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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越共结盟政策的缘起与
形成(１９４７—１９５０)∗

乌力吉∗∗

内容提要 冷战初期,越南共产党试图延续其自建国以来带有

中立色彩的对外政策,极力避免法越战争国际化.但在冷战向亚洲

蔓延、法越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中国革命形势快速发展、美法关系升

温等因素的作用下,越共逐步走上了结盟之路.１９５０年初,越共追随

中共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标志着其结盟政策的形成.该

政策不仅导致越共获得了足以改变战场形势的军事援助,并促成了

以中国支援越南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越准军事同盟.
更重要的是,越共借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承认解决了法国选择扶植

保大政府所引发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也是越共实施结盟政策的直

接动因.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越南 法越战争 越南共产党 结

盟政策 中越关系 冷战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

１４１

∗

∗∗

乌力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冷战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７ASS００６)阶段性成果.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系,中苏两国政府分别于１月１８日、３０日承认其政权.中越建交及中苏两国

对越外交承认,标志着越南共产党①彻底放弃１９４５年建国时确立的“避免越南

问题国际化”的外交方针,②走上一条追随中国共产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结

盟之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

越共为何放弃先前带有中立色彩的对外政策转而与中苏结盟? 学界对此

问题的关注较为有限.从逻辑上讲,越共作为信奉马列主义的政党倒向苏联

阵营有其必然性.③ 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及其领导的党长

期不受斯大林信任,中南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边缘地带.④ 因而越共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外交联系的具体过程仍然

值得研究.此外,尽管已有学者通过对中国援越抗法政策的研究指出该政策

背后中共领导人支援东亚革命、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动因,但这一外部因素是

如何影响越共政策的,或者越共又是如何利用这一因素的,学界缺乏以越方为

视角的专门研究.

关于越共向中共求援的动机问题,学者往往只强调法越战争的力量对比,

认为越共如果不北上求援则很难继续进行抗法战争.⑤ 但是,不论从法越双方

当时对战场形势的研判,还是后来史学界的研究几乎都认为,法国对越共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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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共产党指以胡志明为核心的越南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２月,同年１０月改称印度支那

共产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印支共因抗法斗争需要转入地下,并以１９４１年５月成立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１９５１年３月并入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身份公开活动.１９５１年２月,越盟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公开党的活动,改称越南劳动党.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越南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改

回越南共产党.因此,越共、印支共、越盟、越南劳动党没有本质区别,特此说明.
〔越〕刘文利:«越南外交５０年(１９４５—１９９５)»,上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翻译中心译,河内:越

南人民公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８—１９页;MariOlsen,SovietＧVietnamRelationsandtheRoleofChina,
１９４９Ｇ６４:ChangingAlliances,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６,p．２;IlyaV．Gaiduk,Confronting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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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２００２,pp．３Ｇ４．

越南官方出版的外交史著作大多简单记叙了１９５０年初越南获得苏联阵营外交承认的具体日期,仅
突出其“外交胜利”的意义和越共作为马列主义党的正统性,关于越共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因并未加以分析.
比较有代表性著作有:〔越〕武阳宁:«越南对外关系史１９４０—２０００»,河内:国家政治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V D ngNinh,Lchs quanh ingoiVitNam１９４０Ｇ２０１０,HàNi:Nhàxutbnchínhtrq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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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备优势并不能掩盖其兵力不足的缺陷,因而１９４９年初双方实则处于某种

“战略平衡”状态.① 尽管有学者指出越共对中共求援动机除“军事援助”外还

有获得其“外交承认”的目的.② 那么,为何越共在１９５０年左右而不是在其他

时间发起结盟外交? 究竟越共的结盟政策是如何酝酿和形成的? 回答这些问

题需要以越共为视角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本文拟利用中、越、美、俄等多方

解密档案和其他文献,探讨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０年越共结盟政策形成的背景、动力

及其主要影响.

一、法越战争爆发前的越共对外政策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４６年１２月)

　　１９４５年８月,越共抓住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机发动起义,在河内宣布建立

越南民主共和国.新生政权彼时处于各国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越南北方除

日军外,还有入越受降的２０万中国国民党军队及其支持下的越南国民党、越

南革命同盟会的势力;法国远征军则在英国帮助下重返越南,控制了南圻、中

圻南部.由此,越共在８月１５日新潮召开的全国会议上确定了“避免越南问题

国际化、集中力量开展对法外交谋求越南独立与统一”的外交方针.③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越共先是主动邀请受中国国民党控制的越南国民党

和越南革命同盟会参加国会,之后三方经多次协商于１９４６年元旦组建了以胡

志明为首的临时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新政府就越南独立与统一问题积极开

展同法国的谈判.为最大程度避免越南问题国际化,越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同意由１．５万法军接替国军进驻北方,中方军队须在３月３０日前撤出越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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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中央于３月９日发出“以和为进”的工作指示,要求越方武装力量在中国军

队完全撤出越南前,尽量避免与法国发生军事冲突.① 虽然越共无力阻止法军

重返越南,但通过这段时间的外交努力在越南国内形成了一个由越共主导的

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并为法越“大叻会议”和“枫丹白露会议”创造了较为

缓和的谈判环境.

