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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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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的關係﹐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

個重要課題。中國學者起步較早﹐1992 年出版的牛軍和楊奎松的兩

部重要專著﹐都較多涉及到這個問題﹐其史料特點是使用了大量當

時難得一見的中共中央文電。2 接著﹐挪威學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

專著﹐更集中地討論了美蘇冷戰與中國內戰起源的關係。3 此後﹐

                                     
1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冷戰與中蘇同盟研究”（05BSS005）的階段性研

究成果。本研究得到上海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B406）。 
2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 — 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

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2 年。 
3 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譯本見文安



各國學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問世。4 本文參與對這個問題的討

論﹐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其一﹐出現了新的檔案文獻。2000 年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

輯出版了《20 世紀俄中關係﹕文獻與資料》的第四卷第二冊﹐收集

的是1945年的檔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五卷的兩冊﹐收集的是1946
至 1950 年初的檔案。這三本檔案集公佈的 1945~1950 年中蘇關係檔

案資料共 815 件﹐此外還有作為附錄的幾十個文件。5 就中國檔案

而言﹐最有價值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彭真年譜》﹐

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與東北局﹑重慶代表團之

間的往來文電。6 這些有關中國內戰時期的檔案文獻十分重要﹐對

於這段中國歷史﹐特別是蘇聯與中國內戰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應該

說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最後的結論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據這些

                                                                                                              
立﹕《冷戰與革命 — 蘇美衝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陳之宏﹑陳兼譯﹐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4 比較重要的有Sheng Michael﹕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沈志華﹕《毛澤東﹑斯大

林與韓戰》﹐天地圖書出版公司 1998 年﹔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9（中譯本見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

陳春華等譯﹐新華出版社 2001 年）。最近的研究成果見金沖及﹕《轉折年代 — 中
國的 1947 年》﹐三聯書店 2002 年﹔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四川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張振江﹕《冷戰與內戰  — 美蘇爭霸與國共衝突的起源

（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5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Мясников В. 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6《彭真年譜（1902~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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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檔案文獻﹐對過去討論的問題進行重新審視。7

其二﹐需要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國歷史作

為主線﹐重點在於論述中共對革命和內戰的考慮及其戰略﹑策略的

變化﹐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即作

為國際背景的蘇聯對外政策及冷戰格局的變化。中國的革命和內戰

不是孤立的。戰後初期﹐中共的戰略和策略受制於蘇聯的外交方針

和美蘇關係的現狀﹔內戰後期﹐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國內局勢的變化

則反過來引起了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進而影響到整個冷戰格局的

改變。這些現象說明﹐蘇聯的戰後對外政策及冷戰戰略和策略與中

國的革命和內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研究者需要考慮﹕在冷戰

緣起的過程中﹐蘇聯對外戰略的構想發生了什么變化﹐這些變化如

何影響了其對中國內戰的方針﹔把中國內戰的起源和結果作為一個

案例﹐如何解讀蘇聯對冷戰的戰略構想及其變化。8

                                     
7 有些中國研究者對俄國檔案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這從 1996 年對於俄國學者列多

夫斯基〈米高揚秘密出使中國（1949 年 1~2 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譯文見《國外中共黨史動態》1995 年第 5 期﹐《黨的

文獻》1995 年第 6 期﹐1996 年第 1﹑3 期）的“圍攻”便可感覺到。該文引用了米

高揚 1960 年 9 月 22 日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的關於這次使命的報告全文﹐以及報

告所附的詳細引文。由於米高揚的結論及其所附文件與中共當時的實際做法以及中

共在黨內文件中表述的對待資產階級黨派的立場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國研究者撰文

（至少四篇）對此提出質疑﹐甚至直接否認俄國檔案的真實性。直到 2000 年俄國發

表了米高揚所附檔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6）﹐這場爭論才算

了結。這件事給人的啟示在於﹐研究者不應因檔案內容不符合自己的觀點就輕易否

定檔案的真實性﹔檔案本身固然不是歷史﹐但往往是解開歷史謎團的鑰匙。 
8 著重考察蘇聯對華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見張盛發﹕〈從消極冷漠到積極支持 — 
論 1945~1949 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態度〉﹐《世界歷史》1999 年第 6 期﹔

