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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老（中國、老撾）邊界問題的生成與解決，並非純係中老國家關係嬗變的

產物，而是自始至終受到中越關係與中越陸地邊界對抗與緩和態勢的牽引左右。

1970年代中期以降，中方賦予越蘇同盟以過於濃重的敵性色彩，從而將越南黨承

襲自印度支那共產黨傳統的「印支聯邦」訴求視作嚴重威脅自身安全的「修正主義

南方戰線」，因此竭力離間越老「特殊關係」，將老撾視作敵對國家，並在中越邊

境衝突期間於中老邊境採取強硬措施。中方因受國際共運地區分工傳統等因素影

響，一度將越老兩國等量處置，客觀上造成了中老邊界的不必要緊張，而憑藉對

老撾黨獨立性的重新認識，加之中越關係的最終轉暖，中方於1990年代初主動提

出解決中老邊界問題，此舉促成了中老邊界嗣後的長期和睦穩定。本文以1960年

代以降中國對於印支革命與地區安全的總體考量特點為主線，從中越、中老兩組

邊界問題的共生特性出發，分析中國處理對老關係和中老劃界的政策緣起，以及

越南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關鍵詞：中老邊界　中越關係　越東戰爭　印支革命　越蘇同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陸地邊界總長約710公里。縱觀

中國與其陸上鄰國的諸條邊界，中老邊界無論就其管控程度、穩定狀態、邊

民流動以及治安情況而論，均堪稱難得的「模範邊界」。不僅如此，1990年代

中老邊界的談判劃定過程亦屬相當順利，兩國政府對於邊界問題的解決結果

均表滿意。就中老邊界問題的緣起而言，1885年法國迫使清政府訂立《中法會

訂越南條約》後，老撾於1893年10月淪為法國殖民地，這一歷史鉅變將中老

邊界問題推上歷史舞台。自1893至1895年，中法雙方重點圍繞位於老撾北部

與中國雲南交界處、本屬中國領土的猛烏、烏得兩地反覆交涉；清政府迫於

中越關係嬗變與中老邊界
問題的解決（1971-1992）

●馮一鳴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

（15@ZH00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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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壓力，最終同意割讓上述兩地。1895年6月20日締結的《中法續議界務專

條附章》對中老邊界作出相對明晰的分劃說明；中法兩國官員則於條約簽訂後

迅速展開多輪勘界立碑活動，此舉在確認中老邊界諸段走向的同時，也為日

後進一步解決邊境地區界務問題提供了實地信息基礎1。

中老邊界自1991年兩國締結劃界條約以來，長期處於「保持穩定，時需鞏

固」的較理想狀態，特別是與中越邊境「緩中存憂，時有糾紛」的情況及中緬邊

境頻仍的跨境衝突與滲透活動相比，中老邊界在中國西南腹地面向印度支那

半島的對外交往態勢中，堪稱難能可貴的無爭議安定域段2。回溯中老邊界

釐定的歷史過程，兩黨兩國的具體溝通協調頗為順暢，自始至終未出現明顯

的利益糾葛與爭執熱點。然而，這並不意味着針對中老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

流於平素扼要的泛論直敍。事實上，由於老撾人民革命黨（以下簡稱「老撾

黨」，1950至1975年稱為「巴特寮」）與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南黨」，1951

至1976年稱為「越南勞動黨」）長久以來的「特殊關係」，特別是自越南抗法

（1946-1954）、抗美戰爭（1955-1975）以降形成的全方位同盟互動，中國無論處

理與老撾的黨際雙邊關係，抑或單就中老邊界問題折衷協調，均離不開中越

關係，特別是中國應對越南「印支聯邦」（越南黨將印支三國革命視為自己的傳

統責任）歷史抱負的嬗變波折；中國共產黨自1950至1970年代因應越老「特殊

關係」審度政策，客觀上直接決定了其處理對老關係的動機與實際效果。有鑒

於此，欲釐清中國處理中老邊界問題的前奏與來龍去脈，就必須對中方之於

越老同盟及「印支聯邦」戰略的互動關係作系統完備的歷史考察。

當前學界關於越南戰爭前後中老邊界問題的專論或旁涉研究寥寥無幾。

關於社會主義陣營對老撾革命的應援態度，學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學者利用 

美、英、法、蘇、越等國檔案材料，揭示了越老「特殊關係」的部分特質，提

供了史實線索與文獻基礎。其中蓋杜克（Ilya V. Gaiduk）與奧斯倫（Mari Oslen）

均立足蘇聯視角，大量運用俄國解密檔案，擇要梳理了老撾問題的緣起及

1954年日內瓦會議解決印支三國獨立問題的主要經過。洪清源的編年體著作

亦在一定程度上論及中國外交與中蘇關係變動對越南、老撾政策的影響。 

岡恩（Geoffrey C. Gunn）着力探究法屬印支殖民地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起

源，並指出老撾黨通過在越南境內設立游擊基地，與越南黨前身的「越南獨立

同盟會」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合作關係，從而贏得較之國內其他民族主義勢力的

相對優勢。高沙（Christopher E. Goscha）則從意識形態、文化及安全戰略角度

考察越老關係，認為越南在老撾的強勢姿態直接影響了越南黨的「革命觀」，

通過對老撾內戰（1953-1975）的介入，越南黨愈加將自身視作東南亞革命的先

鋒領導力量。阮蓮苀在其著作中以相當篇幅回顧了1945年以降的越南援老革

命歷程，指出越南不斷加大對老軍事投入，中國在老撾的活動空間受到愈來

愈大的擠壓。翟強則提出，由於內戰中老撾親美政權威脅中國南疆，中方選

擇支持梭發那．富馬（Souvanna Phouma）的中立派政府，同時建議老撾黨保存

實力，通過日內瓦會議達成暫時妥協，從而保證越南利用胡志明小道加強對

南越武裝鬥爭3。

不過，上述研究仍多以鋪敍梗概為主，視角較為單一，且均未交叉運用

中越原始材料，因而未能詳及中越在援老革命過程中的具體審度。有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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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此，本文以中、越、柬、蘇等國檔案文獻為基礎，試圖以1960年代以降中國

