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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 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剧变原因之苏联因素

饶小琴
(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

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

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

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

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

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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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就有

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两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

里，相互间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密，“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就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然而时

过境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越交恶，两国

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

人”，进而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是什么原因

促成了这一剧变的发生? 本文拟从苏联因素方面

着手分析。
苏联在 70 年代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1］深刻

影响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且对中越关系产生了

深刻影响。

一、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对中越

关系的影响

( 一) 对苏越关系的战略调整

苏联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进攻性

的战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第三世界

的干预和扩张。苏联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发

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利用美国收缩力量，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

获得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

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
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推行

“三和路线”( 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 ，

在印支问题上采取超然的态度，认为深受中国影

响的越南“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

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脱身政策”，有

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2］。
赫鲁晓夫后期，苏越关系降至冰点，甚至到了越南

国防部要请苏联专家打道回府的地步。1964 年

11 月，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

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

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再要求苏联

再派来替换人员［3］。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支援

越南所持的消极态度导致越南明显倾向于中国。
对于苏联这种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的行为，中国领导人多次加以强烈指责。比如，

1969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与柬埔寨西哈努克

亲王谈话时说:“美国在 8 月 5 日轰炸了越南民主

共和国的基地，你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超

过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如

你，他们跟美国人交朋友，讲友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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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中苏冲突爆发以来，中苏两国在越南

就存在竞争关系。众所周知，苏联地处北方，气候

严寒，国内缺少橡胶资源和通向东方的不冻港，这

一直是苏联有效发挥其影响力的桎梏。在过去社

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之时，这一不利因素造成

苏联在东方的战略缺陷可以由中国来加以弥补。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由分裂走向对抗，能否拉住越

南，这不仅事关苏联包抄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战略

的实现，而且还是其廉价获取橡胶等战略资源，及

为南下太平洋获取基地的关键。同时，苏联利用

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扩大在越南的影响，从而

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 70 年代的苏

联，开始加大援越力度。特别是 1969 年 3 月中苏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抛出了其“亚洲集体安全体

系”的倡议。邓小平同志在论及“亚洲集体安全

体系”的 作 用 时 就 提 到 它“有 对 付 中 国 的 一

面”［5］。为拉拢越南加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

孤立、包围中国，苏联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
在苏联对越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中，1971 年 5 月召

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苏联以经济、军事援助方式对越南进行了

多年的“政治投资”后，70 年代越南的对苏政策已

发生明显变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认

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朝着接近苏

联的方向波动……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

共和国友好合作的新机遇”。于是，苏联把对越

南的援助看做“加强在越南地位的杠杆之一”［6］，

“短期( 一年) 援助朝着有计划、长期的合作为基

础的援助过渡”，“在军事领域内，将继续重新装

备越南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

( 苏联 ) 较 现 代 化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武 装 力 量 建

设”［7］。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

理解与接受，越南逐渐成了苏联“通向东南亚的

一把钥匙”。基于越南在苏联对外战略中重要性

提升的判断，苏联在极力离间中越关系的同时，按

照“不让经济与技术援助脱离政治路线”的原则

大力援越( 见表 1) 。
( 二) 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矛盾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

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苏联方面

提出两项建议: 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

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 其二

是争取和平解放越南，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

到一条出路”。
由于对苏联极端不信任，且已将之视为与帝

国主义同流合污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无意在

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中国方面不仅拒绝了苏

联的上述建议，而且对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

居心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

对苏联在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上的任何建议，在越

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
中共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

政策中。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

送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

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

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苏联的这些要求。
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

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

口向北越增运物资。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

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赴北越作战。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这难免