薛銜天﹑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提交“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學

術討論會論文﹐哈爾濱﹐20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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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考察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起源之間的複

雜關係。 
 

 
中國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大國。在戰爭期間

（特別是 1941 年以後）﹐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

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

因此﹐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

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里﹐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

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

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

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佔權

益的戰略目標。9 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

重要內容﹐同其他共產黨活躍的歐洲國家一樣﹐也是推行“聯合政

府”政策。10

1945 年 6 月﹐第 11~12 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

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

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

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11 這個公開發表的言論實際上反映了

斯大林多次與美國人談話時表達的立場﹐也就是他在戰後提倡

                                     
9 筆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見〈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

1994 年第 5 期。另參見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有關章節。 
10  筆者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論述見﹕〈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實施

（1945~1946）〉﹐即將在《世界歷史》2008 年第 2 期發表。 
11 轉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New 
York﹐1958﹐第 182 頁。 

 4



的“聯合政府”政策。在 4~5 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

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

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

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

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

民主和統一的中國。12 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

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

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

義的國家制度”﹐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

制。對此﹐莫斯科是十分瞭解的。13 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

斯大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

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

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

助一定要來的”。14 所以﹐儘管早在 6 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 7﹐Washington D. C.﹕
GPO 1969﹐第 338~340 頁﹔彼得羅夫與赫爾利的談話備忘錄﹐1945 年 5 月 10 日﹐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7~40。 
1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第 1004~1006 頁﹔斯克沃爾佐

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 年 2 月 3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
斯克沃爾佐夫與王若飛的會談備忘錄﹐1945 年 6 月 29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
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10~14﹑68~71。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391~393
頁。關於蘇聯的援助﹐毛澤東在 1945 年 8 月 13 日講話中稱﹕在抗戰期間﹐“解放

區的人民和軍隊”﹐“毫無外援”（《毛澤東選集》第 1070 頁）。但據季米特洛夫

的日記﹐通過共產國際﹐蘇聯在 1938 年 2 月﹑1940 年 2 月和 1941 年 7 月分三次向

中共提供了 180 萬美元的直接援助。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 137﹑
190﹑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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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15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

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佈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

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

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8 月 9 日蘇聯兵分三路進

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

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歷史突變之時﹐應立即佈置動員一

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

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

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佔領大城及要道﹐以游擊隊民

兵佔小城。”同時要求華中局即日派部隊奪取南京﹑上海﹑武漢﹑

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沿津浦﹑滬寧﹑滬杭線各中小

城鎮則由地方部隊動員民兵佔領﹐同時宣佈江蘇﹑安徽﹑浙江﹑湖

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

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制止內戰和消滅內戰”。11 日﹐延安總部

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

12 日﹐中共又調整了華中部署﹕在江南不再佔領各大城市﹐只奪取

廣大鄉村及縣城﹐“準備內戰戰場”﹐若內戰勝利﹐就原地繼續擴

展﹐若內戰失利﹐則轉入閩浙贛﹐創造新局面﹐但決不退回江北﹔

江北力量則全力“佔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

切城市”﹐並“配合八路軍佔領隴海路”。16 顯然﹐中共的戰略是

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制廣大的原日偽佔領

                                     
15 斯克沃爾佐夫與王若飛會談備忘錄﹐1945 年 6 月 29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
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68~71。 
1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

第 215﹑213~214﹑234~235 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
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613 頁。 

 6



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面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裡﹐急在

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 8 月 14 日﹐他

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但周恩來一

眼便看出﹐蔣介石“請毛往渝全係欺騙”。20 日蔣再次來電催促﹐

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面命令晉綏和晉

察冀部隊配合蘇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

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針對華中

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復說﹕你們的“方針是完全正

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

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17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

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0 月 20 或 21 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

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

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18 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

                                     
17 毛澤東給程耿賀林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

東年譜（1893~1949 年）》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第 8~9 頁。 
18 關於莫斯科的這封電報﹐首先是毛澤東在 1956 年 4 月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到

