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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赵学功∗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核武器在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不仅在战后初期坚

持核保密政策,而且还多次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

政治上和外交上做出让步,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地位,对苏联构成有效的威慑,
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核力量的建设,使得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

愈烈,并使双方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而使得美苏决策者都认识

到,限制核军备竞赛对双方至关重要,美苏关系也由此进入了相对缓

和的时期.及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成为美国对苏政

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冷战 美国 苏联 核武器 核军

备竞赛 核威慑

核武器虽然并非冷战的产物,但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居于十

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政府将核武器视为一张威慑苏联的王牌,为谋求并保持

核优势,不断扩大核武库的规模,提高核武器的质量,使得美苏核军备竞赛愈

演愈烈,并将整个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另外,美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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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庞大的核武库并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因而,限
制核军备竞赛又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内容.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

长期的研究,成果颇丰.① 国内学界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相关成果

不断涌现.② 鉴于这一问题极为复杂,本文只能对其中某些方面进行非常简要

的探讨.

一、核武器与美苏战时同盟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基于共同的战略需求结成同盟,但美国领导人

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敌视和猜忌依然存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认为,
“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从１９４１年起便充斥于华盛顿官员们的头脑.在整个

战时合作期间,美国人从未放弃其自１９１７年甚至更早就存在的对苏联的疑

虑.③ 不仅如此,随着战局的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担忧与日俱增,并将苏联视为

未来最主要的对手和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坦承,“国务院的官员

们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谈论着来自苏联的危险这一话题;而到了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的冬天,随着胜利日的临近,这一话题更是成为华盛顿的主要议题”.④ 因

而,在原子能这一重要问题上,美国坚持垄断地位,拒不与苏联分享核秘密.

１９４３年８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签署了双方在原子能研究领域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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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合作的协议,其中,明确规定没有双方的同意,不得与第三方交流任何有关

原子能的情报.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第三方指的就是苏联.１９４４年６月,罗斯

福与丘吉尔就战时及战后美英控制苏联疆域之外的钍和铀矿资源达成协议,

据此双方成立“联合开发托拉斯”,负责这些资源的勘探、开发等工作,并计划

到战争结束时控制全世界９０％的优质铀矿资源.９月,双方又签署了一项秘

密备忘录,明确规定向世界各国通报原子弹研制进展情况以便就其控制和使

用达成国际协议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应继续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视为“绝
密”;在击败日本之后,为了商业和军事目的,美国和英国将继续在原子能研究

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直至双方同意终止.美国负责“曼哈顿工程”的军事负责

人莱斯利格罗夫斯曾言,“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是美国的潜

在对手而进行的,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主要也是针对苏联.①

杜鲁门执政后延续了罗斯福的核垄断政策,并将核武器视为实现其外交

和政治意图的重要工具.尽管美国政府内部不少官员及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的科学家们不断告诫说,美国的政策只能会导致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引发一场

核军备竞赛,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建议尽快向苏联通报有关“曼哈顿工

程”的情况,加强与苏联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但杜鲁门坚持认为,美国应坚守

核秘密,苏联必须至少在东欧及中国东北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才能考虑与之

分享核秘密.正因为如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８日美国对

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真正意图是要对苏联进行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一场“新的

甚至是更可怕的毁灭性战争”,美国的核垄断使苏联的安全陷入了极其危险的

境地.这促使苏联决定进一步加快原子弹的研制.②

战后初期,核武器成为美苏关系中一个极为关键和敏感的问题.陆军部

长亨利史汀生认为,在核问题上应尽早与苏联进行接触,拟定控制核武器的

办法,以避免双方走向核军备竞赛,从而危及战后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副国务

卿迪安艾奇逊也担心,如果美国在核问题上坚持排他性政策,势必会进一步

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但是,杜鲁门却固执己见,要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必

要的措施,以防止任何有关原子弹的研究、设计、生产过程及军事上的使用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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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泄露.他还多次公开强调,决不会公开任何有关原子弹制造过程的信息.①

