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訪問中

國。四天多6，他會見了毛澤東，與周恩來、葉劍英進行了多次會談。訪問公

報6並沒有甚麼震驚中外的新聞。然而，基辛格走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令美國

人大惑不解，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不明內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澤東指示，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集團乘機

大肆攻擊周、葉。周恩來被迫進行了違心的、甚至是過份的檢查。這次事件被

中共黨史界稱之為所謂「幫周」會議。

三十多年過去以後，由於缺乏資料，這次事件仍然撲朔迷離。當時的傳言

是：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對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問題犯了「右傾投

降主義」錯誤。也有人認為是關於台灣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在中共中央

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還有人提出，周恩來並

沒有任何錯誤，是毛澤東在聯美反蘇戰略問題上態度「出爾反爾」。現在的研究

者中，也有é種種不同的說法，多因周後來受到嚴厲錯誤批判而持同情態度。

孰是孰非？本文根據一些新的材料進行了考證和分析。

一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疑慮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了空缺。從50年代起，毛澤東就在為接班

人的問題苦苦思考。在設置中央一線、二線的講話中，他確定了劉少奇為接班

人。但是，隨é大躍進的失敗，劉少奇愈來愈顯示出對毛的一些思想、路線、

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1964年底制定「四清」運動「二十三條」的時候，毛開

始考慮更換接班人。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庫的談話中提出了關於革命接班人

的若干條件。但是，這些條件都是目標性的，並沒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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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發動之時，毛澤東確定了林彪作為接班人。原因之一，是為了在即將

到來的「階級大搏鬥」中獲得軍隊支持，穩定局勢。他內心6並不覺得林是合適

人選。這一點，連林本人也認識到了。於是有了70年代初期的激烈鬥爭。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在反思中總結選擇接班人的教訓，一條就是，在革命

戰爭年代和他共同開創事業的戰友，很難理解新的開創——文化大革命。接班

人必須從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中選擇。但是，這種人資歷甚淺，也沒有治

國經驗，還必須有合適的人來輔佐。另一條是，接班人不宜像過去選林彪那樣

只確定一個，過於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繼續考察和調整的機會。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選有：周恩來，張春橋，鄧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齡稍大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周恩來都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班人

人選。但是，毛澤東從建國後，從來沒把周當作接班人考慮過。其歷史原因，

是他認為周在關鍵時刻容易動搖，難以把握正確路線。首先是30年代在中央蘇

區時期，周恩來作為最高決策層成員，與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傾錯誤路線

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戰時期在長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傾

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進」；第四，周恩來在文革中，

總是表現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後，毛又出現了新的疑慮。

林彪事件中，周恩來殫精竭力，嘔心瀝血，籌劃局勢的穩定和善後工作。

最長的一次，有兩天兩夜以上沒有合眼。儘管周恩來自己謹慎地不出人頭地，

但他的運籌帷幄、無私奉獻仍然不脛而走，傳遍全國，確實是眾望所歸。

在打開中美關係緩和大門的決策中，雖然最高決策是毛澤東作出的，每一

步棋都是毛澤東設計和批准的，但是國內外對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神采奕

奕的周恩來往來迎送、演說講話、磋商談判。再結合到周恩來向來是溫和派的

代表，因此，國際上幾乎都把周當成了這一決策的主角。一時期，國外報章對

周好評如潮。經常在毛澤東身邊活動的那兩個女翻譯因個人恩怨對周恩來不

滿，就大加渲染地挑選這些材料讀給毛澤東聽，說：誰還把你毛澤東放在眼6

啊！這也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恩來顯然從林彪出事、他上升為權力人物的第二位開始，就經常在考慮

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說明問題的預演。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寫到了顯然

是從周恩來當時I士長張樹迎那6得知的情景1：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伯伯，出去接了一個電

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

帶Q小跑往電梯方向趕。Y士長張樹迎扶Q伯伯走進電梯，他明顯感到總

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t一震，

一定是毛主席那t出事了。果然，一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

平躺在�上的毛澤東主席臉色發青，嘴唇發紫，彷彿已經沒了呼吸。張春

橋、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Q。伯伯進去後立即向

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

席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Q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眼睛慢