的﹐內容如上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286 頁）。據胡

喬木回憶﹐在 1960 年 7 月的北戴河會議上周恩來說﹐電報已經不存在了﹐可能燒了﹐

時間是 22 日或 23 日﹐內容同前。劉少奇在會上又補充了一句﹕他們說我們的路線

是錯誤路線﹐要重新考慮我們的路線（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4 年﹐第 401 頁）。有關這個問題的俄國檔案目前尚未解密﹐但

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證明﹐確有這樣一封電報。根據日記﹐8 月 18 日季米特洛夫與卸

任不久的駐華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澤東的電報﹐意思是“因為形勢發生了根

本性的變化﹐建議中國共產黨人改變對蔣介石政府的路線”。第二天﹐莫洛托夫表

示同意這個電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 493）。至於收到電報的日期﹐《周恩來

年譜（1898~1949）》（第 615 頁）註明為“22 日前後”。考慮到該電報應在 19 日

以後發出﹐而中共的戰略方針 20 日如故﹐21 日開始改變（見後）﹐故筆者斷定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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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

軍事實力﹐也不瞭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

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

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

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

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 
對於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援助”﹐中共固然沒有抱多大希望﹐

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斯大林會下一道“不許革命”的禁令﹐這不

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21 日﹐中共

中央致電華中局﹐取消上海起義計劃。22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

聯合發出指示﹕“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

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只能將

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

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

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及廣大鄉村﹐

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組訓軍隊﹐準備應付新

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時﹐總體戰略也只能由選擇“革命”方式

轉向選擇和談方式﹕“我黨在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下準備和

國民黨談判﹐爭取有利於我黨及人民的條件”。19 至於蘇軍管制下

的東北﹐中共還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堅持“迅速爭取東北”﹐只因

不明蘇聯的立場﹐所以決定先派幹部去那裡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

權和地方武裝﹐是否派軍隊佔領﹐還要視情況而定。同日﹐毛澤東

給蔣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23 日

                                                                                                              
收到電報的時間應該在 20~21 日之間。另外﹐按照師哲的回憶﹐斯大林先後發來兩

封電報（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 — 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

出版社 1991 年﹐第 308 頁）﹐此事目前尚無法查證。 
19《毛澤東年譜》第 9 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243~244 頁。 

 8



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再邀﹐毛澤東次日答復﹐周恩來先去﹐他本人“準

備隨即赴渝”。20

戰略方針出現如此急轉彎﹐是需要給全黨和全軍一個交代的﹐

原因當然主要是蘇聯的表明了態度。21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延安棗園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毛在分析

了戰後進入和平階段的兩種情況（可以佔領或無法佔領大城市）後

指出﹐由於得不到蘇聯的幫助﹐“沒有外援不能克敵”﹐“我們只

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至於蘇聯為什么不能

幫助中共﹐毛澤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釋說﹐美蘇需要實現國際和

平﹐“蘇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毛還

對比了希臘和中國的情況﹕蘇聯沒有援助希臘﹐是因希臘為英國所

必爭﹐而中國則為美國所必爭。如果中共佔領南京﹑上海等大城市﹐

美國必然進行干涉。顯然﹐毛澤東已經看出﹐中國不在蘇聯的勢力

範圍內﹐並斷定蘇聯進軍中國的區域大概會限定在東北三省。所以﹐

中共在關內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會得到蘇聯的援助。於是﹐出路只

有一條﹕“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

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而在中國﹐聯合政府的形式“現在是獨裁

加若干民主﹐並將佔相當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

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將來再“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看

                                     
20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 519 頁﹔金沖及主

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758 頁﹔《毛

澤東文集》第四卷﹐第 1~2 頁﹔《毛澤東年譜》第 12 頁。 
21 斯大林在 1945 年 12 月與蔣經國會談時提到﹐蘇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當去

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料到會有這樣一個建議﹐這在他們中間引起了很大混

亂”。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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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共是不得不走這條“彎路”了。22 第二天毛澤東發出的一個