为了阻止苏联研制核武器,美国试图将苏联的原子能计划纳入国际管制

之下.美国决策者认为,作为一种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原子弹必须置于美国的

绝对控制之下,只有美国担负起“监管”的责任,才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美国

提出的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旨在维护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确保美国无限期

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② 苏联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美国意在企图“统治

世界”,要求禁止一切核武器的生产,并完全销毁现有的核武器.毫无疑问,美
国在核问题上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疑虑,这也是导致美苏战时

同盟瓦解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核打击与核威慑

美国的一些冷战史学者认为,战后苏联之所以要极力加强其在东欧的地

位和影响,源于其长期的“不安全感”.③ 实际上,缺乏安全感的恰恰是当时美

国的军政官员.在他们看来,为了消除苏联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最有效

的办法是利用美国享有的核垄断地位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彻底消灭其进行

战争的能力和工业基础,并进而推翻苏联政府.④ 核武器由此成为美国对苏政

策中的一张“王牌”.美国决策者认为,未来与苏联的战争必将是一场全面战

争,核武器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策划对苏联实施核打击问

题,要求有关部门就摧毁苏联所有重要城市所需要的原子弹和前沿基地的数

量进行估算.⑤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

就“苏联对有限战争的战略脆弱性”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定了对苏联实施核打

击的计划.１９４６年１月初,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建议,美军轰炸机从前沿

６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JamesF．Schnabel,TheJointChiefsofStaffandNationalPolicy,１９４５Ｇ１９４７,Washington,
D．C．:OfficeofJointHistory,OfficeoftheChairmanoftheJointChiefsofStaff,１９９６,p．１１６．

U．S．DepartmentofState,DocumentsonDisarmament,１９４５Ｇ１９５９,Vol．１,Washington,D．C．:
GPO,１９６０,pp．７Ｇ１６．

VojtechMastny,TheColdWarandSovietInsecurity:TheStalinYears,NewYork:OxfordUniＧ
versityPress,１９９６．

相关研究可参见 RussellD．BuhiteandWM．ChristopherHamel,“WarforPeace:TheQuestionof
anAmericanPreventiveWaragainsttheSovietUnion,１９４５Ｇ１９５５,”DiplomaticHistory,Vol．１４,No．３,
Summer１９９０,pp．３６７Ｇ３８４.

RaymondP．Ojserkis,BeginningoftheColdWarArmsRace:TheTrumanAdministrationand
theU．S．ArmsBuildＧUp,Westport:Praeger,２００３,p．１４．



基地出发,向苏联投掷１９６枚原子弹,旨在给苏联进行战争的工业基础以毁灭

性打击.６月,美国军方拟就了代号为“铁钳”的计划,确定对苏联２０个重要城

市投掷５０枚原子弹,以摧毁苏联工业,彻底瓦解其交通与通讯系统,击败苏

联,或至少迫使其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投降,并最终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

事占领铺平道路.① 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军方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对苏

作战计划,扩大了核打击的规模,认为只有给苏联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才能

瓦解其斗志,促其早日投降.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包括行政中心、重要城市和

工厂,其次是交通枢纽、发电厂以及油库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在一个

月的时间内对苏联的７０个城市和工业中心投掷１３３枚原子弹.② 为威慑苏

联,美国将６０架BＧ２９轰炸机派往英国.实际上,这些轰炸机都没有经过改装,

并不能携带核武器,美国不过是虚张声势,但美国就是要给人造成打算在必要

时使用核武器的印象.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故意暗示这种轰炸机载有核武

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０号文件强调,“决不应当

让苏联有丝毫的幻想,以为美国在必要时也不会考虑对其使用核武器”.文件

规定,一旦发生冲突,为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军事部门必须迅速并有效地使用

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武器,并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③

美国决策者确信,美国的核威胁在柏林危机中发挥了作用,迫使苏联不敢

对西方的空运行动进行干涉,并最终解除了封锁.杜鲁门等人认为,苏联领导

人肯定认识到,美国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因而,威慑的影响力要比以前更大了.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拥有了核武器,苏联可能早就占领整个欧洲

了.一些美国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对美英的空运

采取任何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核轰炸机所起的威慑作用,苏联主要的城

市和工业中心都处于这些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④

即使在１９４９年８月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之后,美国政府也并未因此而停

止策划对苏联实施核打击,认为苏联虽然拥有了原子弹,但数量不会很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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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缺乏运载工具,不足以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享有的优势

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以摧毁其进行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并阻止其占领西欧.

