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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老挝派出桑怒工作组始末
∗

时伟通∗∗

内容提要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中国决定向老挝人民党中央驻地桑怒

派出工作组,帮助寮方做好在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等方

面的工作.桑怒工作组的派出不仅是为了帮助和指导寮方革命,更

在于全方位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将巴特寮革命打造成全面践行中

国革命经验的样板,证明中国革命经验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进而在世

界范围内与美苏争夺影响力.此外,桑怒工作组也代表了支援他国

革命的一种新方式,其本身是一个试验,中国也做好了推广这种实践

的准备.然而,由于越南劳动党的阻挠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不适用于

老挝的具体条件,桑怒工作组仅仅派出一年多后即已无法进行实际

工作,中国的革命经验也在老挝失去了可资输出的载体.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老挝 桑怒工作组 越南顾问团

越寮“特殊关系” 中国的革命经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１９７５年底老挝革命胜利这３０年是老挝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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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动荡期.然而,由于长期处于越南战争的阴影下,老挝的冲突成了一场

“被人遗忘的战争”.① 同样,当学界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的“援越抗美”政策之

时,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援老抗美”也几乎被遗忘.大量史料表明,中国对老

挝人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样给予了大规模的支持和援助.从１９６２年下半

年开始到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巴特寮的实际物资援助者.② １９６３
年１０月,中国更是决定向寮方中央所在地的桑怒(Sam Neua)派出一个负责

“建党、建军、根据地、民族、自力更生”等方面工作的、具有全面性质的工作组,

将中国对巴特寮革命的支援推向了高潮.本文正是探究这一决策的始末及背

后的中国诉求.

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中外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或认

为这是对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支持,或认为是反修斗争的必然要求,或认为是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反应.③ 然而,档案材料已经揭示,北越并不满意中国的这

一决策,只是不得不同意而已.④ 此外,在桑怒工作组派出前,中国并不认为美

国会发动世界大战,具体到美国在老挝的政策则认为“现在是稳住老挝,不会

出兵干涉”.⑤ 换句话说,中国并不认为美国在老挝的行动构成了对中国的安

全威胁.本文亦不否认中苏关系在其中的作用,然而,中苏分歧是如何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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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越方的.为避免刺激越方,罗瑞卿还有意在通报内容中删去了作为两党之间的联系渠道这一条,具体参

见«老挝问题专门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关于筹建桑怒工作组问题»,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外交部档案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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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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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３１５—３１７页;«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１９６３年２月,长春档案馆,１Ｇ１６Ｇ５３,第１４页;«对老挝

形势的看法和建议»,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１４１７Ｇ０２;«驻老使馆一九六三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四

年的工作规划及部的批复»,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７日—３月２５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０８１８Ｇ０１.



这一决策,需要进一步分析.除解释力不足外,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的史实

错误:桑怒工作组是应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的请求而派出的.事

实恰恰相反,１９６３年９月下旬,在从化举行的四党援寮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提

出中国希望在桑怒设一个机构.①

本文拟运用最新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地方档案馆档案、年谱、回忆录,

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原这一决策的始末.中国在这一行动背后表现出的主

动性,表明桑怒工作组的派出并不仅仅是为了支援寮方革命.进行这项研究

的意义不仅在于廓清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更在于为理解中国革命外交的动

力、诉求、影响因素提供一个参照.

一、从限制寮方革命到支持寮方革命

派出桑怒工作组最直接的目标是帮助和指导寮方革命.然而,中国对寮

方革命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即从限制、部分支持到全面支持.

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４年５月８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
国与老挝政府并没有直接联系,对越南劳动党(以下简称“越劳”)一手扶植起

来的巴特寮也没有多少了解,甚至一度认为老挝人是越南的少数民族.② 因

此,中国把老挝当成是越劳领导的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一个副战场,支持越南

解放整个老挝.③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对老挝有了更深的了解,中国代表团还与老挝代

表团进行了直接接触.通过一系列的了解和接触,中国认识到,“老挝与越南

不同,并非越南的少数民族,老挝王国政府依然是受到世界上３０多个国家承

认的合法政府”.④ 周恩来还在会议期间明确表达了中国对老挝的期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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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成为印度、缅甸这样的“东南亚型”国家,即走和平中立道路、不与任何国

家结盟,不允许他国在老挝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①

此外,周恩来还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为老挝的抵抗力量———巴特寮争取到了

事实上的承认.老挝问题上的进展也推动会议走出僵局,最终推动会议于７
月２１日达成协议.老挝王国政府在宣言中声明自己严守中立道路,不参加军

事同盟或包括当其安全不受威胁时在老挝领土上为外国军事力量建立基地的

义务.② 这一声明也基本上满足了中国的关切.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开始逐步酝酿一个针对印度支那地区甚至更大范围

的东南亚地区的政策———以“和平共处”为话语推动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化.推

动地区中立化最为直接的目标在于扩大和平统一战线、巩固现有的和平.而

更为宏大的目标则在于排斥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力,并最终在东南亚地区取得

领导地位.③ 具体到老挝来说,则推动老挝走上一条真正的中立道路,防止美

国在老挝建立军事基地;④排斥美国在老挝的影响力;发挥老挝的示范作用,带

动泰国走上中立道路.

为此,中国邀请坚持中立的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访华、努力抑制越

劳和寮方的革命冲动、支持王国政府和巴特寮通过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中国认为,邀请富马访华不但可以争取富马、推动老挝中立,还可以“扩大亚洲

和平区,影响泰国和南越,打击美帝国主义”.⑤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富马率领的

代表团到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彭德怀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反复向他们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老挝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支持老挝走和平中立道路.在访问过程中,富马表

达了建交和接受中国援助的困难,中国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富马也表示,他可

以在中泰交往中发挥桥梁作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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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国际冷战史研究»第２３期,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页.
１９５４年９月６日,美英泰等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明确将老挝列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

“保护国家”.
«关于老挝王国首相富马访华的来往电报»,１９５６年５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外档,２０４Ｇ００２０６Ｇ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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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抑制越寮的革命冲动,周恩来建议越方采取主动,逐步撤出在寮方的志

愿军;让驻越大使罗贵波婉转批评苏发努冯亲王在与王国政府谈判中开出的

较高价码和急于求成的行为.他还反复向越方解释并希望越方向寮方传达,

老挝局势事关亚洲和平,巴特寮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只会导致美国的干

涉,届时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战争那样派出志愿军;老挝没有革命形势,现在只

能是走和平中立道路,哪怕是半中立也是好的.① 在中国的推动下,王国政府

与巴特寮经过了一年多的谈判,最终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签署了«万象协议»,

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将巴特寮控制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交还王国政府、１５００名

巴特寮武装部队收编进王国政府军等.② «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热情洋溢

的文章,认为这是“老挝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石”,是“老挝人民最大的福音”.③

