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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智慧
周余云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并

取得历史性发展。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困

难。重温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智慧，品味其中的唯物论要义和辩证法方略，对于正确

把握当前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度、效，牢牢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正确方

向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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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政治遏制、经济

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双边关系

陷入冷战对峙状态。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毛泽

东以高超政治智慧，在对美斗争中大开大合，把战

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统一起来，逐步打开了中美交

往大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外交斗争的必

需形态

毛泽东对美斗争的战略思想，立足于清醒认

识中美力量对比及其消长，并由此确立起对美斗

争的战略自信。1954年 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

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

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

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

整我们。”①鉴于中美力量的现实差距，“我们对美

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

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他，那末我们为什

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②这种所

谓的“可怕”是立足于现实力量对比之上，“不怕”

是建立在力量此消彼长和人心向背的基础上。

毛泽东认为这对强弱矛盾将来是可以转化的。

1956年 7月，他在会见拉美客人谈及美国时表示：

“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于力量小的，

力量小的要变成力量大的”，“我这一辈子就经历

了这种变化”。③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杜勒斯

怕我们的政治，不怕我们的军事”。④美国“是怕

我们的将来，不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的潜

在力量”，“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

天醒了”。⑤由此，毛泽东提出对美斗争首先要在

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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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们的策略和战术思想。”⑥基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

② 同上，第367页。

③ 同上，第59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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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略自信，毛泽东在 1958年 9月函复周恩

来就中美会谈和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等问题时明确

提出：我们对美斗争应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

的新方针新策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

交斗争的必需形态”。①毛泽东认为主动权是一

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高屋建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不畏浮云遮

望眼，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断积蓄势能。毛泽

东主张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不能被美带节

奏、随美起舞，“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

美国服从我们”，②“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

门来”。③势如破竹就是要坚决有力、一竿子到

底，保持战略动能。毛泽东要求外交部给参加中

美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的指示，“应当简明

扼要，界限分明，坚决有力”，避免“繁琐而不扼要，

界限不明，软弱无力”。④针对当时美国与台湾相

互勾结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

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鉴于美国当局中的

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毛泽东提出既

要针锋相对，也要审慎从事，“美国人不整是不行

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

小心的”。⑤

处理中美关系既要有坚定立场，也要有

协商的和解的态度

毛泽东善于在中美关系僵局中把握化解的时

机，在美国围堵的裂隙中寻求突破的机遇。1954

年 4 月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方代表试图通过英国

驻华代办办理美国 83 名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根

据美方透出的新动向，毛泽东在 7 月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

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如何做文章，毛

泽东提出就是要孤立与分化反华势力，要跟一切

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

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

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

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

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目

的。1955年 7月，美国政府通过英方向中方提出

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会谈的建议获中方同

意。毛泽东对中美会谈极为重视，成立了由周恩

来直接领导的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确立了谈判方

针：“既要有坚定的立场，也要有协商的和解的态

度。”⑥毛泽东告诫王炳南在谈判中要采取说理的

方法：“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比如说，你们美

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

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

敌呢”，“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

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

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与

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⑦在此后

两年多时间里，双方共举行数十次会谈，虽未取得

实质性成果，但在中美尖锐对立并相互隔绝的年

代里，双方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对话和接触渠道。

从打破中美双边关系僵局的愿望出发，毛泽

东多次利用会见外国代表团的场合发出愿与美国

缓和的信息。1954年 8月，他在会见英国工党领

袖艾德礼率领的工党代表团时表示，“美国这样的

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⑤ 同上，第441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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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但现在“美国做的事太不像样子”，“希望工

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①同年 10月，印度总理尼

赫鲁访华期间，在尼赫鲁谈到美国害怕丧失它的

地位时，毛泽东说，“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

到美国去”，“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

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

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

觉。”②“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

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与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

不好的”。③1955年 5月，毛泽东在同印尼总理阿

里会谈时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

可能的长……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

多长的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

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④

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我是不行的，

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毛泽东认为国家关系必须是相互尊重的、平

等的。任何人想强压中国人民拿政治原则做交

易，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多次表示，谁想吓

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

威胁。“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在

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

屈服过。”⑤1964年 1月，他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

时说：“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

朝圣？”“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不许世

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⑥毛泽

东认为，美国的强权政治总是欺软怕硬，找软的

捏，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因此，在处理对美关

系时，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巩固起来，让我们这个骨

头啃不动。

毛泽东认为，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间得出来

的，中国人不能在美国的威胁中过日子。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是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敢于斗争就

是要破除对美迷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积

弱积贫使一些人产生了崇美、恐美心态。毛泽东

说：“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

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

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

美国当成了纸老虎。”⑦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怕”

字换不回自身的安宁。1963年 7月，毛泽东在会

见古巴代表团时说：“对美国人不必那么怕，怕美

国人是多余的。”⑧如果“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

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⑨1965年

4月，针对美国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的挑衅，

毛泽东指出：“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

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⑩他在谈及

对美斗争的经验时说：“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

一条经验”，“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

败的神话”，与美斗争“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

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敢于斗争并不意味着轻言用兵。在用兵问题

上，毛泽东慎之又慎，在任何情况下避免发生“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273页。

② 同上，第303页。

③ 同上，第305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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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页。

⑥ 同上，第520—521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页。

⑧ 同上，第243页。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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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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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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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之战”，而在“必要之战”降临时又确保有足够