１９４６年９月,由于法越双方迟迟无法在南圻地位问题上达成一致,枫丹白

露会议宣布休会至来年１月.１０月中旬,法属印支联邦总督阿让利厄(GeorＧ

gesThierrydArgenlieu)和法国印支远征军司令部共同决定对越南北方采取

强硬措施.法军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０、２０日分别进占谅山、海防,同那里的越南

军队发生军事冲突.１２月１９日晚８时,双方的军事摩擦终于在河内演变为一

场大规模巷战.② １９４７年初,战火燃遍越南,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③ 很快,越

共主力约三万人便因力量对比悬殊而不得不撤出河内、海防等大城市,退到越

北的丛林地区“保全主力、持久抗战”,同时在其他地区组织民兵发动游击战

争.④ 尽管山林密布、人烟稀少的地理环境给法军的军事清剿带来不小的困

难,但同时越军也因耕地不足、脱离城市而缺乏足够的粮食、武器等物资,短期

难以实现打败法国殖民者的目标.可以说,能否得到国际援助开始成为越共

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

二、中共:潜在同盟军(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９年１月)

从１９４７年开始,越共中央明显加强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关注,并逐步接

受和运用中共的战略思想与话语体系来指导抗法斗争.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３日,越

共总书记长征将其自１９４７年２月以来在«真理报»上连续刊载的１１期文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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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和谈是为了进攻的指示»,１９４６年３月９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８册,
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８—５６页(“Ch Th caBanTh ngv Trung nghòa 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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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Tønnesson,Vietnam１９４６:HowtheWarBegan,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２００９,pp．１９５Ｇ１９８．
关于第一次印支战争的爆发时间有不同说法,另外一种观点是以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３日西贡当地反法

力量同法国占领军爆发流血冲突为始.参见〔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

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上册,詹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１、２１８页.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２１８页;Martin Windrow,The

LastValley:DienBienPhuandtheFrenchDefeatinVietnam,Cambridge,MA:DaCapoPress,２００４,
p．９３;MartinWindrow,illustratedbyMikeChappell,TheFrenchIndochinaWar１９４６Ｇ５４,pp．１１Ｇ２２．



过补充,编撰成«抗战一定胜利»一书,在全越发行.① 书中讲,“从毛泽东战略

(防御、相持、反攻)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时机是无法提前预知的,

它取决于革命军的相对力量、在民众所获得的支持度以及敌军士气的消沉程

度”.长征还着重指出“国际势力”———具体而言主要是美国、苏联和中国———

对越南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性,不过,他还是强调法国舆论最终将起到决定性

作用.②

一年后,长征又为越共中央起草了名为«我们为独立和民主而战»的文件,

并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８—１６日的第五次中央干部会议上进行集体学习和传达.该

文明确提出越南革命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要“齐头

并进”.③ 如此提法是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的首创,该理论所强调的

“共产党的领导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发生”
“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等,这同长征的文件有不少相似之处.④

不难想象,越共高层早年与中共高层联系的经历成为中共战略思想在越

党内传播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例如,胡志明曾在巴黎结识勤工俭学的周恩

来等中国留学生,后又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苏联顾问的翻译;范文同、武元甲

曾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被派往延安接受军事训练;长征原名邓春区,因崇拜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改名.⑤ 更重要的是,越共与中共于１９４７年春建立了无线

电联系.尽管双方信息沟通不太顺畅,但毛泽东在当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扩大

会上指出,“将来我们打到两广时,援助他们”.⑥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萌生了未

来支援越南反殖斗争的想法,并大致提出了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的条件和

前景.

可见,能够促使中越两党走向联合的基本条件还在于法越、国共两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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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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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１９６７年版,第１００页.



的形势发展,这也是越共主动争取中共援助的现实动力.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７日,

法军发动了名为“李作战行动”的针对越盟总部的伞兵突袭,越军总司令武元

甲很快集结部队围攻空降的法军,双方各有伤亡.据法方统计,越军损失了大

约９０００名士兵,几乎相当于其正规军的三分之一.① 接下来的三个月,法国的

其他军事行动也都未达到预期效果.这样,越军在付出大量伤亡后挫败了法

军“一举摧毁越盟”的军事计划,越方称这次战役为“越北大捷”,“抗战”由此进

入“敌我激烈斗争”的阶段.② 法军方也做出类似判断,即“战争长期化不可避

免”.③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５日,越共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对

战争的指导”,将原来全越１５个战区整合成６大联区,并提出“用法军的枪打击

法军”“发展民兵”的任务.④ 法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消耗战需要更多兵员、粮

食和武器弹药,这为越共的装备水平、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获得外援就

变得更加急迫了.