至此,中国为推动老挝中立、限制寮方革命行动、极力将老挝打造成中立试点

而与美国争夺影响力的政策终见成效.而这一政策的实施也让中国领导人认

识到,“美国要想控制老挝也不会那么顺利,也不打算真的进攻中国大陆,也自

然威胁不到我们”.④

然而,好景不长,在美国的压力下,中立派的富马亲王下台.１９５８年８月

１８日,亲美的右派培萨纳尼空组阁.培上台后,开始执行一系列亲美政策,

排斥和打击老挝爱国战线,迫害寮方成员.⑤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３日,王国政府军包

围等待收编的两营巴特寮武装士兵,限他们在２４小时内缴械,随后,将苏发努

冯等爱国战线领导人软禁,开始大肆屠杀爱国战线党成员.５月２４日,突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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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２０５页.
«老挝当局加紧镇压和暗害寮方人员»,１９５８年４月３０日,«情报简讯»第１３号;«老挝局势日趋恶

化»,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８日,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９１期,第９—１０页;«老挝爱国党遭受迫害»,１９５９年２
月２５日,中联部:«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２２３期,第１１—１２页;«我将坚决打击老挝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阴

谋»,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８日,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９８期,第１页.



第二营在川圹附近与政府军交火,老挝内战由此打响.① ６月初,老挝人民党

召开中央全会,明确将美帝国主义作为斗争对象、决定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斗

争.② 就在老挝局势急剧恶化的时刻,越南劳动党的南方策略也发生变化.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２日—２３日,越劳中央秘密召开了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将武

力统一南方重新提上了日程.此时,老挝南部走廊也就是“胡志明小道”的价

值凸显出来.为保证运输通道的畅通,越劳中央趁老挝局势动荡之际向巴特

寮增派顾问人员;越南人民军总军委还于５月１９日专门成立５５９军事运输团,

负责开辟经过老挝向南方运送物资和武器的运输路线.③ 越寮“特殊关系”进
一步加强.

老挝形势的发展让一直推动老挝中立的中国陷入尴尬境地.事实上,中
国也已经不可能再反对越寮双方的武装斗争热情.早在１９５９年２月,张闻天

访问越南时就默许了寮方采取一定程度的自卫.④ 然而,中国依然认为寮方应

坚持有限自卫,“队伍不要太大,活动不要太猛,避免引起敌人过分注意”;此
外,中越军队不能越界,老挝的斗争要靠自己,要作长期准备.⑤ 中国采取这种

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源于中国不希望老挝的冲突会导致美国的干涉,从而把正

致力于国内建设的中国拖入另一场朝鲜式战争;另一方面,寮方的力量也决定

了其必须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然而,中国的这种态度不可能不引起北越

和寮方的不满,甚至一度比中国还要谨慎的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颇有微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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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页.

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廖贤春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版,第４４—４５页;P．F．LangerandJ．J．Zasloff,“RevolutioninLaos:TheNorthVietnameseandthePathet
Lao,”Memorandum,RMＧ５９３５ＧARPA,RandCorporation,Sep．１９６９,pp１４１Ｇ１４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１９４２—１９７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２３—１１２４页;“ComradeBonthePlotoftheReactionaryChineseCliqueagainstVietＧ
nam,”(TranslatedandannotatedbyChristopherE．Goscha),in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
Issue１２/１３,Fall/Winter２００１,p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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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年谱编写组编:«张闻天年谱»下,第１１４０页;«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

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
第４３１页;«毛泽东会见老挝人民党凯山谈话纪要»,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５日,中联部:«毛泽东接见外宾谈话记录

汇编»第４册;«陈毅副总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２日,外档,１０９Ｇ００９３４Ｇ
０１.



为中国误判了形势,导致爱国力量受到迫害、内战爆发.①

１９６０年８月９日,老挝皇家卫队第二伞兵营营长贡勒中校趁内阁大臣前

往琅勃拉邦参加国王葬礼的时机,在万象发动政变,推翻了老挝右派政府.控

制万象后,贡勒公开了反美态度,并邀请富马亲王出山组阁.美国支持的右派

力量前往南方的沙湾拿吉组建了“老挝反政变革命委员会”,老挝出现了两个

政府对峙的局面.贡勒政变后,越劳和巴特寮寮立即与贡勒合作.随后,以贡

勒的力量和巴特寮为一方、以富米诺萨万为首的右派力量为另一方的老挝

内战全面爆发.９月,越劳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大规模加强在南

方的武装斗争.② 越南人民军再次进入老挝帮助巴特寮和贡勒作战.１２月中

旬,在右派的进攻下,贡勒的军队和巴特寮军队退出万象.１９６１年１月１日,

贡勒和寮方联军在越南人民军的帮助下重新解放了查尔平原,并将中左力量

的总部设在川圹省的康开.老挝危机爆发后,各大国和相关国家纷纷介入.

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万象的右派政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支持以

富马为首的在康开的临时政府,老挝也因此成了冷战的缩影和两大阵营对抗

的前沿地带.

老挝危机爆发前后也正是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时刻.基于“东风压倒

西风”的整体形势判断再加上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刺激,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走

向激进,越发强调斗争和革命.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老挝危机的爆发使东南亚

进入多事之秋,利用这个形势促进整个地区的革命化对我们是有利的;老挝问

题解决得好,东南亚就会起变化.③ 寮方革命因此被赋予了推动地区革命化试

点的意义.在万象保卫战前夕,中国不仅积极说动苏联为贡勒和寮方提供武

器和物资援助,而且从１９６１年１月开始通过越方向寮方提供武器,还向富马亲

王提供资金支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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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纪要»,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３日,外档,２０４Ｇ０１４４５Ｇ０４;«周恩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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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就老挝问题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和苏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及苏大使向周总理

面交的文件»,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外档,１０９Ｇ０３７５４Ｇ０２;«援助贵宁八万美元事»,１９６１年３月４日—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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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老挝尤其是巴特寮革命的重视还体现在一系列中老直接联系渠道

的建立和机构派出上.从１９６１年３月初到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国先后向老挝派出

了新华社记者组、驻丰沙里的总领馆、驻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和驻老挝大使

馆.此前,中国大都是通过驻越使馆来了解老挝的情况.１９６１年３月初,中国

向查尔平原派出了以张瑶为首的临时记者小组,小组的实际使命是负责搜集

情报,负责调查老挝的战场形势、寮方的情况及越寮关系.① 后来,记者小组又

扩大为常驻性质的记者组.记者组开始越过驻越使馆直接与外交部、新华社、

总参、军情等部门联系,并将情报搜集的范围扩大到巴特寮的基层单位,并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与寮方的直接联系渠道.②

１９６１年４月下旬,富马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中国帮助老挝修建一条

连接云南勐腊和老挝丰沙里帕卡的公路.中国认为这条公路具有战略意义,

“是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出口”.为统筹公路建设、争取丰沙里的坎温(亲

富马的中立派)势力,中国决定在丰沙里派出一个总领馆.外交部于９月１８日

制订方案,规定了总领馆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统筹援助,除与坎温联系外,还要

同寮方建立联系、了解寮方情况,实际上是要总领馆起“军事代表团的作用”.③

因此,总领事由云南军区派出的少将丁荣昌担任,总领馆的主要干部也都有一

定的军事斗争经验.１０月下旬,丁荣昌等到达丰沙里,丰沙里总领馆正式

开馆.

