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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周總理巧用大公報巧用大公報
方 凌

1969年11月6日，香港《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中蘇邊
界談判迄無進展迹象》的報道，揭露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蓄意破壞中蘇邊界問
題談判的行徑。這條只有400來字的消息，當時在國際上所引起的震動，被
外電形容為 「超過400噸TNT炸藥的威力」 。可是外界並不知道這條消息出
自哪位高手，具有怎樣的複雜背景，又怎麼會成為香港《大公報》的獨家新
聞而引起國際上的密切關注。

◀由於消息不宜以官方媒體發布，周恩
來在關鍵時刻想起了《大公報》

▶費彝民即場將400字的稿件速記起來
，回港後默寫出來，親自核校小樣，直
至看了版面大樣才安心休息

編者按：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報創刊110周年報慶日。這不僅是
大公人的盛大節日，也是所有關心、愛護和支持大公報的讀者和
各界人士值得慶賀的一天。大公報110年的風雨歷程紀錄了當代
中國的滄桑變化。為此，本報從即日起增闢專欄 「大公報110周
年」 ，刊登新老大公人的回憶文章，共訴百年大公情和對未來發
展的美好期望。

（本文作者為《大公報》前副總編輯）

▼1969年9月，周恩
來與柯西金於北京機
場進行一次歷時三個
多小時的會晤

◀本報1969年11月
6日的頭版頭條引起
國際上的密切關注

不久前，《大公報》老社長、前全國人大常
委費彝民先生的女兒、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費
斐女士，在紀念老父誕生 100 周年的文章中，揭
示出這一塵封了43年的絕密。原來這篇重要報道
的作者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記者就此進行
了追蹤採訪，從許多重要的史料中，梳理出當年
複雜的時代背景和周總理為《大公報》撰寫這條
消息的詳細經過，更加展示出周總理在處理複雜
的國際問題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偉大氣魄與
高超的外交藝術。

文革時蘇想趁亂而入
1969年，正是新中國跨入建國20周年的時候

，但由於諸多複雜的因素，特別是當時正值 「文
革」在國內造成的全面動亂，及其對外交工作的
干擾與破壞，使內憂、外患日益嚴重。正如原中
國駐蘇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龔惠平在回憶周總理
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談的文章中所敘述
的那樣，在國內，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身陷囹圄
，失去自由，林彪集團趁機忙於搶班奪權，派性
內戰搞得工農業生產急劇下降，經濟衰退，民不
聊生，國無寧日；從國際角度來看，則面臨來自
兩個超級大國從南北兩個方面施加的壓力，我們
既要在南邊援越抗美、對付美國的戰爭威脅，又
不得不面對北方的壓力而加強防備。

而就在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
安定的國內局面的時候，蘇聯竟在1969年3月在
東北中蘇邊境上挑起武裝衝突，烏蘇里江珍寶島
上傳來的槍炮聲，無情地向全世界宣告，兩個社
會主義大國的關係惡化到了戰爭的邊緣。

蘇欲動核武美不捧場
事實證明，蘇聯領導人忘乎所以，完全打錯

了算盤，竟不顧自身的危機妄想在我國的 「文革
」動亂中乘虛而入，首先在烏蘇里江挑起邊界衝
突，甚至就此向美國進行試探： 「如果蘇聯對中
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

然而蘇聯領導人萬萬未想到，美國駐蘇聯大
使在蘇軍向珍寶島發動武裝挑釁後的1969年4月
22日，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轉交了尼克松
總統的一封信，並口頭說明，美國 「無意看到蘇
聯和中國發生衝突，也不想利用中蘇分歧」；同
時告訴蘇聯領導人，從長遠來說，美國 「希望實
現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
士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白宮歲月》中，對此經
過作了詳實的記述與證明。

美國的這一回應，無異於給蘇聯領導人潑了
一盆冷水，使他們比較清醒地看到，尼克松出任
美國總統後，一再流露出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意
向，而不得不把防止美國利用中蘇矛盾來打破蘇
美戰略平衡，確定為蘇聯在外交戰略中的一個重
要目標。