这一时期美国军方制定的计划是要用２２０枚原子弹攻击１０４个苏联城市.①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就对苏政策展开秘密

研究.该小组提出了四种方案,除第一种方案建议继续坚持遏制政策外,其他

三种方案都要求对苏采取强硬态度.第二种方案强调美国应向苏联发出最后

通牒,决不允许其再向前迈出一步,否则,美国将不惜诉诸一场全面战争,尽一

切力量将苏联击败.第三种方案认为,美国不可能与苏联长期共存,应想法彻

底将其消灭,从而“结束铁幕的存在”.第四种建议主张,美国应向苏联发出最

后通牒,限期要求其接受美国的条件,如遭拒绝,美国将对其发动全面战争.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１６２/２号文件强调,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

使用核武器;要使苏联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欧洲盟友遭到苏联的攻击,美国将

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予以回击.美国军方显然对此并不

满足.１９５４年３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份旨在“消灭一个国家”的
“基本战争计划”,要求在苏联有足够的热核武器从而对美国本土构成严重威

胁之前对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两小时的攻

击行动结束后,“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之外”,苏联实际上将一无所有.

随后一段时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几次向艾森豪威尔要求采取“积极”行动,主张

应尽早挑起一场与苏联的战争.③

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随着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即
使发动一场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美国仍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战争势必会旷

日持久,美国本土也可能遭受苏联的报复性打击,而且这一做法也不会得到美

国民众的支持,并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因而,美国开始转向考虑采取先

发制人行动,即一旦获悉苏联即将对美国或其盟友采取行动,美国首先对其实

施核打击,决不坐以待毙.艾森豪威尔强调,决不让苏联率先行动.肯尼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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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至关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美国要赶在

苏联之前使用核武器.１９６２年３月３１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美
国将放弃从不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的原则,声称在某些情况下,一旦美国的重

大利益受到威胁,美国将不得不主动出击.①

但是,美国决策者很快认识到,即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美国

仍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提出对苏

联实施突然核打击的计划,以摧毁其战略核力量,“解除”其武装.他们确信美

国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彻底的第一次打击”,强调如果美国推迟行动,“机会

之窗”就会关闭,就会坐失对苏联实施决定性核打击的良机.战略空军司令托

马斯鲍威尔向肯尼迪建言称,现在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危险的时

候,“如果全面核战争不可避免的话,美国应该首先发起攻击”.根据美国制定

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如果美苏爆发全面战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将向苏

联及其盟友的导弹基地、机场以及城市和工业目标投掷３４２３枚核弹头,苏联

将损失５４％的人口.② 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苏联的核武器消灭殆尽,并确保美

国不会遭受核报复.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３日,肯尼迪听取了军方拟定的对苏联的核

作战计划汇报.③ 尽管他的一些顾问确信美国可以打一场有限核战争,但肯尼

迪对此表示怀疑,担心一旦发生冲突,就很难控制住局势.④ 在美国军方看来,

即使爆发一场美苏全面战争,美国遭受重大损失,但仍能够存在下去,并最终

取得胜利.⑤ 但据兰德公司的评估,即使美国率先行动,苏联仍会有数架轰炸

机逃脱美国的打击,从而对美国发动小规模的报复行动,“在最好的情况下,造
成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美国人死亡,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的死亡人数达１０００万—

１５００万”.如果苏联的打击目标包括美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这一数字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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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甚至达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万.很显然,这是美国决策者无法接受的.①

因而,肯尼迪政府更加注重核武器对苏联的威慑作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美
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导
弹差距”,美国拥有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少像苏联的第一次打击能力那样强