對於印支革命與地區安全的總體考量特點為主線，從中越、中老兩組邊界問

題的共生特性出發，分析中國處理對老關係及中老劃界的政策緣起以及越南

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一　中共對越老「特殊關係」的先期接納

作為向弱勢民族主義革命黨提供援助支持、回應域外軍事威脅、確立自

身革命路線法統的典型政策行為，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語境下「援老抗

美」，即在越南內戰中援助支持北越政權的老撾黨與南越軍隊、美軍和國內親

美勢力對抗，無疑彰顯出中共對於自身安全維繫、革命援助和輸出範式、黨

際關係審度與地緣革命秩序的諸多邏輯理念。這一始於1960年代初、持續至

1970年代中期的系統工程包含豐富的動因意涵，其波及維度之廣、實施力度之 

大、糾葛綿延之久，不僅與同期展開的「援越抗美」一道構成了中國的印支政策 

架構內最富實踐效力、最具政策張力、彼此觸撞交融的雙重要素，且為嗣後印

支局勢的整體嬗變與中、越、老三方間的互動預留了因果註腳。「援老抗美」並

非傳統視域下服務於「援越抗美」的次級行動，而是源於中國決策層獨立認知

考量、基於特定地域方向的特定事件促動、貫徹自成體系的援外革命建構。

越老「特殊關係」的形成與印支三國的歷史密不可分。越老「特殊關係」涵

蓋政治、經濟、安全、文化、軍事等多個領域，彼此將對方置於優先地位且

高於其他雙邊關係。作為印支三國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越南似乎認為幫助

老撾已成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迄1960年代初，在越老「特殊關係」下，越南領

導人不僅要求老撾黨全面落實越南黨中央的各項政策，更是將越南經驗作為

老撾建黨、建軍的第一指導，將「解放南方〔南越〕」與「保衞印度支那」並舉合

一4。與此同時，伴隨着法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正式承認印支三國獨立，

法國即時從三國撤軍，老撾國內局勢雖然暫時趨於穩定，中蘇兩黨的意識 

形態分歧卻在這一時期不斷深化。中共雖延續了先前確立的以越南為樞軸 

的援老革命「權宜」模式，但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外圍考量。日內瓦會議後，

美國企圖將柬埔寨、老撾和南越納入「保護區」，並在老撾扶植親美勢力企圖

推翻以富馬為首相的聯合政府，導致老撾爆發內戰。1960年8月，老撾中立派

軍人貢勒（Kong Le）在首都萬象發動政變，親美軍人諾薩萬（Phoumi Nosavan）

發兵攻擊，引起政局動盪；老撾黨和其他中立勢力結盟，多方爆發混戰5。

1961年6月，鑒於老撾各方勢力在國際周旋下業已停火，越南總理范文同向中

方表示，準備逐步撤出越南志願部隊，增強老方領導力量，但中方卻一再鼓

勵越方繼續維持在老撾的軍事存在。在隨後毛澤東與范文同的談話中，中方

稱讚越方在老撾工作做得好，還肩負着幫助柬埔寨、泰國和馬來亞發展革命

的任務6。對此，越南領導人極其重視，表示今後在協助老柬等兄弟黨的問

題上，越南黨要先徵求中共的意見7。

然而，中方的上述表態卻並非完全出於本意：中共仍將學習友國經驗視

作老撾革命的必由之路，將本國在朝鮮戰爭與越南在抗法戰爭中「邊打邊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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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爭方略視作老撾革命的制勝法寶。事實上，中方此時已注意到越南不尊

重老撾獨立性、「沙文主義很厲害」這一「嚴重情況」，之所以刻意彰顯越南黨

的特殊地位，主要是出於在國際共運中進一步爭取越南的需要，同時也是為

了鼓舞越南進行抗美戰爭的信心，突出其鬥爭成就8。而越南在老撾問題上

對中國的要求，除去國際共運鬥爭的聲援響應外，也希望中方能在援老物資

方面承擔更多份額，減輕越方經濟壓力9。

本着進一步籠絡越南黨，消解其芥蒂心理的考慮，中共的對老工作在「抗

美第一、團結第一、多做協調疏導」的籠統口號下更趨審慎。強化對老方的直

接指導、未經越方許可向老方傳達政策意見，均被視作逾越中越兩黨黨際界

限的非分舉動bk。不僅如此，中共對越老「特殊關係」的態度同樣受到自身反

修路線的顯著影響，而聯合越老反修、將老撾問題作為批判「修正主義外交」

例證的現實需要，又使中共竭力與越南黨求得至少是形式上的一致，為此不

惜以承認越南在援老革命中的一線優先地位作為條件，以換取越老雙方在公

開宣示中「接納」中國經驗，抵制蘇聯對老撾以至印支革命的影響bl。

1961年10月以降，受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影響，中國對蘇聯參與老

撾問題國際談判的舉措愈加不滿，毛澤東此間除向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黎筍

再次表示越南黨在老撾的工作做得好，還直接首肯越南部隊參與老撾戰事，

甚至建議越方「繼續裝作沒有派兵到老撾」，放心大打。爾後中方大力支持越

南人民軍入老發起南塔戰役，以實現「第二個奠邊府」（越南黨和法國殖民當局

於1954年爆發奠邊府戰役，以法軍戰敗告終），凸顯蘇方有關「單靠會議就能

夠達成協議」的看法的荒謬性bm。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

東大談國際階級鬥爭，強調無條件支持南越、老撾等國的武裝鬥爭。至中蘇

論戰前夕，中方已在內部間接否定了起先限制越軍行動的表態，強調在老撾

問題上與越南團結一致bn。當1963年6月黎筍等人明確贊同中共〈關於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並對蘇聯壓制老撾武裝鬥爭的做法表示不滿後，

毛澤東當即要求越方加強對老撾黨的實際援助，表示「我們支援老撾的不過是

一些武器，你們是犧牲生命。你們是在第一線的」，「我看不妨再來一個兩個

三個南塔戰役」bo。

經過中方的反覆鼓動，越南黨更加堅定了大規模入老作戰的信心。在

1963年9月廣東從化的中共、越南黨、老撾黨三黨會談上，越南黨對中共反修

路線的聲援擁護更進一步，開始指責蘇方「阻撓老撾革命，態度囂張強硬」。

鑒於越方態度愈加明朗，中共遂在1963年底同意越南黨增兵入老作戰，允許

越軍精銳部隊過境雲南，前往支援老撾查爾平原地區作戰，中越兩黨在援老

作戰與東南亞戰備方面的協同配合也進入高潮bp。繼1964年2月的越蘇兩黨

會談不歡而散、越南在6月拒絕蘇聯提出的老撾和談建議後，周恩來等人復在

7月的河內三黨會談期間再度談及反修問題，試圖借機使中、越、老三方對印

支形勢和國際共運取得一致認識，進一步加強三黨團結。

不難看出，中方一面試圖與越南共同反對蘇共的「老子黨」作為，反覆強

調「大黨小黨一律平等」與民族革命的自力更生原則，一面卻又默許越方對老

撾革命的過度包辦。而當越方在實際工作中屢屢敷衍甚至違背中共倡導的老

撾鬥爭「共同路線」時，中方客觀上亦很難與其據理力爭，只得盡量對兩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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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歧採取遷就態度bq。不僅如此，隨着南越武裝鬥爭不斷擴大，越南在東南亞