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开馆之前,中国向老挝派出的最高外交机构是驻川

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在代表团派出之前,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进行

各项准备工作.筹备小组根据中央指示拟定专门文件,规定了代表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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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月２０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０９６２Ｇ０８;«巴特寮部队的供应情况»,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１３７０Ｇ０４.

具体可见«关于开展云南与老挝丰沙里省边境贸易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３月６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０６１８Ｇ０４;«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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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针和任务.文件指出“老挝在东南亚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当前国际

斗争的焦点之一;加强对老工作,对于老挝今后革命与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规定代表团的性质是“我国驻老挝的最高代表机构,领导丰沙

里总领馆和新华社记者组,实际执行大使馆任务,并且还要起军事代表团的作

用”;任务上则规定代表团不仅要“巩固发展同富马政府的联系,并同寮方建立

联系,贯彻执行援老、援寮的方针”.① 另外需指出的是,具有少将军衔、长期在

军队工作的刘春被任命为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老挝.１１月１４日,何伟率代表

团主要成员到达川圹,代表团正式成立.
从这些派出机构及其人员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中国非常关注老挝的战场

形势和军事斗争.为此,总参甚至还在１９６１年６月向老挝派出专门观察战场

形势、获取情报的秘密军事小组.② 此外,相比于富马等中立势力,中国重视与

寮方的关系,富马等中立派仅仅是中国统战的对象.陈毅还把富马比作楚汉

争霸中双方都极力争取的韩信.③

尽管中国对老挝尤其是巴特寮革命赋予极大的期望,但是,中国依然有着

现实的考虑.首先,中国仍不希望老挝内战演变成一场两大阵营都参与的局

部战争,从而把自己再次拖入一场“朝鲜式样的战争”;其次,寮方的力量仍不

强,要想彻底夺权仍需要时间;再次,中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也限制对寮方

的全方位支持.④ 因此,中国最终决定响应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呼吁,推动

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清晰揭示了中国的考量.具体来说,从战略

上讲保持东南亚局势的不稳定状态对该地区革命方针是有利的,是有利于中

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⑤ 然而,从策略上来说,对老挝革命斗争

需要来说,转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是必要的;“要争取达成协议,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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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暂时和平的局面,等待时机成熟,逐渐取得整个老挝”.①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６日,由十四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召开.１９６２年５月,越寮

联军一举攻下老挝南塔,这既推动了６月份老挝三方联合政府的成立,也推动

会议于７月２３日通过«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

而成功闭幕.如同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一样,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主导

作用,会议结果也的确满足了中国“维持一个暂时和平局面”的期待.实际上,

不仅中国认为这是权宜之计,而且老挝内部的左右两派都认为如此,这也为后

来联合政府的破裂埋下伏笔.

二、中国积极主动要求派出工作组

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０日,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前夕,外交部任命刘春为临时代办,

并带领经济文化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前往万象负责使馆筹建工作.刘春到达万

象后,与右派及右派迎立的台湾的“大使”杭立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在
老挝中立派的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支持下,中国与老挝正式建交.１０月

１２日,刘春向国王递交国书,驻老使馆正式开始工作.联合政府成立后,万象

也成为老挝政治斗争的中心,寮方也在万象成立办事处,苏发努冯、富米冯

维希等寮方领导人还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万象使馆成为中国和寮方联系的另

一渠道.

尽管老挝左、中、右三方成立了以中立派为首的联合政府,但三方仍然是

上统下不统、各自发展力量.寮方也接受历史教训,坚持军队不汇编,保持武

装和根据地的独立,以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发展力量,“进而使老挝的民族民

主革命走向胜利”.② 同时,中美两国也继续支持各自的追随者,美国还积极拉

拢富马、贡勒等中立人物,最终推动他们倒向右派,联合政府出现实质性的

破裂.

１９６３年４月１日,联合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在万象遇刺身亡,随即

以巴特寮为一方、以贡勒为另一方的老挝内战在查尔平原再次爆发,且贡勒受

到右派的支援.４月１２日,中立派的坎堤中校遇害身亡.寮方在政府中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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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出于安全考虑相继撤离万象.① １９６３年９月９日,富米诺萨万控制的右派

军警包围了老挝爱国战线军事代表团的住宅和警卫部队驻地,打死一名老挝

爱国战线士兵,制造了“万象事件”.寮方留守人员也开始撤出,联合政府实际

上已完全被右派控制.② 在这种情况下,驻老挝使馆基本上已经无法与寮方直

接联系.

内战爆发后,中国与富马政府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万象使馆的作用逐步降

低而驻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的作用凸显出来.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４日,外交部决

定从驻万象使馆抽调戴璐和另一名官员前往代表团、并拟派往使馆的周忠良

去代表团,以“积极支援老挝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和寮方的关系,进一步研究

掌握川圹局势”.③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凯山访华并与周恩来达成口头协议,希

望中国能派一个军事工作组到寮方中央,帮助寮方解决在查尔平原战争中的

困难.中老两党在口头上达成协议,然而,当寮方将此事告知越劳中央时却得

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通过越南来实施对老挝的各项援助”的答复.④ 派出

直接的军事工作组虽因越方的阻挠而没有成行,不过,中国决定继续加强经济

文化代表团.

７月２０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决定向代表团加派军事、调研工作和

苗族工作等方面主要干部十人,以加强同寮方的联系、“帮助寮方的基本建设

和当前斗争”,并准备将此事告知寮方和越方后派出.⑤ 然而,凯山一直没有明

确表态.１９６３年９月下旬,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召开了中、越、寮、印尼共四党

联合会议,商讨援寮工作.在９月２６日的第六次会谈上,周恩来提出中国准备

向桑怒派出一个机构.９月２７日,凯山才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国加强代表团、增

派人员.有意思的是,凯山并非直接表态,而是在让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邓昆

山带给老挝人民党副总书记、驻川圹地区负责人诺哈的一封信中表示的.⑥

在凯山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外交部指示驻越大使朱其文利用凯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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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的机会向凯山探寻.１０月８日,凯山告诉朱其文,欢迎加强驻康开的经济

文化代表团,并从中派一工作组到桑怒,希望能派出较能掌握全面工作的同志

到桑怒,主要是掌握根据地建设,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产、民族工作、社会

调查等方面,而在康开的人员,重点应放在军事方面.驻越使馆认为凯山的这

次请求与这次从化会谈有关,是好的表现,并建议把人员重点放在桑怒上.①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在派出桑怒工作组一事上远比凯山积极,凯山的请求

只是给了更正当的理由.

