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
———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王 立 新

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国会和舆论的压力，而在于那个时期由反共主

义和中美关系神话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

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和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敌意。艾

奇逊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根本没有考虑承认新中国，他并非过去学者所认为的灵活的现实

主义者，所谓的“失去的机会”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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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面临新的对华政策选择。在战后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地防止苏联———这一美国的主要敌

人———力量的增长，为此应该阻止中共投向苏联的怀抱。尽管美国不喜欢中共的意识形态，但

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并不必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为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是苏联

力量的增长，而非共产主义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只要中共独立于苏联，只要中国不与

苏联结盟，中国不仅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相反可能会牵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因此从维持全

球均势和维护美国安全的角度看，合理、恰当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

即实施“楔子战略”（狑犲犱犵犲狊狋狉犪狋犲犵狔），为此甚至应该考虑承认新中国。

关于１９４９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许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同

时又充满巨大分歧的领域。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以杜鲁门和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试图

贯彻的正是阻止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特别是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渴望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以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但国会内部的亲蒋势力、美国反对承认新中国的公众舆论和中共蓄

意激怒西方国家的行为使杜鲁门政府无法这样做。华裔学者邹谠、沃伦·科恩（犠犪狉狉犲狀犐．

犆狅犺犲狀）和南希·塔克（犖犪狀犮狔犜狌犮犽犲狉）都持这样的看法。科恩和塔克甚至认为，为了在中国和

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和鼓励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艾奇逊准备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和听任台

湾的“陷落”，华盛顿还计划与北京政府开展贸易、给予外交承认和支持北京获得在联合国安理

会的席位。总之，艾奇逊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灵活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塔克—科恩命题

（犜狌犮犽犲狉犆狅犺犲狀狋犺犲犿犲）。① 但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如约翰·加迪斯 （犑狅犺狀犔．犌犪犱犱犻狊）、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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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海因里希斯（犠犪犾犱狅犎．犎犲犻狀狉犻犮犺狊）等人认为塔克—科恩命题忽略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的双重性，没有看到尽管艾奇逊愿意听任台湾的陷落，国防部却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认为台湾对

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认为共产化的中国注定是苏联的卫星和苏联在亚

洲扩张的工具。这两种政策取向共存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因此仅仅描述艾奇逊现实主

义的一面是不够的。① 多数中国学者除否认中共的政策构成美国拒绝承认的原因外，大体赞同美

国学者的第一种观点，即认为艾奇逊等人的政策是比较灵活的，杜鲁门政府未能实现同新中国

的和解是由于美国国会和舆论的阻挠；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

时间里，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即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在敌

视和孤立新中国问题上，艾奇逊等人与国会内的亲蒋势力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②

无论阻碍美国承认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是国会、公众舆论还是艾奇逊本人，美国始终未能

真正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推行其对华政策，杜鲁门政府继续支持国民党，并在其他国家，包括

西方大国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继续拒绝考虑给予承认。从这一事实自然引申出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美国国会、公众舆论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与新中国和解？如果确如部分中国学者所分析的

那样，艾奇逊与国会的中国帮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为什么被誉为现实主义代表的艾奇逊等人也

如此敌视新中国？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美国本身转移开来，把美国的政策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

法的政策做一比较，就会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或许更加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实质的

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中单单美国如此僵化和激烈地敌视新中国，执行一项其敌意远远超过

其他国家的政策？况且，承认并非意味着友好，而不过是意味着承认事实。美国对华政策的引

人瞩目之处就在于，为什么美国连这一事实都不愿承认？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迄

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予满意的回答，无论是美国国内政治纷争还是英国在香

港的特殊利益都不能对美国政策的这一不同于英法的特点给予足够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为此必

须从其他方面寻找美国政策独特性的来源。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还在于，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仅

停留在卷入政策过程的各种势力的政策主张层面，而对其政策主张背后的思想根源则没有给予

足够的注意和清晰的说明。

本文认为，阻碍美国执行一项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和杜鲁门政府实施楔子战略的最重要的因

素是那个时期美国对华思想中强烈而独特的意识形态。③ 这种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包含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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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学术争论和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状况的最好总结，可参见犚狅犫犲狉狋犑．犕犮犕犪犺狅狀，犜犺犲

犆狅犾犱犠犪狉犻狀犃狊犻犪：犜犺犲犈犾狌狊犻狏犲犛狔狀狋犺犲狊犻狊．犐狀 犕犻犮犺犪犲犾犎狅犵犪狀（犲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犻狀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犜犺犲

犎犻狊狋狅狉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犉狅狉犲犻犵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犛犻狀犮犲１９４１．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１９９５，狆狆．５０９—５１２。

关于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状况的介绍，参见时殷弘 《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

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１页。

本文所说的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包括两类：一是“正式的意识形态”（犳狅狉犿犪犾犻犱犲狅犾狅犵狔），通常比较系

统、完整，具有某种经典的文本，由一个或几个领袖人物所创立。在美国，这种正式的意识形态是指

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它体现在独立宣言、宪法、权利法案等经典文献之中。二是 “非

正式的意识形态”（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犻犱犲狅犾狅犵狔），这类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

文化价值观、偏好、成见、倾向、习性等等，不像正式的意识形态那样系统、严密，但却具有正式意

识形态同样的影响力。美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已经潜移默化地为大多数国民和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的关于美国国家起源、国家身份、国家特性和国家地位的看法，就构成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意

识形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关于正式的意识形态与非正式的意识形态的划分，参见犛狋犲狏犲狀犐．

犔犲狏犻狀犲，犘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犱犲狅犾狅犵狔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犾犻犮狔．犐狀犜犺狅犿犪狊犠．犚狅犫犻狀狊狅狀犪狀犱犇犪狏犻犱犛犺犪犿犫犪狌犵犺

（犲犱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犉狅狉犲犻犵狀犘狅犾犻犮狔：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犗狓犳狅狉犱：犆犾犪狉犲狀犱狅狀犘狉犲狊狊，１９９４，狆．３３。



面：一是冷战初期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共主义，这种反共主义本质上与整个西方的

反共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美国其强度要大得多，特别是反共主义由于国内与国际的原因在

１９４９年以后尤其强烈；其二是自１９世纪初以来逐渐在美中关系中形成的建立在美国独特的民族

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以美国拯救、中国感恩为主要内容的关于中美关

系的神话帮助界定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中共的

胜利使这一神话破产，由此使美国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沮丧、愤怒等情绪和对背叛者进行惩罚

的心理。艾奇逊等人就深受这种独特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试图表明，弥漫在美国社会