引起北越方面的反对。北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

击美国扩大战争，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

要为民族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

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要求北越在反对美国扩大

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

不能不引起北越领导人的不满。
表 1 苏联对越南的援助［6］ 单位: 亿元

年份 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1969 2． 90 ～ 3． 85 1． 75 ～ 1． 95
1970 3． 20 ～ 3． 45 1． 10 ～ 2． 05
1971 3． 10 ～ 3． 70 1． 15 ～ 1． 65
1972 3． 00 ～ 3． 30 3． 00 ～ 3． 75
1973 3． 50 ～ 3． 90 1． 50 ～ 1． 80
1974 4． 00 ～ 4． 50 1． 70 ～ 2． 45
1975 4． 50 ～ 5． 00 1． 23 ～ 1． 50
1976 5． 60 ～ 7． 50 0． 44 ～ 0． 50
1977 5． 70 ～ 7． 50 0． 44 ～ 0． 50
1978 7． 00 ～ 10． 00 6． 00 ～ 8． 50
1979 8． 00 ～ 11． 00 8． 90 ～ 140． 00

( 三) 越南倒向苏联

越南在中苏两国的天平上倒向苏联一边。赫

鲁晓夫时期，越南人以为苏联是在拿“越南同美

国作交易”，在“出卖”越南。然而，随着苏联对越

南援助的不断增加，而且苏联援助的往往是中国

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武器，这使越南对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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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增强了。“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

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越南的“社会舆

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8］。越南

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评价口吻。越南领导人在

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再强调苏联的“出卖”，

而是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

诚的”，“你们( 中国) 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

们不这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外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原则

基础之上……”［9］曾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

政府任职的张如磉回忆说: “党早已决定同苏联

结盟。向这个方向转移，早在 1969 年就开始了。
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出台这项决定铺平了道

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

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0］对中国在越南取得抗美

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的评价中，其作用也由“最重

要因素”变为了“基本因素”。这明显与此时苏联

加大对越政策调整力度有关。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对苏联感激并倚重苏联军

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

上采取了有些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国与苏联之

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

援越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利益

的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也就

越来越强烈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政策对

中越关系的影响

( 一) 中苏关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 70 年代，苏联在处理与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

是选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按照勃

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如果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

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

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

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

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

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

阵营。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

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然而

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

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

会开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

关系出现严重分歧，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

一个历史转折点”。苏共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

上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而对中国施加

军事、政治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中苏之间进行

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在 70 年代，这种分

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
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

评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视为威胁。苏联

向中国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在中国的北部、
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针对中国的弧形包

围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

中国周边安全的现实威胁。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

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

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

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

坦克、重型轰炸机和 SS －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

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

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圈。1969 年

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

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

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

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其二是离间美国同中

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

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

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

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

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

5 月，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 第二次是 1979
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

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苏联媒体不断发表言论，抨

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 二) 中美和解消极影响中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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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70 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硬的对华政

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

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

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同时

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

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

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

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

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

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

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9 年 9 月，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

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与苏

联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

面也开始加大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

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

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

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

决问题，中国也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

的善意 姿 态，来 对 越 方 做 出 一 些 补 偿。1971—
1973 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

助总额近 90 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已

超过过去 20 年的总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

改变了过去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

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

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

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

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

以后，这种变化显现得尤为明显。在越美和谈问

题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转而给予赞

同和支持。1970 年下半年，周恩来就先后表示，

“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

交斗争是有效的”［11］。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的激烈程

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也

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关系的

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
面对中美和解的现实，越南方面反应消极。

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为防止中美接近，

越南领导人在 1971 年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领头，

“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

级，进而击破美国全球战略”［12］的世界联合阵线，

但这一设想因有悖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而被

中国婉言拒绝。
自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签订巴黎和平协

定，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战争正式进入越

南化时期，一直到 1975 年北越解放西贡，实现全

越统一为止，中越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此

期，中国既坚持援越，又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

助; 既支持越南统一全国，又对越南实现统一的方

式和时间有所保留。这原本是国际局势变化后，

中国对援越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对越南统一问题的

正常意见分歧，但在对华疑惧心理日益增长的越

南领导人看来却是中国阻挠越南统一，使越南永

远附属于中国的图谋的最好证明。而苏联此时继

续给予越南巨额援助，越南在中苏的政治天平上

不断向苏联一方倾斜，并最终倒向苏联。
至 1974 年，越南又系统地形成了公开抵制中

国的态度。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不久，越南即

出现了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声音，认为邀请尼克

松访华是中国“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

是中国对越南的“背叛”和“出卖”［13］。越南领导

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一个比喻: 两个兄弟和别

人打架，另外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
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以至