慢睜開了。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邊，雙手緊握Q主席的

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t！」

林彪事件後，無論從

哪一方面看，周恩來

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

班人人選。在打開中

美關係緩和大門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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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周當成了這一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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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毛澤東更為擔憂

的，是他死後周恩來

會否定他的文革路

線。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6年6月號　總第九十五期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現在看來，周的這種表白毫無作用，反而證實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澤東的憂

慮是一致的。但若說毛只是怕周會分割他的權力，也不準確，毛深知他在世時

周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死後周恩來會否定他的文革

路線。「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於是，他又繼續對周進行敲打。

國際形勢成為國內矛盾爆發的導火索。利用中美緩和時機來到中國的各級

美國官員，一再鼓吹蘇聯的主要打擊對象是中國，企圖利用蘇聯對中國的軍事

威脅，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保護」，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同

時又利用中國吸引蘇聯兵力，減輕美國在中東及世界其他地方與蘇聯爭霸的壓

力。這個一石二鳥的計謀，首創者是基辛格。在這個背景下，1973年6月，美國總

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與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舉行了

會談，兩國達成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協議》等十三個文件。

周恩來在6月25日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David Bruce）時指出，我

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

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

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

者。按照周恩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

美大司美國處、蘇聯東歐司蘇聯處幾人討論，副處長張再執筆，寫成了一篇文

章〈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內部

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簽定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

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但是，周恩來對這篇與他跟布魯斯談話

精神不同的文章卻批示稱讚：「值得研究。」又在給外交部的電話6說：「寫得不

錯。」2

7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

《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

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3。

姑且不論毛、周之間個人恩怨，僅就對當時世界上美蘇關係主要是勾結還

是對峙的戰略判斷來看，周恩來稱讚《新情況》的傾向是欠準確的。70年代，美

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幾乎相等，出現了一種相持狀

態，但這並不意味é兩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隱藏在表像之下的，是兩國更加

尖銳的鬥爭。二十世紀後期以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美蘇之間的聯合是暫時的，

對立是不可調和的，直至蘇聯瓦解。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了更高人一

等的戰略眼光。

因此，毛澤東聽了女翻譯關於《新情況》的匯報，對此文大為不滿，說「放屁

一通」。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後，7月3日，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及美大司負

責人寫信，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誠懇地承擔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

「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鑑，發揚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

來交換意見。不要怕我忙，為大事而撇開小事，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毛

澤東看了周恩來與布魯斯的談話紀要，稱讚說：「這下腰桿硬了，布魯斯就『舒

服』了。」4

7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張春橋及兩個女翻譯王海容、

唐聞生進行了一次談話，仍然針對周恩來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評說5：

周恩來在6月25日會

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

任布魯斯時指出，我

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

定持懷疑態度，中國

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

公報》的立場。按照

周恩來的指示，由外

交部寫成了一篇文

章，認為美蘇簽定防

止核戰爭協定以後，

「欺騙性更大」，「美

蘇主宰世界的氣氛

更濃」。周恩來稱讚

這篇文章：「寫得不

錯。」毛澤東卻對此

文大為不滿，說「放

屁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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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

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甚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

不看實質。

都說此文（引者註：指外交部《新情況》簡報）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

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

相聯繫。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不要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

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7月5日，他在周恩來給外交部的信上又批示：「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

別人所有，宜研究改正辦法。」7月15日，周恩來將外交部起草的檢查文章〈《新

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送毛澤東，並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

報告。」毛澤東將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中的「嚴厲」刪去，並批示：

「檢討不要寫了」6。

根據毛澤東這次談話精神，起草中共十大報告的張春橋在報告中寫進了實

際是批評周恩來的這樣一段話：「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

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

路上去。」7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他唸

到這段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說：對。

事態到此，並沒有繼續發展。但是，基辛格的第六次訪華又釀成了更大風

波。1973年11月10日的下午，一架美國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上任不久的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夾é他那隨時不離身的皮包，走下了舷梯，開始了他的第六