随着中共在国共内战中逐步占据优势,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前景令越共

领导人认识到抗法斗争的转折正在到来.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开始的锦州会战

拉开了中共三大战役的序幕.１９４９年１月,尘埃落定,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

力量被歼灭.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１８日,越共中央于召开第六次干部会议,长征做了题为

«关于准备总反攻»的报告,正式提出了“积极迎共”的方针.他说,“中国新民

主主义的运动将波及印度支那边界绝对不应错过这个战略机会”,并告诉

他的同志们,“我们邻邦国家的革命运动是我们的直接盟友.中国革命即是我

们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军事方

面,要求着重加强“主力部队”建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运动战”.⑤ 以上这些言

论,不仅表明越共由于受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鼓舞,产生了推进战争进程的动

力,还预示着获得中国援助以扭转抗法斗争形势的可能性大幅提高.比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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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２６８—２７０页.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２５８页.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２７０页.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２６０页.
«长征同志在中央干部第六次会议上关于准备总反攻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１８日,«越南共产

党文献全集»,第１０册,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７页(“Tíchc cc mc vàchunb T ng
phncông—Báocáoca ngchíTr ngChinhtiH inghcánb Trung nglnth sáu,”１４/１８Ｇ１Ｇ

１９４９,Vnkin ngtoàntp,t p１０,HNi:NhxutbnChínhtrqucgia,２００１,tr．２５Ｇ６７);越南总

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过法国共产党而影响法国政坛使之撤军的政治外交攻势,得到外援、打赢战争

的路径显然更加直接和实际.

但此时战场形势的发展并没有迅速使越共得到中方的大规模援助,中越

两党也没有立即建立后来那种密切的关系.那么,应如何“积极迎共”,进而实

现获得援助、打赢法国殖民者的目标,则取决于越共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对

所谓“战略机会”的认识与把握.

三、“积极迎共”背后的战略考量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越共中央尽管在第六次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景提出了

“积极迎共”的方针,但在１９４９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越两党关系并未有实质性

发展,直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越共才派了两个低级别的代表李碧山、阮德瑞到北

京,①提出“重建两党联系”并希望得到中方援助,显得并不特别急切.这固然

有前文提到的中国战场形势的原因,②但通过越共的一些行为推断,越方决策

层对于推动中越结盟另有顾虑.

从逻辑上讲,美苏冷战向亚洲蔓延的趋势不能不使越共中央思考同中共

接近的后果,以及得到其援助的代价是什么———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会不会引

来美国的干涉? 一旦成为苏联阵营的一分子,是否会像中越历史上那样再次

成为北方国家的附庸? 有没有一种既能得到援助又无须选边站队的方式呢?

如果说越共领导人可能不知道１９４９年２月米高扬访华与１９４９年６月下旬刘

少奇访苏这样的中苏高层互动的细节,但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发表«人
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后,他们可能明白一旦中越

接近,日后的对华关系恐怕要在中苏社会主义同盟的权力框架里思考,这不一

定是有益的.

例如,在１９４８年８月,越共中央集体学习和传达题为«我们为独立和民主

而战»的文件时,长征等越共高层只提到“中国革命对我国人民的革命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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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山即李班,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印支共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阮德瑞,印支共党

员,精通华语,当时对外身份是商人.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４页.

与越南接壤的广西、云南两省分别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５０年２月解放.参见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

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０７—４２２、４８６—４８８页.



影响”,重点还是放在分析法国的形势及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上,说

这一运动“捆住了法殖民主义者的手脚”.最后笼统指出,世界革命运动对一

个国家的革命影响是“不小的”,要做好迎接抗战“大好时机”的准备.① 虽然没

有看到越共高层关于上述问题的具体讨论,但可以通过他们当时的一些言论

推测出越共中央战略谋划的关节所在及围绕它们产生的讨论甚至分歧.

首先,对美国介入越南的担忧.尽管长征在１９４９年１月干部会议上热情

讴歌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积极迎共”方针,但他也说道,“中国解放军所

取得的胜利可能会给越南人民带来新的困难.不可忘记美国目前仍然帮助蒋

介石政府,所以其可能直接干涉越法战争,从而阻碍中国解放军在华南的进攻

步伐,或是把越南变成根据地用来抗击中国解放军,进一步帮助法国,使其与

蒋的残留力量联手共同抵抗中国革命.”②长征设想的美国“干涉越法战争”“把

越南变成根据地”的可能性,并非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他对现实

主义权力逻辑的自发运用.这说明越共作为弱势一方,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是在自身没有获得实际援助前不能公开选边站队,避免让自己成为大国对抗

的“炮灰”.