革命整體框架中的重心地位進一步強化。與東南亞其他地區（主要為印尼、馬

來西亞、緬甸、泰國）革命相比，印支三國革命作為越南黨傳統責任範疇，本

已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中共的認可。但在東南亞革命整體環環相扣的背景下， 

中共逐步越過印支革命分工的傳統「法理界限」，以「中央領袖」的心態直接干

預老撾革命，由二線走向一線，亦是難以迴避的發展趨勢。

在中共看來，社會主義陣營給予老撾革命的首要支持並非物質援助，而

是中國的革命經驗。對於老撾領導人學習中國統戰、民族治理、階級調查、

作戰等方面經驗的任何傾向，中方內部均抱以相當程度的肯定與關切。中方

不僅向老方反覆強調整黨、整軍、統戰等「同國民黨鬥爭的法寶」，還通過設

立中央老撾工作組等高級統籌機構，主動參與處理老方建黨、建軍等「革命建

設工作」br。特別是在國內政治氛圍作用下，中國領導人認定「老撾革命同中

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首先需要深入農村，運用階級分析法展開教育」，處

理老撾中立問題也應「從不斷革命論出發」。中共對老撾黨發表意見，則愈來

愈突出發動群眾進行「民主改革」、階級鬥爭等問題，從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越

方反感。越南顧問團即曾向中方明確提出：「老撾的情況是客觀革命環境造成

的，階級問題還要研究，不能一下子甚麼都進行」，「老撾的主要敵人是美國

及右派，如再劃分地主階級，又樹了一個敵人。兩個拳頭打人，不如一個拳

頭打人」bs。

受地域環境與鬥爭對象的影響，1929年成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黨前

身）在印支革命開展之初即將民族統戰與國際統戰混合為一，將「爭取印支各

國的完全獨立」視作民族統戰基本立足點。印支革命的國際主義宣示也因此包

含兩大基礎層面，即「越老柬三國各自的革命利益」與「三國共同的革命利

益」。正是有了越方基於利益考量與革命熱情的大力介入，老撾本已陷入低谷

的武裝鬥爭得以在1950年代末重新展開，這一突出貢獻遂成為越南黨論證其

援老重要意義、「越老兩黨合作必要性」的有力依據。而隨着越南黨對自身鬥

爭路線的信心日增，事實上它已不滿足於僅作為中共視域下東南亞革命「次級

單元」的地位。至1960年代中期，越方一面在國內不斷強化對援老革命「國際

義務」的宣傳力度，一面則在對外宣傳中大力鞏固其對老撾革命話語權的主導

地位。此時，越南仍需中國給予印支三國巨大援助，但其提防中方、不希望

中方影響其與老柬「特殊關係」的心態已十分顯著bt。

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核心要旨，除了平等和互

不干涉內政，更重要的是各國共產黨的協調一致與相互援助。中共對國際分

工與黨際關係獨立性的解釋表述，也基本服務於自身處理對外關係時的不同

需要，具有較強的變通性ck。反觀越南黨，其在「國際主義教育」方面的突出

特質即是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再凸顯。何況越南領導人眼中「最中心的問題」本

就是越南問題，「包括老撾問題在內所有問題都得圍着它轉」cl。在此情況下， 

中越兩黨由於對國際主義概念的側重迥異，詮釋又屢經嬗變，故而很難在「發

揚國際主義精神」的口號下，在援老革命上實現彼此方針的真正統合。因此，

中方在對老工作中逐步強化的觀感認知是：中越對老撾問題的鬥爭方針基本

一致，但隨着局勢發展，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經驗必將在老撾產生深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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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中方難以迴避的經驗傳輸與越方的細化干預注定抵牾，中越在老撾革命

問題上已有「重大原則分歧」cm。

至於中老邊境地帶在這一時期的具體情狀，除有民間越境搶劫、盜竊，以 

及兩國邊民過耕、過獵等糾紛時有發生外，並未出現涉及邊界領土問題的顯著

爭端，中老兩國政府也未就邊界走向的釐定與具體領土區塊的歸屬問題展開相

關交涉cn。然而，表面的波瀾不驚並不意味着中老邊界全無問題隱患。中方在

大力「援越抗美」並以越南為樞軸強化援老工作的歷史階段，主要利用滇西南 

地區毗鄰老方控制區及中立派武裝轄區的優勢條件，將中老邊界作為支援老撾

黨政軍鬥爭的輔助孔道co。加之中方於雲南地區的邊防布局以應對逃緬國民黨

殘軍襲擾為主，關注焦點集中於滇西方向cp，故對中老邊界地段的詳細核查踏

勘無從談起，老撾作為革命「友邦」的既設定位更是顯著衝抵了中方酌處邊界

問題的政策欲望。而隨着老撾黨奪取國家政權的進程自1970年代初以降不斷

加快，中老邊境也注定將面臨全新的政治氛圍、軍事場域與相應的管理模式。

二　中方對越南「印支聯邦」政策的敵性設定

（一）中共與印支三黨關係的重新界定

1971年3月越南戰爭期間，越南人民軍與老撾黨建立的寮國戰鬥部隊一道

取得了「南寮—九號公路」。在九號公路戰役的勝利鼓舞下，越南黨中央不僅

決心以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畢其功於一役」，其對印支三國「協調一致、共同

推進世界革命」的宣傳調門也日顯高亢。《人民報》、《人民軍報》自1972年初以 

降接連發表多篇社論，大談越南黨維護國際共運團結過程中的外交獨立性、

抗美戰爭與社會主義體系的相互援助，以及十月革命對越南革命的引導作

用，同時反覆強調「在解放印支全境的抗美事業中，民族獨立與無產階級國際

主義並行不悖」，「應警惕尼克遜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欺騙、挑撥」cq。以上

種種既流露出對中美自1971年「乒乓外交」後相互接觸的不滿，又可視作抬升

越、老、柬「特殊關係」意涵的公開表述。

此時，以中共的視角觀察蘇聯建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以下簡稱「亞安

體系」）的戰略，認為蘇聯這一「現代修正主義者」在東南亞着力最甚者，當屬

「離間中越關係，破壞印支人民鬥爭，對我實施戰略包圍」cr。1972年4月，中

央軍委、解放軍總參謀部特別指示昆明軍區：西南當下情況有了新變化，在

蘇聯「策動挑撥下」，中國與印支及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可能緊張起來，甚至破

裂」，對此「要十分注意、十分關切」，「昆明軍區不僅是繼續援越、援老抗美

救國的前線，亦將成為抵抗蘇聯滲透的前線」cs。而隨着次年美國在《巴黎和

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中允諾美軍撤出印支三國，越、老、柬分別先

後與美國締結停戰協定，中方對「蘇修拉攏越南」的動機進一步解讀為「插手整

個印支事務，孤立包圍我國」ct。換言之，根據中方的預判，蘇聯擴大對越援 

助、支持老撾成立聯合政府、承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這一系列舉措，將

使印支地區在未來愈加動盪，故務必要「保持印支陣地，抵制蘇修擴張」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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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隨着作為越南抗美事業「次級單元」的老柬抗美鬥爭的戰事臨近尾聲，中