驻越使馆报回消息后,周恩来于１０月１２日指示外交部约总参、军情和中

联部一起开会研究.１０月２１日,外交部会同上述三部讨论后,呈递报告.报

告建议派出桑怒的机构名称上应以“工作组”为好,以区别于越劳派驻那里的

顾问团;选调一名有根据地武装斗争经验的少将级干部任组长,并选派有根据

地建设和地方党群工作经验的省委常委级干部任副组长,再配备军事、军队政

治、后勤、地方财经和民族干部等.

最为突出的是,报告建议,“考虑到老挝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有明

确分工,外交斗争和政治斗争由外交部负责;另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对于

帮助寮方进行革命建设的秘密工作,即关于寮方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和秘

密物资援助等方面的工作”,桑怒工作组由这个小组负责.１０月２４日,周恩来

批示,将工作小组设在总参,以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为组长.② 自此,老挝工作小

组成为负责协调中国援寮事物的专门协调和领导小组,这也凸显了中国对援

寮革命的重视.杨成武在向毛泽东汇报中央老挝小组会议情况时,毛泽东指

示,要进一步加强对老挝的援助,把老挝爱国战线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全包下

来.③ １９５０年３月,毛泽东在会见即将赴越的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时专门强

调:“不是我们自己要去,是胡志明请我们去的.”④仔细对比这两个指示,不难

看出前后的变化.在援越军事顾问团的派出上,中国领导人内心充满了道义

上的优越性,而在桑怒工作组的派出上则显得有些有求于人.

１１月初—１２月底,中央老挝工作小组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桑怒工

作组的组成人员.会议决定工作组由２１人组成,由具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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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少将段苏权任组长、云南省红河地委书记梁文英和军事干部、解放军大校朱

英任副组长,并配备５名其他干部,外加１３名工作人员.１１月２７日,在第二

次专门会议上规定了桑怒工作组的性质,它是“我党中央派出的同老挝人民党

中央联系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任务是“对老挝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

研究、特别是在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基于调查研究

情况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根据我党中央指示向老挝人民党中央转达

意见,以及根据对方要求向我党中央转达意见”.① 第三条实际上是要工作组

作为两党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

一切筹备工作完成后,外交部于１２月２７日指示驻越大使朱其文将派出工

作组一事通报越方.１９６４年１月４日,越劳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同意中方派

工作组前往桑怒.１月１５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指示朱其文告知越方工作组

的性质、人员配备及动身时间.为避免刺激越方,罗瑞卿删掉了工作组的第三

条任务.越方表示“这不仅是对寮方的帮助,也是对越方的帮助,越方将与工

作组很好地合作”.１月１８日,工作组开始分两批派出.②

从向越方通报的过程中可看出,中国清楚越劳并不满意中国的决策.然

而,中国依然决定将既成事实通报给越方,说明中国已经认识到越方不可能再

次拒绝.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便越方再次拒绝,中国依然会派出工作

组.１９６３年１１月下旬,越劳中央召开三届九中全会,决定大幅加强在南方的

武装斗争.③ 越劳在无法指望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因此,

也不可能拒绝中国派出工作组.按照中国和越劳的分工,巴特寮革命本应由

越劳指导和负责,越劳也一直将老挝视为自己的后院.桑怒工作组的派出打

破了传统分工,也把中国推向了支援寮方革命的“第一线”.越劳中央虽然被

迫同意了中国的请求,但一旦新的条件出现,越南必然会反弹,这也为桑怒工

作组之后的工作和最终的撤出埋下伏笔.

从这里也说明了派出桑怒工作组并不是对越南革命的支援,甚至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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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桑怒工作组的派出标志着中国开始将越劳和寮方分开来看.① 这也可以

从两份文件的对比中看出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８日,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

的发言中,康生提到了中、朝、越、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等亚洲党在中

苏论战中的一致态度,②根本没有提到与越劳保持一致而支持中国的老挝人民

党.而到１９６４年８月７日,外交部一份关于向左派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友好国

家通报越南及东南亚情况的安排中,已经把巴特寮和越南及朝鲜归到第一类

“需要以最迅速及时的方式告知”的行列.③

中国不仅在工作组的筹备和派出上保持了热情,还全面抬高工作组的地

位.中国并没有按照凯山所请求的,让工作组作为经济文化代表团的派出机

构前往桑怒负责根据地建设,让留在查尔平原的人员专门负责军事工作,而是

将工作组打造成了一个负责全面工作性质的机构,并将先前拟派往查尔平原

的军事小组成员并入到工作组.④ 这一安排也使得桑怒工作组成为中国向老

挝派出的所有正式机构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中央老挝工作小组副组长、外交

部副部长姬鹏飞曾指示段苏权:“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

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要知道,但使馆

知道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⑤

这一切都说明,派出桑怒工作组不仅仅只是为了在两党之间建立直接的

联系渠道,也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和指导寮方革命,而是有更宏大的诉求.

三、树立新的革命样板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结束也开启了中国外交的全面左转.经过１９６２年

７—９月间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阶

级斗争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主要基调.１９６２年１１月,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

议召开,就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作了纲领式的部署.会议明确指出,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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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势”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马列主义“三分天下”.代表帝国主义的是

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苏联,而代表马列主义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当今

世界,无论是美国“镇压人民革命、独霸世界”的主张,还是苏联“同帝国主义和

平共处、不要革命”的模式都已经行不通了.因此,中国应该顺“东风压倒西风

之势”,勇于承担使命,“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

动的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具体来说,就是要拿出自己的一套主张而与美

苏争夺作为三方势力斗争焦点的亚非拉地区,树立中国在那里的领导地位.①

在物质援助无法与美苏抗衡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在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

助的同时,输出一套不同于美苏的主张和模式.这一新的主张和模式包括两

部分:一部分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一直笃信的中国革命经验,即“统一

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革命胜利的法宝;另一部分就是作为思想武

器的毛泽东思想.从１９６２年７月起,毛泽东频频接见前来中国取经的亚非拉

左派党,反复向他们介绍中国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革命、自

力更生等方面的经验.② 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

人看来,“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主席的思想、著作已成为国

际共运中广大人民的旗帜”,“是指引世界革命的灯塔”.③

然而,中国对亚非拉三大洲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对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

也给予了不同的关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并不具备向三大洲提供整齐划

一的物质援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国内革命和建设中“树立典型”“由

点带面”模式的影响.④ 具体到地域来说,东南亚地区优于非洲和拉美.这不

仅仅是因为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要舞台,更在于中国领导人

认为,这里是“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地区之一”,这里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

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⑤ 也就是说,中国的

革命经验可以在东南亚蓬勃发展的武装斗争中得到最为直接的复制.因此,

正处于武装斗争的南越和老挝就有了突出的象征意义.早在八届十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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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毛泽东就指示,要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那样的武装斗争.①