大.他确信苏联不会挑起核冲突,倘若苏联发起攻击,“无异于自取灭亡”.一

位助理国防部长则威胁说,在美国发动核打击之后,苏联将被夷为平地.② 国

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几个场合向苏联发出威胁称,美国的核力量是苏联的

数倍,在一场核冲突中,有能力摧毁苏联的所有目标.他在回顾这一时期美国

的政策时强调,虽然战略核力量对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至关重要,但其

“唯一的实际作用”就是阻止发生核战争或非核战争,因为在任何一场核冲突

中,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取得胜利.③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做好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各项准备.美国对

古巴实施“隔离”行动后,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二级戒备状态.６０架BＧ５２轰炸

机空中待命,其中５２架携带着１９６枚核导弹.在地面,１５分钟预警的飞机包

括２７１架BＧ５２轰炸机和３４０架 BＧ４７轰炸机,携带着１６３４枚核武器.１３６枚

“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随时准备发射.１４３６架轰炸机和９１６架加

油机随时准备迎战.美国的这些部署其实都是旨在威慑苏联,以阻止其采取

进一步的行动.④ 当然,苏联无意而且也在尽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双
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形成了相互威慑.

长期以来,一些美国学者及曾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都过分夸大了美

国战略核力量对苏联的威慑作用,将危机的和平解决视为美国“强制性外交”
的胜利,称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不仅享有“战术优势”,而且也具有全面的战略

优势,美国利用所享有的压倒性优势迫使赫鲁晓夫让步,确信即使美国采取军

事行动,也根本无需担心苏联会进行报复,更不会触发一场核战争.在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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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的核优势对于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① 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和看法

都是值得商榷的.鉴于当时的美国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

量,如果美国对导弹基地发动空袭或入侵,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对于如何应对苏联的核打击,肯尼迪政府并无良策.

１９８２年,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腊斯克及麦克纳马拉等人联名在«时代»周

刊上发表文章,强调“古巴导弹危机”表明,面对着可能幸存下来并将实施报复

性打击的热核力量,核优势并非至关重要,而是无关紧要,美国的核优势并非

是决定性因素.② 美国的核优势并不能带来安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包括

在古巴的导弹,苏联已经部署了５０枚陆基导弹,１００枚核潜艇导弹,还有１５０
架远程轰炸机,在不管是哪一方发动的任何核交锋中,这些导弹和轰炸机中的

一些将可能携带着数百万吨级的炸弹突破美国的防御,即使只有一枚导弹击

中目标也将造成一场灾难,因而“我们对任何核交锋都没有兴趣,而是要避免

它,我们自己的战略力量具有绝对优势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安逸”.③

麦克纳马拉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强调,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

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战略核力量同时确保自身不受大的损失

将是极为困难的.他多次表示,尽管美国当时拥有５０００枚核弹头,而苏联只

有３００枚,美国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对苏联发起

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同时保证自身完好无损.根据他的估计,即使美国率先发

动进攻,苏联原有３００枚战略核弹头中仍可能会有数十枚保留下来,足以对美

国和欧洲大陆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造成数百万美国民众的丧生.④ 应当说,“古

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是美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

三、美国与核军备竞赛

作为威慑苏联的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政府都不断扩大核武库的规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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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质量,以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由此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步步

升级.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只有拥有强大的核力量才能对苏联起到有效的威

慑作用,阻止其发动战争,维护美国及其西欧盟友的国家安全.

１９４９年８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对美

国决策者来说不啻是当头一击,极大地加剧了其不安全感.在美国政府内部,
就是否研制比原子弹更具威力的氢弹展开激烈争论.国务院顾问凯南建议与

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以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认为美国如果此时决定研制威

力更大的热核武器,其结果必然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进而根本改变遏

制战略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①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小组强调,研制氢弹

的做法是错误的,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极大的危险.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

知名科学家也都对由此导致的美苏军备竞赛的升级感到忧心忡忡.② 但是,美
国军方认为,为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应尽早展开研制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提出报告称,“苏联对这种武器的独占,不仅会给我们的