國領導人開始愈發感受到於印支半島藉強力援柬而「分朋引類」、固「本」破

「圍」的緊迫性。彼時毛澤東對柬埔寨共產黨可望「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勝利」、

「戰爭上完全靠自己」及決心「重建獨立的柬埔寨」深表欣慰，建議柬方組建人

數在十萬以上且包含軍、師級建制的正規野戰兵團，「形成拳頭，打到金

邊」，並主張柬共在建政後立即「打倒站在朗諾〔Lon Nol，1970年發動政變後

掌權的柬埔寨總統〕一邊的地主」dl。進入1975年，隨着柬共逐步縮緊對首都

金邊的包圍圈並準備於5月前「一舉攻取之」，對比此時蘇聯通過各類外交機構

頻繁接觸老撾中立派、「企圖擴大在老影響」等情狀dm，無論是柬共「自力更

生」的鬥爭表現，還是柬埔寨一國的革命前途，無疑都更加契合中共的審度標

準，更堪稱「爭氣」。

至1975年6月，毛澤東對初得政權的柬共大加讚賞，稱「你們很多經驗比

我們好，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只有贊成你們」dn。鄧小平更是直接肯定柬

共總的路線方針，表示理解甚至支持對波爾布特（Pol Pot）等柬共領導人將金

邊人口動員下鄉的做法。聯繫同期中方對越柬邊境越軍活動情況的密切關注， 

中共已將援柬革命列為長期「反美反修」的重要行動do。中國領導人此時對柬

共的鼓勵態度及援助應允實際上已帶有一定程度的「防修（越南）」色彩，而以

此心理為主導，中方對印支半島老泰等國事務的因應也愈發受到「越南樞軸」

的強力左右。

10月17日，中國駐柬使館武官處與柬埔寨人民武裝總司令部草簽了中國

對柬無償軍援意向協定dp。副總參謀長王尚榮於次年2月5日率軍事代表團秘

密訪柬，與柬方商定了中國對柬軍援的具體規模。根據協定，中方短期內向

柬共成立的民主柬埔寨（以下簡稱「民柬」）新政權提供包括三個炮兵團、兩個

坦克團在內的陸軍重裝備dq。同時，中方派出約500名軍事顧問赴柬代訓各 

兵種軍官，並在1976年接收620名柬埔寨實習生來華學習海、空軍技術。不

久，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又承諾給予柬方「經濟技術援助」，具體援助項目包

括新建海、空軍基地各一個，擴建磅遜港（今西哈努克港）及各主要兵工廠，

等等dr。深受鼓舞的柬共隨即對外宣稱：「要堅決與對柬埔寨內部事務的任何

形式外來干涉作鬥爭，堅決反擊各種外來顛覆和侵略，不管是軍事的、政治

的還是所謂人道主義形式下的。」ds而通過這種規模空前的物質援助與體系扶

持，中方事實上已着手將柬埔寨打造為阻遏蘇越軍事布局的武裝堡壘，從而

開啟了在軍事、外交、經濟等各方面全力支持民柬政權的歷史進程dt。

1975年1月，老撾黨首度邀請蘇共代表團訪問桑怒解放區，其間蘇方發表

種種對華影射言論，如「中國全力援助老撾，是由於老撾有許多東西使中國感

到滿意」、「援助老撾的國家要思想純潔，不要一手給東西，一手藏利刃」，中

共對凱山．豐威漢（Kaysone Phomvihane）等老撾黨領導人「視蘇修為社會主義

陣營旗手」的容忍度勢必與日俱減ek。至7月間，已在老撾內戰中佔優、即將

建立新政權的老撾黨因美泰經濟封鎖及國內反政府武裝而困難重重，蘇聯旋

即加大對老援助力度，這一插足舉動在中方看來純屬「意在培植親蘇勢力，以

滲透控制老撾」。特別是隨着老撾黨政機關內的留蘇幹部和蘇籍顧問大增，以

及蘇聯壟斷老撾空運，中方認定蘇聯正「夥同越南，搞『蘇出錢、越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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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援老』活動」el。顯然，越南因素此時已成為中共眼中蘇聯勢力又下一城