其次,如何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转化为越共抗法斗争的红利,是越共中央战

略谋划的难点所在.理想的策略是一面尽量树立民族主义者的形象,避免或

推迟美国介入法越战争的时间,一面秘密联络中共、培育两党友谊以求得实际

援助.早在１９４８年６月,胡志明便指示越共的党内干部不要公开批评美国,宣

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对美政策是“既没有反对它们的意愿,也不以任何方

式招致其敌意”.③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越共也的确没有公开批评过美

国.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越共在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时依然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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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２６１页.
«长征同志在中央干部第六次会议上关于准备总反攻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１８日,«越南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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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ne１９４８,UngVnKhiém,CommissaireofForeignAffairsoftheExecutiveCommitteeofNamBô,cri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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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eseStudies,Vol．１,No．１Ｇ２(February/August２００６),p．８３．



“我们只需客观地指出中国民主力量的有利消息和国民党分子的不利消息”,

“不要表明我们的正式态度”.① １１月１５日,胡志明在发给毛泽东祝贺新中国

成立的简短电文中,只强调中越有千年民族“友谊”,就连反殖斗争这样的口号

都只字未提.② 此外,从当时越共军队沿用建国时的民族主义番号———“卫国

军(团)”,也能看出越共决策层试图避免卷入冷战、使反殖斗争复杂化的

考虑.③

事实上,越共并未放松向中共求援的努力,并积极开展与中共两广、云南

地方部队的协调与合作.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７日,即锦州会战开始的第五天,中方

便收到来自越共政治局要求提供援助的电报,包括三个方面的请求:一是希望

中方提供包括１００万美元现金、各式枪炮、无线电台,以及培养领导干部、军事

技术人员的援助;二是对在中越边境活动的广东部队做出指示,让他们在需要

时服从越共的命令;三是请中方牵头建立类似“东亚信息局”的机构以便得到

苏联以及兄弟党派的帮助.④ 中共方面于１０月１６日电复越方,除提供５０万

美元资金援助、同意在印支活动的广东部队在必要时听从越共命令外,武器等

其他援助由于存在“技术困难”无法满足.此外,“类似情报局这样的机构的时

机还不成熟”,目前首先应建立“共同战斗的联系”.⑤ 尽管此时越共没有获得

援助,但从双方比较务实的信息沟通可以看出,中共有较强的援越意愿及双方

走向联合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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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宣传中国解放军在华南战场取得胜利的工作指示»,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越
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１０册,第２１７页(“Ch th caBanTh ngv Trung ngNgày１２tháng５n m
１９４９v côngtáctuyêntruy ncatasaunh ngth nglilncaQuângiiphóngTrungHoa Hoa

Nam,”１２Ｇ５Ｇ１９４９,V nkin ngtoàntp,tp１０,tr．２１７).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电毛主席致贺 毛主席复电致谢»,«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第１版.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根据胡志明“整顿、扩大越南解放军”的指示,越共将“卫国军(团)”作为其武装力

量的番号.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２日,胡志明签署第７１号命令将“卫国军(团)”统一整编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

军队”.直到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１日至１９日的越劳党二大上,“卫国军(团)”才更名为“人民军”.参见〔越〕胡志

明:«关于武装斗争和人民武装力量»,河内:人民军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成都军区司令部情报

部编:«越南军事大事记»,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１３页;〔越〕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

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１３８、１７７、３３２页.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关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援助请求»,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２日,沈志华、崔海智主

编:«中苏关系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第一卷)(１９４３．５—１９４９．１０)»,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
２０１９年６月版,未刊,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给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复电»,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沈志华、崔海智主编:
«中苏关系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第一卷)(１９４３．５—１９４９．１０),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２０１９年

６月版,未刊,第１４３—１４５页.



１９４９年５月,“渡江战役”基本胜利,“打到两广、获得中共援助”的前景正

在成为现实,越共认为这将“为越南总反攻带来更多有利条件”,并迅速发出了

“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南战场取得胜利”的指示.① 随后,中越边境的联合

军事行动率先开始.根据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莫一凡回忆,②

越方为配合中共地方部队围剿桂系国军,胡志明于１９４９年６月派越南卫国团

高平中团配合其部全歼龙州守军.③

总的来看,越共这段时间的“积极迎共”政策,既有主动与中共加强联系、

积极求援的行动,也能反映出越共尝试避免过早地卷入冷战、使反殖斗争复杂

化的考虑,这实质是法越战争前越共“避免越南问题国际化”对外政策的某种

延续.但同样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在日趋激烈的冷战背景下,法美关系、越南国内

政局出现的新变化令越共不得不尽快实施结盟行动.

