這場戰爭持何種態度，雖然蘇聯不願更深的捲入

這場衝突，但卻勸說、鼓勵中國介入，但當毛澤東下令出兵朝鮮後斯大林卻又不願派空軍

了，所以現在要看中國，要看毛澤東主席對這場戰爭任何理解。毛也想介入朝鮮戰爭，已到

了這個分上，他認為對於新中國來說，「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8。而且毛也只想

打一場局限在朝鮮境內的戰爭。所以，他也竭力將這場戰爭引入他所希望的有限戰爭的範

圍，在這一點上他以及斯大林與杜魯門倒是不謀而合。

杜魯門用了一句「平凡的話」即「員警行動」來表述美國介入朝鮮的這場戰爭。但在毛澤東

的眼裏這可不是一句平凡的話。自比為猴子的毛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一言一行。現在我們知

道，毛當時將日常工作交給了政治局和周恩來，只是通過周等少數幾個人與外界保持著聯

繫，大摞的關於朝鮮戰事最新的情報直接進入毛的「菊香書屋」，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潛心

研究朝鮮局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已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憑他的嗅覺，他抓住了這次記者



招待會的實質，即「員警行動」的後一層含義──有限戰爭，並予以利用。

當時擔任周恩來總理的軍事秘書、總參作戰室主任雷英夫將軍，在其回憶錄裏談到了毛澤東

非常慎重地給中國人民志願軍命名的過程。剛開始毛用「支援軍」命名，但總覺不妥，雖然

毛也想介入朝鮮戰爭但又不願與美國公開宣戰，從而把戰火引入到中國境內，儘管他也做了

應付這種最壞局面的準備。所以毛在以甚麼名義出兵的問題上「頗費了一番腦筋」，並堅持

就「支援軍」的提法在黨內外徵求意見。果然，有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也認為「支援軍」

的提法有問題，要求見毛。黃老先生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講：「支援軍，顧名思義，那不是派

遣出去的，誰派遣出去的，不是國家嘛，那不等於說我們公開向美國宣戰」9。這位清末舉人

也看出新中國不能向美國公開宣戰。毛突發靈感，也可能他想起了斯大林10月1日發來的急

電，斯大林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人員立即向三八線運動10，就隨手改「支援軍」為「志

願軍」並解釋說，「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宣戰……」11。

8月初中國為對付朝鮮戰爭的爆發而組建的「東北邊防軍」進行了戰爭動員。專程從北京趕到

瀋陽來的邊防軍副司令蕭勁光在十三兵團軍、師級幹部會議上宣佈未來的作戰任務時稱，部

隊出國作戰時將使用「志願軍」的名稱，同時中國不準備對美國公開宣戰12。

杜魯門發表「總統聲明」之後，周恩來根據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將軍的建議，緊急向北朝鮮派

遣了一個軍事觀察組，不過名義上還是稱「中方使館工作人員」。這個觀察組的組長柴成文

將軍後來回憶也說，戰爭開始時，很多人包括一些高級官員，都很不理解為甚麼中國軍隊不

能堂堂正正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出兵，而叫甚麼「志願軍」，等到中國軍隊發動

的第二、第三次戰役結束之後，人們才明白了其中的「奧秘」13。

西方史學家同意這樣的說法，「用這樣的名義參戰是為了使戰爭不致超出朝鮮半島的範

圍」14。憑新中國的實力和蘇聯人的意願，社會主義陣營不會主動將戰爭擴大到朝鮮半島以

外的地域。蘇聯史學家認為，「毛澤東預見到這場戰爭最終是局部的不會超出朝鮮半

島」15。雖然中共中央不能明確判斷美國對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將會作何種反應，但認為屆時

中國不外乎將面臨三種可能，「（一）鄰近戰爭，國內平安；（二）鄰近戰爭，國內被炸；

（三）鄰近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全國捲入戰爭……」16，而在制定各項政策時則立足