的主要推手。

1976年2月，越老兩黨在河內發表聯合公報，宣稱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

鞏固越老「特殊關係」，在政治、軍事等各個領域進行全面合作。2至4月，凱

山率老撾黨政代表團兩度訪蘇，蘇方表示將在1976至1980年提供3,200萬盧

布無息貸款及5,900萬盧布軍事援助，老方遂投桃報李，在雙方的聯合公報中

明確支持蘇聯包括「亞安體系」在內的各項對外政策，並在此後陸續獲得東歐

各國的援助應允em。1976年底，越南以「幫助老撾剿匪」為名，重新向老撾派

駐志願部隊五萬餘人，控制了川壙、查爾平原、豐沙里、孟塞等戰略要地，

並開始協助老軍「加強邊境防務」，客觀上與尚在老撾北部的中國築路部隊形

成對峙局面。此外，以1977年2月蘇聯軍事代表團訪老為標誌，蘇方不僅開

始向老撾派遣軍事顧問、供給老軍包括米格—21型戰鬥機在內的大量裝備，同

時還着手在老撾各地修建雷達站、機場等軍事設施。此等舉動使蘇方短期內

獲得又一「向東南亞擴張的跳板和反華據點」en，從而進一步壓縮中方在印支

地區的迂迴空間，迫使中方進一步加大對柬埔寨的戰略資源挹注。加之蘇越

之間的頻繁呼應，因而強化了中共對越南黨的敵性判斷，促使中方加快針對

越南的先期軍事準備工作。

自1977年4月起，昆明軍區根據總參謀部「跳出『對馬列主義國家不進行情

報工作』教條」的指示，開始在南沙群島及雲南麻栗坡、文山、蒙自等地對越

軍展開技術偵察工作，爾後又將情報偵搜範圍擴大至「越南的重要側翼」老撾

（分別代號「絕密01、02任務」）；軍區後勤部此間亦奉總部命令，加緊建設服務 

「大規模野戰任務」的醫院、後方基地及軍用倉庫eo。5月14日，蘇聯《真理報》 

（Pravda）發表長篇評論，抨擊中方「為柬埔寨的世界性屠殺辯護」、「以擴張主

義威脅東南亞國家」，而中方對於蘇越結盟的憂慮、特別是對越方一系列立場

和作為的不滿，也在此前後達到臨界點，表現為在回絕越老經濟援助請求的

同時，進一步凸顯對柬共「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堅持反霸反修」的支持ep。

無獨有偶，在1977年9月波爾布特、英薩利（Ieng Sary）等柬共領導人訪

華期間，先是極言「要和中國同志生死與共，沒必要再找其他朋友」eq，爾後

便借機向中方訴衷陳情，稱自1975年起爆發的多次越柬衝突並非一般意義上

的邊境衝突，而是越南旨在征服柬埔寨的「民族歧視戰爭」er。而在9月29日

與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的談話中，波爾布特首先歷數越蘇在柬埔寨

東部的「特務活動罪行」，強調越南正通過吞併老柬構建東南亞霸權，隨後稱

當年7月簽訂的《越老友好合作條約》為「徹頭徹尾的殖民條約」，「越南通過老

撾破壞泰國與東南亞革命，就像蘇聯通過古巴打安哥拉一樣，柬越間有些問

題不是那麼好解決的」。華國鋒則明言，從戰略上講，蘇越已經合流，越南已

成為蘇聯的爪牙，中越關係也愈來愈差，東南亞各國都應該對越南保持高度

警惕。對於越柬邊界談判，鄧小平則作出承諾，中國今後對東南亞革命的支

援會轉向從對方實際需要出發，但對柬埔寨革命則不限於此，中方可再向柬

方提供十萬人的武器裝備es。

就在波爾布特等人與中方同聲共氣之際，越軍已根據「乾脆利索對柬進行

懲罰」的方針，以師級規模兵力突入柬埔寨境內數十公里，並在此後不斷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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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與民柬互攻對峙；越老兩國國防部此間還簽訂軍事協定，確定兩軍共同保 

衞印支半島，從而標誌着越老「特殊關係」進入以軍事聯盟為標誌的新階段。

而隨着黎筍在當年底訪華時再度強調蘇聯對越援助意義、明確反對對美緩

和，並對中方的「反霸反修」論調嗤之以鼻et，中柬之間的相互呼應愈發明確。 

12月31日，民柬駐華大使畢姜（Pich Cheang）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強烈抗

議「越南在蘇聯支持下的大規模侵略行徑」。同一天，昆明軍區奉中央軍委命

令接連召開兩次對越緊急戰備會議，通報了越柬衝突的最新發展，並首次提

出「〔我們〕在邊境可能有所行動，要防止越在我邊境抓一把」fk。至此，中越

關係也正式完成了由意識形態領域的盟友向敵人的轉化，進入到各自鞏固區

內核心盟友、準備以軍事手段直接對抗的新階段。

（二）中國醞釀對越老軍事「反擊」

繼1976年越南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建立「印支聯邦」由政治信念擢升

為國家總戰略後，越軍的內部宣訓也開始強調「與印支半島各兄弟國家聯合作

戰，捍衞社會主義祖國」，並將「人口眾多、經濟潛力大」的中國確立為主要作

戰對象。以上想法迄1978年初已大體為中方所獲悉fl。華國鋒1月27日就對

越經援問題談到：「越南過去打美帝，我們應該援助他，但他現在欺負柬埔

寨，還揚言要打我們，我們怎麼能援助他呢？！」fm而在1977年下半年越柬

戰事暫休、民柬仍面臨強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中方在密切注視中越邊境越

軍動向的同時，除加緊對越老邊防鬥爭的情報收集及建制保障、為「一場尖銳

的中越軍事衝突」作準備外fn，還特別將越方的攻柬動機判定為「擴張主義野心 

使然」，稱越南欲通過推翻柬共現領導，組成以越南為盟主的「大印支聯邦」，

並反覆強調蘇聯對越南侵柬的支持，認定蘇方意在通過「拉越壓柬」向印支半

島和東南亞滲透擴張fo。

1978年3月，凱山、諾哈．馮沙萬（Nouhak Phoumsavanh）在老撾黨二屆

五中全會上批評中國「調飛機、運大炮、派顧問到柬埔寨打越南」，稱中國在

越柬衝突問題上「有意反越，犯了機會主義錯誤」。類似的公開表態與老撾對

越南外交的跟進配合，加上蘇老兩軍年初達成的多項援助協議fp，使中方產

生了老撾黨「靠蘇親越」、「在蘇修、越修驅使下加快反華步伐」的印象，但憑

藉對越老兩黨微妙關係的長期洞察，尤其是與老撾黨領導人的諸多接觸，中

共彼時並未將老撾黨與越南黨等量齊觀，而是在「老撾對越南擴張逆來順受」

的基本判斷下，希冀老撾黨內部出現某種程度的分裂。特別考慮到老撾黨中

央因自身「基層領導能力過度薄弱」而有求於越南，其內部對「特殊友誼」與「民

族尊嚴」存在取捨糾結fq，因而中方仍視老撾黨為「就走甚麼道路、推行甚麼

路線內部分歧激烈，矛盾日深」的執政黨，而非單純意義上「堅決統一反華」的

「修黨」。

具體到對老撾黨思想動態與政治譜系的審度，中方迄1978年認定該黨內部

已形成「親越派」與「民族派」兩大派別：前者包括總書記兼政府總理凱山、書記

處書記兼副總理諾哈、外長奔．西巴色（Phoun Sipaseuth）、總參謀長西沙瓦．

喬本潘（Sisavath Keobounphanh）等人，均係「掌握黨政軍大權，制訂、維護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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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實權人物；後者則以副總理富米．馮維希（Phoumi Vongvichit）、國家主席 