次訪華。和以前五次相比，這次並沒有引起外界更大的關注，因為，中美兩國

已經在5月互設了聯絡處，結束了帶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一場風暴，發生在

基辛格走後8。

二　「幫周」會議的風暴

基辛格走後的第二天，王海容、唐聞生來見周，拿é周、基最後一次會談

的記錄稿，有些段落下面已經畫除了紅槓槓。王、唐將有槓槓之處唸出來，一一

詢問：「您是這樣講的嗎？」周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9

王、唐來到毛澤東處，從張玉鳳那6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沒有見毛澤

東，也沒有來電話。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甚麼不請示主席，

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bk。

11月17日，聽了兩位女翻譯匯報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的談判

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雷霆震怒」。當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

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批評說：

「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

基辛格走後王海容、

唐聞生來到毛澤東

處，從張玉鳳那6了

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

沒有見毛澤東，也沒

有來電話。唐說，那

就怪了，這麼大的事，

總理為甚麼不請示主

席，也沒和政治局其

他人商量，就急忙去

見基辛格，答覆建立

核保護。11月17日，

聽了兩位女翻譯匯報

的毛澤東，認為周恩

來在同基辛格的談判

中說了錯話，屈從於

美方，「雷霆震怒」。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bl。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

議，傳達了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事先

了解毛澤東態度的江青首先發難，斥責周恩來迴避實質，是「右傾投降主義」。

周恩來拍案而起與之爭辯：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大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

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江青冷笑說：走é瞧！會後，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

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18日，王海容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政治局開

會批評周恩來和以前與美國國防部長會談的葉劍英的錯誤。從21日起，中央政

治局每晚在釣魚台十七樓開會，開始還只針對中美會談中周的問題。但是沒過

幾天，毛澤東住處游泳池傳來話：後排議員要參加批判修正主義。政治局會議

多加幾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幾個人，一塊兒討論討論。外交部負責人姬鵬飛、

喬冠華、黃華、仲曦東及擔任中美會談翻譯的章含之、羅旭共六人，被毛澤東

點名與會。

會議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周恩來主持變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

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員也連夜趕來參加。王海容、唐聞生是這

次會議的毛澤東聯絡員，每天由她們向毛匯報會議情況，再把毛的指示傳達給

會議，控制會議走向。由江青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一個「幫助周恩來」小

組，成員有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汪、華後來退

出，全由「四人幫」和王、唐做主。

會議中，江青和張春橋等人肆無忌憚地批判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

義」、「給美國人下跪」。範圍已經擴大到從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以來的所有外

交活動，繼而上升到權力之爭。江青說，這是繼林彪事件之後的「第十一次路線

鬥爭」，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錯誤路線的頭子」。王海容特地

說明：7月4日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中批評的「賊船」，指的就是周恩

來。與會的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列席者，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對周恩來進行

了批評bm。不明真相的個別人如許世友甚至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

「想當兒皇帝」。還有人趁機討好江青。周恩來本人進行了過份的自我檢查，痛

苦地流下了眼淚。他「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面擱個茶几，一個人孤零零地

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他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鬥的架勢」。葉劍英儘

管解釋自己不管外交，與美國人談判是被周拉進來的，也沒有逃脫批判矛頭。

有一次，葉劍英坐在後面，江青大聲叫他坐到前頭來。葉回答：「坐前頭就前頭，

怕甚麼！」周恩來因為手顫抖，請喬冠華幫忙整理記錄，誰知遭到女翻譯怒斥喝

止，規定周的檢查只准自己寫，不准秘書幫忙。會議結束，第一個讓周恩來出

來，會議再繼續進行，商量下一次怎麼批判。周恩來「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面

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I士趕緊用雙手架é他上電梯bn。

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從「十次路線鬥爭」說法而來。即文革中指中國

共產黨歷史上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

懷、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鬥爭」。這「十次路線鬥爭」，後來被歷史證明，有些並

不是「路線」性質，還有些根本就是顛倒是非的（如對彭德懷、劉少奇）。江青將周

恩來說成「第十一次錯誤路線」的頭子，目的就是想將他置於死地。會議期間，她

迫不及待地將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毛澤東。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從11月21日起，中央

政治局每晚在釣魚台

十七樓開會，江青和

張春橋等人在會上批

判周恩來「喪權辱國、

投降主義」。江青說，

這是「第十一次路線

鬥爭」，周恩來「迫不

及待」地要取代毛主

席」。王海容特地說

明：7月4日毛澤東與

張春橋、王洪文談話

中批評的「賊船」，指

的就是周恩來。許世

友甚至跳到椅子上

斥責周「要搞修正主

義」、「想當兒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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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是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進行的。出入會場，專為會議服務的人員都經過