於第二種可能，爭取第一種可能。若出現第一種情況，這對中國是最有利的「則我可應付裕

如」17。8月13日東北軍區司令兼政治委員高崗，在「瀋陽軍事會議」上受中央委託作報告。

他最後總結說，「一個半月的事實證明，美國帝國主義者雖然發動了侵略戰爭，但美國的戰

爭動員和戰爭準備還沒有完全做好……所以這一場戰爭只能是局部性的」18。高將這次會議

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彙報，毛肯定了高崗的判斷，「八月十五日送來你在邊防軍幹部會議

的報告收到了，這個報告是正確的」19。

不管毛澤東是否還獲取了其他甚麼情報和信息，即使最後關頭，在斯大林產生「動搖」，決

定蘇聯空軍「暫緩出動」的時刻，毛還是下狠心出兵朝鮮，說明他已經斷定美國人在這場戰

爭中只能打一場有限戰爭，而杜魯門總統的這次記者招待會以及9月1日的廣播講話都是這種

信息，正如布萊德雷將軍1950年11月28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特別會議上，為麥克亞

瑟將軍開脫所解釋的那樣，「士兵們耶誕節可以回家了」的聲明「原是說給中國共產黨聽

的，向他們表示我們在朝鮮並沒有長遠的打算，也不打算繼續戰爭」20。海軍部長法蘭西斯

·馬修斯，同年8月25日在波士頓就美國的外交政策「冒失」地發表的講話，就又暴露了更多



的問題，他稱美國應該打一場「預防戰」，而杜魯門卻痛斥了這種戰略，「我一直是反對這

種戰爭的，甚至不願想到它，再沒有比以戰爭制止戰爭的想法更愚蠢了……」21。馬修斯後

來在向總統道歉時解釋說，他是受了將軍們的影響，「他聽到他們那麼多人在談論『預防

戰』，而他也就重複了這句話」22。鑒於這些隨便的講話和聲明所引起的混亂和可能暴露軍

事機密，杜魯門總統便在12月5日向政府所有部門和駐外機構發出了命令和警告：「不得未經

國務院許可發表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新聞電訊或其他公開的聲明。」駐外軍事指揮官和外

交代表只可發佈和本部門有關的例行聲明，且必須極端審慎，避免直接透露有關軍事和外交

政策23。但這些補救措施可能為時已完。

雖然杜魯門不願將「預防戰」與「有限戰爭」聯繫起來，其實從將軍們都在淡論的「預防

戰」，已經可以初見「有限戰爭」的端倪。

美國在朝鮮的這場衝突中，所追求的戰爭目標是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而改變，他們想得到整

個朝鮮「卻又想不至於觸發戰事擴大，美國需要讓有力量擴大戰事的國家，尤其是蘇聯和中

共，相信美國的確只有有限的目標」。24但這反而成了堅定毛澤東介入朝鮮戰爭決心的原因

之一。

美國人在這場戰爭初期的動向無疑暴露了美國的戰略思想，這使得中國人大致把握住了美國

的意圖和最後的決心。按照有限戰爭的理論，「只有在雙方想使戰爭成為有限的時候，戰爭

才能保持為有限」。但是，應該切記，在交戰雙方都只想打一場有限戰爭的情況下，「通常

雙方都不願把自己有限目標和方法讓對方知道」25，而敢下大賭注的一方將在這種博弈中佔

上風。因此這種只想打一場有限戰爭的戰略以及這種戰略的過早暴露，使得美國在戰略上處

於劣勢。

二 尤三姐之死

1950年9月中旬，朝鮮戰局發生了一次突變，美軍在仁川登陸成功。為此西方世界一片歡呼，

要求「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此時由於軍事上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南、北朝鮮是兩個國家這

種事實也不認可了，以為無「疆界」可言。

10月初，中國政府初步確認南朝鮮軍隊已越過三八線進入北朝鮮，美軍也緊隨其後有佔領整

個朝鮮的企圖。在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國軍隊「立即向三八線運動」和金日成首相求援的電報