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导致承认政策与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对中国的特殊情感相冲突因而缺

乏起码的道德合法性，使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艾奇逊面临道德与利益选择的两

难，并执行了一项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矛盾，最终导致对新中国的承认未能实现。

从政府到民间：冷战初期狂热的反共主义

二战后美苏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整个世界形成两极体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两极

体系孕育着大国冲突的种子，冷战后的世界本应上演的是传统的地缘争霸游戏。从地缘政治与

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牵制苏联力量的增长，维持全球均

势，这一目标要求把遏制苏联与遏制共产主义分离开来，合理的遏制政策应该是以苏联为对象，

而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对象，美国应该与不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合作以便遏制苏联的扩张主

义。后来的尼克松政府正是如此做。冷战初期，乔治·凯南（犌犲狅狉犵犲犉．犓犲狀狀犪狀）提出的遏制

战略也主要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为目标。但是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间，美国的遏制战略经历了一个

深刻的变化：遏制苏联的力量转变为遏制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就是说，意识形

态目标压倒了地缘政治目标，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南。

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历史学家大体上提出两种解释：其一，认为这种倾向产生于美国的

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特别是共和党在１９４８年总统大选中的意外失败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利用意

识形态语言，主要是反共主义辞令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对此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这里不再赘述。其二，认为它源于杜鲁门政府通过夸大共产主义的“邪恶”和威胁来恐吓美国

人的策略和公共关系运动，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向国会和民众兜售其援助欧洲以遏制苏联的计划。

杜鲁门政府的高官们，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公开的演讲中，不惜使用夸张性的言辞，大肆宣传共

产主义的邪恶与威胁，以说服保守的国会以及仍沉迷于孤立主义思想的民众支持美国战后的国

际主义政策。最典型的就是杜鲁门在出台杜鲁门主义的咨文中用极端的意识形态语言把世界划

分为自由与集权的两极，声称美国的政策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

外来的压力企图强加给他们的奴役”。① 杜鲁门在咨文中不是从维持欧洲均势的现实主义角度，

而是从捍卫自由的角度来界定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利益，鼓励公众以一种极为简单化的观点

和模式看待世界，实际上把所有的共产主义都描述为可怕和危险的，美国都应该加以反对，而

没有对不同的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分。正如当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瓦尔特·李普曼 （犠犪犾狋犲狉

犔犻狆狆犿犪狀狀）所批评的那样，杜鲁门把具有特定目标和界限的美国外交政策变成了没有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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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讨伐运动”（犮狉狌狊犪犱犲）。① 从杜鲁门演说中得到一个简单而合理的推理就是，既然共产主

义如此之坏，为什么我们只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听之任之呢？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所高唱的反共主义是出于公共关系考虑，主要是为了争取国会和民众

的话，１９５０年４月７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犖犛犆６８）文件的出台则表明在国务院和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战略家们的思想中，两极思想和遏制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对外战略，

美国外交战略从冷战初期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转向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主义遏制。

在冷战初期，美国的对苏政策受到乔治·凯南思想的深刻影响。作为现实主义者，凯南认

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国在世界各种力量之间建立平衡，即依赖于世界的均势。同时，

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对美国具有同等重要性，美国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应该是有选择的。其他国家

的国内制度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国应该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

务的政策”，“不能认为我们天然地有义务采取措施影响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进程”。② 也就是说，

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厌恶并不意味着对其采取敌视的行动。当１９４９年底凯南离开政策设计室

的时候，其思想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大大减弱了。１９５０年４月对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具有重大影响的犖犛犆６８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大转变：其一，犖犛犆６８号文件宣

称，美国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我们建立在个人尊严和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因

此美国的战略不再是有选择性的若干战略要点，而是遍及全球的。贯穿该文件的是两极思想和

意识形态的对抗：“本纲要的成功最终全赖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意识到冷

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③ 其二，该文件基本没有涉及如何鼓励和

利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裂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在凯南原来设计的遏制战略中，是苏联而不是

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同独立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合作以遏制苏联的扩张

主义野心。

那么美国在外交中到底是有选择性的承担义务，通过建立均势和平衡苏联的权力来维持美

国的安全，还是反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以捍卫自由世界？杜鲁门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前者，

但根据犖犛犆６８号文件的措辞和逻辑，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后者。文件起草委员会顾问詹姆斯·科

南特（犑犪犿犲狊犆狅狀犪狀狋）曾就此询问主要起草人保罗·尼采（犘犪狌犾犖犻狋狕犲）：美国的目标是否是“恢

复所有的克里姆林宫受害者的自由”和“让整个世界民主化”，尼采则予以否定。尼采认为美国

仍然要区分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但又指出：“如果美国的目标仅仅是击退侵略，而不想建立一

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战斗的意志将会减弱。”④

在传统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作为了解国际事务的决策精英，更倾向于从现实

主义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理性地、审慎地估算国家利益和制定外交政策。与国会和公众相比，行

政当局应该较少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连行政部门都如此的话，国会和公众的政策倾

向可想而知。

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冷战初期，国会远比行政当局更加强烈地从意识形态角度僵

化地看待战后美苏之争，把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认为所有共产党都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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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亲蒋派的议员，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都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语言来反对新中国。

美国社会也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强烈恐惧，民众舆论普遍相信苏联具有统治整个世界的目标，

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中共听从莫斯科的命令。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７０％

的受访者相信苏联扩大自己的实力是“为了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力量”，而只有１８％的人相信苏

联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免于在将来的战争中被攻击”。① 而一年前，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进行的

盖洛普民意测验则表明，有５１％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回答不是的只有

１０％，并有４５％的人认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而回答不是的只有

２２％。②１９５０年底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后，该民意测验中则有超过８０％的被访者认为中国这样做

是出于苏联的命令。③

１９４９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０年代初期正是美国社会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期，从政府到

民间，从官员到民众，普遍存在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美国的反共主

义意识形态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与美国自由思想截然对立的一种信仰体系，共产主义政治

制度被视为本质上“集权”的、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人最

珍视的价值———自由的真正威胁，是对美国立国基础的颠覆。

其二，相信美国与苏联的斗争是一场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你死我活的

竞赛，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关乎到自由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存亡。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在

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巨大的威望，由于在亚洲和西欧一些国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在二战

中的壮大，也由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增强了苏联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吸引力，

美国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威胁。

其三，相信共产主义集团是铁板一块，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服

从莫斯科的指挥，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鼓动世界革命，并企图最终统治整个世界。

其四，相信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同时还与苏

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巨大的实力以及各种宣传、欺骗、操纵和颠覆手段结合在一起，本质上是

