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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中美建交最后阶段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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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是1978年7—12月间中美双方近半年会谈的结果。在建交谈判的最后阶段，邓小平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在12月13—15日间的多次会谈，美方同意在

《中美建交公报》中增加一条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双方还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

除问题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邓小平果断决策暂时搁置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

的争议，排除了公报如期发表的最后障碍，促使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

邓小平；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建交公报》

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商定从6月开

始进行建交谈判。其后，从7月开始一直到12

月，双方进行了长达半年、共计十次的秘密谈

判。前六次谈判为建交谈判的第一阶段，主要

由时任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与美方驻

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进行会谈。经过前六次

会谈，中方一直以来坚持的“撤军”“断交”

两大原则已基本被美方接受，一些细节问题留

待日后商讨。除此之外，两国还就建交时间、

建交方式与未来美台关系等问题初步达成了一

致。但眼看约定宣布《中美建交公报》（以下

简称《建交公报》）的日期将至，双方在公报

草案的措辞、《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下简

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问题以及美国对

台军售问题（以下简称“对台军售问题”）等

方面却尚未谈妥。于是，在建交谈判的最后阶

段，为尽早实现中美建交，一直在幕后主导谈

判的邓小平于12月13—15日亲自走上前台，就

相关问题与伍德科克进行了四次会谈。最终，

在邓小平的运筹帷幄下，公报得以顺利发布，

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当前，国内学界对中

美建交最后阶段的谈判已有所涉及，但由于缺

乏具体谈判档案的支撑，部分成果对两人会谈

的内容与细节难免论述得不够充分。本文将依

据2013年以来美国解密的档案文献及前人的研

究成果，对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就中美建交最后

阶段的谈判过程进行更全面的分析阐释。

一、要求美方在公报中加入反对霸权主义的

条款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把反

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

导思想，其“反霸”对象经历了多次调整。新

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采

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成同盟以

反对美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到1960年中苏冲突爆发前，中国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中苏冲突爆发

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中国实行

“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将美国和苏联都视

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代表。然而，1969年

“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使中国领导人认为此时

苏联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故提出了“联美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9月号
32



党史人物研究

抗苏”的策略，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并

将苏联视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

要对象。为此，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

发表的《上海联合公报》（以下简称《上海公

报》）就曾明确提及要反对霸权主义（以下简

称“反霸”），“承诺中美双方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国家

和国家集团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的企图”[1]。对

中美两国来说，这里的“任何国家”无疑意指

苏联。从中国的角度上看，中苏分裂及苏联在

两国边境大规模陈兵以威慑中国的做法，使得

邓小平把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看作是对

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为此，邓小平希望

通过缓和中美关系来为即将到来的内政外交重

大调整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美方的角

度上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在苏

联的冷战攻势下逐渐处于守势地位，其国家利

益受到损害，也需要联合中国来浇灭苏联在第

三世界的扩张势头。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非

常希望即将发表的《建交公报》能延续《上海

公报》中两国共同“反霸”的精神，并力求将

这条“反霸”条款写进公报中去。然而，直到

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前，美方并没有在公报的任

一草案中明确提及“反霸”。这也是为何邓小平

在与伍德科克会谈中，直接要求美方在《建交公

报》中加入一条“反霸”条款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第一次会见伍德科

克时就明确指出：“前期在《建交公报》的相

关会谈中，美方提交的草案在内容和形式上已

基本被中方接受。不过，在公报中应该增加一

条‘反霸’条款，以此来增强《建交公报》的

分量。”[2]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不仅应该在

公报中提及“反霸”条款，还应共同表达“反

霸”的立场。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外界就有可

能怀疑中美在“反霸”问题上存在分歧。[3]随

后，伍德科克立即以电报的形式将其与邓小平

的会谈内容通报给了卡特政府。而对于邓小平

的要求，卡特总统的最初反应是不同意在《建

交公报》中加入一条“反霸”条款，并在给伍

德科克的备忘录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No”，

明确表示反对。[4]这主要是因为卡特认为如果

在公报中加入这条“反霸”条款，明显意指苏

联，这一点苏联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做法将极

有可能激怒苏联，从而影响正在进行的美苏第

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5]

然而，伍德科克私下却比较认同中方的做

法，觉得美方可以同意邓小平的要求。伍德科

克认为，如果卡特政府拒绝增加“反霸”条

款，必将引起中国的不满，进而将有可能影响

整个中美建交谈判的进程。为此，伍德科克在

给卡特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在公报中加入

“反霸”条款的三个理由：“其一，‘反霸’