之後，中國最高層領導多次召開政治局及軍委擴大會議，經過反覆權衡、磋商，最後於10月2

日原則上決定出兵朝鮮。就在毛澤東主席發出準備出兵的指示不到二十四小時，周恩來總理

又作了一次外交努力，即通過印度傳話，警告美國不要越過三八線，從而起到威懾美國使其

知難而退，達到「最好不打這一仗」的目的。

然而，威懾成功需要兼具三個要素，首先必須要有力量，其次要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意志和決

心，最後要使潛在的敵人清楚地認識到以上兩點，關鍵是這三個要素還必須同時成立，如果

其中有一個要素不成立，威懾將失敗26。

美國人不相信新中國具有與世界上第一強國抗衡的力量。這種觀點在當時普遍存在，就廣義

而言這種判斷是正確的。甚至當時蘇聯也懷疑新中國是否有能力介入朝鮮與美國抗衡，這使

得他們在履行諾言派空軍參戰時猶豫不決，怕一旦中國敗下陣來，蘇聯就可能被牽連其內，



從而導致蘇美之間的直接衝突27。

雖然事後美國某些高級官員稱，美國政府以及一些觀察家相信，「中國有軍事能力使勝利的

天平翹向北朝鮮人這邊，甚至有能力把美軍從整個朝鮮半島上推出去」28。但美國遠東最高

軍事指揮官麥克亞瑟將軍對中國人卻不屑一顧，他曾在1949年中共解放南京後，輕蔑地對美

聯社記者托賓說，「給我500駕飛機，就可以摧毀他們」29。他也根本不願去了解他可能的對

手。十幾年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還以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統帥是林彪，並聲稱得到了「中

國發佈的一件林彪將軍的官方傳單」30。麥克亞瑟的這種輕敵情緒影響了美國的很多高級將

領，甚至總統本人，他們最終聽信了麥克亞瑟將軍的推斷，認為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後，中國

已失去了介入朝鮮戰爭的時機。戰爭初期，美國最擔心中國和蘇聯介入的時機有兩個，即8月

上旬聯合國軍眼看就要從釜山防禦圈被趕下海的時候，接著是仁川登陸的時候。但現在，按

麥克亞瑟的話說，美國已處在「示強而不是示弱的時刻，我們再也不能卑躬屈膝」了31。

美國對中國人的意志和決心也表示懷疑。正如《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雷斯頓在評述華盛

頓對印度政府轉達的警告的反應時所稱，「儘管共和黨確信中共總是按克里姆林宮的吩咐行

事，但叫毛澤東自殺總是要猶豫一番的」32。他們不相信一百多年來一直是被欺辱，任人宰

割的中國人，竟然有反抗世界第一強國的決心。多年後日本自衛隊在分析總結朝鮮戰爭時也

認為，「畢竟難以想像毛澤東的戰略喜歡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進行正規的武力較量」33。

二十世紀末基辛格博士論述朝鮮戰爭時認為，新中國決心向世界第一強大的軍事強權挑戰，

實非易事34。

中美之戰已迫在眉睫。唯有周恩來總理認為和平還有一線希望，或許他要做到仁至義盡不給

人留下把柄；或許在他內心深處不願打這一仗，畢竟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太深重了。

二十年後的1970年10月，當毛澤東、周恩來、金日成相聚北京再次談起朝鮮戰爭時，毛對金

說，周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蘇聯見斯大林的35，「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

我們政治局總是決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

了」36。

周恩來想使美國人清楚、明白中國具有介入朝鮮戰爭的力量和決心。10月3日凌晨1點，他緊

急約見了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先生。周首先就印度總理尼赫魯在這場衝突中對和平所做的貢