挑選和特殊的交代。剛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來的服務人員流淚說：「這哪6是

甚麼幫助總理啊？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他們是想要打倒總理啊！」連江青的服

務員小趙也哭é對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

總理。他們開完會回去，一起喝葡萄酒慶祝乾杯呢！」原來主動向周請示問好的一

些中央政治局成員，現在見面盡量迴避周，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示冷淡。連對周的

隨從工作人員也不敢理睬，把他們冷落在一邊。周的隨員互相之間甚至提起了

要準備被捕。只有葉劍英、紀登奎暗地6向他們關心問候周恩來的身體狀況bo。

在這十多天6，周恩來仍然要繼續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動。他先後會見了阮

友壽率領的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塞克率領的塞內加爾政府代表

團、岡崎嘉平太率領的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訪華團、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

（Birendra）和王后艾什瓦爾雅（Aishwarya），與他們進行多次會談，簽定協議。周

恩來的疲倦和痛苦，被細心的日本人發現了。11月28日，岡崎嘉平太在日記6

寫道：一個小時的會見，「總理消瘦，顯得疲憊⋯⋯」bp。以後，基辛格也寫到：

「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

「他的地位已經遠在毛主席之下」bq。

按照周恩來對鄧穎超的交代，這是他文革以來繼「伍豪事件」風波後面臨的

第二個最困難局面。

「幫周」會議中間，毛澤東認為會議水平不高，江青發言有些生拉硬拽，決

定調兵遣將，讓鄧小平中途參加。他問前來匯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

「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了解鄧小平的態度。鄧小平剛恢復工作，連政

治局委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

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以後，到了最後一兩天，他發了一個言。發言的一開

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了周恩來。他指出，周的性質

不是像江青說的那樣「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而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

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

十分警惕這一點br。寥寥數語後，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講如何怎樣看待國際戰

略的問題。他認為，對複雜的國際關係，不能憑一次談判和一句話來進行判

斷，關鍵要看大形勢。他認為，目前來看，要講打仗，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

但如果真打起來也並不可怕。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會議批周的主旨。

當王、唐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

發言的，不用交代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

馬上把鄧小平找來。因此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bs。這一事情說明，毛在對

鄧進行é關鍵性的觀察，將要決定委任鄧以重任。

毛澤東了解到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以後，12月9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

蘭德拉後，曾分三批先後同王洪文、周恩來和翻譯王、唐談話，指出：這次會

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

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

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澤東表示：「增補常

委，不要。」bt他還說：不能搞紅I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那一套，

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幾個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於人世的

「幫周」會議中間，毛

澤東認為會議水平不

高，決定讓鄧小平中

途參加。在會議的最

後一兩天，一直沉默

的鄧小平發了言，他

指出，周的性質不是

像江青說的那樣「迫不

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而是：你現在的位置

離主席只有一步之

遙，別人都是可望而

不可即，而你卻是可

望而可即，希望你自

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

點。毛澤東得知鄧的

發言後高興地說：「我

知道他會發言的，不

用交代也會發言的。」

將要決定委任鄧以重

任。



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了ck。毛澤東還握é周的手，指é女翻譯說：「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

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cl於是，「幫周」會議宣告結束。王海容不動

聲色地對周恩來I士高振普說：「你又可以吃宴會了。」cm意思是周恩來仍然負責

外事工作。

但是，毛澤東既然肯定了「幫周」會議，周恩來面臨的態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

改變。12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根據毛澤東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

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幫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提

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

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cn。對周恩來的「批評」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

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他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

政。」「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6來。」在談到打仗問題時，他再次指責「投

降派」說：敵人「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

望自己做兒皇帝的」co。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接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Kaunda）後，對陪