指示當是對上述講話的註釋﹕“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

設階段開始”﹔“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大城市進行

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佔領政

策”﹔“力爭佔領小城市及鄉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

民”。23

8 月 25 日﹐中共又接到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的邀請電﹐遂

開會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去重慶談判。在第二天政治局

會議上﹐毛澤東講述了中共參加重慶談判的原則和方針。既然談判﹐

就需做出讓步﹐中共的原則是“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

達到妥協。讓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

二批是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據地”。但是﹐在隴海路

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區﹐“一定要我們佔優勢”﹐“東北我們也要佔優

勢”。毛說﹐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就不簽字﹐並“準備坐班

房”。“隨便繳槍”是絕對不行的﹐延安也不會“輕易搬家”。24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講的是走法國式的道路 — 這是對

斯大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恐怕也是說給斯大林聽的﹐但實際準備實

行的談判方針及其所確定的目標與斯大林的設想有重大區別﹕第

一﹐斯大林主張的是共產黨進入由資產階級政黨掌權的政府﹐而毛

澤東設想的“聯合政府”卻是要與國民黨平分天下﹐至少來個武裝

割據。第二﹐斯大林要求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的道路﹐而

毛澤東卻堅持無論如何不能放下槍桿子的原則。第三﹐斯大林設想

                                     
22 以上引言見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言﹐1945 年 8 月 23 日﹔章百家﹕〈對

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第 13 頁。 
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245~246 頁。 
24《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615~616 頁﹔《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 1~3﹑
15~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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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政府”是長久之計﹐而毛澤東卻把和平談判作為一種權宜

之計。總之﹐迫於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委曲求全﹐親赴重慶與夙敵

蔣介石談判﹐而內心卻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聯合政府”實屬一廂

情願﹐最後解決問題還要靠武裝鬥爭。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莫斯科對國共和談的結果以及中共的實際

立場已經逐步有所瞭解﹐但除了堅持建立統一政府的原則外﹐並沒

有再發表具體意見。25 8 月 30 日﹐在重慶的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報告

說﹐周恩來在與他會談時表示﹐“根據全部情況判斷﹐蔣介石已經

下定決心打算解決共產黨的問題”﹐但“我們不可能指望蔣介石會

做出過多的讓步”﹐其主張的實際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共

產黨及其武裝力量被消滅的結局”。周恩來強調﹐中共歷來一直進

行著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如何“從武裝鬥爭急劇地轉向

和平建設”﹐幹部和群眾都沒有準備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

報和意見。彼得羅夫的回答是﹕“周恩來同志在黨政工作方面經驗

相當豐富”﹐“將能夠正確地評價中國目前的局勢並採取正確措

施。”26

9 月 6 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告訴彼得羅夫﹐在談判中﹐“毛澤

東要求將包括首都北平在內的五個省轉交給共產黨人﹐以便使他們

能夠在那裡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養自己的軍隊”。赫爾利聲稱﹐英

國人支持在中國“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則告訴哈里曼﹐“允許在

中國建立兩個政府”是“愚蠢”的。以此為出發點﹐赫爾利一再建

                                     
25 關於重慶談判的詳細過程和國共雙方的主張﹐中國學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參

考的成果見楊奎松﹕《失去的機會﹖— 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八章﹐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章百家﹕〈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本文則重點考察蘇聯對重慶談判的態度。 
26 彼得羅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45 年 8 月 10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
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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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蘇聯和美國共同發表一個支持國民政府的聲明。彼得羅夫對此沒

有響應。27 同一天﹐毛澤東也拜訪了蘇聯大使。毛澤東介紹說﹐談

判表明﹐蔣介石極力要“繼續實行一黨專政”﹐並用武力封鎖共產

黨的地區和軍隊。所以﹐“聯合政府”已經談不上了﹐他們只同意

讓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代表加入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來說﹐