一种不加遏制即会自然传播的扩张性意识形态。美国人的这一信仰成为后来流行的多米诺骨牌

理论的思想基础，即一个国家导向了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也会跟着

陷落。因此美国对共产主义必须进行坚定而有效的遏制，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它很小，

导向共产主义。

其五，反共主义在两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具有高度“共识”，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泥沼之前，

几乎没有人能挑战上述反共主义信仰。

美国的民族主义、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以及神话的破产

长期以来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一种特殊的位置。与中国、法国等世界大多

数国家不同，美国人缺乏共同的血缘和历史经验以及共同的文化心理，美国的国家认同主要是

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即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美国的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导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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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结果，即国家凝聚力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

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以此来证明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普世性和巨大威力。前者

表现在美国长期以来通过与专制、压迫、腐败的欧洲的对立来界定其国家身份，后者则表现出

美国人相信自己肩负着用美国的文化改造世界的使命。

萨义德（犈犱狑犪狉犱犛犪犻犱）曾言：东方在欧洲（西方）的自我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欧洲正是

通过与东方的比较来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东方“帮助欧洲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

象、观念、人性和经验”。萨义德就此提出欧洲认识东方的“东方主义”（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犿），他称所

谓的东方主义就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来理解东方的一种方式”。① 这里的

东方和欧洲分别置换成中国和美国，东方主义同样适用。中国主要是通过它提供的机会来帮助

界定美国的。所谓的机会是指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悠久的文明，而自近代以来处于衰落之中，

其可塑性似乎为美国提供了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人的信仰、道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机

会。还有什么比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庞大人口的中国被美国所改造，并在美国的监护下实现现

代化更能证明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的呢？自近代以来，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中扮演的就是证明美国文化具有普世优越性的角色。中国成为实现美国民族抱负、国家使命和

树立美国国家威望的巨大试验场。试验的成功不仅将证明基督教和美国文化的普世性，而且在

传播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荣耀的象征。

因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到中国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给予，不是为了占领，

而是为了改造。与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不同，中美关系是以双方深厚的友谊为标志的，美国

人在中国的善行，美国对中国的“保护”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激”和信赖构成中美之间的特

殊关系。艾奇逊在就白皮书致总统的信中一开始就大谈美国对中国的“友谊”：

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尽管两国相距

遥远，在背景上存在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把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宗教上、

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纽带一直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非常强烈。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

年来美国的种种善行加以证明的，包括用庚子赔款为中国学生提供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内的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及战后的广泛对华援助等。②

尽管所谓美国对中国的无私帮助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无稽之谈，其提出者完全忽视了华人

在美国所遭受的不人道的待遇、美国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屡次口惠而实不至的对华政策

对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伤害，但美国人却对此深信不疑。杜鲁门在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声明

中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令人温暖的友好感情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

之一。”③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犜狅犿犆狅狀狀犪犾犾狔）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２日在参议院的

演讲中称：“我们与中国人民之间传统上一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④ 直至５０年代后期，一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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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仍然说：“我把中国看成是被保护者，我们总是竭力保护他们，总是抵御对他们的进攻。”①

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无私的利他主义帮助和中国满怀感激而产生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构成

了所谓的中美关系神话。② 在这一神话中，美国长期以来是中国主权的保护者和现代化事业的指

导者；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世性，中国人民愿意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和制度，愿意接受美

国的指导，并因此对美国的善行非常感激。正如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安在评论威尔逊宣

布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时说的那样，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实际上“赢得了中国人民永久的感

激”。③ 中美关系神话的构建及其被广泛的接受满足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心理需要，中国成为美

国拯救世界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诉说着美国的伟大。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犑狅狊犲狆犺

犓狉犪犳狋）评论说，中国一直是满足美国人自恋症的地方，是美国人自我陶醉的焦点。④

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不仅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这种建立在幻觉上的迷思

（犿狔狋犺）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极大的危害：其一，它严重遮蔽了美国对中国局势的认识。既然中国

人信赖美国，热爱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愿意接受美国的指导，从这一信念自然引申出来

的就是共产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是中国人民自愿接受的，而是外来

力量强加的，因此他们相信中国人民迟早会摆脱共产主义的羁绊，重新拥抱美国的民主制度。

所以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东山再起”推翻外来统治。其

二，由中国共产化而导致的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灭在美国激起强烈的负面情感反应，使美国人完

全不能接受这一现实。面对中国抛弃美国的制度与文化，拒绝美国的“监护”与“指导”，并选

择社会主义，美国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心血付诸东流，美国对自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信心遭

受沉重的打击。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这样评论说：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９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

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

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四分之

一的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至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

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

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

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如此。⑤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抛弃了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所谓强大、自由、民主的道路，几代美国人

在中国经营的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和宗教事业都成了泡影，把几亿中国人塑造成美国的顾客

和基督徒的梦想似乎要永远破灭了。而当中共在国内发起宣传运动，中国人民谴责和揭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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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侵略时，长期沉醉于中美关系神话的美国民众表现出来的是迷惑、恼怒、激愤和强烈

的幻灭感，中国被视为“忘恩负义”。这种情绪的宣泄口就是寻找替罪羊和对中共的“忘恩负

义”进行惩罚。

１９４９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著名美国记者伊罗生这样描绘美国人当时的心情：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

和恩人，是中国人的救星、教师、治愈其痛苦的医生、保护者，看作是热情而忠实的朋友

和仰慕者。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

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教堂

里进行描述、在历史书中记述它，也是这样在所有的教室里告诉孩子们。这是数以百万计

的美国人共享的经历，他们几代美国人把１分、１０分和２０分的硬币放入募捐的盘子里，为

中国人捐献救济金，他们的税款凑成数十亿美元的巨大数目，用于救济和支持处于和平与

战争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所有这一切之后，中国人大规模地、坚决地拒绝了美国的帮助、

希望、渴望和告诫。他们采取了敌视美国人和反对美国利益的路线。其结果是他们把美国

人从那扇美国人曾经如此漫长和如此英勇地竭力保持其开放的门户中逐出了中国。在做这

些事情时，中国人显而易见地咬啮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喂养他们的手。他们恩将仇报，简言

之他们是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①

二战后正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特殊情感达到高潮和中美关系神话广为传播之时。战时美国

对中国的援助，共同抗击日本凝结的友谊，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一个统

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

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但是这种希望由于中共的胜利而

骤然破灭了。艾奇逊的传记作者戴维·麦克莱伦（犇犪狏犻犱犛．犕犮犔犲犾犾犪狀）评论说：“美国人在对华

态度中所倾注的情感使他们不可能相信中国人拥抱共产主义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也不能相信中

