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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缅边界和谈

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总理

为首的中国政府首脑人物对中国周

边的 10 多个邻国及其与中国的边

界现状逐一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并审时度势，首先确定以解决中缅

边界作为开端，取得经验，然后再

推广开来，争取同其他邻国一一解

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

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们常用

这样的语言来

形容两国的友

谊：中方的鸡

到缅方下蛋，

缅方的藤在中

方结瓜。中缅

两国边界是清

朝时期清政府

与英国政府划

定的。新中国

成立后，中缅

两国一直遵守

着历史形成的

边界线。

1950 年 6

月 8 日，中缅

建立了大使级

外交关系，从

此掀开了两国

关 系 的 新 篇

章。当时，中

缅两国交往并不多，倒是国民党残

留在缅、泰、老3国交界的“金三

角”地带的残军，既侵犯中国云南

省边境，又阴谋颠覆缅甸政府。这

一事件的发生，使中缅两国又有了

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联系因利益

趋同性的驱使而增多了，两国在边

境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产生了共

鸣。这为日后两国解决边界问题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邻国的双

边关系，1954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

会议期间，应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

邀请，第一次访问了缅甸。两国总

理举行了会谈。在第一次会谈中，

吴努曾拐弯抹角地说：“缅甸人口

只及云南省，没法与中国相比。缅

甸政府一直对中国存有疑虑，特别

是领土问题。再说我们的心腹之患

是缅甸共产党，中共支持缅共，我

们也没办法，我讲的只是一点友好

的埋怨。”周总理发现吴努对新中

国有些误解，说话吞吞吐吐，举止

谨小慎微。周总理能够理解对方的

处境，深深感到缅甸虽然承认中国

并同中国建交，但是由于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问题尚未解决，帝国主义

又从中挑拨离间，缅甸对我国存有

许多疑虑。要搞好中缅关系就得按

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于是，

周总理以谦虚、平等、协商的态度

与吴努交谈。他首先感谢缅甸对中

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支持，称赞缅

甸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并推

心置腹地说：“我们两国过去都受

帝国主义侵略，目前又同样面临建

设独立富强国家的艰巨任务，需要

相互同情和支持。”“新中国奉行和

平政策，愿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

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

孔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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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

呢？”周总理的真诚与坦率，使吴

努大受感动。

第二次会谈时，周总理针对缅

甸政府最关心的问题说：“我们的

立国政策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对别国共产

党，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输出必败！今后两国若发生什么问

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彼此

都注意了，就不会发生使对方误会

的事情。”为发展友好关系，周总

理主动提出愿同缅甸签订类似中印

协定的文件。鉴于签订协定需要时

间，他提议签署以和平共处为主要

内容的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并特别

说明：“两国之间遗留下来的问

题，不可能都马上解决，有些传说

还可能是误会，需要一定时间调

查，所以这次联合声明对有些问题

就不必提及，可留待以后根据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加以解决。”吴努表

示：“阁下的这次来访，起了很大

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对中国抱有

恐惧的大部分。”经友好协商，6

月 29 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意将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

则。从此，两国走上了更加健康发

展的轨道。

1954 年 12 月，缅甸总理吴努

应周总理的邀请访华，就双边关系

等问题进行了5次会谈。毛主席也

接见了吴努，表示要发展睦邻友好

关系。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做工

作，吴努对中国的感情日趋友好，

两国在万隆会议上互相支持，形成

了伙伴关系。但是，1956年秋，国

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帝国主

义分子和台湾集团利用这一机会恶

毒挑拨中缅关系，声称中国讲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是骗人的烟幕、中国

想借边界问题，帮助缅共颠覆缅甸

政权，甚至出兵入侵缅甸。为粉碎

这些谣言，周总理亲自邀请缅甸反

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访

华。1956年 10月 24日，吴努来华

作为期 20 余天的访问。访问期

间，吴努和周总理根据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就中缅两国共同关心的问

题，特别是中缅边界问题，在友好

和互谅的气氛中进行了多次会谈。

周总理倡导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

题，提出了具体打算分两步走的解

决方案：第一步双方从有争议的地

区撤出军队，另一方不得派军队进

入，以缓和边界气氛；第二步本着

互谅互让精神，就边界调整问题提

出一个双方各有得失的连锁方案。

二人代表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新闻

公报，决定：从 11 月底起，中国

军队将撤出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以

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

房、古浪3个地方。两国在边界的

撤军，将在1956年底以前完成。

为加强两国的友好往来，并加

快进一步继续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

步伐，一个月后，周总理亲率中国

代表团访问缅甸，同缅甸总理吴巴

瑞和吴努进行会谈。双方除进一步

就两国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外，还谈

到了另两个敏感问题——在缅华侨

的国籍问题和缅共问题。吴巴瑞吞

吞吐吐地谈到有人担心中国利用华

侨控制缅甸。周总理微微一笑,严

肃而诚恳地说：“中国不主张搞双

重国籍，一直引导华侨自愿选择居

住国国籍，加入缅籍就是缅甸公

民，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也要遵

守缅甸政府法令。中国主张在缅华

侨将资本投向当地的企业，中国决

不会在他们当中发展任何组织。”