毛澤東指出﹐“如果國民黨同意將除特區以外的五個省 — 山東﹑

河北﹑山西﹑察哈爾和熱河的行政管理權移交給我們的話﹐那么﹐

我們將會同意放棄華南和華中的解放區”。最後﹐毛澤東表示中共

的讓步是有限度的。為此﹐毛和周恩來﹑王若飛一再追問﹐蘇聯對

此持有什么立場﹐“如果美國將幫助國民黨軍隊消滅共產黨軍隊﹐

蘇聯將會採取何種步驟”。彼得羅夫只是一味強調﹕“蘇聯非常希

望看到中國在政治上統一﹐兩黨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並通過相互

的讓步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天﹐彼得羅夫又向東北特派員蔣經國

表示了同樣的看法。28

10 月 10 日﹐就在談判協定簽字的當天﹐毛澤東再次拜會蘇聯

大使。毛說﹐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表明中共取得了勝利﹐是將來“進

行宣傳的某種依據”。但又強調﹐“蔣介石不會履行達成的協

議”﹐“他會繼續進行反共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共的軍隊也

正在三個主要方面加緊作應戰的準備”。毛接著說﹐“消滅國民黨

的幾個師”沒有問題﹐中共唯一擔心的是美國會公開干涉中國內政﹐

並問蘇聯人﹐如果美國出兵怎么辦。中共沒有明說的願望當然是希

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幾天前周恩來就提出了同樣問題﹐當時

                                     
27 彼得羅夫與赫爾利會談備忘錄﹐1945 年 9 月 6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
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229~230。 
28 彼得羅夫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45 年 9 月 6 日﹔彼得羅夫與蔣經國會談備忘錄﹐

1945 年 9 月 7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230~233﹑2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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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羅夫未置可否﹐現在面對毛澤東的提問﹐彼得羅夫的答復也只

是﹕“必須通過和平的途徑妥善調解局面﹐儘量避免與美國人發生

武裝衝突”。29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重慶談判更多的俄國檔案﹐不過﹐蘇聯使館

的態度應該說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場。顯然﹐斯大林此時堅持的原

則仍然是建立以國民黨為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為此﹐在中國必須

避免內戰。不過﹐彼得羅夫作為外交官的謹慎表態也說明﹐斯大林

並不想強迫中共接受某種具體做法﹐他要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留下了

充分的迴旋餘地。畢竟﹐提出“聯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種手段﹐就

目的而言﹐有一點莫斯科與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保證

對中國東北的控制。30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消滅日本關東軍﹐其主要

目的是為了使東北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和東方安全屏障。作為

簽署中蘇條約的對應條件﹐斯大林已經向美國人和蔣介石許諾﹐東

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政府﹐而蘇軍則在三個月內撤離中國﹐希望

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對蘇友好立場。但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出發﹐

還是著眼於地緣政治﹐斯大林對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既不放心﹐

也不信任。31 所以﹐蘇聯不能把對東北的控制完全寄託在已經公開

                                     
29 彼得洛夫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45 年 10 月 10 日﹔彼得洛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

錄﹐1945 年 10 月 5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
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四卷﹐華

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 年﹐第 851~856﹑840~843 頁。 
30 對於蘇聯來說﹐還有一個控制外蒙古的問題﹐不過中共暫時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31 早在 1944 年 1 月 10 日﹐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關於《未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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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自己手中。為此﹐莫斯

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種途徑﹕ 
首先﹐通過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東北地區營造對蘇友好的氛

圍。在軍事推進過程中﹐蘇軍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不斷向中國居民

發放各種宣傳品﹐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僅遠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就

用中文印製了 86 種﹑總數超過 470 萬份的傳單。在東北作戰的前四

天當中﹐蘇聯散發和張貼的中朝文標語﹑傳單和宣傳畫就有九千萬

份。此外﹐蘇軍還在當地出版報紙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養大批通

曉漢語﹑朝語﹑日語的宣傳骨幹。僅第一方面軍總部在 8 月份就舉

辦了大約兩百場報告會﹑座談會﹐組織音樂會或戲劇﹑電影演出 160
場。32

其次﹐充分利用隸屬遠東方面軍偵察處的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中

國和朝鮮幹部。40 年代初﹐抗日聯軍在東北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失敗

後﹐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幹部率殘部陸續退往蘇聯﹐組

建國際旅﹐繼續堅持戰鬥。1942 年 7 月﹐經共產國際批准﹐這支部

隊在蘇軍統制下組成第 88 獨立步兵旅﹐並在遠東哈巴洛夫斯克營地

接受訓練。對日作戰準備階段﹐該旅的任務是提供情報和向導。蘇

聯出兵的第二天﹐旅長周保中部署該旅準備反攻﹐與八路軍會師﹐

解放東北。8 月 11 日卻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待命”。日本宣佈投

降後﹐周保中又致信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建議由

                                                                                                              
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中就指出﹐戰後亞洲的危險來自“美國和中國結成一個

矛頭指向蘇聯的聯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譯文見《蘇聯歷

史檔案選編》第 16 卷﹐第 712~713 頁。 
32 АМО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檔案館）﹐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
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е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 
1980﹐c.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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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旅接管長春﹐並為建立東北民主政府和人民軍作準備。如果接