于在 2 月 21 日中国使馆与越南举行传统春节联

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

松到了北京［14］。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

“美国 和 中 国 互 相 谈 判，为 的 是 更 猛 烈 地 打 击

我”［15］。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与美和

解的大战略已不可改变。中国虽在与美和解过程

中做出了与越南维护传统友好关系的努力，但越

南还是最终倒向了苏联。
当 1977 年黎笋访华，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

“印支联邦”计划后，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

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

剧恶化，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

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自愿充当苏联在东南亚

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苏联完成

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
越战后的 1978 年 7 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

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

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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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

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 指柬

埔寨)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

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

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

敌人，是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

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16］这导

致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 年 11 月，黎笋再次

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 25 年的友好合作条

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

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

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

与安全。”［17］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

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不得

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

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

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 108次之多［18］。
此外，越南还制造了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污蔑

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9］，利用华侨

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

五纵队”［20］。至 1978 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

有 28 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

1978 年 12 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

做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

出发，决定有效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

势头。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

南，实际上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
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

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

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

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

寨问题时，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带

有军事同盟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

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

用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在与美国

争霸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对

国际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社会主义阵营内

部中苏关系破裂为主线变化，影响着中苏对越南

援助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从而一步一步影

响中越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

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最终导致兵戎

相见。
70 年代中越关系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后果

就是宣布了冷战思维的破产。这不仅对资本主义

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就资本主义

国家而言，中越关系剧变宣告了其长期奉行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破产。该理论是新中国建

立、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的体系被打破之时，为

“锁住”中国，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

扩张而制定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东南亚国

家在中国的影响下陷于共产主义，那么它必将使

其邻国发生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后来

事实发展的结果刚好与被西方决策者们奉行为金

科玉律的“骨牌理论”相反，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盟

友非但没有维护好昔日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

结”，而且彼此之间还相互遏制，并爆发了武装冲

突。中越冲突的发生，使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大吃

一惊，迫使其坐下来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极端

冷战政策进行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

越关系剧变证明了仅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之不

可取。历史再次向人们宣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

的只能是这个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国

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和符合两国国家

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持久。而反观 70 年代末以

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是据此来处理相互间

关系的。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和反对资本

主义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从意识形态

出发来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抽象的共同利益。因

此，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
弱国的关系时，“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

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

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利益，矛盾和

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

利益，或盟国中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以后，这种

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了约束力，其结果

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21］。中苏冲突根

源于此，中越冲突也根源于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对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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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越关系演变原因的分析，无疑能给我们今天

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之相似的其他国家

的关系提供启迪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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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 Factors' Influencing on the
Sino －Vietnamese Intense Relations in the 1970 s

RAO Xiao － qi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215009，China)

Abstract: In the1970s，the Sino － Vietnamese relations changed unexpectedly from reliable brothers to hostile enemi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at made this happen? 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as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ld War 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viet Union's global attack strategy． The Soviet Union's policy adjustment to the Third World led to its chan-
ging of policy for Vietnam． China and Soviet Union contradicted on the issue of the reinforcement to Vietnam while Vietnam im-
plemented self － inclind policy and leaned to Soviet Union，instead of China． During this time，the Soviet Union adjusted its poli-
cy to the Socialist Camp and the good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broke，thus the Sino － US relations was influ-
enced． The pac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s many negative effects on Vietnam． Problem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creased and finally led their relations to total intensiveness and severe opposing． Their relations changed dramatic-
ally． In a word，the Soviet Uninon's policy profoundly influences on the Sino － Vietnamese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1970s; Sino － Vietnamese relations; Soviet Union factor; global attack strategy ［责任编辑: 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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