北京機場的非常會晤
1969年9月10日，周總理赴越南河內出席胡

志明主席葬禮，同時參加葬禮的蘇聯部長會議主
席柯西金想就此同周總理進行會晤，但周總理認
為此時此地不適合進行這種接觸，當即返回北京
。於是柯西金在次日取道北京回莫斯科，在首都
機場停留，謀求與周總理的會晤。

1969年9月11日，周總理在首都機場同柯西
金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會晤。新華社在當晚發
了一條只有 100 多字的公報式消息，稱 「雙方進
行了坦率的交談」，沒有透露任何具體內容。

據當時的我國駐蘇使館公使銜參贊龔惠平後
來在回憶文章中記述，那次不尋常的 「坦率交談
」，進行了 3 個半小時， 「集中就雙邊關係中一
些帶有緊迫性的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

針對蘇聯向美國試探 「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
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周總理嚴肅
地向柯西金指出， 「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
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
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
決抵抗，抵抗到底！」

與此同時，周總理再一次闡明我國政府的一
貫立場，即中蘇之間的爭論，不應妨礙兩國國家
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不應
為邊界問題而打仗；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談判求
得公正合理的解決。周總理指出，當務之急是在
談判解決問題之前，首先採取措施使雙方的武裝

力量在有爭議的地區脫離接觸，避免武裝衝突，
維持邊界現狀。為此，周總理建議雙方就此簽訂
一個協議，進而恢復解決邊界問題的談判。

面對這一合情合理的建議，柯西金與周總理
達成了諒解。周總理接着提議，以兩國總理互致
信件的形式作為兩國政府的換文，對這次會晤達
成的諒解予以確認，把會晤的成果肯定下來。在
這次坦率的會晤結束時，雙方對取得的結果都感
滿意。

9月13日，周總理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了會晤
柯西金的情況，周總理說，中蘇這次進行的政府級
別的接觸尚屬第一次，我準備將我們關於解決邊
界糾紛問題的具體建議，作為外交文件發表，以
促進邊界問題的談判。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

周總理提出解決方案
1969年9月18日，周總理按事先約定的程序

致函柯西金，重申雙方對邊界問題採取的措施，
具體內容是：1、雙方同意在邊界問題解決前，
嚴格維持邊界現狀；2、雙方同意避免武裝衝突
；3、雙方武裝力量在中蘇邊界有爭議地區脫離

接觸；4、雙方同意，邊界上發生爭執，由雙方
邊防機關本着和平和互相尊重的精神進行協商，
求得合理解決，解決不了的各自報告上級，通過
外交途徑協商解決；5、雙方同意上述關於維持
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的臨時措施，不影響雙
方各自對邊界問題的立場和有爭議地區的歸屬。

但是，柯西金在覆信中卻表示，蘇方已向邊
防部隊下指示緩和邊界局勢，無需再換文了。這
個變化說明，蘇方迴避了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機
場會晤中所達成的共識，不願意簽訂一個對雙方
都有約束力的協議；從而暴露出蘇方仍有人企圖
在軍事和政治上繼續保持對中國的高壓政策而不
受任何約束。

1969年10月6日，周總理再次致函柯西金通
知蘇方，我方已在邊界上採取了措施停止反擊。
於是邊界上不再傳出槍聲，緊張局勢得以相對地
緩和下來。蘇方無話可說，才不得不派代表到北
京，於 10 月 21 日恢復了中蘇邊界問題的正式會
談。消息一經公布，立即引起國際間的關注，敏
感的基辛格博士稱這意味着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
務實派仍控制着外交政策」，外間認為，中國
「一個新的戰略構想在醞釀中」；此舉既可減輕

中蘇關係緊張對中國的壓力，又可以為打破中美
關係的僵局製造條件，這一戰略思想充分展示了
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藝術；對此，既是決策人又是
執行者的周恩來縱觀風雲，運籌帷幄的重大貢獻
，是不言而喻的。