国人会以如此羞辱美国的方式拒绝美国。他们一直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对来自北京的对他们的

汹涌的仇恨和谩骂毫无准备。（他们不禁问道）中国人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他们是否也是某种邪

恶阴谋的受害者。”② 在国民党、国会和亨利·卢斯主办的杂志的鼓噪下，美国民众相信，有人

出卖了中国。要么是中国人被共产党愚弄了，要么是中国被美国一小撮亲共分子出卖了，甚至

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具有巨大影响的《时代》与《生活》杂志把中国的局势视为国务院高级

官员欺骗和散布失败主义的结果，看作是共产党听从莫斯科的命令和实施阴谋的结果，而绝不

可能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麦卡锡之流的政客则借此煽动美国人，把他们带入一种自我

怨恨和惋惜中国陷落的狂怒之中。正如费正清所言：“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

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

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

反对它。”③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后来回忆说：“因为在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时我们在为中国做事，我们认

为中国人应该感激我们。想到我们自义和团时代和海约翰以来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和在中国的行

为，我就经常陷入这一想法之中。中国人应该表示感激。这就是我们对红色中国如此恼怒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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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们还去与俄国人联合在一起使我们加倍地发疯。我在我的同事中间，特别是从参加联合

国代表会议的政府官员中听到这些。”① 当时一位舆论分析家也说：“我自己对此未做过调查，但

如果让我估计的话，我可以说，美国人非常的失望，他们原来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诚实的人

民的思想是错误的。中国人咬了曾供养他们的手。现在他们不得不把中国人视为对美国的威

胁。”②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有意无意地利用中国来建构和支撑关于美国自身身份与世界地位的意

识形态神话。而这一神话被中共的胜利所打破。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对美

国构成挑战，但这种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因为中国积贫积弱，不会对美国的安

全构成威胁。这种挑战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的中国冒犯的是美国人认为作为其政治共同

体基础与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对此学者戴维·麦克林曾对中共的胜利对美国的心理影

响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新政权对美国的冒犯要比它虐待美国人员、在宣传上对美国的攻

击、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挑战或中共控制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战略威胁要深得多。中共对美国最深

刻的冒犯在于，通过忠诚于一种非美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国家，中共出卖了美国

要在亚洲实现自己的全球使命的目标……如果不注意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占据的

位置，是不可能对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间美国对华政策中最独特的要素给予一个满意的解释的。”③

换言之，中共的胜利使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中国“背叛”了美国的

理想，沉重打击了美国对其价值普世性的信心，损害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尊，触动了美国

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美国最无法忍受的。

综上言之，中共胜利触犯了美国最核心的两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构成中

美和解的巨大障碍，这是一个艾奇逊也无法逾越的障碍。

道德与利益的两难：艾奇逊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

尽管国务卿的职位和身份使艾奇逊对国际事务有较多的了解，使他能够较多地从地缘政治

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处理与新中国的关系，但艾奇逊并非可以完全摆脱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影响

的超人，同那个时期的民众和大部分外交官一样，艾奇逊从根本上说也是前文所说美国对华关

系中独特的意识形态的俘虏。其所谓的现实主义政策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制约。因此我们在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期间，看到的是两个艾奇逊，一个是能够审慎估价美国的

国家利益，从地缘政治和全球均势的角度处理对华关系的现实主义的艾奇逊；一个是其认知严

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僵化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共政权，对新中国充满敌意的道德主义的

艾奇逊。现实主义的艾奇逊反对国会给予国民政府大规模援助，试图与蒋介石拉开距离，以便

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反对美国出兵保卫台湾；在对新中国的关系问题上，艾奇逊试图实施楔子

战略，探求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而道德主义的艾奇逊始终没有认真去推行和实施楔子战略，

从心里极不愿承认新中国，把中共政权视为苏联的工具，并寄希望于中共很快能倒台。两个艾

奇逊实际上表明了他陷入了利益与道德的两难，这一时期艾奇逊对华政策的自相矛盾即在于此。

作为美国一代政治精英，艾奇逊深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普世性，对共产主义极为厌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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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视，担心共产主义扩张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相信美国应该成为捍卫自由的领袖。艾奇逊

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讲和国会的作证中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美国人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

义扩张的担心。他在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２日的演讲中称：

如果苏联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挑战我们自由思想的旧专制思想，它的威胁或许不那么

可怕。它无疑是一种专制思想，但绝不仅仅是这些。这一狂热的主义统治了这个世界上最

伟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加上它的卫星国，控制着亿万人民的生活，并且在目前拥有最

庞大的军事力量……他们诉诸一切诡计和一切阴险残酷的手段来消灭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东

西———个人的自尊、个人思想和精神的完整。

因此，美国“面对的是对我们文明的基础和自由世界安全的挑战和威胁”。①

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威胁。艾奇逊认为首要的、最根本的是“要证明我们对自由的信仰是

炽热的和富有战斗性的”。艾奇逊对自由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仰，他在演讲中称“自由是人类历

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最具革命性的概念，它经常会让世界各地企图统治和压迫人民的每一个独裁

者和每一个专制君主感到恐惧”。因此美国“必须使用一切我们知道的手段向地球的各个角落传

播自由的价值观”。②

艾奇逊笃信所谓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前文已经述及，艾奇逊在就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

的信中开篇即大谈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谊。他对美国人对中国的特殊情感也深有体会。艾奇逊

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个城镇的人民不为在华传教团体征集资金和衣

物，不为那些在遥远的、危险的异国他乡的上帝的葡萄园中辛勤劳作的人们担忧，不听传教士

鼓舞人心的演讲。因此，爱恨情结（犾狅狏犲犺犪狋犲犮狅犿狆犾犲狓）中爱的部分得到了培育，并为我们后来

的对华政策注入了强烈的感情。后来罗斯福总统提出在斯大林和丘吉尔看来不切实际的思想也

是来自这一背景。这一思想是：中国在我们的帮助和庇护下，将从废墟中上升到大国地位，在

战后为亚洲的稳定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③

正因为他相信美国对中国的独特贡献和友谊，因此他也认为中国人民信赖美国，美国的政

策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情感，美国不能辜负中国人民的信任，而承认中共政权就是辜负这种

信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艾奇逊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承认新中国问题时，尼赫鲁倾向于尽

早承认，但艾奇逊反对承认，其理由就是承认中共等于抛弃了中国人民。④

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艾奇逊对中共的胜利也是异常的愤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会背