受這個設想﹐周要求蘇軍將該旅骨幹力量交給中共中央或八路軍安

排。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華西列夫斯基下達了另一個指示﹕為了

擴大蘇聯的影響﹐安排這些幹部分散隨蘇軍行動﹐協助佔領當局開

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 月 6~9 日﹐第 88 旅的中國幹部受命分四批到

東北各大城市蘇軍指揮部報到。10 月﹐該部隊建制被取消。33 顯然﹐

斯大林一方面擔心周保中的計劃破壞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一方面需

要把這支由中朝戰士組成的部隊留給自己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來控制國民黨行政

當局對東北的接管進程和實際結果。應該說﹐前兩個措施不過都是

為了使蘇軍能在東北站住腳﹐並擴大蘇聯在那裡的影響﹐而斯大林

明白﹐蘇聯的軍事力量遲早是要退出東北的。那么﹐到底把東北的

直接控制權交到國共兩黨誰的手上﹐才能保證莫斯科的實際控制和

勢力範圍﹐斯大林是有深遠考慮的。就蘇聯對中國以及東北採取的

政策而言﹐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可算是一語中的﹕“蘇

聯只要看見中國有聯合政府﹐一切便好談。”34 最初﹐斯大林在國

共之間所採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場﹐與中共逐步確立的獨佔東北的戰

略確實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澤東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國

際局勢的變化最終還是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由於得知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黨﹐直到 8 月 26 日﹐中共中

                                     
33 詳見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1920~1950~ 
е год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 141~143﹔趙素芬﹕《周保中將軍

傳》﹐解放軍出版社 1985 年﹐第 473~475 頁﹔張一波﹑袁魯毅﹕〈“八‧一五”前

後的東北抗日聯軍〉﹐李鴻義﹑王景﹕〈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歷程〉﹐《中共黨史

資料》總第 15 輯（1985 年）﹐第 128~172﹑173~188 頁﹔彭施魯﹕〈東北抗日聯軍

和蘇聯遠東軍關係回顧〉﹐《中共黨史資料》總第 56 輯（1996 年）﹐第 32~49 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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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還在猶豫是否派大部隊去搶佔東北。35 不過如前所述﹐控制東北

已是既定方針﹐需要考慮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對策﹐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給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說﹕儘管受中蘇條約限

制﹐蘇聯“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條約中

也明白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

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只要不直

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採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

偉大之同情”。同時﹐“國民黨在東三省與熱﹑察又無基礎”﹐且“派

軍隊去尚有困難”﹐而“紅軍將於三個月內全部撤退﹐這樣我黨還

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於是﹐中共中央要求“晉察

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

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只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的進

入東三省。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表消息﹐進入東三省後開始亦

不必坐火車進佔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

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熱河﹑察哈爾兩

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我必須完全控制﹐必須迅速派幹部和部隊

到一切重要地區去工作﹐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對蘇軍只通報情

況﹐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請求幫助﹐總之不要使之為難。36 高
崗在 9 月 3 日一封電報中也稱﹕“對東北我黨必須力爭﹐中央已有

充分準備及具體對策。”37

中共軍隊突然大量出現在東北﹐一時搞得蘇軍不知所措。中共

軍隊最初進入東北各地後的不同遭遇﹐說明了這種情況。冀熱遼軍

                                     
35 詳見金沖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9 頁。 
3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257~258 頁。 
37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5 年）》﹐未刊﹐

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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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曾克林部進攻山海關時﹐不僅與蘇軍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還得到