军事态势,而且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地位将造成严重损害”.杜鲁门表示,既然

苏联可能会研制这种武器,他别无选择,只得采取行动,认为就氢弹而言实际

上没有决定可做,尽管没有人想使用这类武器,但美国必须拥有它,即使只是

为了与苏联讨价还价.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氢弹的研制直接关乎美国的对苏

政策和国家安全.因而,这一工作成为当时美国“最为急迫的事项”.③ 不仅如

此,美国还进一步加快了原子弹的生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文件警

告说,一旦拥有了可以打击美国的核能力,苏联就可能先发制人,对美国发动

突然袭击,从而给美国的工业和城市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只有尽快增强自身的

核力量才能阻止其行动.１９５０年,美国拥有２９８枚原子弹,１９５２年为８３２枚,

１９５３年增至１１６１枚.④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次引起美国朝野

的极度恐慌.美国对苏联核力量的发展深感震惊,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导弹

差距”.当时的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在远程导弹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美
国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战略优势,苏联的导弹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使美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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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苏

联在核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并提出对策.不久,该委员会提出报告,称在

研制洲际导弹方面苏联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将处于关键时

期,必须加快战略核力量的建设步伐.这一报告无疑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

了影响,美国的核力量由此有了大幅增长.核弹头由１９５７年的５０００枚增至

１９６０年的１．６万枚左右,并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部署了中程导弹,直
接威胁着苏联的欧洲地区.

尽管肯尼迪执政后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导弹差距”并不存在,美国依然享有

较大的核优势,但他仍加紧发展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以维护并确保在核军备竞赛

中的优势地位.肯尼迪认为,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全面冲突,美国

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扩大军备.他甚至考虑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行动.①

据估计,１９６２年美国拥有各类核武器２．７３８７万件,而苏联只有３３２２件.②

美国拥有洲际导弹２５４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１４４枚,远程轰炸机６３０架;而
苏联则分别拥有５６枚、２４枚和１５９架.在战略武器方面,美国大约领先苏联

１０年.但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随着苏联不断强化核力量的建设,双方之间

基本上达成了战略平衡.美国拥有洲际导弹１０５４枚,潜艇发射导弹６５６枚,远
程轰炸机５４０架,战略核弹头４０００枚.苏联则分别拥有１２００枚、２３０枚、１５０
架和１７００枚.③

在里根政府看来,这种战略平衡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为了应对苏联不断

增长的战略实力,美国将其核力量的现代化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里根政

府提出了战略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旨在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现代化战

略力量,从而打破与苏联的核僵局,重新获得核优势.根据里根签署的国家安

全指令第１３号,核武器在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阻止其他国家发动进攻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威慑不能奏效,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美国必须

占据优势,并迫使苏联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战争.为此,美国决定

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加紧研制洲际导弹,以增强美国的威慑力量;另一方

面,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将军备竞赛引向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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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缓和与核军备控制谈判

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不仅使美苏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爆发

一场核战争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大.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在核时代,
一旦发生美苏全面战争,其后果不可想象,不仅美苏两败俱伤,甚至将给整个

人类文明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因而,核军备控制谈判又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美苏首先就核禁试问题在日内瓦展开谈判.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是极为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

需要,并试图通过谈判限制苏联核能力的发展,维护美国的核优势,致使会谈

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古巴导弹危机”既是美苏核

军备竞赛的产物,同时也推动了双方的核裁军谈判.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使

美国决策者切实感受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因而核战争是绝对要避免的.这场

危机表明“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

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① 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应该道出了两人当时

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

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在他看来,一个各国彼此以核武器相威

胁的世界不仅是“无理性的”,而且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思议的”,整个人类在防

止核战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０日,他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讲话

时强调,核时代爆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在制止军备竞赛方面美苏有着共同的

深切的利益,宣布美国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并谋求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这篇讲话被赫鲁晓夫誉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所发表的最好

的一篇演说”,他显然深有同感.②

“古巴导弹危机”开启了较为缓和的美苏关系的新时期.一些学者将这一

事件视为“冷战的转折点”.当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认为,这场危机“是冷

战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场危机将两个大国最大限度地拖到核战争的

边缘,因此它成为人们推断两个大国的对抗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界石,同时

也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核战争”.在此后的３０年里,“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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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危机”期间的某些做法成为核游戏的规则和界限,同时,也成为莫斯科与