叛美国的理想。艾奇逊咬定中共政权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不过是苏联的傀儡和苏

联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并依靠操纵、颠覆等手段获取权力。艾奇逊在１９４９年８月的一次公开

演讲中称中共政权目前虽然“能说服大批的中国人相信它是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一直在不断

扩大它的统治区域”，但“在事实上是在为一个外国强权的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代表一外国

强权的利益并把他们的企图建立在对世界现实故意歪曲的观念之上”。⑤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６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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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犗犳犳犻犮犲，１９５０，狆狆．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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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狀狅．５２８，犃狌犵狌狊狋１５，１９４９，狆狆．２３６—２３７．



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奇逊称中共“完全从属于莫斯科政权”。①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日在旧金山演

讲中，艾奇逊称“共产党是通过欺骗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贡献上台的。……中国尽管有悠久的令

人骄傲的历史，却被迫纳入苏联的轨道，成为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属”。②

艾奇逊不断地强调中共对苏联的依附和共产主义乃是外来势力强加给中国，不仅表明艾奇

逊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本土特点缺乏了解，同时也将其自己置于不利地位。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

就是：既然中共是苏联的傀儡，中共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的，并不代表广大的中国人民，甚

至是短命的，美国怎么能与这样一个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中共是通过阴

谋、篡夺和操纵上台的话，那么中国内战的结果也就不是“必然”的结果，不是白皮书所说的

那样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不过是苏联大力支持中共的结果，进一步也就是美国援助国

民政府不力的结果。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美国不仅不能承认中共“傀儡政权”，而且还应该

试图推翻它，“解放”中国人民。

显然，艾奇逊对中共性质和中国状况的描绘与他自公布白皮书以来一直试图达到的说服民

众支持政府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目标是矛盾的，与一些学者认为艾奇逊试图承认中共政权的目

标（如果艾奇逊确有这一目标的话）也是相悖的。

既然中共不过是苏联的代理人，那么中共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艾奇逊的这一信念深刻

地影响了他处理中国事务的态度和心理，使他未能认真对待中共与苏联分裂的前景和鼓励中苏

分裂的楔子战略，甚至认为这一战略是不必要的，而是更多地冀望于中国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

义力量自己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艾奇逊从１９４９年中期开始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实际上根本

没有打算考虑承认新中国。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４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犃狉狋犺狌狉犎．犞犪狀犱犲狀犫犲狉犵）向杜鲁门政府

提出，行政当局在没有与外交委员会充分磋商之前不得考虑承认未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同一

天参议员威廉·诺兰（犠犻犾犾犻犪犿犉．犓狀狅狑犾犪狀犱）向杜鲁门递交了一封１６名共和党和６名民主党参

议员签名的信，要总统澄清目前没有考虑承认问题。７月１日，艾奇逊致信康纳利，保证在考虑

承认之前与外交委员会磋商。随后，艾奇逊公开提出了承认新中国三条件，即中共政权实际上

控制该国领土，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其执政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艾奇逊的这一做法是非常令

人困惑的，因为如果艾奇逊真的曾经考虑过承认问题的话，他在这一时期提出承认的三个条件

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三个条件肯定是中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１９４７年２月以来一直声

称新中国不会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艾奇逊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三个条件，因

为国会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实际上是自缚手脚。戴维·麦克莱伦对此评论说，“了解这一点

后，人们不得不质疑艾奇逊的智慧”。③ 其实，不是艾奇逊的智慧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艾奇逊与

那些参议员一样，并没有真正打算承认。

在承认政策可能会遭到国会反对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要想推行这一政策，就应该发起一

场公共关系运动，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但是艾奇逊却没有这样做。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梅尔

文·莱夫勒（犕犲犾狏狔狀犔犲犳犳犾犲狉）认为，如果杜鲁门政府进行这样一场运动，未必就不能成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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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犾狌犫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犪狋犛犪狀犉狉犪狀犮犻狊犮狅，犆犪犾犻犳．，狅狀犕犪狉犮犺１５，１９５０．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犛狋犪狋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狏狅犾．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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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支持对华贸易和承认中国的人占少数，但杜鲁门的声望在（大选中）战胜杜威后很高。如果

（杜鲁门）和艾奇逊努力寻求在精明地估算美国的自我利益和共产主义阵营内民族主义之间矛盾

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中国和解，公众会跟着走的”，“杜鲁门和艾奇逊本来有机会影响公众舆论，

但是缺少这样做的决心”。① 很多学者将艾奇逊未能贯彻和推行承认政策归咎于国会内部亲蒋势

力和舆论的反对。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如果说艾

奇逊渴望承认中共政权，只是担心国会和公众的反对，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艾奇逊极力说服其他

国家不要承认，并试图拼凑一个不承认的联合战线。因为按常理，艾奇逊应该愿意看到其他国

家承认新中国，这样就可以说服美国公众：不承认是无济于事的，从而推动与中共的和解。

一些学者认为，从国务院的楔子战略应该可以推导出艾奇逊试图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因为

只有向中共示好才能使其脱离苏联的控制。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推导。事实却是，离间

中苏关系的设想并没有导致艾奇逊试图与中国和解，而至多表现出不触怒中国或不采取任何行

动而听任中苏分裂的自然进程。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认新中国并不能加速

中苏分裂的进程，因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并不是西方示好的结果。甚至艾奇逊的一些幕僚

们还相信，对中共施压反而有利于中苏分裂，因为在西方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对苏联依赖加深，

苏联会对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这样会导致中共对苏联的不满。国务院的主要幕僚查尔

斯·约斯特（犆犺犪狉犾犲狊犠．犢狅狊狋）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对西方的态度不会因为西方的和解政

策而得到改善，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他们常常把对他们的妥协政策视为是受用心

险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驱使或因为西方自身的弱点”。西方的灵活政策不会促使中苏分裂，因

为这样会使中共在美苏之间两头获利，而强硬政策反而会奏效。他写道：

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

一个持异议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

依赖程度很大，以致于鼓励后者剥削前者超过其忍耐的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

分道扬镳。一个能够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卫星国因为缺少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反而更可能

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忠诚……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强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

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②

无独有偶，后来杜勒斯提出的促使中苏分裂的建议与约斯特如出一辙：

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紧张和困难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压力之

下，而不是通过缓解这种压力……压力和紧张将迫使他们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

足的要求，结果使紧张进一步加剧……这才是应该遵循的路线，而不应该寻求通过与俄国

展开某种看谁对中国最好的竞争来分裂中国人和苏联人。③

楔子战略并未导致艾奇逊对中共示好还可以从艾奇逊与英国外相贝文（犈狉狀犲狊狋犅犲狏犻狀）的谈

话中表现出来。例如艾奇逊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３日与贝文等人会谈时，贝文担心“如果太过于冷酷