尽管越共小心翼翼,甚至在１９４７年春夏徒劳无功地尝试打开对美外交,④

但事实证明,越共远不能左右冷战初期美国对亚洲宏观政策的出台及其印支

政策的嬗变.仅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外部力量看,越共的对手———法国所

拥有的外交资源及本身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是越共远不能及的.战时罗

斯福政府倡导的«大西洋宪章»一系列原则是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来源.其

设计者罗斯福总统打算将其中的民族自决作为战后世界普遍遵循的原则,反

对英法继续保有殖民地,并设立联合国的托管机构作为制度保障,使印度支那

非殖民化.而战后世界政治的冷战化令杜鲁门政府不会为了追求价值准则而

去公然挑战一个对世界秩序举足轻重的欧洲盟国.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５日,美国对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做出的反应是,“美国无意反对法国重新控制印度支那,

美国政府没有怀疑或否定法国对印度支那统治的正当性”.⑤ 尽管美国并未对

０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宣传中国解放军在华南战场取得胜利的工作指示»,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越
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１０册,第２１５—２１７页(“Ch th caBanTh ngv Trung ngNgày１２tháng５
n m１９４９v côngtáctuyêntruy ncatasaunh ngth nglilncaQuângiiphóngTrungHoa Hoa

Nam,”１２Ｇ５Ｇ１９４９,V nkin ngtoàntp,tp１０,tr．２１５Ｇ２１７).
莫一凡即陆华,解放战争时期系左江支队司令员,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冬天,曾协助越盟举办了六期军训

班.参见隆李奎:«莫一凡与越南人民解放军的成立»,«军事历史»１９９１年第６期,第３８—３９页.
莫一凡:«回忆同胡主席在一起的日子»,载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印度支那研究»第

五期,１９８０年６月,第８页.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２６０—２６２页.
GarethPorter,ed．,Vietnam:AHistoryinDocuments,Vol．１,NewYork:NewAmericanLibrary,

１９８１,p．３８．



法国在印支的军事行动进行直接援助,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对越共是

不利的,因为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战争的基本态势.随着冷战在

全球的发酵,“遏制苏联扩张”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处理殖民地问

题要服从前者.法国人正是利用美国外交中的轻重缓急,“向越南输送冷

战”,①将胡志明宣传成苏联的附庸,力求得到美国的援助从而节约战争成本.

法美接近及美国对保大政府的外交承认直接使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认识

到,在冷战向亚洲蔓延的大背景下,“骑墙”是不行的.因为此问题不仅影响到

胡志明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预示着美国对法开展援助的前景.在孤立无援的

情况下陷入对法持久战,越共未必会取胜.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越共抓住日

本投降的权力真空期,领导“八月革命”在河内宣布建立越南第一个独立共和

国.它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在于其高举“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旗帜.法

国在１９４８至１９４９年开始实施“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策略———选择并扶植保大

皇帝组织一个新政府,并适度给予其自治权利.１９４９年３月８日,法国与保大

签订«爱丽舍协定»(ElyseeAgreement),法国在政治上做出一定让步,“承认越

南的独立并保证在民意调查后承认越南的统一”.② 这样以保大皇帝为元首的

越南国,在法理上完成了三圻统一的步骤,并开始与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

国”争夺正统地位,由此国际承认问题便凸显出来.与“保大方案”同步进行的

是法国积极的对美外交游说,美国驻法大使馆自１９４９年春夏起不断向国务院

提交政策报告建议美国承认保大政权以及公开援助法国.③ １９４９年８至９月

间,在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共夺取政权的背景下,全面支持法国保守派的

声音逐渐在美政坛占据上风,对法军实施援助只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为适应冷战在亚洲的新局势,正酝酿一个“一揽子”的亚洲

政策.１９５０年６月开始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４８/２号文件表示:“共产党

在中国的权力不断蔓延,这意味着我们在政治上的惨败如果东南亚也被

共产主义横扫,我们遭遇的这次政治溃败将在全球各地带来反响现在形

势已经十分明了:东南亚是克里姆林宫所直接主导的协同攻势的靶子.”对于

法属印度支那,应采取行动,“消除保大等非共产主义领导人取得越南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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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① 此报告虽然到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０日才被杜鲁门正式批准,但就对越

政策而言,美国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在执行了.这表明,美国“在具体政策上,反

共主义压倒了反殖民主义”.② １９５０年２月７日,美国务卿艾奇逊宣布承认越

南国,随后西方阵营也相继承认.③ ５月１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对“印度支那

联合邦”总计２３３０万美元的援助计划.④ 至此,美国终归完全站到了越共的对

立面上.