华盛顿之间“重要的、反复无常的、危险的关系中的规则和界限”.①

美苏关系缓和的一个具体成果是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规定禁止在大

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的目的是为“尽速达成一项在严格国

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协议”,制止军备竞赛和消除刺激生产和试验包括核

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的因素;“谋求永远不继续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希
望使人类环境不再被放射性物质污染”.② 尽管该条约未禁止地下核试验,以
便两国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但这是自１９４５年核武器出现以来美苏在限制核军

备竞赛方面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要一步,并为日后双方在该领域进一

步谈判并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美苏签署«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确定有核缔约国不得

将核武器让与任何其他国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无核国家制

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

控制权;无核缔约国承诺不得拥有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防
止将原子能自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缔约国就停止核军

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进行谈判.应当说,尽管美苏签署该条约的意图在于阻

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武器,但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美苏关系缓和的重要标志.应当说,约翰逊政府在

核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为这一谈判进程的开启奠定了基础.③ 尼克

松上台伊始,就表示愿意就战略武器问题与苏联谈判.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

了“联系”政策,认为战略武器谈判只有在能促进重大政治问题取得进展时才

能举行,试图利用谈判迫使苏联在其他问题上相应地做出让步.尼克松认为,
与肯尼迪政府相比,他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制定对苏政策的,因为肯尼迪

时期苏联只有８０枚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导弹,并且需要准备１０分钟才能发

射,而他面对的却是苏联可立即投入使用的１０００枚洲际导弹.④ １９６９年１０
月,双方就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至１９７２年５月先后在赫尔辛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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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举行了７轮谈判.美国要求把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限制反弹道导弹

系统作为谈判的内容.其基本意图是:将反弹道导弹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

联系起来,用限制美国在反弹道导弹上的优势来换取削弱苏联在进攻性战略

武器数量上的优势,遏制苏联陆基洲际导弹尤其是重型洲际导弹的发展,冻结

苏联的战略武器数量,而同时保持住美国在多弹头分导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对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美国主张限制在美国已拥有的１７１０枚水平

上,进行对等削减,并冻结轰炸机的数量,美国为５２７架,苏联为１９５架.美国

提出的另一方案为进行大幅度削减,每年减少１００枚,到１９７８年降到１０００枚.

美国把限定的目标对准了苏联占有优势的陆基导弹,特别是重型导弹,限定为

２５０枚.苏联则要求限制一切能打击苏联领土的核武器.

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讨价还价,美苏终于达成妥协.１９７２年５月底,美苏领

导人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

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临时协定主要是将两国武器库中进攻性导弹的

数量冻结５年,确定了双方战略武器的限额分别为美国１７１９枚,苏联为２３５８
枚;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美苏分别可拥有１０５４枚和１６１８枚;潜射导弹方面美

苏分别为７１０枚和９５０枚;美苏分别拥有可发射导弹的潜艇为４４艘和６２艘.

两国领导人表示,保证为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继续进行积极谈判.１９７３年６
月,两国又签署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

的基本原则»,确定双方将在一年内努力制定并签署一项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

武器的永久性协定.

福特政府继续奉行对苏缓和政策,谋求推进限制战略武器谈判.１９７４年

１１月,福特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工作会晤”,双方发表了关

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愿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
署一项有效期至１９８５年底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规定双方拥有

的进攻性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各为２４００枚,其中可以携带多弹头的分导式导弹

的数量不超过１３２０枚.由于双方在战略武器的限额、定义、核查等问题上存

在严重分歧,而且美国政府认为苏联有可能为达成协议而继续做出让步,态度

变得强硬起来,致使谈判步履维艰,未能签署协议.①

卡特政府将限制核军备竞赛作为对苏政策的首要任务,认为此举符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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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最大利益.在其就职演说中,卡特表示“要为实现从地球上消灭核武器这

一最终目标而努力”,强调要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同美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

判,并希望以此来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执政伊始,卡特提出了有关第二阶段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建议,并希望尽早举行首脑会晤.与此同时,卡特设立了

