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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55天就大功告成，这么快的速度使深陷 
“水门”的美国和深陷“文革”的中国都无力
干涉。超乎寻常的冒险成功进一步印证了越南
摆脱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

21年前奠边府大捷后，黎笋就制定过长
驱直入西贡，一举统一南北的计划。由于中
国的阻挠，黎笋的计划直到1975年才实施，
它的成功一下子摧毁了中国人25年来在越南
所做的一切。中国人1954年说的越南统一条
件不成熟的话顿时成了谎言，中国在越南的
声誉一落千丈。看着北越坦克冲入南越总统
府的新闻纪录片，周恩来知道，越南已从听
话的孩童变成了危险的少年，不采取非常措
施已经制止不了这个少年的叛逆心理了。

周恩来去逝前就越南问题给自己的接班
人邓小平交待了什么不清楚，不过从后来的
情况看，邓小平对中越战争早有思想准备，
不是他自己说的经过两个月的考虑就下了决
心，那两个月很可能是邓小平向中国的决策
层讲述他以前跟周恩来的密谋，并说服他们
接受两人早就决定的事情罢了。所以中越战
争的决策应该是在1975年甚至是1974年，而不
是中国人自己说的1978年底。中国的保密制
度让我们无从知道事实的真相，不过邓小平
很可能是4年以前甚至是5年以前就接受了周
恩来中越早晚有一战的教诲，不然1979年邓
小平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

中越战争是邓小平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在中国的威望还不
是很高，他真正在中国树立权威是在中越战
争以后，也可以说是越南人帮助邓小平掌握
了实权。中越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
能替代的重要拐点，打不打这一仗决定了以
后 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命运，不妨作这
样的假设：如果1979年邓小平没有调军队打
进越南，现在的中国周边很可能出现第二个
日本；再往前推100年，如果1879年日本吞并
琉球时李鸿章也把战火烧到了日本，现在的
日本跟越南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在威胁与挑
衅面前敢不敢作为，是中国在1979年走进光
明、在1879年走进黑暗的关键。而在这个历
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毅然决然帮助中国选
择了战争，这是邓小平的幸事，也是中国的
幸事，邓小平跟中国因此前途都一片光明。
然而，几十年后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么有
眼光的战略决择邓小平不可能灵光一现就拍
板，他不是幸运垂青的赌徒，也不是法眼通
天的神仙，没有长时间周密的思索和高人的
不断指点，邓小平不可能作出这么英明的决
断。所以，邓小平4、5年以前就开始考虑要
不要打中越战争？怎么打？应该是可信的。

对越南来说，如果当时有头脑清醒的大
战略家，就应该在邓小平复出后就立即放弃
对中国的挑衅，毕竟越南所处的时代和条件
跟日本完全不同了，日本成功的前提是因为
他们处于100年前，当时统治中国的还是个女
人——慈禧太后，而100年后想统治中国的另
一个太后级女人——江青，已经被邓小平的
密友叶剑英关进了监狱。1976年江青的倒台
标志着中越开战的障碍已经消除，如果越南
人象日本人那样继续挑衅，邓小平绝对不会
象李鸿章那样无动于衷。当时的越南已经在
中南半岛出击，所以中越之间对越南来说最
好不打，即便打也是规模越小越好，时间越
晚越好。反之，中越之间打一仗对中国有好
处，而且规模越大越好，时间越早越好。如
果越南这时候也有一个邓小平式的人物，他
一定会为越南作出明智的选择。可惜的是越
南培养不出邓小平，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孩
童般的幼稚上，许多事情只有事后大量流血
他们才知道危险。所以，小国培养不出世界
级的大人物，也是中越战争必然爆发的一个
客观因素。