牛军教授认为,南越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在东南亚树立的典型,兼具“革

命、反帝、民族解放、走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等全方位的模范意义”.②

其实,巴特寮革命不仅具有上述模范意义,更具有南越民族解放斗争所不具备

的条件.首先,老挝与中国接壤且处于东南亚的十字路口上,可以起到连接

“泰国、柬埔寨、南越、缅甸等国的通道作用”.③ 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会

见苏发努冯时就说,“你们站在第一线,东南亚各国会受你们的影响的”.④ 其

次,南越的民族解放斗争毕竟由北越直接领导,中国难以越过越劳而直接领导

南越的民族解放斗争.况且,在日内瓦会议上,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一度让黎

笋等领导人看到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希望.从１９６２年７月到１９６３年１１月

下旬,越劳中央对南方的武装斗争都持消极态度.⑤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民

族解放斗争自然难以发挥中国理想的模范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老挝内战所具有的国际和国内两重含义使得中国认为老

挝的情况与中国过去的情况相似,更易于直接复制中国的经验.就国际上来

说,老挝内战爆发后,老挝再次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⑥ 美国继续支持右

派并拉拢中立派,而苏联则支持中立派、倡导和平共处的总路线,中国支持巴

特寮革命能直接体现与美苏争夺的意味,进而证明中国提倡的革命主张的正

确性.进一步说,围绕老挝的斗争是中美苏在世界范围内争夺的缩影.中美

围绕老挝问题的斗争本质上是影响力之争,这在老挝危机爆发后就已经显现

出来.陈毅曾明确地说,中国不会与美国在老挝直接作战,但必须要保持和美

国的斗争姿态,因为“这样有利于中国在亚非拉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

领导地位”.⑦ 老挝内战重新爆发后,中国依然坚持这一思路,通过支持巴特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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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彰显与美斗争的姿态、宣示自己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在国内,有着统一领导、一块后方根据地、一支较为完整的武装力量的巴

特寮既要与反动派做斗争,还要与支持反动派的美国做斗争.这在中国领导

人看来,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人走了,美国来了,支

持蒋介石、拉拢中立派”,而“苏联又不给实质援助和帮助”.况且,老挝还有着

优于中国的游击战争条件,因此,巴特寮最后一定是像中共一样掌权,而“诺萨

万会和蒋介石一样失败”.① 由此看来,中国已决心选择巴特寮革命作为践行

中国革命经验,尤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试点.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就从越南手中接过了对老挝南塔的直接援

助,云南开始直接向巴特寮新解放的南塔提供援助.② 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３日,毛泽

东在会见苏发努冯时称赞南塔战役打得好,同时要寮方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

是维持联合政府,二是准备打.③ １９６３年４月,老挝内战爆发后,中国尽管不希

望出现“中右完全河流与寮方完全分裂的内战局面”,但并不认为老挝联合政

府垮台“对老挝革命有什么不利”.中国认为,寮方在政治上继续斗争的同时,

“在军事上也要做不怕分裂的准备”;周恩来甚至建议除作必要的防御和自卫

外,要准备更大的反击,要打歼灭战;中国还建议中越向寮方和中左力量提供

军需和武器,越南还需要准备再度进入老挝作战.④

在听到中国的意见后,凯山表示完全同意,认为必须给敌人几个沉重的打

击;而且还向越方提出派一个营协助给敌人沉重打击;并决定在腊黄地区和敌

人打一仗.⑤ 凯山这种坚决斗争的态度自然受到中国的欢迎.而越方却认为,

寮方不应该主动打,如敌进攻,可以自卫.贵宁被刺后,越南在声明中甚至“连

美国的本性没有改变都不敢指责”,辩解显得“有气无力”.⑥ 在富马指责其在

查尔平原上的专家为军事顾问后,越方表示撤出这些顾问和技术人员.⑦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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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出兵作战,越方则表示出更大顾虑,认为这在政治上不利,因此,只准备

“提供一部分干部并协助指挥作战”.①越方的这种顾虑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寮

方,致使在整个五月份,寮方虽进行自卫反击,但主动进攻不多.②

６月上旬,寮方做出了主动攻打坂顿的计划,并就作战方案征求中方的

意见.中国同意寮方的出击计划,并建议寮方打歼灭战.然而,由于越南并

不热心,攻打坂顿的计划一再延迟,而此时老挝进入雨季、双方的斗争也进

入了僵持阶段.③进入７月后,受到越方影响,寮方在军事斗争中的热心已经

不大了,“怕大打会造成政治被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决定加强驻

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推动寮方的斗争热情,而寮方很长时间对此都没有

表态.在连接越南和桑怒根据地的７号公路受到右派攻击和土匪骚扰的情

况下,中国甚至建议“越方进来三、五个营协同寮方作战”,但越寮双方依然

不热心.④一直到８月底,越寮的这种谨慎态度并没有改变.越南对出兵寮

方所持的谨慎态度既源于前文所提到的对和平统一的幻想,当然,也受到苏

联此时和平共处政策的影响,正因如此,前述研究才认为中国重视的是越寮

双方在反修斗争中的态度.然而,有必要对中苏分歧的作用实质做出恰如

其分的评价.

中苏分歧从来就不仅仅是关于战争、时代主题、革命等意识形态方面的

争论,更在于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影响力之争,其实质在于和平共处和

革命两种模式之争.１９６０年老挝危机爆发后,两种模式之争在老挝已凸显.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苏联开辟了一条空中走廊,向万象的贡勒武装和寮方提供武

器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己的中越盟友显示“和平共处”的有效性.

老挝三方联合政府的成立及日内瓦协议的达成更加坚定了苏联对自己模式

的认同.

日内瓦会议一结束,苏联就宣扬这是自己的胜利,之后又关闭了空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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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切断了对寮方的直接援助,理由是一切要通过联合政府.① 老挝内战于

１９６３年４月重新爆发后,苏联一方面与美国联系,宣扬继续支持日内瓦协议;

另一方面,则主张一切通过富马的联合政府,支持富马的一系列要求,并继续

向贡勒提供援助,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寮方的武装斗争.总之,老挝已经成了苏

联 “和平共处、和平中立”的榜样.② 而中国必然会支持寮方的武装斗争以彰

显与修正主义的总路线斗争的意味.１９６３年６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路线建议»的发表,以及７月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更坚定了中国通过支持寮

方的武装斗争而证明自己的主张和模式正确性的决心.