无情，我们会把中国赶向俄国人的怀抱，但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便能削弱俄国人的控制”。

但艾奇逊认为，西方是应该谨慎从事，“但我们怀疑承认是否是使中国脱离俄国控制的一张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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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牌，无论如何俄国人总是会在那里（指中国）的”，而且承认会打击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士

气。① 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当时贝文表示担心如果“美国的态度过分强硬，那就会把中

国赶到俄国人的怀抱中去”。而艾奇逊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俄国人已经在

那里了。”②

学者们把杜鲁门政府反对美国占领台湾或直接出兵保卫台湾视为是为了离间中苏关系。其

实这是一个误解。美国拒绝保卫和占领台湾的首要原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认为福摩萨和佩

斯卡多二列岛（即澎湖列岛）对美国具有足够的军事上的重要性”足以支持美国直接出兵占领

台湾；其次是不能授中共以攻击美国的口实，从而有利于中共加强统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３７／８号文件中称：“美国军队部署在福摩萨将使中共成为中国领土完整的捍卫者从而获得支持并

妨碍我们利用中国人由于苏联在满洲、蒙古和新疆的行动而产生收复失地情绪的努力。”③１９４９

年１２月２３号的犖犛犆４８／１号文件《美国对亚洲的立场》也是从这一出发点来论证美国不要保卫

台湾：“美国反对共产党占领中国领土（如福摩萨）的任何做法，都可能有利于共产党，他们把

有反对外国情绪的人们团结到自己一边。此外，美国占领福摩萨的行动将……可以使中国共产

党利用民族统一问题进行反美宣传，并因此调动中国几乎所有的公众热情，团结起来，支持他

们。”④

因此，从种种迹象来看，并非艾奇逊本来打算承认新中国，只是因为屈从于国会和公众的

压力而未能这样做。事实是，艾奇逊本人就坚决反对承认，国会和公众的压力只是更加强化了

他的看法。“如果国内政治因素是重要的，那么也仅仅是在间接的意义上：美国在１９４９年未能

完全抛弃国民党———这部分是国内压力的结果———影响了中共对美国的态度，而这反过来又影

响了国务院在与毛政权关系问题上的立场。”⑤ 莱夫勒也认为，“艾奇逊不想提高共产党的声望，

他不希望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美国正在趋向于承认。他不打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和任何姿

态让中国的共产主义感到慰藉。”⑥

关于这一点，艾奇逊本人在多年后自己做了回答。他在１９６９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对于

我们来说，承认似乎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

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

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北约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贸

易控制。”⑦

１９５７年１月，艾奇逊与汉斯·摩根索的两封通信也表明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根本不

是因为公众的压力，而是国务卿艾奇逊本人压根就反对承认。两人通信的起因是时任芝加哥大

学教授的汉斯·摩根索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出版的《新共和》（犖犲狑犚犲狆狌犫犾犻犮）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其中谈及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期间因为“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合理的政策而导致其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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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犕犲犿狅狉犪狀犱狌犿狅犳犆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犫狔犛犲犮狉犲狋犪狉狔狅犳犛狋犪狋犲，犛犲狆狋．１３，１９４９，犉犚犝犛，１９４９，狏狅犾．９，狆．８３．

犃犮犺犲狊狅狀，犘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狋犺犲犆狉犲犪狋犻狅狀：犕狔犢犲犪狉狊犻狀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狆．３２８．

犖犛犆３７／８，犗犮狋．６，１９４９，犉犚犝犛，狏狅犾．９，狆．３９３．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１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９页。

犠犻犾犾犻犪犿犠犺犻狋狀犲狔犛狋狌犲犮犽，犑狉．，犜犺犲犚狅犪犱狋狅犆狅狀犳狉狅狀狋犪狋犻狅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犘狅犾犻犮狔狋狅狑犪狉犱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犓狅狉犲犪，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犆犺犪狆犲犾犎犻犾犾，犖犆：犜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犖狅狉狋犺犆犪狉狅犾犻狀犪犘狉犲狊狊，１９８１，狆狆．１３３—１３４．

犔犲犳犳犾犲狉，犃犘狉犲狆狅狀犱犲狉犪狀犮犲狅犳犘狅狑犲狉：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狋犺犲犜狉狌犿犪狀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犆狅犾犱

犠犪狉，狆．２９５．

犃犮犺犲狊狅狀，犘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狋犺犲犆狉犲犪狋犻狅狀：犕狔犢犲犪狉狊犻狀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狆．３２８．



任务失败”。① 艾奇逊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３日写信给摩根索，对摩根索的说法表示“迷惑”。他说：

“我不觉得有什么政策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了”，“或许有其他什么事情被我的下意识压制住

了”。② 言外之意是请摩根索明确地指出来。摩根索在１月１４日给艾奇逊回信，称他所指的失败

的政策之一是对新中国的承认，即杜鲁门政府相信不承认是不明智的，但是因为担心舆论的反

对而未能实施承认政策。艾奇逊在１月１６日给摩根索的回信中详细地为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

护，断然否认曾考虑过承认新中国。艾奇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杜鲁门政府不承认

中共是错误的，而且我更不明白怎么能说未能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公众舆论。”③

如果我们把美国与英国以及艾奇逊与凯南在承认问题上的态度做一比较，可能会更加看清

美国政策的实质。英国是最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尽管只有代办级的关系。在英国承认政

策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现实主义思想。英国外交部在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日的备忘录中说：“承认中共

政权的政治上的反对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拒绝承认一个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

领土的政府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并将在保护西方在华利益方面导致严重的实际困难……既然

国民党政府被认为已不再有能力维持有效的抵抗，各国对它继续承认的问题就应该建立在实际

便利（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犮狅狀狏犲狀犻犲狀犮犲）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情感的基础上加以考虑。”④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

贝文在给艾奇逊的文件中说：“我们所有的西方国家毕竟都承认了苏联及其卫星国，尽管我们无

疑不赞成这些政府，但我们承认了它们的存在。我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只不过是承认一个事

实，就像我们过去承认苏联及其卫星国那样。”⑤

被称为经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乔治·凯南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的日记

中写道：“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反对中共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理由。给中共

席位在我看来并不构成对现实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改变，中共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才是具有重大