中嚴斥蘇方破壞談判
其實，中蘇邊界的根本問題到底在哪裡是眾

所周知的。它始源於 1689 年 9 月 7 日沙皇俄國以
武力迫使腐敗的清政府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
1858年5月28日簽訂的《璦琿條約》。這些不平
等條約，硬把武力侵佔的邊界線強加給中國。
1918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沙
皇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後，曾公開宣布要 「廢

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卻一直沒有兌現。
至於珍寶島的歸屬根本就不是問題，歷史上

就是我國領土，特別是在烏蘇里江的枯水季節和
落潮的時候，可以明顯地看到，珍寶島乃是與我
國大陸相連的一個半島。本應以珍寶島的北端和
對面的蘇聯一側之間劃定中心線來分界，但蘇方
卻硬要在烏蘇里江洪水氾濫、漫上地勢較低的我
方堤岸後劃定中心線，硬把珍寶島劃入他們的一
側；這當然是我方所絕對不能接受的。

然而談判席上的蘇方代表不但不正視歷史事
實、不考慮中方的五點合情合理的建議，反而倒
打一耙，說是我們違反了馬列主義原則，侵犯了
他們的領土。

我方代表列舉鐵的事實逐條駁斥蘇方的反誣
謬論，並責問蘇方代表：1、到底是誰侵略誰？2
、到底是誰在奉行擴張主義政策？3、是我們歪
曲了馬列主義，還是你們背叛了馬列主義？4、
蘇聯政府是否仍準備以不平等條約來解決中蘇邊
界問題？我方代表堅定地表示：中國政府的嚴正
立場是不容歪曲的！

蘇方代表無言以對，便採取拖延的手法混日
子。

西花廳裡的歷史時刻
與此同時，蘇方對外卻裝出一種 「和解」的

樣子，散布錯誤的信息，給人以談判似乎 「相當
順利」的印象，企圖掩人耳目用打 「中國牌」的
伎倆來鞏固其與另一個超級大國在 「冷戰」中爭
霸的地位。這顯然是對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極為

不利的，必須即時揭發蘇方這種拖延談判的態度
，以正視聽。但當時又不宜以中央機關報和國家
通訊社等任何官方媒體發布消息，就在這關鍵時
刻，周總理想起了香港的愛國報紙《大公報》，
想起了一貫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久經
考驗的《大公報》老社長、國際新聞界名人費彝
民先生，於是緊急召見費公，委以重任。據國務
院文件記載，周總理先後單獨接見或召見費彝民
50餘次。此次乃是周總理對費公的一次非同尋常
的歷史性召見，也是這兩位風雨同舟、肝膽相照
的老朋友在 「文革」動亂中最難得的一次相聚。

當時香港與內地往來受到許多限制，香港與
深圳之間的出入境口岸氣氛緊張， 「造反派」在
北京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
的干擾與破壞不斷升級，各地 「造反派」和 「紅
衛兵」爭相湧向深圳，甚至要衝過羅湖橋去 「解
放香港」，與港英當局派出的軍警，在深圳河兩
岸對峙，邊界上氣氛十分緊張，特別是 「造反派
」可以任意截查或扣留被他們認為 「可疑」的出
入境人士，使許多人不能正常入境。當時京港之
間的民航班機也常因 「造反」的干擾而不能正常
起降，費公又是知名人物，當時的行蹤特別引人
注意，所以只能冒險走單騎，秘密入境，取道廣
州直飛北京。

費彝民抵京後直奔中南海，此刻，周總理已

在西花廳等候多時。他首先介紹了情況，要費公
以 「《大公報》廣州電」的電頭發一條消息，並
徵求費公的意見： 「你看該怎麼寫？」費公說：
「請總理指示」。

「那好，我先說，請你記一下，然後咱們再
研究。」周總理成竹在胸，把已經打好的腹稿一
字一句地口述出來，一開頭就在新聞導語中很客
觀地點出了引人注目的問題： 「據本報記者最近
從北京得到的印象，中蘇邊界談判並不像外界有
些人所渲染的那樣順利。」