——未完，待续——
                          （摘自《华夏快递》）

的最大障碍被搬除，出于以往的教训和当时中
国万分虚弱的现实，越南当然要尝试一下在亚
洲取代中国的战略。

（三）周恩来的警觉和邓小平的对策
越南取代中国的尝试准确地说是从1974年

开始的，当年中越边界有了一些小的摩擦和纠
纷，越南此举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不幸的是
越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中国跟苏
联不同，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大脑级的战略
家，尽管有第一夫人江青的骚扰，老辣的周恩
来还是很快就嗅出了越南想反叛的气息。周恩
来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网，而且运转效率非常
高，源源不断给他提供各种准确的信息。周恩
来根据他掌握的至今都没有公开的一批高级间
谍的情报，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越南人在走100
年前日本人的老路：整整100年前的1874年，
日本人冒险在台湾制造纠纷，试出了当时中国
满清政府虚弱和无能的本质，日本据此判断
自己的扩张挑衅不会招致中国大规模入侵的
报复。第二年，即1875年，日本便出兵朝鲜，
将自己的影响大胆地锲入中国传统的势力范
围——朝鲜半岛。10年后，即1884年，日本借
中法战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朝鲜的地
位。又过了10年，即1894年，日本更是以朝鲜
为基地向中国全面开战，最终打败中国取代了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后中国遇到了什么周恩
来用不着去翻历史书，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
悲惨遭遇使他准确判断出越南象日本当年一
样，萌生了控制中南半岛的野心，只要中国不
作为，越南统一后下一步就会把老挝、柬埔
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个纳
入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在如狼似虎的越南军队
面前简直绵羊不如。

然后越南就可以以中南半岛为基地，瞅准
机会与苏联南北夹击打败中国，取代中国在亚
洲的地位。尽管周恩来知道这只是某些越南领
导人头脑中笼统的想法，他还不完全相信越南
人真会付诸实施，但他清楚越南一旦有了这个
非分的想法，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没有谁还能
阻止她，美国不会为中国火中取栗，苏联则巴
不得越南这样干。周恩来跟越南人打了几十年
的交道，深知越南取代中国的野心被压抑了千
年之久，一但释放会象日本那样爆发出惊人的
力量。周恩来不会忘记，1874年日本人开始向
中国挑衅时，不光李鸿章，连日本的许多高官
都认为是在找死，但是不受抑制的日本人为实
现梦想爆发的能量实在惊人，20年后日本不仅
没有死，反而差点把中国弄死。历史的教训让
周恩来不敢象李鸿章那样对越南不屑一顾，必
须赶快采取措施浇灭越南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
邪火，如果无动于衷，以后的代价中国恐怕承
受不起。

当时还在内乱的中国没有能力对越南斥诸
武力，周恩来最初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首先，他想通过高层会晤把越南拉回来，重
温“同志加兄弟”的旧梦，但很快发现这不过
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周恩来于是故计重
施，想象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以及1972年尼克
松轰炸河内时那样，限止对越南的军事援助，
并停止推翻威胁胡志明小道的柬埔寨亲美政
权，以此来逼越南回头。从1974年开始，中国
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不再那么慷慨，并通过基辛
格转告美国，支持在柬埔寨建立一个非共产
党的政权。但是这些象大人威胁不听话的小孩
儿的办法对越南已经不起作用，越南早已不把
中国当成一个有权威的家长了，在阴谋被周恩
来看穿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叫嚣中国就是越南
的“头号敌人”。周恩来的举措非但没有震慑
住越南，反而刺激越南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1975年3月，越南违背巴黎协定发动了统
一南北的战争，这也是越南违背中国的意愿第
一次单独进行的战略性行动，具有极大的冒
险性。可没想到南越阮文绍政权的100多万军
队一仗未打就全面崩溃，原计划几年的战事，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向欢迎的越南人群挥手致意。（新华网）

冷战的转折点其实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
争，这场规模有限、时间短促、方式落后的战
争当时虽然引起整个世界的震动，但不久就被
人遗忘，没人会想到从这一年开始，仅12年整
个苏联东欧集团就彻底崩溃。而在此之前的34
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削
弱苏联，都收效甚微，苏联在1979年反而达到
了其扩张的巅峰。