而对于越寮是否明确表态反修并不是中国的真正关切.中国清楚苏联

对越寮的态度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支持苏联.１９６３年５月,中国也下发了

反修通知,对越寮的处境表示理解,并不强逼他们表态.③后来的实践也表

明,越寮双方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反修态度,比如,表示支持中国的总路线和

中国在“片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裁军问题上的观点.中国真正关注的是越

寮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坚决进行武装斗争.刘少奇出访越南并不仅仅是为

了争取越南在反修斗争中明确表态,更在于推动越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

因此,他才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④ ６月４日,毛

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黎笋等人的谈话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国真正的关

注.他表示,老挝“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老挝的重任“落在苏

发、凯山、你们和我们身上了”;他还明确向后者表示,“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

斗争”不行,“只小打不大打”也不行,向苏联少借点,要自力更生.⑤ 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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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中国对越南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不积极、对寮方武装斗争持谨慎态

度的回应.

在越寮对老挝的武装斗争不积极的情况下,中国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影响寮方.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９日—２６日,在中国的召集下,中、越、寮、印尼共四党

在广东从化温泉旅馆召开了四党援寮会议.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美国尚难

大规模干涉”“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他要求东南亚各国坚定信

心,并且开具了最终获取领导权取得革命胜利的药方,就是反帝、反封建、反买

办资本主义,具体就是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

争,建立根据地”,“加强党的力量和对各方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中国三大

法宝的详细版.周恩来还指出,中国会做“可靠、值得信赖的大后方”.① 就在

２５日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准备向桑怒派出一个机构.四党援寮会议的召

开及周恩来的发言表明,中国已经走在了越南前面担负起了援寮革命的任务;

中国领导人笃信中国革命经验在东南亚的普适性;中国期望寮方的革命能带

动东南亚的整体革命.

受到中国热情的鼓励,凯山顺势提出请求.从化会议后,他还不时表明自

己对苏联的反感态度,投中国所好.到桑怒工作组正式派出前,老挝人民党已

成为中国眼中的“反美斗争坚决、对中国革命经验日益重视、对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分歧认识日益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 然而,不得不说,凯山的请求

是充满实用主义的.他希望工作组的存在能够平衡遍布寮方各单位的越南顾

问,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自主性,同时,也希望中国工作组的存在能为寮方争取

更多的物资.

越劳三届九中全会召开前,越南的党政顾问已经遍布寮中央部门和地方

各省、县,军事顾问则遍布巴特寮总指挥部各部门及独立营甚至独立连.三届

九中全会后,越南决定进一步加强援寮顾问和专家,将顾问派到乡、排、班一

级.不但寮方打起仗来全靠越顾问团指挥,而且诸如“干部升迁、奖惩、确定党

委委员、处理反革命分子”等内部事务也要征求顾问团意见.“重大问题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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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自河内而非香农”自然会引起寮方的不满.① 而中国的援老物资几乎全被

越方扣下,一小部分被调包后以越南的名义援助了老挝.② 寮方领导人物也多

有抱怨.而如何处理与越方的关系也是工作组到达桑怒后始终面临的一个

问题.

四、全方位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

桑怒工作组不仅要负责全面工作,更要全面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在工

作组出发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或接见段苏权或传达相关指示,

具体要求有三点:一是让段苏权认识到老挝问题事关东南亚全局甚至世界格

局,因此,不能只知老挝和桑怒;二是要让工作组重点帮助寮方在“建党、建军、

根据地、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等方面的问题;三是要求工作组以阶级分析为

抓手处理一切问题.③ 这些指示表明,中国革命经验既是他们判定寮方存在的

问题的参照、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换句话说,他们期望桑怒工作组能

成为中国向寮方输出中国革命经验的载体.

１９６４年２月,工作组到达桑怒后即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详

细的调查研究计划,决定由段苏权率领军事组调查寮方在军事和作战方面的

情况,梁文英率领政工组调查老挝的经济社会情况,以便做好“向寮方有目的、

有步骤地介绍我国经验的准备”.④ 然而,调研组一开始工作就遇到越南顾问

的阻挠.越方顾问和寮方人员均强调保密,因此,仅组织了一两次临时性的参

观.这种情况自凯山３月４日回到香苏后才有所改变.不过,他们在调研过程

中依然受到越南顾问设置的种种限制,而且介绍情况的也大都是越南顾问.⑤

１９６４年７月上旬,在凯山的提议下,中越寮三党在河内举行了第二次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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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寮会议.段苏权到河内参加会议,周恩来和陈毅指示他仍要以阶级分析为

抓手、发动群众,逐步在老挝推行民主改革.周恩来在正式会议上作出以下提

议:中越两党协助老党进行社会调查;在桑怒和川圹选择几个点作为民主改革

的试点;桑怒工作组到农村帮助寮方做好调研工作;寮方派干部到中国学习.①

三党会议后,工作组立即联合驻老使馆到老挝的解放区进行了为期一月的调

研.调研报告建议:必须推动老挝的民主改革、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

加大援助、促进老挝的经济自主地位;从云南选调有经验的干部来老挝帮助寮

方进行民主改革.②

河内三党会谈不仅以中国的意见为主统一了三方认识,也拉近了寮方和

越南顾问团与工作组的关系.７月２９日,越寮请求工作组介绍解决少数民族

问题的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要求工作组介绍经验.８月５日,“北部湾事件”爆

发后,顾问团进一步拉近了和工作组的关系.顾问团总团长阮和提议双方之

间应该经常交换意见,顾问团和工作组的关系,应该像当年中越在川圹的经济

文化代表团那样互通有无、常来常往.③ 越南顾问团还给在川圹前线调研的段

苏权等人提供了方便.越南顾问总团给地方顾问团下达指示:“向中国同志汇

报情况,就像对越南同志汇报一样”;“相信中国党就像相信越劳中央一样,把

中国同志当作总部来的人”.地方顾问还诚恳地向工作组征求意见.工作组

感到越方顾问“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介绍一切情况,且主动谈寮方的

问题”.④

正是在顾问团的帮助下,工作组才收集到了有关寮方和川圹前线的一手

材料,为工作组之后进入具体工作奠定了基础.凯山也开始频频与工作组接

触,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前往工作组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诺哈也曾请求在川

圹前线调研的段苏权介绍经验.这一切都加强的工作组的信心.工作组认

为,“现在有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已经产生的有利条件,把

工作不断推向前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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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上日程的是根据地建设.根据周恩来在河内会谈时的指示,工作

组前往桑怒农村调研,８月份向凯山汇报了调研情况.凯山提议研究全国的政

治动员计划,并建议以桑怒周围的八个乡为试点,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凯

山还希望工作组能派一些干部到农村蹲点,帮助寮方调研.他提议由中老两

方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农村调研,以选择试点.① 就在段苏权等待中央的指示

之时,凯山也把相关情况告诉了阮和.阮和要求越方也派人加入联合调查组,

凯山表示同意.这也反映出了凯山的实用主义心态,他曾表示在中越之间“搞

点平衡就好了”.１９６４年底,中央老挝工作组致电桑怒工作组,同意他们的请

示,并加派云南省瑞丽县县委书记杨友生和澜沧县县委书记刘淑湘到桑怒加

入工作组、负责蹲点调研工作.１９６５年年初,中越寮三方联合工作组正式成

立,并进驻桑怒的香农乡开始试点调研工作.