蘇發努馮（Souphanouvong）、國家計委主任馬．凱坎皮吞（Ma Khaykhamphithoune） 

為主，多屬「對敵鬥爭經驗較豐富，具有愛國思想，反對追隨蘇越，主張對華

友好」的資深幹部。中方特別注意到，民族派不僅在越老「特殊關係」及對華態

度問題上與親越派對立嚴重，其「以我為主」、對工商業逐步改造的經濟建設

觀點，連同其對前老撾王國政府人員的懷柔統戰主張，也無不與親越派直接

引入越式社會主義改造模式的激進路線相左。這些情況促使中方堅信老撾黨

「對蘇修越修仍有戒心」，相當一部分老撾黨幹部只是迫於親越派壓力才「不得

不說幾句反華的話」，「親越派在廣大幹群中不得人心，日趨孤立，兩派鬥爭

將更加尖銳」fr。

前述中方關於老撾黨政治分野與反越潛質的判斷，不僅奠定了嗣後相當

一段時期離間越老「特殊關係」、分化越老同盟的政策基底，在中越敵對的蓄

勢階段，更是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眼中越南主導「印支聯邦」既無合法性、又無

堅實基礎的印象，堅定了中方通過強力打擊越南從而加速「印支聯邦」消解的

決心。鄧小平即在不久後談到，老撾存在一股相當大的反對越南、反對親越

派的力量；對越鬥爭搞得好，甚至可能引起老撾的變化fs。

就在中方完成其本能的敵、友、中（中立）三派甄別，藉以達成對印支的

革命支援向戰備壓制轉化之際，直到1978年上半年，蘇聯軍事存在之於中方

的威懾效力有增無減，致使此間籠罩中共中央及軍方高層的緊張氛圍濃重如

舊ft。事實上，在鄧小平指示中央軍委戰略委員會加緊研究對蘇作戰方針的

背景下，內陸各軍區雖遵照1975年7月軍委擴大會議精神，正逐步解除「立足

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但中國以應對蘇聯入侵為基準的陸上邊

防戒備卻在1975至1978年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且尤以新疆、廣西、雲南為

最gk。而彼時在越方的對外釋述中，中越關係惡化的主因是中方要將「三個世

界」劃分理論（1973年毛澤東提出將世界各國分為第一世界〔美蘇〕、第二世界

〔已開發國家〕、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與反霸統一戰線構想強加於越南。越

南黨中央認為，中國支援柬共意在反越，越柬戰爭的實質就是同「追隨毛主義

的反動集團」的鬥爭gl。

由是而降，伴隨着越南1978年6月底陸續攻佔柬埔寨磅湛、柴楨省多地， 

並在6月29日正式加入蘇聯牽頭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中共關

於「越修暴戾恣睢」的既設描摹再添口實gm。此後，在援越工程技術人員悉數

調回後，總參謀部於7月末下達了〈關於嚴防越軍襲擊的指示〉gn。同期，《人

民日報》與民柬官方反越宣傳的互動呼應尤趨頻繁，外交部亦開始公開指斥越

南武裝人員「侵犯邊界」，華國鋒、陳錫聯則在接待民柬副總理宋成時遽然發

表了「柬埔寨人民面對外來的侵略和顛覆」、「我們一定支援你們的正義鬥爭」

等直接言論go。對此，越南領導人黎德壽在8月曾忿言「沒有中國在背後支持， 

僅憑700萬柬埔寨人，波爾布特是不敢打我們的」，「中國建立了兩條軍事戰

線，一條在西南邊界，一條在北方邊界（越北、越西北）」，並強調「注意老撾

方面，老撾北部五省也受到中國很大壓力，要提防中國出動大軍襲擊」，「要

同老撾同志一道鞏固邊疆」gp。至此，越方高層已然投射出以北部邊境（包括

中老邊境）抑遏中國、確保印支半島主體完整性的戰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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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三　中方對南線邊防的重新定位與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

（一）「反修南線」戰略功用及運行機制的重塑

1973年3月，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全國陸地邊防會議，重點研究解決邊

防部隊建設問題。昆明軍區隨後根據中共中央及軍委指示，漸次恢復了中越

邊境河口、天保、小壩子及中老邊境壩灑、老卡、新寨等二十三個工作站的組

織建制，並於1973年底復建了中老邊界沿線的思茅、西雙版納軍分區gq。自

此以降，中老、中越邊境地帶以「反修防修」為動員主旨的邊防建設工作漸次展 

開gr。1975年7月，國務院、中央軍委下發關於中越、中老〈邊境地區邊防工

作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指示對越方邊防人員的越界行為不予糾纏，此外對

越老經滇南的借道要求亦盡量滿足gs。這種對越方侵犯中國主權行為的縱容， 

在客觀上加速了中老、中越邊境抵牾的惡性發展。而作為日後解決中老劃界問

題的事實基礎，此間中方對中老邊界的勘探考查仍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中方發

現中老邊界二十四塊界碑中僅有九塊完好無損，其餘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壞，但

並未發現與1895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有嚴重出入的爭議地段gt。

自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直至1971年初美國再度擴大印支戰事，中方承

受的兩線安全壓力尚可在越南「還有能力打」、且足以屏護「中國大後方」的情

況下，通過「以印度支那經驗鞏固南線、以珍寶島經驗鞏固北線」來加以部分

紓解hk。但隨着蘇聯於1975年啟動對越「全面援助」，又於翌年着手在越南多

地修建軍事基地，造成「準備戰爭步伐加快、一北一南天天威脅」之勢hl，在

鄧小平等人看來，南線邊防布局在面對越南軍事力量時所呈現出的單薄羸弱， 

無疑將在短期內成為攸關北線防禦成敗的戰略危患hm。由於認定蘇聯一手加

緊對華戰備、一手「利用小修〔越南〕充當擴張工具」，兼之蒙古配合蘇聯遠東

軍事活動的先例映射hn，蘇聯的「對華有限速決戰」必有「亞洲僕從」在側輔助， 

越蘇結盟的威懾性愈發緊迫：一面是越南藉由稱霸東南亞，與蘇聯遙相呼應； 

一面是蘇聯公開支持越南反華，對中國形成包圍態勢。中國軍方高層因而認

為：「南北夾擊，說明戰爭是一定要打的」，「我們要準備兩面作戰」ho。而以

軍方高層沿襲日久的「大戰備」心態進行研判，上述南方對華戰線鋪展就緒的

時間節點，恰恰是以印支半島全面統於越南一尊為基準。

伴隨越蘇結盟進程的加快，1978年下半年中方已就越南對老柬兩國的整

體政策動機形成核心判斷，即越南黨意在通過控制老柬，構建貫通印支三國

的「印支大陸戰場」，實行以越老兩國北部為抗擊中國第一線的總體安全戰

略，從而使北面向中國的東西戰略縱深增加一倍以上。此目標如若達成，總

長逾2,000公里的中越、中老邊界將成為配合蘇聯戰略行為的最佳側翼hp。總

參謀部在年底指出，蘇聯戰時為擺脫兩線作戰，必會「先把較弱的中國吃

掉」，其手段除了利用中國高層和軍隊內部的混亂，就是要求越南實現南北配

合，而先期準備工作即是通過條約控制越南，再通過越南聯結老柬，從南面

向中國施壓。有鑒於此，中國必須強化以對抗蘇聯為中心的外交攻勢，同時

對越南採取針鋒相對的軍事手段，不能因對越援助前功盡棄而洩氣hq。至

此，中方以強力軍事措置彌補西南邊防疏漏的現實策略，在打破蘇聯全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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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宏大考量醞促下付諸實施，最終在因應越南「印支聯邦」的戰略命題下不