同接見的周恩來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

事。」毛澤東笑é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

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這年夏

天，毛澤東會見外賓，因為沙發不夠，周恩來便坐到椅子上，把沙發讓給翻譯。毛

看到了，指é翻譯王、唐對外賓說：總理可憐哪，被這些娘們整得這個樣子cp。

這次「批周」事件就這樣結束了。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離不開，又總不滿

意，實質是覺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卻絕不會打倒周。

江青等人想借機鬧事，結果也被毛澤東批了一下。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

讓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團大失所望cq。

三　周恩來究竟對美國人說了些甚麼

風波因對美方針而發。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在會見中，毛

澤東曾經談笑風生地提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

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歐洲的「一條線」戰略，

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

毫無疑問，在此之前毛澤東、周恩來的聯美反蘇原則是明確的，也是一致

的。那麼，是周恩來在基辛格第六次訪華中確實說錯了話，還是毛改變了聯美

反蘇原則而「出爾反爾」？1999年初，美國國務院宣布解密一批有關中美關係的

檔案，其中包括當時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為解開這個謎案提供了一些

根據。

美國確實有一個「核保護傘」計劃。

1973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Melvin R. Laird）向尼克松總統提交了核

武器應用政策草案，其中關於「中蘇案例研究——一個例子」假設提出：「蘇聯發

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清除中國的核能力。在用核武器打擊了發射場之

1974年2月22日，毛

澤東接見贊比亞總統

卡翁達後，對陪同接

見的周恩來問：「總

理，你怎麼樣了？」

周恩來回答：「還可

以。沒抓好大事。」

毛澤東笑É說：「被人

整得不亦樂乎吧？」

周也笑了。這年夏

天，毛澤東會見外

賓，因為沙發不夠，

周恩來便坐到椅子

上，把沙發讓給翻譯。

毛看到了，指É翻譯

王、唐對外賓說：總

理可憐哪，被這些娘

們整得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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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蘇聯空軍奪取了某些中國核武器發展和製造設施，並開始從蒙古和中亞進

行地面會合作戰，並威脅侵略滿洲。」「此時，中國向美國尋求幫助。」報告提出

美國的對策是，用核武器襲擊蘇聯軍隊，支援中國cr：

兩個地區核選擇被加以討論：用戰鬥轟炸機對中國境內某些蘇聯控制

的空中支援機場進行打擊，以及用戰鬥轟炸機對侵入中國境內的蘇聯核能

力進行打擊。

四個有限核選擇被加以討論：

1、B-52打擊蘇聯侵入新疆的軍隊。

2、用B-52或北極星導彈打擊蘇聯的鐵路和公路走廊以截斷其供應。

3、用B-52和海軍飛機打擊經挑選的空防系統。

4、用B-52和北極星導彈打擊蘇聯在本土基地的常規力量。

基辛格應該就是帶é這個「核保護傘」計劃來到北京的。當天，也就是11月

10日，晚上9時25分，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同行的官員洛德（Winston Lord）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單獨會談。基辛格先向周恩來簡要介紹了5、6月他

訪問蘇聯時與勃列日涅夫會談的情況。他別有意味地特別提到這樣一件事：

勃列日涅夫安排和他一起去樹林打獵，實際上是從一個搭好的台子上射擊

驅趕來的動物。勃列日涅夫津津樂於此道，疲而不倦。打獵結束後，在用野餐

時，勃列日涅夫忽然屏退左右，只留下翻譯，鄭重其事地對基辛格說：「蘇聯和

美國有共同的責任阻止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怎樣阻止呢？基辛格立刻意識

到，這就是要對中國核基地進行毀滅性打擊。因為在1964年中國原子彈即將試

驗成功之際，美國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也曾向蘇聯提出過相同的襲擊中

國核基地的建議，那時被蘇聯拒絕了。

這回，同樣的建議再次提出，只不過雙方調了個兒。基辛格表示，我們認

為中國是一個朋友，沒有認識到美蘇兩國有這樣的共同責任。勃列日涅夫不耐

煩地吼é：「好吧，你們可以交你們想交的任何朋友，但你們和我們必須是夥

伴。」他再次重複：「我們有共同的責任防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

基辛格對周恩來說：「自那時候起，蘇聯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會上提出與

我們交換有關中國的情報，他們這樣做意味é蘇聯應與美國享有同等權力，並

且還要有足夠的武器摧毀中國，這些武器還應隨é中國的形勢變化而每年有所

增加。」

周恩來對基辛格的這一說法提出疑問：「蘇聯有人造I星，每天都可以觀測

中國。那他們還想要交換情報？」

基辛格解釋說：「他們想從我們這6得到一個暗示，當作一個合作的標誌，

而不是單單情報。他們希望我們接受的是破壞中國的核力量的要求。」他還說，

美國政府內部安排了一些研究，向中國提出可以使中國在遭到蘇聯突然襲擊時

減少軍隊傷亡和提前報警的技術建議，並表示可以由隨行的豪爾（Jonathan T.