四、“一边倒”:成为反帝前哨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５０年３月)

　　越共领导人在战争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地避免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力求

不要让越南成为大国对抗的砧板.然而,随着印支半岛的冷战化程度日益加

深,越共不仅需要接受“非杨即墨”的冷战思维,而且不得不提前回答“建什么

国”的问题.在寻求援助、赢得战争的内部需求与中国推广革命经验的外部影

响下,越共仅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至１９５０年２月初这段时间内便确立了结盟

政策,并同中共一道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帝的身份框定了冷战

期间越共对外政策的逻辑前提,正如越共中央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９日的指示中所

宣称的,“我国是东南亚抗击帝国主义的民主防线中的前哨.”⑤

如前所述,美国亚洲政策出台同法国对越军事、外交压力叠加在一起,逼

迫越共决策层要尽快做出反应,加速实现中越高层会晤,解决国际承认和援助

问题.应该说越方对局势的反应十分敏感,行动也是迅速的.根据中越往来

电报推断,越共中央应该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前后形成了密切同中共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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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因为正是在这天越方向中方发电说“派往中国的代表团已准备好”,并于

２８日再发电报讲此代表团“有全权解决中越两党间的问题”,以回应中方四天

前提出的派遣“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的要求.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４日的电文

看,“中越两党间的问题”在中方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二是“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① 前者所涉问题相当实际,也的确是中越关系

未有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到１９４９年底,在广西、云南进行追击作战的二

野、四野,以及在中越边境活动的地方纵队经常需要和越共的地方部队协调军

事行动,越方趁此机会曾向中方提出过援助要求,但由于信息不畅,“一事来往

磋商需十余日”,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沟通效率和对越援助工作的

开展.其实,中方对援越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１２月１２日,刘少奇指示林彪,

要他摸清边境情况,给越共酌情提供少量物资.③ 但在不了解越共具体处境的

前提下,对在京两位越共代表所要求的装备、物资、现款,表示“不能完全满

足”,并于２５日向越共发电说“拟派一代表,携带电台和你们接洽”.④ 这一问

题直到中方联络代表罗贵波于１９５０年３月上旬抵达越盟总部时才彻底解决.

如果说中越间联系的时断时续存在交通通讯不便、战场形势复杂等非主

观因素,那么,后者所谓“反帝斗争”问题则并非空穴来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

东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４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谈到“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

责代表来北京后再依实情酌量提出”,⑤“缺点”应指的是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解散印

支共和长期以来在“世界阵线中取中立态度”,即重点是反美不坚决.但是,中

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认为胡志明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缺点只是越

共斗争的策略问题,非原则问题.⑥ 这种“越共是真革命”的判断基本上确定了

今后对越援助的合法性,也为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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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也就是越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共向越共中央反馈的信

息,还是可以令越方做出如下判断:一是如中共多次表态的那样,提供军事

援助可能性极大,只是目前需要向中方说清具体“需要何种帮助以及可以运

输与实现的数目”;①二是中国同意与之建交,而且为其描述了获得苏东国家

承认的前景;②三是有必要向中共澄清越南革命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种种做

法,方便向苏联方面进行解释.于是,越共中央很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代表团

成员.其中陈登宁是中央委员,负责越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可以将战争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准确表达给中方;胡志明作为越共领袖则肩负着此次出访难

度最大的任务———争取苏东国家的承认和对其共产党正统性的认可甚至是

公开援助.

胡志明对于苏联一直以来对印度支那地区缺乏重视的态度和斯大林对

越共的偏见有一定了解.早在１９４７年９月,胡志明曾派特使范玉石到瑞士,

向苏联大使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但最后并未得到回应.③ 当时,斯大林

并不想因支持越南而损害苏法关系,进而危及法共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地位.

斯大林本人也并不信任胡志明和越共.法共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Thorez)

曾对他的匈牙利同志说,“斯大林多少有些不信任胡志明和他的组织”,胡志

明此前曾与英美情报机构有联系,采取像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行动

之前也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④ 因而,斯大林等苏共高层普遍认为越共并非

马列主义政党,１９４９年１月末,米高扬访华时所谈到的“亚洲工人党情报

局”,计划只包含中、朝、日三国,并没有越共.⑤ 由此,胡志明必须在苏联人

面前树立国际主义者的形象,而不是令斯大林厌恶的那种铁托式的民族主

义者.

结合中越双方的相关文献,胡志明代表团一行六人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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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盟总部秘密出发,辗转步行１７天才从越南福和县穿越边境,于１９日抵达中

国的龙州水口街.当地军分区的主要领导见到了胡,并派专车送其到南宁.