獻表示感謝37，然後請印度轉告美國政府，第一，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

軍果真如此的話，中國不能坐視不顧，中國要管，這是美國政府造成的嚴重情況。第二，中

國至今仍主張和平解決朝鮮事件，不但朝鮮戰事必須立刻停止，侵朝軍隊必須撤退，而且有

關國家必須在聯合國內會商和平解決的辦法38。

事前，周恩來曾煞費苦心地與譯員一起字斟句酌，看如何翻譯才能將他的意思，即，中國人

的決心表達清楚。他認為關鍵就在中文的哪個「管」字上。如何管甚麼時候管，他又不能告

訴信使，但卻還要把話講的相當有份量。接著他在選擇約見大使的時間上，也可謂用心良

苦，按他的處事為人，如果不是因為有特殊的情況他決不會在三更半夜去打擾一位大使的，

但這些都沒有能引起美國人的警覺。

其實在這之前的9月21日，周恩來總理、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就曾先後分別會見過潘尼迦大使，

事後潘尼迦也及時向印度政府報告了與周、聶會談的內容，報告稱，如果聯合國軍進入北朝



鮮，則中國參戰的可能性將極大增加39。

印度政府馬上向英國和美國通報了潘尼迦報告的內容，同時印度國務秘書巴傑帕在與美國駐

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會晤時，也表明了印度的態度，即，如果聯合國軍特別是美國軍隊越

過三八線，中國很可能將在朝鮮參戰，這將極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印度可能因此不支

持聯合國在三八線以北的軍事行動40。

9月27日，英國駐美國大使館參贊格雷夫斯與美國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麥錢

特會晤時討論了潘尼迦的報告，格雷夫斯稱，英國人「並不十分重視潘尼迦的憂慮，認為此

人反復無常，是一個不甚可靠的報告者」41。

美國華盛時間10月3日5時35分，艾奇遜國務卿被叫醒，他收到了一份代號為NLACT的電報（意

思是，無論白天或黑夜都要提醒國務卿注意）。潘尼迦大使的信又傳到了，但艾奇遜對此還

是不予重視，「他批評印度大使是共產黨的走狗，認為他的警告『只不過是驚慌失措的潘尼

迦的愚蠢的想法』」，艾奇遜對英國人說，「這很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恐嚇，我們不應過分

緊張」42。

差不多同時，美國駐莫斯科、斯德哥爾摩和香港的外交機構也都給美國國務院發回急電，

「報告了所得到的關於周恩來與潘尼迦談話的內容」43。然而，美國人並沒有去認真研究周

恩來的警告，他們與英國人一樣，反而對印度大使潘尼迦本人更感興趣。當年中共解放南京

時潘尼迦也留下沒走，印度報刊上有人諷刺他，畫了一副潘尼迦全身塗著紅油漆站在打腰鼓

的人群中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的漫畫44。

杜魯門總統在接到警告後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他聯想到第二天聯大將就「穩定全朝鮮局

勢」的議案進行投票表決，如果這個議案得以通過，那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就「有權在

北朝鮮作戰」，他最後得出結論：「和這個報告有關的潘尼迦先生在過去是經常同情中國共

產黨的傢伙，因此他的話不能當作一個公正觀察家的話看待，充其量不過是個共產黨的傳聲

筒罷了」45。美國人的遲鈍、缺乏悟性，固然令人遺憾，但中國人也應反省，此時請印度做

「紅娘」是否明智。

回顧現代國際關係，其中不乏因選擇了稱職的中間人而使僵持複雜的局面有所緩和或取得重

大突破的範例。

巴基斯坦在50年代是一個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以後也一直與美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同時

巴基斯坦非常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60年代以後，中巴兩國關係得到持續穩定的發

展。1965年美國正在中國周邊越南打另一場有限戰爭。這年4月，周恩來總理出訪路過巴勒斯

坦，在同阿尤布總理會談時，就美國對越南北方進行狂轟濫炸的嚴峻局勢，要求巴基斯坦轉

告美國政府，美國擴大對越南的戰爭，中國不能置之不理，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等等，其

