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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抗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应对

李 振

[摘要]毛泽东早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就作出了“美国要跟中国建交”的战略预见。毛泽

东指导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二是以我为

主，等待时机。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破局，推动了中美关系由对抗状态

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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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关系

基本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49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美国对华采取不承认政

策；一年后，双方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进入对抗

状态；1972年 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上

海《联合公报》，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

“对抗”到“正常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

立22年后取得了对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

战略预见：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状态，毛泽东却以“不畏浮云遮

望眼”的大格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作出

了“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

1955 年 5 月底，在与印尼总理阿米佐约探讨

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时，在 1956年 9月中共八大

会议期间，在 1957年 1月 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会议上，在 1958年 6月 16日与二十余位驻外大

使会谈时等，毛泽东都表露出尽管美国现阶段“不

承认”新中国，但是，“总有一天，美国是要与中国

建交”的乐观前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中

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

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

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

的。”①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规

划中国发展的开端盛会。报告中关于“中美建立

友好关系”的表述，无疑是新中国向世界、向美国

发出的明确和平信号。

毛泽东对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时机，也作过多

次预判。以 1957 年 1 月 27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

书记会议的讲话为例，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

以苏美建交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 17年为参照，

提出：“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到第三个五年计

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 18 年或者更长时

间。”以1957年起，经过18年左右，为20世纪70年

代中后期，如此算来，毛泽东对中美建交时间的预

判，是基本准确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在 1950

年代中期作出关于“中美建交”的战略预见？

最直接的动因是 1955 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正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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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动。1955 年春，中美双方都有意向通过谈

判，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1955年 8月，中美

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有两项议

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

实际问题。从 8月 14日到 9月 10日，双方达成了

遣返平民的协议。9 月中旬进入第二项议程后，

美国采取纠缠拖延的做法，中国代表提出的禁运

问题等议题均被美方拒绝，会谈陷入僵局并一度

中断。虽然会谈没有解决中美双方的实质性问

题，但是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中美

大使级会谈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有

助于双方互相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缓和两国

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智者见于未萌。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的

建立，毛泽东并不指望中美之间的对抗能在一夜

之间消除，但有理由相信两国对抗的状态不会永

远持续下去，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

应对之道 ：一是坚决斗争，二是等待时机

1956年 9月 30日，毛泽东同到访的印尼总统

苏加诺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话

题自然就引到了中美关系上。毛泽东说：“对付

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

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

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①以 1964年约翰逊当选

总统为分界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政

府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

美国政府意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颠覆中共政

权；后一阶段，美国政府转向“遏制接触”政策，目

的是遏制中国“扩张”的同时避免直接军事冲突。

毛泽东的应对之道，在前一阶段，侧重坚决斗争，

以斗争求缓和；在后一阶段，侧重以我为主，等待

时机。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

制孤立”政策，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经济上

禁运。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没有屈服，在毛泽东

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

的突围大戏。

对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千方百计影响

其他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举动，毛泽东作出回击，

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

客”，表明：同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的呼声，得到了世界上

一些国家的响应，在较短时间内，有 26 个国家对

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

潮，意味着美国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

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后，新

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1954年

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朋友

圈越来越大。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

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很快突破“三八线”，向中朝

边境推进。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毛泽东

反复权衡，为此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最终，中国

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毛泽东认为：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

国。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

军经过五次大的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地区。战场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

过两年多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

年 7 月 27 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

定》。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

战、止战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打出了几

十年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还有经济上的封锁。

①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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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往来，新中

国探索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

道。20世纪 50年代初期，新中国与锡兰签订以大

米换橡胶的政府贸易协定，帮助锡兰度过了橡胶

危机。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

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

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中国与日本的经贸

来往则始于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签订了

4 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利用外交场合，新中

国积极推动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在 1954 年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

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在

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

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

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对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封

锁，新中国就这样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再到只执

政 2年的肯尼迪政府，一直坚持僵硬对华“遏制孤

立”的政策走到了尽头。此时，在越南战场，美国

介入程度加深。为了避免与中国在越南重演朝鲜

战争的一幕，约翰逊政府感到有必要改变自 1958

年第 2 次台海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冻结的“隔

空对抗”状态，需要对中国执行更灵活的政策。由

此，“遏制孤立”政策调整为“遏制接触”政策：在政

治遏制的同时，在人员、信息和物资的交流方面放

松限制。从 1964年起，在有限次数的中美大使级

会谈中，“绝大部分的讨论只不过是双方重申人所

共知的立场而已”。美方坚持它有义务援助南越

以恢复和平，无意威胁中国，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

解决越南问题。中国的反应则是指责美国侵略，

斥责美国行为所造成的威胁，拒绝谈论干涉越南

内政的问题，坚持美国应该撤出。在会谈中，中方

向美国明确传递“底线”信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

扩大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甚至严厉警告：如果

美国“将‘中华民国’引入越南从而将中国的内战

与它的侵略战争联在一起，那么等待着美国的将

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两国关系中，越南战争并不是影响中美关

系的最大障碍，要害在于台湾问题。新中国对美

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是：废约撤军，即废

除 1954年 12月 2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台“共同防

御条约”，撤走驻扎在台湾的全部军事力量。面

对中国的正义诉求，美国却一直把中美两国在台

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

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

“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此外，美国不断加强

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搞乱

台海局势。

中国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大大

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有底气在

谈判桌上更加强硬。在越南战场上，中国给予了

北越尽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准备。整

个 6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弹

性，美国企图集中讨论其他问题的做法，一概为北

京所拒绝。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

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他问题都不

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

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

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

破局一招：小球推动大球

1969年，中美接近的时机出现了。“小球推动

大球”成为毛泽东在推动中美破冰的时点上，使出

的破局一招。

1969 年 3 月，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

6月，毛泽东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

际形势进行研究。四位老帅连续开了 6次国际形

势座谈会，形成了三份厚厚的书面报告。在报告

中提出：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

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

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当前形势，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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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大门。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

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美国为了化解来自苏联的

战略压力，同样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开始

小心翼翼地接近，过程也是一波三折。1969 年

12 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

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传递美国想要修

好的信息。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

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然而，

由于美军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拒绝了美国的

“示好”。

推动中美破冰的关键支点，竟是一个小小的

乒乓球。1971年 3月，第 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

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中国外交部觉得时

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

对此，毛泽东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由不同

意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国邀请美国

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

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从

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

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

谈，并提议由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

期到北京会谈。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乘坐一架巴基

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只停留了 48 个小

时。10月 20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中方商讨尼

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

他会谈了 10次。会谈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

了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两国贸易问题、越南战争

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美国表示承

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

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而中国则在

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时间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灵活性，允许美国不是一步到位地满足中国提

出的条件，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撤出其在台力量，逐

步减少其对台影响。

1972年 2月 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在下飞

机的一刻，尼克松快步向前，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

来握手。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

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

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啊！当尼克松与毛泽东

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

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谈话结束时，尼克

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72 年 2 月 28 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

报》）。美方明确“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了从

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

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尼克松感慨地说：“访华

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稍显遗憾的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在 1974

年 8 月被迫辞职，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下来。直

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达

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

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数十

年前，毛泽东作出的“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

交”的战略预见，被证实了。此后，围绕美国对台

军售问题，1982年 8月 17日，两国达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

报》）。这三个公报，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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