是1972年《上海公报》的内容之一，将该条款

写入《建交公报》已有先例可循。其二，卡特

政府缺少反对加入“反霸”条款的理由。因为

在盟友日本和苏联签订《日苏和平友好条约》

时，美方曾鼓励日本在条约中加入一条‘反

霸’条款。最后，美国政府‘向来’明确‘反

霸’，尽管该条款可能对美苏关系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但这将不会明显地阻碍两国处理相

互间的关系。”[6]在列举上述理由后，伍德科

克还提出可以根据《上海公报》的表述来处理

这条即将加入到《建交公报》中的“反霸”条

款。[7]最终，在伍德科克的建议下，卡特同意

邓小平提出的在公报中增加一条“反霸”条款

的要求。于是，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公报

中就有了这样的表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

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

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

立这种霸权的努力。”[8]是否在公报中加入“反

霸”条款这一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得以

排除。

反观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中方的强

烈反对并贸然发动贸易战的做法不仅与《上海

公报》及《建交公报》中的“反霸”条款精

神背道而驰，更充分暴露了奥巴马“亚太再平

衡”战略余温下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从

2019年6月份开始，美方以消减对华贸易逆差为

借口，肆意对中国输美产品强征高额惩罚性关

税，污蔑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窃取其“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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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并部分禁止或限制中国的高新技术企

业在美国的投资。这一系列做法表面上是为了

减缓美国经济衰弱的进程，但最终目的还是为

了遏制中国以维护其既有的强权政治与霸权地

位。[9]需要指出的是，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

的重要推进器，其本质上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绝非零和博弈和竞逐霸

权。[10]因此，美国应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生病

给别人吃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其不仅应及

时摒弃这种逆经济全球化的行径，更应该与中

国一道，在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积极维

护中美经贸的大局，不要妄图把贸易战作为维护

其霸权地位的“万良药”[11]，否则长久下去只能

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二、妥善解决《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问题

卡特政府上台后，通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

主任黄镇与卡特等人的会见、1977年8月的美国

国务卿万斯访华和1978年5月的布热津斯基访

华等渠道，中方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要想实现

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美国必须遵守中方提

出的“断交”“撤军”和“废约”的建交三原

则。其中的“废约”就是要废除美台在1954年

签订的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尤其在布热津

斯基访华期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建交三

原则’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中方不能有其他考

虑。”[12]但是，卡特政府并不打算按照中方的

要求行事。[13]早在万斯访华期间，卡特曾指示

万斯向中方表示：“美方不能用‘废除’这一

词汇来处理《共同防御条约》问题，而只能用

‘失效’或者‘终止’一词。”[14]此后，卡特

政府坚持用前述立场来对待该条约，并决定要

按照条约中的所谓“第10款”提前一年通知条

约将“失效”，而不是在《建交公报》发表后

立即予以废除。中国显然不允许美方这么做，

这就导致废除《共同防御条约》问题同正常化

的谈判进程密切地纠缠在了一起。直到邓小平

与伍德科克会谈前，“废约”问题尚未得到妥

善解决，并成为中美建交最后阶段谈判的重要

内容之一，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针对《共同防御条

约》的废除问题，邓小平直接向伍德科克提出

了自己的要求和建议。邓小平指出，双方在

“1979年1月1日后，美国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

交关系，通知台湾废除所谓的《共同防御条

约》，并在4个月内撤走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

施”等建议已达成一致。[15]但邓小平提出美方

不应该在公报或声明中提及《共同防御条约》

的“第10条款”。[16]因为根据该条款，缔约一

方应该在废约通知送达缔约另一方的一年后终

止条约 [17]，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在“终止”

条约前一年通知台湾。“如果美方在《建交公

报》中公开提及该条款，将意味着《共同防御

条约》将继续持续一年的时间。”[18]而对于邓

小平的要求，伍德科克辩称提及“第10条款”

只是技术上的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并辩

称美方通过该条款来“终止”条约主要是基于

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19]邓小平继续指出，美

方应当在内部处理这一问题，不应该公开提及

这一条款，否则很容易使人认为《共同防御条

约》名义上废除，实际上却继续有效。面对这

一质疑，伍德科克再次表示，鉴于美国公众的

关心，在通知条约“终止”时，美方不能不提

及该条款。而邓小平则再次强调希望美方研究一

下这个问题，看能否不公开提及这一条款。由于

未得到明确授权，伍德科克承诺将尽快上报卡特

总统，并让国内的律师们抓紧进行研究。[20]