关于缅共问题，周总理知道这是缅

甸政府领导人的一块心病，便坦诚

地向他们重申中共反对革命输出的

一贯立场，中国从来没有帮助缅共

搞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是真诚

地希望不同政见组织进行谈判，研

究如何将缅甸建成一个独立、和

平、繁荣的国家。会谈结束后，周

总理又特地邀请吴巴瑞总理参加在

芝市举行的两国边民大会。大会

上，周总理与缅方边民进行广泛接

触，详细地宣传我国的睦邻友好政

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希望早日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给两国人民留

下了相当难忘的印象。正如缅甸官

方报纸所讲：“周恩来总理亲自参

加中缅边民大会，向全世界昭示了

一个正确处理边境问题的范例。”

1960年1月，缅甸联邦总理奈

温将军访华。28日，周恩来总理与

奈温总理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

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

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它“有力地

证实了独立了的亚非国家应该而且

可以团结友好的信念，并且为亚非

国家的这种团结友好创造了一个新

的范例”。此时，缅方领导人很想

趁热打铁，请中国出兵，向缅甸提

供切实有效的大力帮助，共同剿灭

盘距缅北多年、危害深重的国民党

残军，但又难于启齿。周总理明察

秋毫，决定趁此大好时机，主动提

出剿匪问题，以保持边界地区的和

平，将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推

上一个新的台阶。

按照《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

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

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

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莱

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

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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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

首席顾问。根据协定的规定，双方

就边界具体问题进行商谈，着手勘

察边界和竖立界桩，起草边界条

约。1960年6月，中缅边界委员会

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

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条约和边界

安全等问题。在讨论边界条约草案

时，缅甸提出应根据历史资料划分

边界，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让

步，一度将会谈气氛弄得十分紧

张。周总理知道，缅甸之所以这样

做，是想利用英国制造的 1941 年

线，多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便心平

气和地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向对

方进行疏导：“中缅边界问题有复

杂的历史背景，必须注意中缅两国

发生的历史变化，也要按照一般国

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

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

虑，才能正确运用历史资料，求得

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周总理的耐心说服，终于赢得了缅

甸官员的赞许。在起草边界条约草

案时，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提

出：“要用新条约代替 1894 年和

1897年的旧条约，使新条约成为一

个完整的条约。新条约是划时代的

产物，序言要写得鲜明，中国想法

是谴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缅边

界所制造的纠纷，而今中缅双方本

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已将帝国主义

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扫而光，对

原来某些不合理的界线找到了合理

的解决方法，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是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第一个和平条

约，它规定双方承认和尊重彼此的

独立与主权领土完整；保证用和平

协商的方法解决双方之间的一切事

端，而不诉诸武力；缔约双方保证

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

事同盟。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中缅

边界委员会的我方首席代表主动提

出了剿匪问题。征得缅甸政府同

意，我警卫部队于 1960 年 8 月 17

日以风卷残云之势，在缅甸永胡以

南地区一举歼灭一股为非作歹的国

民党残军。

为促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

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第三次访

问了缅甸。两国总理再次肯定了

《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和

《中缅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签订的

重大意义。1960年9月28日，再次

出任缅甸总理的吴努又一次应我国

政府的邀请前来访问，改任缅甸联

邦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奈温将军率中

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方代表团等

370余人一同来访。10月 1日，周

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在人民大会堂

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正式划定

的中缅两国边界条约。《中缅边界

条约》 规定了中缅边界的划界原

则；缅甸同意把 1905 年到 1911 年

期间为英国军队所侵占的、属于中

国的三地区归还中国；中国将属于

中国的猛卯三地移交给缅甸；缅甸

同意把按照 1941 年中英两国换文

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在

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归中国；中国

放弃 1941 年中英换文规定的中国

参加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

利。该条约是中国同缅甸的第一个

边界条约，圆满解决了两国在边界

问题上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两国

边界条约的签订，是中缅之间的重

大政治事件，周恩来总理为此发表

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两国边界

条约的签定，“不仅使中缅边境的

居民能够得到安宁和幸福，而且

有利于中缅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

和友好合作。中缅边界条约是中

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

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

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

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良好范例。”它不

仅为亚洲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作出了良好的榜样，也为

世界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

光辉的范例。

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两国更

加和睦友好。1961年1月，周恩来

率9个代表团共400余人，参加了

缅甸独立 13 周年庆典，并交换了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缅边界条

约》批准书，条约自1961年 1月 4

日开始生效。为欢迎中国客人，吴

努总理举行了盛大国宴。席间，周

总理满怀激情地朗诵了陈毅副总理

赶写的颂扬中缅友谊的优美动人的

美好诗篇。中国代表团到各地参观

访问，所受到的欢迎场面盛况空

前，有种宾至如归、亲如一家的感

受。“中缅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

去！”、“中国是缅甸最好的邻居朋

友！”之类的口号传遍各地。

1961 年 10 月 ， 缅 甸 总 理 吴

努、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和外

交部长藻昆卓，分别应周恩来总

理、罗瑞卿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长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

长的邀请，于10月 10日、11日先

后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

问。10月 13日，周恩来总理和吴

努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

中缅边界议定书。中缅两国长达

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在短短的一

年时间里，就全部完成了勘察、标

定、测绘和制图的工作，从而全面

彻底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它是

亚洲国家之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

的又一光辉范例。

（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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