（一）中国在冷战中的特殊作用
苏联在这么短的时间戏剧性地崩溃，出乎

所有人的预料。尽管苏联崩溃22年来各种各样
的评论层出不穷，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政论文章
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却论
述不多，那就是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
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发生了战略角色
的转换：中国从苏联名义上的盟国变成了美
国事实上的盟友，而完成这一转换的标致就是
1979年的中越战争。

1945年以后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分而治之
的世界，但不论对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态度
无疑都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
份量不是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
替代的，不论中国加入苏联和美国的哪一方，
另一方都会受不了。从1945年往后的40年里，
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有一
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
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
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
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
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
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
抱，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撼动苏
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
格局，这些国家的离开或加入对美苏双方来说
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在
冷战的前期加入了苏联为首的东方，美国跟着
就开始倒霉，险些崩溃；中国在冷战的后期脱
离苏联又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跟着也
开始倒霉，最终走向了崩溃。

冷战前期中苏联盟的标致是1950年2月毛
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签定了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正式成为盟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并
没有看出这一联盟的危险性，他把中国仍当成
南斯拉夫、波兰那样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同
年6月，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杜鲁门贸然
出兵朝鲜，4个月后中国也向朝鲜出兵，朝鲜
于是成了中苏共同对抗美国的战场。以美国的
力量 当然不可能同时对付中苏两个巨人，尽管
美国在朝鲜苦苦挣扎了3年，但最后还是力不
从心，不得不跟明显弱于自己的中国签定了停
战协定，这对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来说，无
疑是奇耻大辱。

跌了跟斗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而
是急于在别的地方重新找回面子。那时的美国
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所以12年
后，即1965年，美国在越南又介入了一场跟中
苏的对抗。尽管中苏当时已经公开决裂，但
在越南共同对付美国这一大事上，却是一心
的。1965年时的苏联和中国当然跟1950年时不
可同日而语，所以美国在越南遭到了比在朝鲜
更大的失败，不仅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而
且亲美的南越也被亲华亲苏的北越整个吞并。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
的两场最大的挫折，前者被世界公认为美国的
失败，后者更是美国自己都承认的失败。1973
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美国的民心、士气都跌
到了历史的最低谷，整个国家也处于分裂的边
缘。切肤之痛让美国深切认识到不能再在以一
敌二的劣势环境中继续硬挺，不然强大的美国
一定会走向崩溃。中国是个不能小看的独立对
手，既然美国不能同时打倒两个巨人，那就得
想办法把他们拆散，各个击破。由于当时美国
的主要威胁还是苏联，中国又跟苏联接壤，联
苏击华只能让苏联人得实惠，所以美国人经过
考虑自然就选择了联华击苏。高傲的美国人于
是放下架子开始向中国示好，而在此之前中苏
之间的分裂、论战以及边境武装冲突也为美国
战略目标的转移创造了契机，1972年2月，尼
克松访华，中美这对不共戴天的敌人开始化敌
为友。

就在美国人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一步步迈进
时，苏联却仍然执迷不悟。斯大林在1945年的
雅尔塔会议上跟罗斯福一样没把中国当回事
儿，5年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与毛泽东签定了一
项什么样的条约，那是苏联走向世界帝国的根
基。苏联在冷战期间所取得的种种优势都跟中
苏同盟有关，所以苏联的世界战略应该是千方
百计地拉住中国这个最有份量的盟友，其它的 
事情都应给巩固中苏同盟让位。但是斯大林却
把中国当成了一个不听话的讨厌跟班，连美国
对英国那样的尊重都没有。斯大林之后的赫鲁
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没能跳出这种惯性思维的
桎梏，仍然像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中国，疏