蘇軍炮火支援﹐到達瀋陽時卻受到蘇聯駐軍百般阻攔﹐被圍困在火

車上整整一天﹔進駐瀋陽的中共先頭軍隊從蘇軍轉交的日本軍火庫

中獲取了大量武器裝備﹐而徒手趕來的後續部隊卻吃了閉門羹﹐什

么也沒有得到﹔還有些進入東北的部隊﹐不僅得不到急需的通訊器

材和印刷設備﹐甚至還被蘇軍繳械﹐並禁止他們在蘇軍佔領區活動。

如此等等。38 造成這種局面的具體原因很複雜﹐有的顯然是出於無

產階級國際主義而表現出對中國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於對中

共所屬部隊缺乏瞭解而產生的誤會﹐有的大概是基層指揮員不瞭解

外交方針而擅自採取的行動﹐還有的肯定是佔領當局受制於國際輿

論而有意採取的迴避態度。總的講﹐問題的癥結在於﹐對於莫斯科

有意採取的模糊政策﹐蘇聯軍人和中共領導人最初都沒有搞清楚﹐

而他們之間又缺乏溝通和聯繫。 
於是﹐9 月 14 日華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飛到延安﹐傳達莫斯科的

要求﹐並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協商。蘇聯代表在會談中明確表示﹕蘇

軍撤離中國前﹐國共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請朱德命令已進入瀋陽﹑

長春﹑大連等地的中共部隊退出蘇軍佔領地區﹔蘇軍不久即行撤退﹐

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的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而私下應

允﹐已經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

軍接洽﹐蘇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

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繫﹐協調行動。錦州﹑熱河兩省則可以

                                     
38 李運昌﹕〈憶冀熱遼部隊挺進東北〉﹐《中共黨史資料》總第 15 輯（1985 年）﹐

第 64~67 頁﹔曾克林﹕〈山海關~瀋陽~延安﹕憶我與蘇軍的關係〉﹐《中俄關係問

題》1990 年第 28 期﹐第 1~7 頁﹔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201~202 頁﹔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
《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四卷﹐第 792﹑806﹑811~8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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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交給中共接管。39 16 日﹐蘇蒙聯軍代表又轉告中共中央﹐“堅

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接收其所佔領之內蒙古及東北各

地﹐“確保北面及內蒙地區﹐以便同外蒙蘇聯經常保持聯繫”﹐蘇

軍可接濟部分武器。萬不得已時﹐中共部隊可進入外蒙﹐“但不可

向南移”﹐“不要再讓敵人隔斷雙方聯繫”。在重慶的蘇聯大使也

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中共當前的戰略重心﹐應當是集中兵

力﹐“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之線﹐防蔣進攻”。40

只派遣一名校級軍官向中共領導人傳話﹐表明莫斯科處事謹慎﹐

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瀋陽後報告﹐蘇軍對銀行﹑工廠﹑倉庫一律

派兵監守﹐不准搬用﹐對火車﹑汽車﹑汽油﹑廣播電臺也“絕對全

部控制”﹐還要求中共軍隊移至城外﹐均反映了這種情況。41 儘管

如此﹐蘇聯的意圖卻很明顯﹕表面上國共軍隊都不得進入東北﹐但

允許中共軍隊卡住進入東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蘇軍撤退﹐中共便可

搶先佔領東北。這樣﹐蘇聯既沒有破壞中蘇條約﹐又能保證內蒙﹑

東北地區在自己掌控之中。機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態促使中共更加

堅定了進軍東北的決心。 
經過 14 日下午和晚上的討論﹐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

議決心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把原來準備南下的部隊和幹部

轉向挺進東北﹐並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前

                                     
39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情況及與蘇軍代表談判問題的通報﹐1945 年 9 月 14 日﹐轉引

自牛軍﹕〈論中蘇同盟的起源〉﹐載《中國社會科學》1996 年第 2 期﹐第 183~184
頁﹔李運昌﹕〈憶冀熱遼部隊挺進東北〉﹐《中共黨史資料》第 71 頁﹔金沖及﹕〈較

量〉﹐《近代史研究》第 9 頁。 
40 中央給中共赴渝代表團的通報﹐1945 年 9 月 17 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