斷加速，演變為針對越老兩國協同一體、卻又有所區別的軍事行為。

（二）對越作戰背景下的中老邊境

1978年11月初，黎筍、范文同率團訪蘇，雙方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

約》，此舉立時被中方視作「越南當局全面投靠蘇修的最終步驟」hr。越南黨 

四屆五中全會隨即大談排華成果、強調已通過「決定性打擊華人資產階級」，

在經濟上「戰勝了北京擴張主義」，進而特別指出「中國反動派在西南和北部邊

境對我造成嚴重破壞」，且越南在兩線作戰的同時還需援助老撾；為扭轉這一

局面，應「迅速建立牢固的戰略部署」，首先堅決打贏「西南邊境戰爭」，爾後

全力準備對華作戰hs。而伴隨着1979年越南攻柬作戰的勝利，民柬倒台，越

南軍方業已預感到中國必將「作出瘋狂的反應」，但仍認定中國軍隊南下「成不

了甚麼大氣候」，除去中共內部在對越問題上的分歧、解放軍戰力羸弱等原因

外，更由於越南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力支持，而中方則因「錯誤的政治路

線」而處於孤立狀態ht。黎筍甚至是毫不隱晦地談到，即便「中國軍隊在我國

領土上作戰，數量不會很多，我們有越蘇條約」，強調「在當前形勢下，要一

切為了打敗北京反動集團」，為此必須堅定地同蘇聯團結，且不應低估老柬的

力量，「設法保持越南、蘇聯、老撾和柬埔寨之間的戰鬥友誼」ik。

而在越方將老撾緊密綁定至印支抗華戰線的同時，中方也根據戰略需

求，擬制了同時進攻越北及老撾上寮地區的作戰計劃，後因實施難度過大，

加之考慮集中打擊越南而放棄il。具體到上述不同戰備方案的籌備醞釀過程， 

不僅中老邊界業已查明的界劃含混處未引起中方注意，中央軍委在策劃針對

中越邊境地帶的軍事行動時，在作戰地域的選擇上側重雙方衝突對峙劇烈的

若干具體幅域，自始至終未將借助戰事一舉解決邊界劃分問題列為作戰目標。 

可以說，只要中方遲遲未將對越老的軍事舉措真正置於局部衝突的合理維度

下，而是一味以「反霸反修」的全球視域統轄對越老的戰略思路，中越、中老

邊界問題就不可能回歸適度、適時的政策框架。至此，原本理應作為國家核

心利益考量、於衝突初期便應處理的邊界問題，經過中共反蘇戰略思維的投

射映照，已然不復問題本身的基本技術屬性，而是一舉化為中方動員國內反

越情緒的宣傳工具，以及因勢打擊越南對華軍事基礎的理想突破口。

1979年2至3月，中國發動懲越作戰，短時間內破壞了越北大量軍事基地

和基礎設施。戰爭結束後，由於越軍迅速將駐老野戰兵團北調至上寮南塔、 

孟新等戰略要地，且老方亦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在相當程度上強化了北

部邊境的軍事部署，中老邊境地帶的軍事對峙形勢遂更趨緊張im。而基於越

老「特殊關係」形成既久，且老撾黨對越南的全方位控制早有不滿，中方在

1979年對越戰爭後即提出維持旨在分化越老同盟、利用老方不滿情緒加以統

戰的對老工作方略in。同時，利用中老邊界疏隙較多、老方管理力有不逮的

特點，扶助老撾境內部分反政府武裝力量，以此作為「留一手」的制約策略io。 

在邊境軍事鬥爭方面，中方針對越方總體實力有限、難以承受長期兩線作戰

的特點，制訂了「以壓促變」的長期戰略，即通過主動奪取中越邊界騎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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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點，長期對越施加強大軍事壓力，最終迫使越方放棄侵柬政策。而對老撾則

主要通過主動派出作戰部隊控制中老邊境地帶出現糾紛的村寨，抵制老方領

土訴求，以期使老方「知難而退」ip。

事實上，及至1984年中國對中越邊境的老山、者陰山發動拔點作戰（又稱

「兩山輪戰」，1984-1993）前夕，中方對越老的政治攻勢已全面加強，「局面正

在打開」，「我政治攻勢深入人心，邊民隔閡正在逐漸消除，越、老邊境地區

一些黨政幹部態度也在發生變化」iq。而對於次年越南提出1990年從柬埔寨全

部撤軍的動議，鄧小平的觀感顯然傾向越方「意在欺騙世界輿論，霸佔柬埔寨

的野心不死」，加之認定越方對解決中越邊境問題毫無誠意、「妄想重新侵佔

我國領土」，因而在鄧小平及軍方高層看來，有必要對越繼續作戰施壓，以

「拖住越南人，迫其最終從柬撤軍」ir。1985年11月，中央軍委指示雲南前線

「在旱季作戰中對越保持更大的軍事壓力」，以此迫使越方兩線作戰，造成其

政治、外交、經濟上更大的困難，並支援柬泰兩國抗越鬥爭is。此間越方雖

承受巨大的安全壓力it，但仍基於對中國不會發動大戰的核心預判，在中越

邊境保持膠着對峙態勢的情況下，逐步縮減戰事規模，並在此期間繼續打擊

柬埔寨境內抗越力量，最終將中越領土爭端的熱點轉向南海島嶼jk。

隨着中越陸地邊界的對抗烈度不斷降低，老撾作為越北戰線「重要側翼」

的功能也不斷減弱，加之老撾國內面臨諸多經濟及安全領域困境，老撾黨中

央遂開始向中方釋放緩和信號，主動與越南黨的既有宣傳保持距離jl。1985年 

12月2日，老撾黨和政府領導人在老撾建國十周年大會上，對中國在「抗美援

老」鬥爭中給予的支持和援助表示感謝，希望在1953年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的基礎上，恢復與中國的正常關係jm。儘管中方此時仍認為越南尚

未放棄建立「印支聯邦」的既定戰略，中共中央亦仍繼續要求貫徹「以壓促變」

的方針，不同越南直接談判改善兩國關係，以求「敵變我變，以變制敵，保持

主動，注重實效」，但軍方與外事部門均認為大幅改善中老關係的時機已到。

1988年，中老兩國互派大使，邊民互市較之以往大幅增多jn。而由於中越、

中老邊境地帶軍事防務的統一布置尚待解除，至1989年隨着凱山借訪華之機、 

為中越緩和及首腦會晤牽線搭橋，徹底解決中老邊界問題的時機業已成熟。

（三）中老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

由於毗鄰中國的老撾上寮地區在日內瓦會議後長期為老撾黨及中立派武

裝控制，老撾王國政府實際自1950年代末便失去了與中國進行邊界磋商的能

力，何況嗣後又因內外戰事而無暇他顧。此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老邊界

一直保持軍事力量稀疏且漏洞極多的狀態。

1989年，駐老越軍撤出上寮地區。中老兩國政府於次年互派代表團，就

中老邊界劃界遺留問題進行協商，就相關爭議地區進行談判。1990年9月23至 

27日，中國派出以外交部副部長齊懷遠為團長的政府代表團，與以蘇里馮． 

達拉馮（Soulivong Daravong）為團長的老撾政府代表團在萬象舉行邊界談判，

雙方確定以1895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及有關文件為基礎，參酌歷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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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管轄情況，解決劃界問題。經過交換標有各自主張線的地圖，共發現七個