態度異常嚴厲。1966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伊查茲·侯賽

因時，又將上述講話的要點再次通過該報公開報導。美國政府在接到巴基斯坦私下和公開傳

來的信息後，對越南北方的轟炸逐步降級，並且，「以後注意中國要人的一言一行來指導越

南戰爭」46。

1969年7至8月間，美國新任總統尼克森作環球旅行訪問。這一時期美國正被越戰所困，雖然

上屆政府也曾與北越有所接觸，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8月2日，尼克森一行到達羅馬尼亞首



都布加勒斯特。尼克森深知羅馬尼亞與北越有良好的關係，「我知道我所說的一切都將傳達

過去，所以我用同齊奧賽斯庫的一次會談來加強說明我給河內的信息」47。齊奧賽斯庫答

應，他將盡一切力量來促進美越談判。不過最後促成基辛格與春水秘密會晤的是一位法國人

讓·桑特尼，此人與越南領導人包括胡志明在內，都有良好的私人關係。

齊奧賽斯庫總統是一位既能擁抱美國人，也能擁抱蘇聯人同時還能擁抱中國人的堅強的有主

見的領袖。他對中美關係的解凍，以及後來中蘇關係的緩和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巴基斯坦在中美關係的解凍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貢獻，周恩來曾

私下稱讚巴基斯坦是稱職的「紅娘」48。

70年代初，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萌發了改善西德同阿爾巴尼亞之間關係的念頭，他考慮如

果要找人傳信的話，那一定得請中國人49。

我們從以上這些事例中不難看出，矛盾或衝突雙方之所以認同「紅娘」，是因為這些扮演

「紅娘」的國家或個人，首先就是衝突雙方共同的朋友，或取得了當事雙方共同的信任。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後，印度與美國以及與新中國的關係。

1949年秋，美國久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攜夫人旅行。他們夫婦到達印度，在與

尼赫魯總理進行了兩次長談後，李普曼得出結論，美國在同蘇聯進行的這場冷戰中，印度人

不可能加入美國盟國之列50。

1949年10月11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這之前他曾接到杜魯門總統敦促

印巴兩國接受聯合國提出在喀什米爾安排停火、撤軍建議的信。尼赫魯因美國插手喀什米爾

問題爾惱怒，他拒不接受這個建議。尼赫魯當時是「亞洲最為重要，最有口才的領導人

物」51。在此次訪美中，東道主為他忙碌奔波，而接待他的正是國務卿艾奇遜。為了取悅

他，艾奇遜想了不少辦法，但適得其反並沒有討得尼赫魯的歡心。因為印度人認為，美國在

炫耀物質財富的同時，絲毫也不掩飾他們企圖左右印度，使其支持美國反共冷戰的政策。兩

國首腦的正式會談未能增進雙方的熱忱和理解，「大家都擺出一副紆尊降貴的樣子」52，接

下來的艾奇遜與尼赫魯私人會晤也不投機，尼赫魯先是大談荷蘭、法國在亞洲的過失，來含

砂射影地批評美國人，更叫艾奇遜不滿的是，尼赫魯關於印度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

算，艾奇遜認為尼赫魯的這個想法產生了很壞的影響，顯然對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有促進作

用。而印度則對美國人的無知、偏見以及不現實的對華政策感到無法理解。接著當淡到喀什

米爾問題時，艾奇遜感到自己完全成了出氣筒，會談直到第二天凌晨1點，勞碌了一天的國務

卿已被弄得「糊裏糊塗」他有些不耐煩了。他最後這樣評價這次會談：「它給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深信尼赫魯和我不是註定要有愉快的個人關係的」53。這次訪美尼赫魯並不感到

特別愉快，「從官方角度看完全令人失望」54，「尼赫魯對於美國人的口氣正如美國人對他一

樣傲慢，當時一些報紙也是如此報導的」55。直到90年代後期中國有史學家才認為，尼赫魯

此次「訪美回國後，印度與杜魯門政府的關係甚至比以前更糟了」56。

尼赫魯總理於同年12月30日致電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表示印度政府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願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950年1月4日，周恩來以外長的名義複電尼赫魯，表示中國