１０月,寮方中央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在旱季到来后清剿桑怒地区的苗

族土匪.在越方顾问的帮助下,寮方制定了详细的剿匪计划.桑怒工作组认

为,这个方案有进步的一面,但是“没有对桑怒土匪进行全面的、阶级的、本质

的分析,没有认识到桑怒剿匪斗争实际上是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

充分发动群众”.② 后凯山向段苏权征求意见,段苏权介绍了中国东北剿匪、湘

西剿匪和西藏剿匪的经验,核心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把群众发动起来,

让他们配合支持军事斗争.段苏权等人还给寮方集训的干部介绍了发动群众

剿匪的经验,并推荐他们观看了中国相关题材的电影«勐龙沙».③ １９６５年２月

２３日,应越南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陈原飞的请求,工作组副组长李文正向他们介

绍了中国剿匪的意见.

剿匪问题也暴露了中越两方一些根深蒂固的分歧.越方顾问也同意发动

群众帮助剿匪,但是,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发动群众无非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

悟,为群众带来切身利益”,“我们就是靠这两方面来取胜的”.④ １９６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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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诺哈向邓昆山介绍了寮方在桑怒等地的剿匪情况.他说确实如中国电

影反映的那样,争取到了群众,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他也表示,还是要在经

济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寮方依然采取了在双方搞平衡的

方式:接受中方发动群众的总的建议,采用越南发动群众的方式.尽管寮方认

为剿匪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桑怒工作组认为,寮方还是未能大量歼灭敌人

的有生力量,敌人已经由分散转向集中,群众工作也未能跟上去.

寮方在集中精力进行剿匪的同时,也在越南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１９６３年

旱季到来后的作战方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初,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平山向正在川

圹前线调研的段苏权送上了该作战方案征求意见.段苏权认为,这个方案虽

然字面上反映了７月河内会谈时三党确立的“以游击战为主结合运动战”的方

针,但实际上仍是以阵地战为主,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而不是以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为主.寮方同志甚至没有考虑过发动群众、巩固解放区、逐个歼敌最

终取得全国胜利.②

１９６４年２月初,越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陈原飞两次向段苏权介绍了巴特寮

部队今后几年内的政治工作方向和任务,以及１９６５年政治工作的计划要点,

并诚恳地要求段苏权提意见,以从根本解决军队建设问题.段苏权从中国军

队的政治工作方向和军队建设的方向中坚持“四个第一”原则(即林彪根据毛

泽东军事工作指示和原则总结出来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

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出发,认为这个方案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和重视思想工

作不够的一面,决定突出“政治思想挂帅”而向越寮提意见.２月２０日,总政治

部回电工作组也坚持“阶级教育是政治教育中最根本的教育”,要工作组在这

一点上多讲.③

１９６５年３月底,段苏权根据在川圹地区调查的情况,向中央老挝工作小组

报告了巴特寮军队在思想和作战方面的不足:思想上受到越南人民军建军思

想和王国军队等杂牌军的影响;作战上仍坚持消极防御的方针,不懂打歼灭

战,以击溃战和消耗战居多.④ 杨成武迅即回电批示工作组在军队中搞个“样

板田”.５月,凯山向工作组表示巴特寮军队的政治思想太弱了,现在到了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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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可的地步.他希望工作组能为他提供一些毛泽东著作中关于建军方面的

内容,他还表示准备过一段时间后亲自下连队进行调研.看到凯山的热情后,

工作组从杨成武的指示和凯山的关切出发,建议寮方派出一个工作组和桑怒

工作组一起到某一个连队进行调研,逐步在军队中搞出一个“香农式”的样板

田.① ６月３日,寮方总司令坎代也就巴特寮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向工作组征

求意见.

之后,工作组成员在寮国战斗部队６１３营９３连做了为期２８天的调查,得

出的结论是这并不是一个连队的问题,而是寮国战斗部队的普遍问题.具体

来说,就是没有解决部队思想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

队问题.② 思想教育问题成为之后工作组的力抓方向.

“建党”问题也在１９６５年提上日程.３月,凯山多次告诉工作组,准备在附

近选择一个乡作为整顿支部的试点,借以取得整党经验.他还希望工作组介

绍中国的整党经验,最好能派人参加试点.６月,中央复电工作组,同意工作组

帮助寮方整顿支部,指示工作组在向寮方介绍经验时要让他们注意发扬党内

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注意整顿和加强支部领导核心问题.③ 此外,１９６５年

初,工作组中负责军事援助的工作人员李力开始和寮方直接谈判军事援助问

题.总之,到１９６５年６月,工作组已经全面开始了在“建党、建军、根据地、少数

民族、自力更生”等方面的工作.

自河内会议后,凯山频频越过越南顾问直接与工作组联系不可能不引起

越南的警觉.很可能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越南就将在老

挝工作的大部分越南顾问召回河内,让他们总结帮助老挝十年的工作,检讨各

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建军、作战问题上忽视老挝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④ 而

凯山直接越过越南顾问而向工作组征求关于建军、作战方面的经验,也恰恰是

看到越方顾问在这方面的不足.１９６５年５月份,寮方已经决定筹建自己的军

校,决定以后中高级干部在军校学习,不再像以前一样多去越南学习,因为学

用无法结合,有的回来后思想还落后了.同时,也不得不说,凯山依然抱有着

实用主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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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怒工作组在老挝正式开展工作的时候,也是苏联的印度支那政策的改

变期.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逐步改变了从印度支那“脱身”的政策,开始向越

南提供大规模援助.① 到１９６５年年初,苏联的援助已经质上超过了中国.② 这

种情况下,越南因依靠中国援助而默许桑怒工作组存在并在指导寮方革命上

走在越方前面的条件已经消失了.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了印

度支那人民大会,北越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也反映了越南决心加强对

老柬两党控制的决心.３月底,越劳召开三届十一中全会,明确了“印度支那问

题的解决,南越是关键,南越问题解决了,老挝问题也就解决了,要积极支持老

挝把他们的根据地巩固”.③ 最为突出的是,１９６５年６月初,寮方中央常委被悉

数召到河内开会,以统一思想认识.尽管此次两党会议有战略方面的考虑,也

不得不说是对寮方与桑怒工作组走近的回应.两党会议后,越南决定恢复过

去的越寮联军传统,并明确提出改变过去寮方自己搞我们当顾问的做法,要

“插手搞”.决定继续以“发展生产、取消劳役剥削、发展生产、解决民族之间的

压迫、给贫苦群众带来些利益”的方式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为此决定加派干

部赴老工作.④ 这一切都说明越南顾问团已决心重新夺回指导寮方革命的主

导权.