Howe）司令來具體介紹。這件事只有四五個人知道。

周恩來並不相信蘇聯馬上要攻擊中國，但他最後還是說：「不管怎樣還是謝

謝你的情報和忠告。」

美國確實有一個「核

保護傘」計劃，基辛

格應該就是帶É「核

保護傘」計劃來到北

京的。基辛格先向周

恩來簡要介紹了5、6月

他訪問蘇聯時與勃列

日涅夫會談的情況。

勃列日涅夫對基辛格

說：「蘇聯和美國有

共同的責任阻止中國

變成一個核大國。」

基辛格表示，我們認

為中國是一個朋友，

沒有認識到美蘇兩國

有這樣的共同責任。

勃列日涅夫不耐煩地

吼É：「我們有共同

的責任防止中國成為

一個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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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下午3時15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廳與基辛格舉行第一次正

式會談。基辛格也許是出於真心，欽佩地對周恩來說：「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

走到一起來了，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é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

展了這種關係。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談問題，原因之

一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不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恩來馬上制

止他的話說：「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

但學得不夠。你剛才說我們的關係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

們同意這一說法。本é這種態度，我們甚麼問題都可以討論。」

11月12日下午3時至5時2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賓館三號樓進行第

二次會談。然後兩人驅車前往中南海，毛澤東要會見基辛格。

毛澤東對基辛格的用心一目了然，說：「蘇聯統治不了，它野心很大，能力

不夠。你看，你們當年在古巴把它一威嚇，它就跑了。」

基辛格說：「我們知道蘇聯在中國邊境每一個師的位置。」

毛澤東說：「它在亞洲要對付這麼多方面，要對付太平洋、日本、中國、南

亞，好幾個國家。統共只有一百萬軍隊，守也不夠，更談不上進攻。除非你們放

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基辛格立即矢口否認美國想這樣做。

毛澤東下結論說：「所以我的意見是蘇聯野心很大，歐洲、亞洲都想霸佔，

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當基辛格說到他對周恩來說過蘇聯首先想摧毀中國的核力量時，毛澤東笑

了：「我們的核武器只不過是一個小手指頭。」

這個比喻的意思是：首先，蘇聯不會把中國當作主要敵人，與蘇聯擁有的

幾千枚導彈相比，中國的幾十枚導彈對它構不成威脅，蘇聯的戰略重點還是在

歐洲。其次，中國人從不迷信核武器，當年沒有核武器，中國還是在朝鮮與美

國交了手。

顯然，基辛格沒有能挑起毛澤東對蘇聯的恐懼，美國提供情報援助的建議

也沒有機會提出來。

11月13日晚10時，基辛格與周恩來、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再次進行會談。

基辛格進一步提議：「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

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在裝備上及其他方面給予援助。」「目前基於互

利，我方應提供給你們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I星

系統可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遞給你們。我們準備在美國I星與北京

之間建立一條熱線，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將消息傳給你們。」「另一個方法是我們雙

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上簽署協議，就像我們和蘇聯簽署的一樣，並且也建立

一條熱線。」基辛格還說：「我只是在考慮如何建立一條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

的熱線。我們也可以提供某種雷達的科技，但是你們必須自己去建造。」

對此，周恩來只謹慎地回答：「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必須先研究

一下。明早在你離去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

é。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

當晚的會談一直進行到次日也就是14日的0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

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要馬上答覆，要報告主席。立即前往中南海

向毛澤東匯報。

11月12日，毛澤東會

見基辛格時說：蘇聯

野心很大，能力不

夠，「它在亞洲要對

付這麼多方面，要對

付太平洋、日本、中

國、南亞，好幾個國

家。統共只有一百萬

軍隊，守也不夠，更

談不上進攻。」當基

辛格說到蘇聯首先想

摧毀中國的核力量

時，毛澤東笑了：「我

們的核武器只不過是

一個小手指頭。」顯

然，基辛格沒有能挑

起毛澤東對蘇聯的恐

懼，美國提供情報援

助的建議也沒有機會

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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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與「幫周會議」