此外，在要求美方不公开提及所谓“第10条

款”的同时，邓小平还要求美方在美台断交的

这一年时间里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提

出：“如果这一点能够达成一致。我们可以同

意你们使用‘终止’一词。”[21]由于在12月4日

的谈判中，美方提出《建交公报》发表后美国

将“终止”而不是“废除”《共同防御条约》

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曾表示过强

烈的反对，[22]因此，伍德科克对中方谈判立场

的调整感到有点难以置信，希望邓小平给予更

明确的阐释，并希望绝对清楚地了解邓小平关

于“终止条约”和出售武器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否如果美方在1979年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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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面将接受“终止”一词？[23]对此，邓小

平解释道：因为美方要求法律上用一年时间来

“终止”条约，如果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向台湾

出售武器，将意味着美国一直在继续执行《共

同防御条约》的相关条款。中方同意美方使用

“终止”一词，是建立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

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和“美方不公开提及‘第

10条款’”两个条件的基础之上。[24]最终，卡

特政府在权衡之后，认为可以满足中方的要求。

12月14日，伍德科克告知邓小平卡特政府同意不

公开提及《共同防御条约》的“第10条款”，

1979年内也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25]这样，中美

关系正常化中的“废约”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共同防御条约》虽得以

废除，但中美两国在美台关系问题上的博弈其

实远未结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引起美国国内

尤其国会和亲台势力的强烈反应之后，卡特总

统在国会议员运用宪法权力挑战总统终止条约

权力的压力下，于建交后迅速通过了用以代替

《共同防御条约》的《与台湾关系法》，正常

化后的中美关系再度受到严重损害。随后里根

时期中美两国签署的《八一七公报》虽一定程

度上修补了中美关系，但由于美国对台的“六

项保证”而大打折扣。而特朗普上台后为遏制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频打“台湾牌”，而且企

图将里根时期仅是口头承诺的“六项保证”公

开化和文字化。这就导致如今美国对台政策的

基本框架已经由“三公报一法”转变为“三公

报一法加六项保证”。[26]因此，中方在与美国

内部那批散播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议员们博

弈时应始终注意提高警惕，既要保持建交谈判

时那种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的态度，又要以

“必须废约”的决心来坚守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的底线，更要提防特朗普政府趁机在台湾问题与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换牌、叫牌的无理招数。[27]

三、果断决策暂时搁置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迄今为止，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依然是两国

关系的“晴雨表”，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过程中一道较难逾越的鸿沟。需要指出的是，

中方当时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并没有明确

涉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因为在中方看来，如

果美国方面履行了“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

则，那么停止对台军售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对于卡特政府来说，维持对台军售是必须力

争的条件——卡特政府把这看作是关系到美国

政府对台湾所谓的安全承诺和让美国国会接受

中美建交的必要条件。[28]在万斯和布热津斯基

访华时，卡特总统都曾要求他们向中方提出建

交后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设想。但万斯只是间

接的向中国领导人示意过[29]，而布热津斯基则

干脆没有提及[30]。正因为在谈判前两国并没有

就对台军售问题进行过彻底的交锋，导致它成

为建交谈判的最大障碍，“谈判曾经因这个问

题几乎失败”[31]。

谈判开始后，美国通过助理国务卿霍尔布

鲁克渠道和卡特总统渠道，明确向中方提出过

建交后美方将继续维持对台军售立场，遭到中

方严词拒绝。[32]1978年11月2日，伍德科克又一

次向中方直接提出对台军售问题，依旧遭到了

韩念龙的坚决反对。[33]可即便知道中方的确切

立场，一直坚持维持对台军售的卡特政府却没

有指令伍德科克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谈判，

伍德科克本人也只是寻求将美方的立场记录在

案。这导致卡特政府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迷思之

中——即认为美方只是答应在1979年内不进行

对台军售，并非永久停止，等1979年后还将恢

复对台军售。也正因为在12月4日的谈判后美方

没有再提及军售问题，伍德科克也没有再次澄

清美方将会在1979年后恢复对台军售，中国于

是认为卡特政府已经默认了建交后不会再继续

出售武器给台湾的立场。然而，事实证明双方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误解，这一误

解也成了《建交公报》出台的最后障碍。本来

通过邓小平与伍德科克13—14日的两次会谈，

中美双方已经就公报的主体内容取得了一致。

如果再就公报中的一些具体表述细节问题达成

一致，公报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如期发表。

然而，就在《建交公报》发表的最后关头，对

台军售问题却使得谈判几乎陷入到失败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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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34]12月14日，伍德科克将其与邓小平的会