願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印度建立外交關係，並希望印度政府派代表



來北京就建交問題進行談判。印度是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第一個國家，中國政府對此十分

重視。經過雙方努力，兩國商定於1950年4月1日建交57。1959年中印爆發邊界衝突以前「同

中國友好曾經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制定的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58。

1950年4月24日，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的兩個月前，美國駐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對另一位

到印度訪問的美國著名記者、作家賽利‧蘇茲貝格說：「尼赫魯有某種內心的秘密，他有強

烈的反美情緒……尼赫魯從政治信仰上說，是一個社會主義，他過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

者……尼赫魯不喜歡俄國的專制體制，但是可能在他內心深處的反俄情緒要比反美的情緒少

些」59。不排出亨德森對尼赫魯可能帶有某種偏見，但考慮到這種評價是出自美國駐印度大

使之口，就不能忽視其重要性和影響了。

兩天以後，蘇茲貝格拜會了印度總理，他一開口便問尼赫魯，他認為美國應在亞洲採取甚麼

政策，尼赫魯的回答詞義模棱兩可、轉彎抹角，以至於講了一大堆蘇茲貝格還是不得要領，

他就又重複問了一遍。尼赫魯又說：「……如果對民族情緒給予充分的激勵，同時輔以經濟

發展，那就能夠吸引多數民眾」，他話鋒一轉又講，「我想絕大多數明智的人們不會把美國

看作殖民主義大國的，但是我覺得，還有不少是抱著一種含糊不清態度，主要是因為美國是

一個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面非常強大的國家，就以今天英國與印度的關係來說，他們再要把政

策強加於我們，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害怕，但是過去的疑慮還沒有完全消

除」60。

法國歷史學家讓－巴蒂斯特·迪羅塞爾在總結印度建國十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時評論說：「印

度一直仍然努力做一個能夠發揮世界作用的國家，這當然是和它的領袖信仰費邊社會主義和

甘地主義的尼赫魯和某些象長期擔任印度駐聯合國代表的克裏希納·梅農那樣的政治家的理

想分不開的，印度希望做『中立主義』政策的捍衛者和世界反殖民主義的領袖，這樣，印度

必然要走上總是要反對西方，首先反對美國的道路」61。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英國和印度都主動地向各方和聯合國，提出了和平解決這場衝突的方

案。印度在私下和公開場合進行了頻繁的外交活動，其人數之多令人咋舌。他們分別提出了

一些和平建議，而「每個人推薦的方案都不是完全一樣的」62，這使得人們對印度人辦事的

可靠性和權威性甚至動機都產生了疑問。他們那些方案總的觀點是，聯合國應接納中國進安

理會；再由有五大國參加的安理會支持停火，迫使北朝鮮軍隊撤至三八線。但是，這一方案

在私下都沒有獲得兩個大國的認可，美國不同意方案的前半不分；蘇聯則不同意方案的後半

不分。這樣尼赫魯又在7月13日正式給斯大林和艾奇遜分別寫信，提出一個艾奇遜稱之為比印

度私下拿出的方案「更令人不滿的建議」63。艾奇遜說：「雖然這個建議的邏輯含混難解，

但其意圖是非常清楚的……不需要任何人給我出主意就可以下決心」。64斯大林作出了積極

的回應，於7月15日至電尼赫魯同意接受他的建議。7月17日，印度駐美國大使，潘迪特夫人

要求會見艾奇遜，但她帶來的除了那個「建議」外，並沒有甚麼新的內容，而她當面陳述

「建議」的言辭和儀態卻加深了艾奇遜對印度人的反感，「我從小有一個幻覺，至今還未完

全忘記，即，如果地球是圓的，印度人一定是頭朝下的──或者，是顛倒過來的」。65艾奇

遜於7月18人至電尼赫魯，拒絕了他的建議。

總之，印度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具有傾向性，且不說是否公允。雖然中國對印度的外交活