14日早上7時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最後一次「一對

一」會談。參加者僅有中方的周和翻譯，美方的基辛格、豪爾和翻譯。

對美國的建議，周恩來沒有明確答覆，只說：「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

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

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如此一來，我們需要非常良好的磋

商。」

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

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回答：「在我們這邊，主要

負責的人是我本人與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cs。」基辛格最後留下了兩份協議，

一份是建立熱線的，另一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ct。

到基辛格離開北京前，美方提供情報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明確結果，周恩來

僅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實際上，由於此後的周

受到批判，中方以後再也沒有提起協議問題。

送走基辛格後當天即1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提交了

送審基辛格訪華公報稿的報告，當日毛澤東等人圈閱dk。以後，就有了兩個女翻

譯登門核對會談記錄的軒然大波。

撥開所謂「幫周」會議的迷霧，可以看到：這次會談中，周恩來是遵循毛

澤東的聯美反蘇外交原則進行的，他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也沒有在台

灣問題上放棄甚麼。美方雖然有個「核保護傘」計劃，但基辛格鑑於以前黑格

（Alexander Meigs Haig）將軍提出「保護」被中方怒斥的教訓，只謹慎地提出了建

立熱線的建議，也沒有要求任何交換條件。今天看來，如果在平等基礎上中國

能夠得到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軍事情報，自然對國家安全極為有利，何樂而不

為？畢竟中美兩國在1988年還是建立了熱線。當然，美國也可能企圖用一些信

息來誘導中國，但畢竟判斷權在中國。這談不上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

同時，周恩來也確實對美方提議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雖然他沒有做明確

的許諾，也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才能決定。但是，畢竟有了基本接受和繼續商議

的表態。基辛格的「核保護傘」建議雖然會給中國帶來某些實際好處，但是這種

直接商議對中國領土提供軍事保護的建議，顯然會傷害文革時期本來就神經過

敏的中國領導人的自尊心。從程序角度上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不請示最高領

導人也是難以想像的。尤其是周恩來這種指定中方繼續會談負責人只有周、葉、

蔡的表態，發生在毛澤東已經產生疑慮、批評外交部《新情況》的時候，事後周又

沒有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對一貫謹慎的周恩來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時失策。

毛澤東是否「出爾反爾」？關鍵在於他是否同意了周、基13日晚會談時基辛

格提出的中美合作建議。據喬冠華回憶，14日早晨會談前周對他說，毛主席同

意了，現在就答覆基辛格。但是，據張玉鳳的回憶，周確實事前沒有報告毛，

其他有關著作也都記載是周恩來當夜因毛已睡並未能見到毛，沒有報告dl。由於

當事人均已作古，這只能成為一個永遠的謎了。毛澤東的一貫態度是比較明確

的，一方面作出聯美反蘇的決策，一方面警惕美國利用蘇聯壓力打「中國牌」和

控制中國的圖謀，因而強調反對「投降主義」。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對美國人

的建議仍然耿耿於懷。他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Dawda Kairaba Jawara）時說，

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送給我們「保護傘」，我們說：非常感謝，我們不要。

與基辛格會談中，周

恩來遵循毛澤東的聯

美反蘇外交原則，堅

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

原則，也沒有在台灣

問題上放棄甚麼。但

是基辛格的「核保護

傘」建議，顯然會傷

害文革時期本來就神

經過敏的中國領導人

的自尊心。對如此重

大的問題，不請示最

高領導人也是難以想

像的，事後周又沒有

立即向毛澤東報告，

對一貫謹慎的周恩來

來說，不能不說是一

時失策。



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表面上，之所以發生這場風波，是在文革的不正常狀態下，複雜的中美蘇

三角外交決策完全依賴毛澤東個人決斷，信息反饋僅僅信用個別身邊人的匯

報。歸根結底實質上還是毛對周的基本判斷在起作用。當然，毛的態度和江青

集團上綱上線打倒周恩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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