谈记录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卡特政府。在对两

人的谈判内容进行研读的时候，霍尔布鲁克认

为“没有一处地方明确地显示中国人理解或者

同意卡特政府在1979年后保留继续向台湾出售

武器的权利”[35]。霍尔布鲁克建议要求中方澄

清这一问题。可伍德科克在《建交公报》即将

发表的最后关头，不愿意再去面对邓小平，也

不想双方关系再起波澜，于是答复卡特政府自

己在会谈中已经毫无疑问地将美方关于1979年

后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明确记录在案。[36]但卡

特政府对伍德科克的答复并不满意，坚持认为

其应该紧急约见邓小平以说明美方立场。15日

下午4时，伍德科克再次约见邓小平，希望“澄

清美国将在1979年后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

虽然卡特政府体谅军售问题的敏感性，但美国

的政治现实使得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同意在1979

年后停止对台军售”[37]。

对于伍德科克的说辞，邓小平十分生气，断

然表示反对，指出美方在1979年后继续对台军售

实质上是想保留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38]不

过，邓小平很快就恢复了冷静，反问伍德科克

是否要推迟建交公报的发表？也许认识到没有

授权伍德科克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答复，邓小

平果断向伍德科克表示：两国如期发表公报，

并暂时搁置美国对台军售问题。[39]但是，邓

小平同时强调“只是把问题暂时放在一边，中

方保留日后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权利” [40]，

并向美方提出了以下三个要求：首先，希望美

方在正常化后十分谨慎小心地处理对台关系，

不要阻碍中国找和平、理性解决台湾问题的方

式。[41]其次，要求卡特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

时候，尽力回避对台军售问题。如果美方的言

辞不妥，中方将坚决表明自己的立场。最后，

邓小平还强调：“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

器，从长远来看将会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

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

奉劝在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

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42]这

样，按照邓小平的思路，美国接受中国的“建

交三原则”，先行建交，对台军售问题在建交

后通过协商解决[43]，公报发布的最后障碍终被

排除。1978年12月16日，《建交公报》顺利发

表，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由上可知，面对建交最后一刻中美双方在

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激烈交锋，邓小平在明确表

明立场的情况下暂时接受了美方“同意存有分

歧”的方案，先行建交。但不得不指出的是，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在建交时并未获得解决，未

来中美关系友好之路因此依旧任重道远。果

然，对台军售问题在美国“霸权护持”阴霾的

笼罩下始终难获解决，并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

两次对台军售高峰。[44]2019年上半年，美国再

一次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玩火”——即国防部

批准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为

台湾提供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及后勤服务。这种

表面经济利益实则针对中国且严重违反国际法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行径，立即遭到了

中方的强烈反对。《人民日报》发文称，“以

台制华注定徒劳，挟洋自重没有出路”，敦促

美方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慎重处理涉

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

定。[45]总之，军售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说一直是

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未来中国在构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对台军售军工企

业的制裁力度，通过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的做

法来进一步挤压“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生存

空间，并注意加大对台工作以凸显大陆制度优

势。[46]毕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大势，中国必须统一，也必将完全统一！

四、结语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1978年7—12月中美双方

立场与观点不断折冲的结果。在建交谈判的最

后阶段，邓小平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形势下，

从国家发展战略即将调整的大目标出发，坚持

原则且策略灵活，在修订公报内容和排除公

报发表障碍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美双

方最终在审视分歧、努力协商以及某种程度相

互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基本共识。需要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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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咄咄逼人的国际情势

下，中美双方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做的让步和

妥协不仅反映出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其放

弃对峙求合作、顺应大势求和平的决心也符合

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说，在建交

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在建交公报的措辞、各

自发表的声明以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上都做出了

一定让步。而这种暂时妥协在当时恰恰是符合

双方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的最佳方案。虽然

两国在实现正常化时并未完全解决美国对台军

售问题，但中美建交开辟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

局面。

通过梳理建交最后阶段的谈判过程，笔者得

出以下结论：基于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谈判与

国家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一门充满变通的艺术。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处理诸如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台军售及台海问题时，依然能从那段谈

判历程中领略到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沉着冷静、处

事果断的领导人风范，并从中得到应对中美关系

问题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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