而两党会议对凯山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从河内回来后,凯山开始疏远工

作组,很长时间不再来工作组驻地学习.就整党方面来说,之前说的亲抓整党

试点、要工作组介绍经验和对他们的整党计划提供意见也不再提了.越南顾

问团开始在整党中发挥主要作用,关于整党学习的文件也换成了越南革命２０
年的文件.工作组甚至连整党训练班的文件也没有收到.对香农的政治运动

凯山也不再热心,对工作组在农村建立阶级组织的建议也不再提了.工作组

认为,部队的样板田能否搞成也很渺茫.⑤ 凯山的表现还不仅限于此.在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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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他就向苏联提供了援助清单,对此,中国并不清楚.① 同时,寮中央

还决定派凯山率领代表团于八月底访问越、中、苏三个兄弟党.１９６５年年初,

他还批评苏联为修正主义,现在却明确将苏联列入了兄弟党行列.

之后,越南顾问也加入了军队的样板田工作.中国根据在６１３营９３连的

调查工作,决定在军队中进行诉苦教育、加强阶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而越

方顾问则认为,诉苦教育不适用于巴特寮部队,搞不好就形成了老松、老听控

诉老龙压迫的苦,②是在加深民族矛盾.最终,越南的意见占了上风.③ 而香农

的政治运动直到１９６６年初才重新恢复.１９６６年５月,凯山听取了三方联合工

作组关于香农情况的汇报.中方人员认为,老挝的“贡滥主”就是农村中的地

主阶级和剥削阶级,认为桑怒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化,和中国的云南很相似.而

越方顾问则坚持认为,老挝没有什么阶级分化,情况和云南不同.两个月后,

凯山再次听取汇报,中方人员杨友生根据云南的经验提出了发动群众批斗贡

滥主,把土地分给贫雇农,这种方式再次遭到越方人员的抵制.最后,凯山综

合了中越双方的观点和模式,即对贡滥主陶会进行批斗,但不处决,采取说服

教育的方式让他自动交出土地.这说明越南较为温和的土改路线占据了

上风.④

总之,到河内两党会谈后,桑怒工作组已经没有了实质工作可言.越方

顾问重新取得对巴特寮牢靠的控制权,加上凯山对工作组的疏远,使工作组

在桑怒成了尴尬的存在.工作组设想的帮助寮方“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

民族、自力更生”等方面的工作并没有“结出果子”.建党工作被排除在外;

建军工作和根据地建设虽然维持了下去,但是,中国的意见并没有占上风;

民族(剿匪)工作也失去了发言权;不但没有培养起寮方的自力更生,反而使

得寮方更加依靠越南,甚至开始向苏联寻求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经

验模式并未得到寮方的认可,桑怒工作组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到

１９６５年底,中国就已经有了撤回工作组的想法.１９６７年底,大部分人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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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撤回,只留下了李文正等人留守,并将工作组改成了联络组.１９６８年９
月,中央决定全部撤回联络组.

结　　论

桑怒工作组代表了一种支援他国革命的新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尝

试.工作组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越劳顾问的阻挠,但实际上也反映出了

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工作组派出在特定的背景下,且被赋予与现实极不相称的期望.桑

怒工作组派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贯彻“和平共处”总路线的苏联并不

支持印度支那的革命运动.这既给了中国证明自己模式有效性的机会,也造

就了越南被迫同意中国派出桑怒工作组的条件.然而,模式的成功输出往往

伴随的是大规模援助.对此,中国领导人是清楚的,他们认为“中国对亚非拉

地区的援助,起了典型的示范作用,是同新老殖民主义和修正主义做斗争的有

效武器”.① 因此,毛泽东在桑怒工作组筹备工作完成后就指示,要把老挝爱国

战线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全包下来.而在１９６４年７月河内三党会谈后,周恩

来立即答应了寮方关于援助的请求.② 然而,当苏联开始支持越寮革命时,中

国的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无法与苏联相抗衡的.因此,寮方开始

接受苏联援助,越南后来也因援助而倒向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失去

了可资推行中国模式的砝码.

其次,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在桑怒的适用性问题.中国领导人先验地认为,

寮方存在的那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没有阶级分析,一方面,这未必符合寮方的

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桑怒工作组的自主空间.桑怒工作组不仅在调

研报告中去迎合毛泽东的指示框架,而实际工作中也一切以阶级分析、阶级斗

争为抓手.尽管不论是凯山还是越方顾问都坚持老挝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③

但是,工作组依然认为,贡滥主就是桑怒的地主,老挝是有阶级分化的.桑怒

４２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陈毅副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８日,天津市档案馆:
x０００３ＧcＧ０１５０９１,第２７页.

«中国、越南、老挝三党会谈情况»,１９６４年７月５—２０日,外档,２０３Ｇ００５８１Ｇ０３;«援助寮方大米、黑布

问题»,１９６４年７月８—２５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１１８０Ｇ０２.
«寮方凯山同志介绍老挝情况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４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１４２５Ｇ０１;胡正清:«一个

外交官的日记»,第１０６页.



工作组与其说是以中国的经验与寮方的情况相适应,倒不如说是在用中国的

经验去框定寮方的情况.凯山后来听取越方的意见并非全然是迫于越方的压

力,他也认识到,越南的情况与老挝更相似一些,越南顾问的建议也更务实

一些.

再者,道义形象与现实期望的脱节.一方面,中国期望输出自己的经验;

另一方面,又想继续保全支援外部革命中的那种“高大全”的形象.① 中央多次

指示工作组只谈意见,不强迫对方接受;同时,多次强调要尊重越南第一线的

位置,在越寮同意后再去参与.② 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凸显工作组与越南顾

问的不同、吸引寮方主动向中国靠近,也又可以让越方顾问对工作组的工作少

些妨碍.的确,他们在吸引凯山上是成功的,凯山与工作组的频繁接触也让工

作组在凯山身上寄予过多的期望.因此,在整党和军队建设上工作组也开始

热心地去直接帮助寮方.但凯山毕竟是实用主义的,在香农联合工作组的组

成及剿匪问题上,都可以看出他有意在双方之间搞平衡.对越南来说,桑怒工

作组毕竟进入了越南的“势力范围”,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越南势必会反弹.在

苏联开始向越南提供援助后,越南加强对寮、柬两党的控制不能不说是受到桑

怒工作组的影响;此外,中国对越寮“特殊关系”的不容忍行为也成为之后中越

分歧的一个方面.

桑怒工作组成为尴尬的存在、北越逐步倒向苏联也预示着中国在印度支

那地区影响力的衰落.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柬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中柬两党开

始建立起了直接联系,中国开始全力支持柬埔寨的革命运动.而桑怒工作组

的失败是否对中国决定扶持柬共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有

意义的议题.

５２１

中国向老挝派出桑怒工作组始末

①

②

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６２—６４页.
«老挝问题专门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关于筹建桑怒工作组问题»,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外档,１０６Ｇ

０１４２０Ｇ０１«驻桑怒工作组的几个问题»,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１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１日,外档,１０６Ｇ００９０２Ｇ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