２５日,胡抵达中共中南局驻地武汉,这时,刘少奇才知道越方来的人是越党主

席.胡志明一行于３０日傍晚到达北京,整个过程都是秘密的.抵京当晚胡志

明同刘少奇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会谈.双方很快就各自关心的

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越共要求援助的,除飞机外,中共均给以“满意答复”;中

共通过胡志明的解释印证了先前的判断,即越共没有思想原则问题,胡志明是

革命领袖.①

胡志明抵达武汉、与刘少奇取得直接联系后不久,便马上着手完成他此行

的主要任务,面见斯大林获得苏联的认可与支持.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７日,胡当即

通过中共电台向苏共中央发电,表示希望同意他秘密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协调下,斯大林同意了胡志明的请求并派飞机

来接其赴苏,后者毅然决定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３日动身前往莫斯科.② 在胡志明

到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援助越共还是由中国担任,苏联可提供一

些物资从旁协助.③ ２月６日,胡志明抵达莫斯科,之后不久,他拜见了斯大林.

斯大林基本重复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④ 胡志明希望密切苏越关系,并且公

开签订一个类似中苏同盟条约那样的协议.１６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

团时,他借机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戏谑式地拒绝了他.⑤ 胡志明此

刻已经明白,援助越南主要以中国为主.同时,他也已经达到了中苏之行的基

本目标———加入苏联阵营、得到中苏高层的援助承诺.

不能过分夸大胡志明参加中苏越“首脑峰会”对越共结盟政策形成的意

义.其实,在胡志明离开越南前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越共中央就已经确定了依靠中

国援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方略.因为从胡志明北上开始,越共中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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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围绕、配合上述战略的实际行动便同时展开了.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胡

志明应当是参与者之一.特别是在政治外交方面,越共中央从１９５０年１月中

旬便开始推进越共对外政策的调整,并在党内开展了大规模亲中反美的宣传

运动,这些举措有力地配合了胡志明对中苏的首脑外交.按照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

越双方事先沟通,越政府仿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时发表的公告,于１９５０
年１月１４日声明:“随时准备和所有尊重越南国家的平等权利、领土主权和国

家主权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求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①随后,中

国驻苏东国家使馆将声明文本陆续送达这些国家的外交部,为它们承认越南

创造了条件.１５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

建交.１８日,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其政权的国家.

同日,越共中央指示,报纸刊载抨击美帝国主义、揭露美国军阀财阀准备直接

干涉印度支那企图的文章.② 至此,越共正式改变了避免批评美国的外宣政

策,并认为这是获得苏联信任的一个重要举措.

苏联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３０日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东欧民主国家亦

陆续在当年２月２日至１１日宣布承认.越共党内随即做出决定,将追随中国

的脚步在冷战中站在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长征告诉他的同志们,

“在印度支那,出现矛盾冲突的不仅是我们的人民与法国殖民者,事实上更是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在国际层面的冲突”,“在这场对抗由美

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中,越南将承担自身的角色.”③与此同时,中越

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明确把“与苏联、

中国及其他新民主国家结成联盟”作为越共的“国际任务”.④ 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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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斯大林电复中越方面表示赞同该草案.① 由此,随着越南被接纳为社会主

义阵营的一员以及有关与中苏结盟的表述被写入党代会决议,越共的结盟政

策正式形成.

总的来看,越共能够获得来自苏联阵营的政治支持,固然与其做出“一边

倒”的外交姿态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中共在胡志明赢得苏联领导人信

任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中共认为,援助亚洲革命,既是责任,也是自身安

全的需要.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切可能的方法去援

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

要的方法之一.”②再加上先前中越互动建立起的信任关系,中共欣然担负起领

导越南革命的责任.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不仅多次在与斯大林的交流中谈及支

援亚洲革命以及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而且积极促成了胡志明访苏.斯大林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６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担负领导越南革命的认

可态度.他说,“前几天我有机会看了一些关于越南和胡志明同志的材料,他

是能干的共产党人,专心致志领导自己的事业,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③

由此,中国支援亚洲革命的国际责任观以及有关中苏之间支援世界革命分工

的共识,令斯大林无须再去追究胡志明是否犯过路线错误抑或他的党是否是

马列主义的,因为法属印度支那并非是苏联支援世界革命的阵地.④

五、越共结盟政策的影响

越共实施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联盟行动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影响却是极其复杂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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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直接影响在于战场形势因中国援助的到来而改变.１９４９年１２月

底,中共派遣联络代表到越南的决定意义重大,罗贵波赴越畅通了中越协调的

信息渠道,将越方的需求直接反馈到中共中央,从而决定了中方援越的具体形

式和内容.１９５０年３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不久即接到罗贵波从越南前线发

回的电报,罗贵波传达了越方的具体要求:(１)在中越边境的高平、老街等地区

发动一场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的交通;(２)需要向越共提供１５万人的武器装

备;(３)派遣一批从营到军级的干部前往越军担任军事顾问.中国领导人接到

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① 这次会议决定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派