緊接着，周總理強調： 「中國的立場是全世
界都知道的。中國方面堅持，為了使中蘇兩國邊
境局勢能夠真正和緩下來，使邊界談判在不受任
何威脅下進行，中蘇雙方必須首先就維持邊界現
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
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然後着手全
面解決邊界問題。」

周總理指出： 「據認為，如果蘇聯方面確有
解決邊界問題的願望，對談判採取嚴肅認真的態
度，而不是從實力地位出發，表面上裝出和解的
樣子，實際上是在拖延談判，利用中蘇談判的名
義，追求另外的目的，那麼，雙方就沒有理由不
能經過平等協商，就臨時措施達成雙方都能接受
的協議，從而為全面解決邊界問題，締結新的邊
界條約創造必要條件。」

「消息結尾，應該這樣寫」，周總理加重語
氣說：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根據本報記者了
解到情況，還看不出談判有取得進展的跡象。」

費彝民立即將速記稿整理出來請周總理審定
。周總理作了些修改後，十分謙虛地徵求費公的
意見： 「請你再看一下，這樣行不行？」費公表
示沒有意見，剛要把電稿收起來，周總理又抽回
稿子對費公說：「不行，為了安全起見，這個稿子
不能讓你帶走；請你馬上熟悉一下，把它背下來
，回去再默寫，明天就在《大公報》上登出來。」

記憶力驚人的費公，很快就將這 400 來字的
電稿印入腦海，並當場準確無誤地背誦出來。周
總理滿意地笑了，便叫工作人員端來一盤點心。
費公感動說： 「多謝總理，不用了，我要爭取時
間馬上趕回香港。」周總理深情地緊握費公的手
，關切地說： 「那就太辛苦你了，一定要注意安
全！」周總理特派新中國第一代特級飛行員、曾
為他駕駛10多年專機的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張瑞
靄駕駛專機，送費公直飛廣州；廣東有關部門立
即派專人護送費公安全出境。

費公回到報館，將稿子默寫出來，立即召集
老總和有關編輯研究版面安排；他親自核校小樣
，直到看了版面大樣才回去休息。

次日─ 1969年11月6日，這條400來字的
消息作為《大公報》的頭版頭條刊出後所引起的
震動，被外電形容為 「超過400噸TNT炸藥的威
力」；各大通訊社紛紛轉發並發表評論，中國政
府的嚴正立場，得到世界公正輿論的一致好評與
支持。

正在北京參加中蘇談判的蘇方代表理屈詞窮
，再也拖不下去了，首席代表庫茨涅佐夫便以
「要回國開會」為藉口帶着他的夥伴回了莫斯科

，中蘇邊界會談就此休會，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
和蘇聯解體，對方也無人再來會談。

喜見中俄友誼譜新篇
43年過去了，滄海桑田，歲月如梭，溫故而

知新，放眼未來，更加充滿希望。1991年蘇共宣
布解散，蘇聯解體後，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有了
新的發展。正如胡錦濤主席在莫斯科慶祝中俄建
交6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題為《共創中俄關係美好
未來》的講話中所指出，回顧過去60年，中俄關
係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這60年，是兩國政
治關係日益走向成熟的60年，是兩國務實合作成
果日益豐富的60年，是兩國人民友誼不斷加深的
60年，是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逐步推進的60
年。中俄關係60年的發展歷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
重要而深刻的啟示：只有相互信任、坦誠相待，
才能不斷深化兩國政治關係；只有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才能在合作中獲得最大收益，實現共同
發展繁榮；只有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涉及對
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互為支撐，才能有效維護各
自根本利益；只有求同存異、友好協商，才能保
證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講話中也表示，60
年標誌着成熟，標誌着兩國關係達到全新水平。
現在是一個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發展前景的好機
會。俄羅斯願意深化同中國在各領域的關係。

這些經驗的總結和偉大的成就，確實得來不
易，值得我們像愛護眼睛那樣珍惜、護衛，讓我
們共同努力，爭取中俄友好合作和兩國人民的友
誼不斷取得豐碩的成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