意义的现实，中共现在是否应该拥有在联合国的席位仅仅是一个承认既成事实的问题，承认本

质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是建立在尖锐的战略和政治现实之上的利益

冲突，而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个道德问题”。⑥

但显然艾奇逊并没有把是否承认新中国建立在“实际便利”的基础上，不把与中共的冲突

视为纯粹的“利益冲突”，而更多的是“在情感的基础上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并将其视为

一个“道德问题”。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有关中美和解的所谓“失去的机会”

（犾狅狊狋犮犺犪狀犮犲）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基础上的。错误的前提包括两个：一是认为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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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犎犪狀狊犕狅狉犵犲狀狋犺犪狌，犠犺犪狋狋犺犲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犪狀犱犕狉．犇狌犾犾犲狊犇狅狀狋犓狀狅狑．犖犲狑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犇犲犮．１７，１９５６，狆．

１８．

犇犪狏犻犱犛．犕犮犔犲犾犾犪狀犪狀犱犇犪狏犻犱犆．犃犮犺犲狊狅狀（犲犱狊．），犃犿狅狀犵犉狉犻犲狀犱狊：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犔犲狋狋犲狉狊狅犳犇犲犪狀犃犮犺犲狊狅狀．

犖犲狑犢狅狉犽：犇狅犱犱，犕犲犪犱牔犆狅犿狆犪狀狔，１９８０，狆狆．１１８—１２０．

犕犮犔犲犾犾犪狀犪狀犱犃犮犺犲狊狅狀（犲犱狊．），犃犿狅狀犵犉狉犻犲狀犱狊：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犔犲狋狋犲狉狊狅犳犇犲犪狀犃犮犺犲狊狅狀，狆狆．１２１—１２２．

犕犲犿狅狉犪狀犱狌犿犘狉犲狆犪狉犲犱犻狀犅狉犻狋犻狊犺犉狅狉犲犻犵狀犗犳犳犻犮犲，犉犚犝犛，１９４９，狏狅犾．９，狆狆．５７—６１．

犅狉犻狋犻狊犺犈犿犫犪狊狊狔狋狅狋犺犲犇犲狆狋．狅犳犛狋犪狋犲，犉犚犝犛，狏狅犾．９，１９４９，狆狆．２２５—２２６．

犌犲狅狉犵犲犉．犓犲狀狀犪狀，犕犲犿狅犻狉狊，１９２５—１９５０．犅狅狊狋狅狀：犔犻狋狋犾犲，犅狉狅狑狀犪狀犱犆狅犿狆犪狀狔，１９６７，狆狆．５２０—５２１．



中国渴望与美国和解，这一前提的错误已为近些年来的研究所证明①；二是认为艾奇逊是一个政

策灵活的现实主义者，意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艾奇逊并非一个灵活的现

实主义者，至少不是贝文和凯南那一类现实主义者，对中美和解并无兴趣，本质上与那些国会

议员和公众没有什么不同，都信奉反共主义价值观，都对中共的胜利表现出强烈的沮丧和愤怒。

而错误的逻辑就是从楔子战略自然引申出美国愿意向中共示好的结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楔

子战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美国政府谋求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相反可能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高

压政策。塔克—科恩命题对艾奇逊的赞颂以及对朝鲜战争使中美和解未能实现的判定仍然在相

当程度上主宰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普遍存在的那

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心情”以及对中美和解未能早日实现的惋惜。但情感偏好毕竟不

能代替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６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犓．犕．犘犪狀犻犽犽犪狉）曾向美国驻印度大使多诺万

（犎狅狑犪狉犱犇狅狀犪狏犪狀）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美国为什么继续承认俄国而拒绝承认中国共产

党政府？当美国承认俄国时，俄国并没有承担前政府的义务，那么为什么美国坚持中共政府要

承担前政府的义务呢？”②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在于那个时期美国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独特的意识形态使

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的敌意和异乎寻常的愤怒。在决策层面，它使艾奇逊等人始终在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与基于意识

形态的道德要求之间挣扎，艾奇逊的现实主义考虑始终未能挣脱意识形态与道德的束缚。这是

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真正原因。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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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近解密的中方档案表明，不论美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中共领导层都不曾考虑谋求获得美国的承认，

相反，从巩固新中国政权和保持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的需要出发，试图把美国势力从中国 “挤走”。参

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犆犺犲狀犑犻犪狀，犜犺犲犕狔狋犺狅犳

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犔狅狊狋犆犺犪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犃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犻狀犾犻犵犺狋狅犳犖犲狑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犇犻狆犾狅犿犪狋犻犮犎犻狊狋狅狉狔，

狏狅犾．２１，狀狅．１，狑犻狀狋犲狉１９９７。

犇狅狀犪狏犪狀狋狅狋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犪狉狔狅犳犛狋犪狋犲，犖狅狏．７，１９４９，犉犚犝犛，１９４９，狏狅犾．９，狆．１７９．



狆犪狋狋犲狉狀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犺犪狊犵狅狀犲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
狆犪狋犺犳狉狅犿狉犲犳犻狀犲犿犲狀狋狋狅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狋狔，犪狆犪狋犺犳狉狅犿狋犺犲犪狉犻狊狋狅犮狉犪犮狔狋狅狋犺犲犲犾犻狋犲犪狀犱狋犺犲狀犮犲狋狅狋犺犲
犮狅犿犿狅狀狆犲狅狆犾犲．犕犪犻狀狊狋狉犲犪犿犾犻狋犲狉犪狉狔狊狋狔犾犲狊犫犲犮犪犿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狆狅狆狌犾犪狉，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犿犿狅狀狆犲狅狆犾犲
犫犲犮犪犿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狋犺犲犿犪犻狀犮狅狀狊狌犿犲狉狊狅犳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犐狀狋犺犻狊狉犲犵犪狉犱，狑犲狊犺狅狌犾犱犺犪狏犲犪狀犲狑
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狋狅狑犪狉犱犪狀犱狀犲狑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犪狀犲狑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犪狀犱狀犲狑狊狋狉犪狋犲犵狔犳狅狉犮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