遣军事顾问团的方式,帮助越共打败法国殖民统治.中国的援越抗法政策由

此形成.罗贵波电文中所提到的内容并非是无来由的,胡志明北上后,越共其

他领导人便已经在积极准备迎接中国或中苏的援助了.为此,越共中央开始

谋划打通中国援越物资入越的军事行动.１９５０年１月６日,越共中央发出“关

于开展西北战役并准备东北战场的指示”,目的之一是“解放老街省,打通国际

交通线”.② １９５０年２月８日至当月末,越共投入两个主力团发动了第一次边

界战役.其中,１０２主力团经过６昼夜激战,拔除了法军两个连驻守的老街铺

楼据点.这是越军“第一次攻坚战.”③由于缺乏炮兵等攻坚武器以及指挥经验

不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１日,印支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

此次大会在军事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越军在作战和部队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即“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及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

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④上述作战意图和反映的问题与罗贵

波所转达的三个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１９５０年４月开始到９月,越共将中国的军事援助直接使用于打通“国际

交通线”的军事行动中.此间越方接收中方各种枪支１．５７万支,各种火炮及

火箭筒５００余件,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药品和通讯器材,并派三个主力师进入

８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

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第２８页.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西北战役并准备东北战场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１月６日,«越南共产党文献

全集»,第１１册,第７—９页(“Ch thcaBanTh ngv Trung ngv m chindchTâyBcvàchun

bchintr ng ôngBc,”６Ｇ１Ｇ１９５０,V nkin ngtoàntp,tp１１,tr．７Ｇ９).
越南社会科学院史学院编:«越南大事记(１９４５—１９８６)»,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１

页;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３０４页.
越南社会科学院史学院编:«越南大事记(１９４５—１９８６)»,第３０—３１页;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

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３０４页.



中国边境地区接受中方军事训练和接收武器装备.① 这使得越军主力部队的

军事实力大幅提升,已经与４号公路附近据点的法军的装备水平大体相当.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６日,第二次边界战役打响,在陈赓及其他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

的指导下,于１０月底获得战役胜利,成功实现了打通中越交通线的作战目标.

越方称这次战役“改变了敌我之间战争的局面”.②

其次,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一种“同志加兄弟”“领导与

被领导”的社会主义同盟被确定下来.中越双方曾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亚

洲革命党享有平等地位,但两党高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联系.随着中国

援越抗法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中越两国关系升格为中国支援越南进行民族解

放斗争的准军事同盟.该同盟关系存在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同盟结构的非对

称性,这种不对称不仅是指实力的强弱之分,还存在观念的主从之别.中方作

为大党大国是这一联盟的盟主与领导者,越方则是盟友与被领导者.即便如

此,想象中的盟主可以任意支配盟友的情况并非常态,盟友往往利用盟主实现

自身的政策目标,中越关系中经常出现“尾巴摇狗”的现象;③二是同盟义务上

的主观性.该同盟义务并非由书面协议规定,而是完全基于双方对国际主义

原则的理解与阐释.当双方在具体现实利益上发生矛盾分歧时,并没有一份

规范性文件可作为参照,也不存在争端调解机制.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追求

着国际主义的最高境界和最佳效果,即强调“不强加于人”“不能摆大国架子”、

让越党自己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但在特定历史时刻相对弱势的越方总会产

生不信任感;④三是以中苏同盟为基石,由于越共结盟政策是在中苏同盟,以及

中苏对支援世界革命分工的框架下实现的,以后的中越关系必然会受到中苏

同盟变动的影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中苏同盟的蜜月期,中越关系较为稳定;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苏同盟走向破裂,此时的

中越关系出现了如调解中苏矛盾、中苏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等更为复杂的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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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研究发现,冷战初期越共的结盟政策是在一个长过程中形成的,包含

着比较复杂的目标,不同目标间的轻重缓急并非一成不变,而得到军事援助并

不始终是其演变的首要动力.进一步说,法国选择扶植保大政府所引发的越

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是其选择结盟外交的直接动因,合法性危机又加剧了越

共获得军事胜利的迫切性.因此,获得国际承认与获得打破法越战场僵局的

军事援助成为其结盟政策的核心内容.

此外,越共的“一边倒”固然可以简单看作是国际冷战向亚洲蔓延的产物,

是越共应对体系压力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不对这一政策涉及的诸如法越战争

局势、中国革命形势、法美关系、越南政局等不同层次复杂背景加以考察,就无

法建构起完整的分析和叙事结构,进而理解冷战是如何影响越共政策的.由

此,本文通过这一案例的考察也说明,即便是体系内相对弱小的行为体,体系

压力也只能决定对外政策大方向,但不能决定其行为的具体细节;体系层次的

影响必须通过单位层次的干预变量加以转化,因此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和间

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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