動，特別是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表示感謝66，但美國人感到印度並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印



度在地理位子上與中國是近鄰，兩國又剛建交互派了大使，印度還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非

社會主義國家，這些看似對印度作為中間人很有利的特殊條件，現在反而變成印度不能取信

於另一當事方的原因之一，印度的言論「縱然是並無他意的正面論述，也往往被認為是為中

國辯護」67。美國把印度與英國的和平外交活動區別對待，認為對英國人的評價「是不適用

來描繪印度人那種政策的」68。這一時期印美兩國關係並不象中方所認為的那麼好，加上兩

國領導人之間又沒有良好的私人關係，所以印度在這場危機中是不適宜做中間人的，中國請

印度做「紅娘」是不明智的。這表明中國對當時的國際關係，特別是印美關係還不甚了解。

中國官方承認「在當時，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政府在朝鮮戰爭期

間許多重要的立場和態度，是通過印度政府轉告西方國家的」69。事後，時任印度駐美國大

使潘迪特夫人1952年5月在與周恩來的一次談話中說：「每次您與潘尼迦大使談話後我都從我

們政府得到指示，並即刻與美國國務院聯繫」70。雖然很多人特別是中國學者認為，中美衝

突有其必然性，但中國請印度做「紅娘」卻留下了遺憾。一個不好的信使比沒有信使情況會

更糟。 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裏的尤三姐。

尤三姐與封建大家族賈府沾了一點親戚關係，賈府裏的公子哥璉二爺不久才勾引了她的姐

姐，這樣尤三姐與這個封建大家族的關係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現在璉二爺又來給內娣做

媒。定親後尤三姐的意中人柳湘蓮有些疑惑，怎麼「女家反趕著男家」。他多少還受到中國

民間一句玩笑話，「姨姐、姨妹半個妻」的影響，加上又聽到一些傳言，認為「東府裏除了

那兩隻石獅子乾淨外，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柳反悔拒絕承諾這門婚事。尤三姐感到

自己就是跳進長江也洗不清，她在退還「定禮」──鴛鴦劍給柳湘蓮時，突然抽劍自刎，死

在了她所愛的人懷裏。柳悔恨莫及削髮進了佛門71。「紅學家」大都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

這一悲劇。不過，仔細想來，人們不難從生活的體驗中發現，尤三姐雖然有個性，是在爭取

婚姻自由，但她在選擇媒人的問題上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最後成為悲劇性人物。其實媒

人不一定要非常了解你──那是如何做媒人的學問。而請媒人千萬要注意， 媒人與你關係過

密並不是一件好事，媒人與那個「他(她)」的關係卻至關重要，關係越好，你成功的希望就

越大，關係一般那還不要緊，不過這已說明你在這方面需要向有經驗的人請教了，但若你的

意中人對你請來的媒人很反感，這可是滅頂之災，說不定對你來說這門美滿的婚姻就因為你

這一時的疏忽而給弄砸了。

二十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有學者在總結周恩來總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時，就周在1966年前

後因美國對越南轟炸升級一事，兩次通過巴基斯坦「鴻雁傳書」給美方取得良好效果而感慨

道，「顯然，通過和美國關係密切的巴基斯坦來傳話效果就大不一樣……」72，認為這次美

國在接到信息後的反應是吸取了上次在朝鮮的教訓。73反過來琢磨，中國人自己是否也應從

中悟出點甚麼道理呢！

「從威懾的觀點看，表面的虛弱和實際的虛弱將產生同樣的結果」。74中國人的聲明、警告

最終被杜魯門政府理解為「虛聲恐嚇」，周恩來總理的這次外交努力歸於失敗。

看來信使有時往往比信本身還要重要，日常生活中是這樣，國際事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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