一个特别协调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官员组成的研究与决

策机构,主要评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具体问题.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８
日,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举行最高级会议,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

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确定至１９８１年底双方进攻性

战略武器运载工具限额各为２２５０件,并对带有多弹头的巡航导弹、陆基弹道

导弹和轰炸机的数量分别作了限制.①

里根执政后,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要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存在着严重分歧.包括里根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这一条约允许苏联保留重型

陆基导弹,没有限制导弹弹头数量和重量,并将苏联逆火式轰炸机排除在外,而
美国核力量的发展却受到了限制,因而存在“严重缺陷”.这使得里根在核裁军

问题上态度极为消极,甚至要取消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恢复美国的核优势.

１９８１年下半年到１９８２年底,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冻结核武器”运
动,扩展到４０多个州,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反响.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００多名国

会议员提出联合决议案,要求美苏冻结现有核武器,停止核武器的试验、生产

和部署.凯南、麦克纳马拉、麦乔治邦迪等前政界要员也都认为,美苏已处

于核战略均势地位,美国必须改弦更张,避免与苏联迎头相撞,裁减核军备,这
样有利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缓和紧张局势,同时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减少财政赤字.

在此情形下,美国决定与苏联就核裁军举行谈判.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里
根就战略核武器和军控问题发表讲话,建议美苏共同削减常规力量、中远程核

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为实现这一目标尽早进行谈判.他还两次致函苏联领导

人,希望就削减战略核武器展开磋商.② １９８２年６月,美苏限制和裁减战略武

器谈判开始在日内瓦举行,至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双方进行了５轮会谈.美国提出

的方案是首先应将美苏战略导弹的弹头削减１/３,双方拥有的弹道导弹弹头减

至５０００枚,其中陆基导弹弹头不超过１/２,即２５００枚;其运载工具在今后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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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内各裁减至８５０枚.据此,苏联需要削减陆基导弹弹头３０００枚,削减导

弹１５５０枚,而美国则只需削减陆基导弹８５０枚.第二阶段在战略武器的其他

方面达到均等限额,其中战略导弹的投掷重量限制在低于美国目前的水平上.

这一方案显然旨在限制和削弱苏联陆基导弹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加紧

推进“战略防御计划”.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会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欧洲中程武器会谈是美国核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７７年,苏联开始在

欧洲部署先进的SSＧ２０中程导弹,射程达５０００公里,这一部署使欧洲的核力量

对比出现了不利于北约的变化,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担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
约成员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共同参加的布鲁塞尔特别会议通过“双重决议”,确
定由美国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使北约的战区核力量现代化,同时要求美国与

苏联尽快举行限制和削减欧洲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如果到１９８３年底谈判不能

达成协议,美国届时将开始在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分阶段部

署５７２枚新式中程导弹,其中包括４６４枚陆基巡航导弹和１０８枚潘兴II型导

弹,以此来打破苏联在中程核武器方面所享有的优势.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美苏关于限制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在日内瓦开始,至１９８３
年１１月共进行了１１１次会谈.美国首先提出所谓“零点方案”,即如果苏联拆

除其部署在欧洲的所有SSＧ２０、SSＧ４和SSＧ５中程导弹,则美国将放弃在欧洲部

署中程导弹的计划.１９８３年３月和９月,美国又先后提出“临时协议”方案和

“逐步削减”方案,均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一,

美国认为美苏在欧洲的中导力量是不均衡的,苏联具有绝对优势,已经部署了

２４０多枚SSＧ２０导弹,因而,美国必须在欧洲部署相应的导弹.如果苏联拆除

其导弹,美国才会放弃部署计划.而在苏联看来,双方已经在中程核武器方面

达成了均衡.其二,关于裁减中程核武器的种类.美国主张谈判应限于苏联

已部署的SSＧ２０、SSＧ４、SSＧ５等导弹和美国准备部署的潘兴II型和陆基巡航导

弹.苏联则坚持要求裁减所有中程核武器,包括美国的“前沿基地系统”.其

三,对于英国和法国核力量是否应纳入谈判范围.美国强调英、法是主权国

家,美国无权代表其进行谈判.而苏联认为,英、法核力量是西方在欧洲中程

核力量的组成部分,打击目标同样是苏联,应该包括在谈判范围之内.此外,

双方的分歧还包括裁减的限额和计算方法、裁减中程核武器涉及的地理范围、中
程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谈判之间的关系等.①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美国根据北约“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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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将第一批巡航导弹运抵英国,同时准备在欧洲部署潘兴II式导弹,导致苏

联退出谈判.