不知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小国。斯大
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态度很可
能是俄国人历史上对中国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
府极端蔑视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态度美国同
期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
约翰逊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人
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到了越南战争后期则彻
底改变，重视和尊重起中国来。而这时的苏
联人还是老样子，1975年苏联人对中国的态度
跟1945年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且直到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人还是不习
惯美国以外的国家跟自己平起平坐。从美苏对
中国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上，可以看出苏联人思
想的顽固、思维的滞后和眼光的狭隘，以这样
的思想、思维和眼光当然不能引领世界，这也
是苏联最终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在冷
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形势讲，苏
联还有机会不陷入与中美对抗的泥潭，因为当
时中苏同盟条约的期限还没有到期，尼克松访
华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 盟，双方还处于
初步的试探中，而且两国内部都有强烈反对中美
接近的声音。不久尼克松因此深陷“水门”，而
中国的“四人帮”也兴风作浪，如果苏联人这
时抓紧 时间改变策略，完全可以避免以一敌二
的战略窘境。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
越南人的弄巧成拙却让苏联最后一丝希望化为
泡影，而美国则晕头转向地接受了梦想成真的
现实。

（二）越南的悲愤和梦想
越南紧邻中国，是中南半岛的大国，但是

在亚洲只能算中小国家，放到全世界这个范围
更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小国的战略视野一般比
较狭窄，对世界大局作用有限，但在特殊情况
下也会产生问鼎世界政治的幻想。中国周边的
小国多多少少都有取代中国的梦想，一有机会
就死抓住不放，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敢冒任
何风险。日本在19世纪70~90年代就曾经成功
尝试了一次，收获颇为丰厚，不然这个遍布火
山、经常地震的贫瘠岛国现在谁知道它在哪
儿？尽管日本人最后尝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恐
怖， 但这并不能完全浇灭中国周边小国的那个
梦想。在日本人初次开始行动整整100年后，
国土轮廓也呈长条S形，跟日本的轮廓极其相
似的越南又开始了大胆的第二 次尝试。

对越南来说，在1975年时她似乎有这个本
钱。毕竟她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打败两个强大的
白人国家（法国和美国）的唯一有色人种国
家，其中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这一点日本
人和中国人都没做到。越南的战争努力没有象
日本那样落了个亡国投降的下场，就是 跟中国
相比成就也远远超出：美军在越南的伤亡人数
是在朝鲜的2倍半还多（36万/14万），况且朝
鲜美军的伤亡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朝鲜人民军造
成的。越南人 在其最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中全歼
了1.6万名白人正规军，而中国人则没有在一个
地方围歼5000人以上白人军队的战例，其最自
豪的上甘岭战役也不过是将白人击败赶走。所
以，越南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胜
一筹，她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而当时的
中国经过10年的内乱虚弱不堪，经济凋弊，政
局不稳，作为国家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更是深
受政治挂帅的毒害，装备、训练废弛，军官只
会喊政治口号，士兵拿锄头比拿枪还熟练。越
南的一些将军利用当时的同盟关系到中国军营
实地观察，回来后认为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1
个能顶中国30个。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正
处于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容易被打倒的时期，取
代中国别的国家不 敢想，越南则认为时机千载
难逢。尽管中国曾经在抗法与抗美战争中给予
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但取代中国这个前景实
在诱人，最终还是战胜了越南人的感恩心理。

越南的行径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背叛和忘恩
负义的味道，但是站在越南的角度，却另有一
番悲愤的合理性。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
实在太大，从1945年~1975年的30年时间里，
超过500万的越南人死于战火，这么惨重的代
价让越南人觉得应该得到补偿。但是1972年2
月的尼克松访华却让越南人觉得自己成吨的
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美国作了交易。同年12
月，尼克松的B-52几乎将越南首都河内从地球
上抹去，但是中国的表现却并不给力，越南人
被迫在来年的1月跟美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以
承认越南南北继续分裂来换取美国全部撤军。
巴黎协定让越南人觉得自己第二次被出卖了，
他们没有忘记，1954年奠边府大捷以后，也是
由于中国人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才被迫
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1954年时的越南
对中国还敢怒不敢言，但1973年他们已经有能
力反 抗了，不仅越南自身的实力今非昔比，中
国在“文革”中糟糕而又荒唐的表现也让越南
觉得中国不配再来领导亚洲。

同年3月29日，美军全部撤走，越南统一

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上）
编者按： 当地时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越
南，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近10年后再访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