地區存有爭議，涉及面積共104.35平方公里，其中屬中方超過中法條約線共

五個地區計22平方公里，屬老方超過條約線共兩個地區計82.35平方公里——

即是解決中老邊界問題的核心。中方於談判中提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即按

《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規定，屬中方超過條約線管轄的五個地區調整歸屬

老撾，老方則相應放棄超過條約線的領土要求。經過兩輪補充談判及實地考

察，老方最終完全接受了中方方案，兩國政府代表團於1991年9月在北京順

利草簽了邊界條約及其附圖；10月2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與老撾政府總

理坎代．西潘敦（Khamtai Siphandone）正式簽署《中老邊界條約》，1992年1月

21日正式生效jo。

1992年，中老邊界勘界、立碑工作陸續完成，其談判協調與最終落實速

度之快，「在世界範圍內實屬罕見」jp。諾哈在《中老邊界條約》尚未正式簽署

時即表示，中老之間是實實在在的友好關係，「中老邊界不存在問題，是條友

好的邊界」jq。時至今日，中老邊境老方一側的安全管控任務，除有老撾邊防

部隊擔負執行外，另有越南奠邊、山羅兩省邊防指揮部及部分下屬公安屯參

與其中jr。越老「特殊關係」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超國家關係的最後遺產，至今

仍深刻影響着老撾這一東南亞陸聯國的外交政策取向，但中老邊界自兩國締約 

起便再無明顯糾紛，中老劃界問題可謂因中國強力因應越南「印支聯邦」戰略

而起，又隨越南在1989年宣布從柬埔寨撤軍後放棄「印支聯邦」歷史抱負而終。

四　結語

綜上可見，自1960至1980年代，無論是中共處理與老撾黨的黨際關係，

抑或中國處理與老撾的邊界事務，其中均時刻貫穿着越南因素的強力左右。

中國應對老撾問題與中老邊界的政策嬗變，即是因應越老「特殊關係」的反覆

歷史。具體而言有三個方面：

第一，毛澤東在無形中將「天朝觀念」灌注入周邊外交的同時，也自然而然 

地接納了越南師法己身、亦屬根深蒂固的「小天朝」心態，這種革命視角下的

「封疆遞降」雖不同於毛澤東本人十分排斥的蘇式管控，卻也帶有對鬥爭旗幟鮮

明的「革命同道」予以褒獎的「恩賞」邏輯。結合同期與蘇分裂及爭取越南黨的需 

要，兼之越南頗具犧牲精神的鬥爭宣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無疑是希望「及

時跟進」如越南黨等「本質尚好」者，能夠在國際革命派亟需資本的情況下擁有

更大聲勢、具備更強實力、肩負更多責任，而一旦此般「革命主流至上，毋論其

他」的思維模式形成慣性，中方便很難拒絕越方以「革命」的名義作出的壟斷舉

動——此間屢見於中方駐老人員匯報的「越南同志過度熱情」，也隨中越關係嬗

變，至1970年代後期以降被重新定義為「越南地區霸權主義與沙文主義行徑」。

從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就分擔中共「亞洲革命」之責，抑或是盡己方「印

支革命」之責的角色而論，越南黨中央均未如中方期許那般，履行播散中國革

命經驗的「傳承薪火」使命，而是將老撾鬥爭置於更便操作、更契合己方革命道 

德基準的語境框架內。嗣後的歷史也進而說明，中共愈是將越老革命鬥爭按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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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後者把握地域革命話語主導權的決心，恐怕早已超出「同志加兄弟」鼓譟下

中方的理解乃至注意範疇。事實上，在中共社會動員與基層改造強度為越南黨

深忌的情勢下，中方向老方的任何干預舉動，勿論其規模與初衷如何，都會引

起越南黨的疑惴乃至惡感，從而與越南在此方向的終極安全需求漸生抵牾。

第二，縱觀越南黨1970年代以降的政策基準要義，除了國家統一的現實

迫切需要，更重要者則是擺脫宗藩關係與殖民烙印陰影下的弱勢心態，從國

防布局與黨國理念上重塑民族國家肌體，以一種相對正面的姿態，完成共產

主義、國際主義渲染下的民族心理重建，從而進一步夯築越南黨在民眾面前

獨立自主形象的正面意涵。聯繫中共黨內奉為圭臬的「武裝革命獨立論」，即

「武裝鬥爭搞得多一些，取得的勝利會鞏固一點，獨立性就強一點」js，越南

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向社會主義前進」口號下凸顯出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 

也絕非全然是自我膨脹的標榜之辭jt。

越南黨的正統革命宣教中，其針對東南亞革命「莫斯科—河內」二元中心

的語境設置，在詮釋域內外黨際關係時帶來了顯著優勢：一方面，黨可以利用

早期共產國際分工架構下的法統遺產，衝抵因學習中國經驗而造成的若干「自

卑」心理；另一方面，亦可憑藉處於印支抗殖武裝革命一線的資本，掌握對老

柬等國兄弟黨的指導特權。越南黨高層對「越南道路」與越南黨鬥爭能力的自

信，以及在此基礎上將符合民族利益的本位考量付諸實踐的決心，無形中增加

了越南黨力爭「先進」、踐行馬列主義要旨（典型如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衝動。

第三，由於中共長期未將老撾黨與老撾視作真正獨立的行為實體，中國

的對老政策，特別是針對中老邊界的管控處理，實際上長期未能游離對越政

策的直接或間接衝擊，遑論及時制訂切實反映對象國心理需求與現實考量的

戰略框架。自此角度言之，中國自1970年代中期以降的對越政策經歷了由全

球反蘇宏大戰略組成部分，向局部衝突具體因應的回歸，同期的對老政策也

經過區別對待越老兩國的策略延宕，最終走上了真正「分門別類」的科學路

徑。以上既可視作社會主義陣營黨際關係之於國家關係的不對稱效應，又凸

顯出中國領導人對於周邊域內強勢集團「分朋引類」、保障自身安全輻射空間

的思維慣性。中老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作為中老關係「遲到的副產品」，其問

題本身的突兀建構與自然解決，不啻為當下中國靈活因應與周邊國家的領土

或群體性領海爭端提供了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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