的意愿和能力加以应对。1950年 9月，毛泽东与

从东北考察归来的民主人士梁漱溟谈话。在梁漱

溟谈到对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时，毛泽东

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

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①他在与

王季范和周世钊谈论为何要在国家百废待兴之

际，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时指出，我们急切需要和平

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我可以写有

百条千条，但我们不能“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

美国“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从朝鲜一把刀

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

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

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

百拳来’”，“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经过周详

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

的。”②1965年 4月，当美国政府逐步扩大对越战争

并公开叫嚣中国是主要敌人时，中国政府请即将

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政府转述

中方严正立场：“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

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

了准备。”③这一次，美国听懂了中国的警告。

善于斗争就是要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应对最

坏的情况，留有余地，防止乱战一气。毛泽东主张

国际斗争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

余地，后发制人”，④“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

保险系数”。⑤他强调，处理对美关系要把最可能

的困难估计进去，“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放在美

国占领鸭绿江这一个基础上来考虑问题的”，⑥因

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

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根本的就是这两

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

情况”。⑦同时，毛泽东也告诫说：“对美国要注意，

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

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⑧因而，处理中美关

系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章做活扣，有的

问题要宽一些，有的问题不要报复，有的问题可采

取主动姿态。毛泽东做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

来”的指示，改变了一般不让美国人来华的做法，

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

鉴于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与美国打

交道要重视对美研究，既要多谋，更要善断

处理中美关系要重视对美国国内各阶层的研

究。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历史如

此短，发展如此快。他曾对斯诺说，我们对美国的

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

国，注意研究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那

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发的新

闻，美国人看不惯，看不顺眼；我们看到的都是美

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它们并不见得能反映美国中

间阶层的情绪。毛泽东曾对尼克松说，有关美国

的书“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

懂”。⑨他要求“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

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

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② 同上，第230—23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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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

级学者写的”。①

毛泽东强调要重视自身对美斗争的经验和美

国盟友体系的研究，未雨绸缪，多谋善断。他认

为，在与美斗争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把自己

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

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

去我们就是研究敌、我、友情况的。要翻译美国、

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

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

况”。②他还强调，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

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

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要多谋善断。单是谋不

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

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强调对外斗争得

计迟是很危险的。他引述三国时期袁绍多端寡

要，见事迟、得计迟的教训，指出“不要多端寡要，

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

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③

毛泽东认为，“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它的

外交手腕“是算好了的”。④因此，在与美国打交

道时要见微知著、察势观风。1967 年秋，毛泽东

敏锐地注意到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外

交季刊》发文，文中耐人寻味地表示：“从长远来

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

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

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⑤毛泽

东由此判断尼克松如若上台，中美关系会有所变

化，并请周恩来等人注意阅读此文。1969年 1月

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其有意改变

对华政策，毛泽东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指示《人

民日报》破例全文刊登这篇演说。毛泽东认为，国

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

时作出部分或全部的修改，不要被原来的看法和

结论框住。此后，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请陈毅等

四位老同志以元帅的战略眼光协助毛泽东研究、

掌握国际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同时指示外

事部门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

可能性。这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为毛泽东调整外

交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供了决策依据。

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处理中美关系

的关键在于发展好自己

国际关系中奉行的是实力政策，讲究的是实

力定位，解决中美关系关键靠自己。毛泽东说，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

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⑥目前“中国还不

是一个强国，美国就欺负我们这一条”。⑦这种欺

负“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

力量”，“人家是要看实力的”。⑧毛泽东认为根本

问题是要把我们自己建设好，“我们在自己的土地

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

绝对优势”。⑨毛泽东明确指出，“把我们的国家

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

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

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

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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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

斗、白手起家的教育”，“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

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一道，干他个几十年”，到那时

“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①

国家实力不仅在于物质力量，还包含人心向

背和道义力量。1958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指出，要把国际形势作为一个整体来

思考，辩证地看待各种挑战，并提出观察国际形势

的八大视点，其中之一就是要看人心向背，这“就

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

量”。②因此，与美斗争还要注意凝聚国内人心和

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毛泽东主张要加强人民对

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认同感，提高社会凝聚力。

1959年 2月，毛泽东在审阅有关外事工作的指示

稿时专门补写了一段话：“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

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

正错误观点，贯彻执行。”③同时，要注意争取国际

道义的支持，“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

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④因为美国“搞冷战、

搞国际紧张”就是死胡同，⑤不得人心。另一方

面，毛泽东也要求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外宣工作中，

要注意顾及美方感受，以争取美国民众，他十分赞

同有关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对外表态

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

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⑥

综观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时，他对怕与不怕、

软与硬、缓与急、谈与打、和与战等关系的分寸拿

捏和时机把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充分展示了

毛泽东特有的战略思维和斗争艺术。尽管毛泽东

未能见证中美建交，但他引导开启的中美关系大

门已徐徐拉开，他坦言想与美国做朋友，中国跟美

国要搞好，坚信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并期待在不

太老之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游泳。

当前，历史的车轮已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面临

的外部战略环境和自身发展水平，与毛泽东时代

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观察国际形势、

处理中美关系的思想方法具有相通性。毛泽东在

处理中美关系时所展现的深邃眼光、辩证思想和

鲜活语言，犹如历史足音、空谷回响，永远激励着

中国人民。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

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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