里根的对苏政策自第二任期开始出现变化,表示愿意恢复中断一年多的

核裁军谈判,并多次发表讲话,称不会再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优先考虑改善

与苏联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改变了对苏态度,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核

力量方面,美苏重新达成“恐怖的平衡”,美苏缓和有助于缓解军备竞赛所带来

的巨大压力.１９８５年美苏分别拥有战略核弹头１．１２万枚和９９００枚、远程导

弹１０２３枚和１３９８枚.里根政府大量增加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和国债激

增,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苏联对美国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８５年３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努力缓和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军备谈判

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核裁军从“限制”阶段迈入了实质性的“削减”阶段.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和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先后在日内瓦和冰岛的

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核战争是打不赢的,应该永远不

打核战争,双方决心防止双方之间的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不谋求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两国基本达成一致:今后５年

双方将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一半;１０年内销毁双方拥有的所有进攻性洲际弹

道导弹;销毁各自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冻结双方在欧洲的短程导弹数

量;减少并争取停止一切核试验.但是,双方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分歧

一如从前.里根坚持认为美国无意寻求战略优势,“战略防御计划”旨在确保

美国的国家安全,强调决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的筹码.① 而在苏联方面看来,美
国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加剧双方的核军备竞赛.尽管如此,双方的分歧并未影

响中程武器谈判.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会晤时签署了

«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规定两国应在

条约正式生效后立即停止所有射程为５００—５０００公里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生

产和试验;三年内应销毁双方所有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包括已部署和未部署

的导弹、弹头以及发射装置、辅助设施等;条约生效１８个月以后,双方都不得

再有中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等;三年后双方不得再有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

置等;今后双方不得生产、试验和部署任何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据此,美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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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８５９枚导弹,苏联销毁１７５２枚导弹.① 虽然条约规定的销毁的两种导弹

只占两国核武库很小的一部分,但这是美苏达成的第一个裁减核军备的协议.
经过数年的艰难谈判,１９９１年７月,美苏领导人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这是双方在核裁军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条约规定双方战略核武器各削

减３０％,各自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包括陆基洲际导弹、潜艇弹道导弹和重型

轰炸机)总数削减至１６００件,苏联所拥有的重型洲际导弹不超过１５４枚;双方

部署的核弹头各为６０００枚,其中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总

数不超过４９００枚,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不超过１５４０枚.美苏签

署的这些条约有助于推动双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与冷战的结束.

结　　语

通过前面极其粗浅的梳理,可以看出,核武器在战后美国对苏政策和美苏关

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考虑如

何将核武器作为对苏政策的工具.战后初期,美国将苏联视为最大的威胁,一方

面对苏联实施核讹诈政策,另一方面又试图采取包括发动预防性战争在内的各

种手段阻止其拥有核武器.美国决策者终究还是奉行了较为现实的政策,并转

向以威慑为主,旨在以强大的核力量阻止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采取行动.
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美国愈发担心苏

联可能的突然核打击.为谋求战略优势,增强对苏联的威慑力,美国不断强化

核力量,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古巴导弹危机”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核军备竞赛的产物,将世界带到一场核战争的边缘.应当说,核武器在

美国对苏政策中并未起到美国决策者所幻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反而使自

身屡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还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鉴于核军备竞赛使双方的战略力量达成了“恐怖的平衡”,不论是发动第

一次打击还是第二次打击,美国都将遭受难以估计的破坏,而且旷日持久的军

备竞赛也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而,限制核军备竞赛谈判又

成为美国对苏政策中的核心内容,并构成双方关系缓和的基本特征,由此也促

进了冷战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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