（１４）犆狅狉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犺狅狅犾
犙犻狀犢犪狇犻狀犵·１６５·

犃狊犮犺狅狅犾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狋犺犲狅狉狔狋犲狀犱狊狋狅犫犲犫犪狊犲犱狌狆狅狀犾狅犮犪犾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犪狀犱
狋犺犲狉犲犳狅狉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狌狉犲狊犪狀犱狊狅犮犻犲狋犻犲狊犮犪狀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犐犚狋犺犲狅狉犻犲狊．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犻狀犮犾狌犱犲狋犺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犛犮犺狅狅犾．犃狋狋犺犲狊犪犿犲狋犻犿犲，犪狋犺犲狅狉狔
犪犻犿狊犪狋犵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狋犺犪狋犪狉犲狀狅狋狅狀犾狔犪犫犾犲狋狅犲狓狆犾犪犻狀犾狅犮犪犾狊狅犮犻犪犾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犪，犫狌狋犪狉犲犪犾狊狅
犪狆狆犾犻犮犪犫犾犲狋狅犵犾狅犫犪犾狉犲犪犾犻狋狔．犉狅狉犪犱犻狊狋犻狀犮狋犐犚狋犺犲狅狉狔狅犳狋犺犻狊犽犻狀犱狋狅犲犿犲狉犵犲，犪犮狅狉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犻狊
犻狀犱犻狊狆犲狀狊犪犫犾犲．犛狌犮犺犪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犻狀犮狅犿犿犲狀狊狌狉犪犫犾犲犻狀狀犪狋狌狉犲，犻狊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犻犾狔犪狀犱狊狆犪狋犻犪犾犾狔
犱犲犳犻狀犲犱犻狀犪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犮狅狀狋犲狓狋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狊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犵犪犻狀狊 犿犲犪狀犻狀犵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
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狔狊狋犲犿．犕犪犻狀狊狋狉犲犪犿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犐犚狋犺犲狅狉狔犺犪狊犲狏狅犾狏犲犱犪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狅犳
犺犲犵犲犿狅狀犻犮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犛犮犺狅狅犾犺犪狊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狅犮犻犲狋狔犪狋犻狋狊
犮狅狉犲．犐犳犪狀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犪犾犾狔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狊犮犺狅狅犾狅犳犐犚狋犺犲狅狉狔狊犺狅狌犾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犪犮犾犲犪狉犪狀犱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犮狅狉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狑狅狌犾犱犫犲犪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狆狉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１５）犐犱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犝犛犆犺犻狀犪犘狅犾犻犮狔犪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犚犆：犚犲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犇犲犪狀犃犮犺犲狊狅狀
犪狀犱狋犺犲犐狊狊狌犲狅犳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 犠犪狀犵犔犻狓犻狀·１７７·

犜犺犲犳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犪狊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犜狉狌犿犪狀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狉犲犳狌狊犪犾狋狅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狋犺犲犘犚犆犾犻犲狊犻狀
狋犺犲狌狀犻狇狌犲犻犱犲狅犾狅犵狔狅犳犪狀狋犻犮狅犿犿狌狀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犿狔狋犺狅犳犛犻狀狅犝犛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狋犺犲狋犻犿犲，狉犪狋犺犲狉
狋犺犪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犳狉狅犿 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犪狀犱狆狌犫犾犻犮狅狆犻狀犻狅狀．犠犻狋犺狊狌犮犺犪狀犻犱犲狅犾狅犵狔，狋犺犲 犜狉狌犿犪狀
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狑犪狊狌狀犪犫犾犲狋狅犪犮犮犲狆狋狋犺犲犘犚犆犻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犲犻狋犺犲狉犳犪犻狋犺狅狉狊犲狀狋犻犿犲狀狋．犐狋犲狓犺犻犫犻狋犲犱犪狀
狌狀狌狊狌犪犾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犪狀犵犲狉犪狀犱犵狉犲犪狋犲狉犺狅狊狋犻犾犻狋狔狋犺犪狀犪狀狔狅狋犺犲狉犮狅狌狀狋狉狔．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犱犫狔狊狌犮犺
犻犱犲狅犾狅犵狔，犇犲犪狀犃犮犺犲狊狅狀狀犲狏犲狉狋犺狅狌犵犺狋狅犳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犻狀犵狋犺犲犘犚犆．犎犲狑犪狊狀狅狋犪犳犾犲狓犻犫犾犲狉犲犪犾犻狊狋，犪狊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狑狅狀狋狋狅犫犲犾犻犲狏犲．犜犺犲犻犱犲犪狅犳犪狊狅犮犪犾犾犲犱“犾狅狊狋犮犺犪狀犮犲”犻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犻狀犮狅狉狉犲犮狋
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犾狅犵犻犮．

（１６）“犠犲狊狋犲狉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犜犺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犐犿犪犵犲狅犳犠犲狊狋犲狉狀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犛狌狀犙犻狀犵·１９２·

犠犲狊狋犲狉狀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狊犮犻犲狀犮犲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犱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犱犻狊狊犲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犠犲狊狋犲狉狀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犾犪狋犲１９狋犺犪狀犱犲犪狉犾狔２０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犻犲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犲犾犻狋犲狊狊犲犲犽犻狀犵狋狅
犿犪犽犲犆犺犻狀犪狊狋狉狅狀犵犵狉犪犱狌犪犾犾狔犪犮狇狌犻狉犲犱犪犮犾犲犪狉狀狅狋犻狅狀狅犳“犠犲狊狋犲狉狀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狊犮犻犲狀犮犲，”犪犾狋犺狅狌犵犺犪
狌狀犻犳狅狉犿犮狅狀犮犲狆狋犪狊狊狌犮犺犱犻犱狀狅狋犲狓犻狊狋犻狀狋犺犲犠犲狊狋犪狋狋犺犲狋犻犿犲．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狀狅狋犻狅狀狑犪狊犫狌犻犾狋狌狆狅狀
犪狀犻犿犪犵犻狀犲犱犻犿犪犵犲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犻狉犾犻犿犻狋犲犱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犪犻犿狊狋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狋犺犲
狆狉狅犮犲狊狊犫狔狑犺犻犮犺狊狌犮犺犪狀犻犿犪犵犲狑犪狊犫狌犻犾狋狌狆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狅狀狋犲狓狋，犪狀犱犻狋狊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犐狀犺犻狊
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犲犳犳狅狉狋狊狋狅犳犻狀犱犪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狅狌狀狋犲狉狆犪狉狋犳狅狉狋犺犲狋犲狉犿“犠犲狊狋犲狉狀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狊犮犻犲狀犮犲，”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狊狋犺犲犫犪狊犻犮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狋犲狉犿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狅狀狋犲狓狋，犪狀犱犲狓狆犾狅狉犲狊犻狋狊
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犾狅犮犪犾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犻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狏犪狉犻狅狌狊
犳犪犮狋狅狉狊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狋犺犲狊犲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犪犾狊狅狊犲犲犽狊狋狅狉犲狏犲犪犾狋犺犲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犪狀犱
狆狉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犠犲狊狋犲狉狀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狊犮犻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犪犾狅犮犪犾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

犃犅犛犜犚犃犆犜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