的革命》第 407 頁﹔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31 頁。 
41《彭真年譜》第 289 頁﹔金沖及﹕〈較量〉﹐《近代史研究》第 10~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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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延安的蘇聯軍用飛機飛往瀋陽﹐加強對東北工作的領導。42 17 日

劉少奇向毛澤東報告﹕“東北為我勢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

控制。紅軍在東北現已開始撤退﹐據說在 12 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

即將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為此﹐劉少

奇提出“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43 18 日

又建議緊急調重兵部署在熱﹑察﹑冀東及東北沿海地區﹐阻止蔣軍

北進﹐控制東北。19 日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44 到 10 月初﹐毛

澤東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設想的目標是﹕在華北﹑東北﹑蘇北﹑

皖北及邊區全部實行人民自治﹐中央軍不得開入﹐僅平﹑津﹑青三

地可暫時駐一小部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

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

須取消。45

在控制東北的問題上﹐斯大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勢力滲透到

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

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蔣介石非常

擔心因國軍不能及時到達東北﹐而共軍乘蘇軍撤退之機奪取優勢﹐

故早在 9 月 11 日就讓行政院長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請求借船運兵。46 
美國的態度也很積極﹐代理國務卿艾奇遜第二天便以備忘錄形式將

此事報告總統。9 月 18 日杜魯門總統答復﹕“駐西太平洋陸軍和海

軍司令已下達命令﹐將按照魏德邁將軍所明確指出的日期和港口運

                                     
42 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記錄﹐1945 年 9 月 14 日﹐轉引自《劉少奇傳》上卷﹐

第 523 頁﹔金沖及﹕〈較量〉﹐《近代史研究》第 9 頁。 
4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278~279 頁。 
44 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團電﹐1945 年 9 月 18 日﹔中共赴諭代表團給中央的復電﹐

1945 年 9 月 19 日﹐轉引自《劉少奇傳》上卷﹐第 526 頁。 
45《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 57 頁。 
46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黨史委員會 1981 年﹐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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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前往滿洲的中國軍隊提供船隻”﹐“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在中

國軍隊準備好登船前往滿洲之日﹐將有足夠的船隻為其所用”。47 9
月 24~27 日﹐就有消息傳開﹐美軍將在天津﹑大連﹑煙臺﹑威海﹑

秦皇島登陸﹐蔣軍將由空運和海運至平津。48 10 月初﹐一方面是美

國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一方面是國民政府

連連發出照會和通知﹕中國計劃在滿洲吸引外資﹐而美國有意投

資﹔要求蘇聯開始考慮撤軍問題﹔中國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

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49 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在與立法院

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

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50 而斯大林則

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

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

滿洲”。51 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國

勢力進入東北﹐只能依靠共產黨。 
儘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

詞﹐ 52 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

                                     
47  FRUS﹐1945﹐Vol.7﹐第 1028 頁﹔薛銜天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

（1945~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第 6 頁。 
48 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1945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給林彪和山東局的指示﹐1945
年 9 月 27 日。 
49 FRUS﹐1945﹐Vol. 7﹐第 973~974﹑979~980﹑981 頁﹔АВПРФ﹐ф.0100﹐оп.40﹐
п.248﹐д.7﹐л.17~18﹑19~20﹔оп.33﹐п.244﹐д.12﹐л.50~51﹔оп.33﹐п.244﹐д.13﹐
л.71~7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245~255﹑252~257。 
50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с. 296~298。 
51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 119。 
52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20~123﹐《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

印件彙編》第四卷﹐第 840~8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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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

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讚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讚賞中共關於“向

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制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

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面（15 萬

人）和瀋陽周圍（10 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

強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

繳獲的所有保存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

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

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53

10 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

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面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

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

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

拒絕到除瀋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

的《光復報》。54 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

北的控制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

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

代為保存一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制的大連地區﹐佔領當局也希

望中共在那裡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55 10 月 6 日﹐中共得知蔣軍在

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

                                     
53 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5 年 10 月 3 日﹔劉少奇致中共赴渝代表團電﹐1945 年

10 月 4 日﹔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5 年 10 月 8 日﹐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

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233~234 頁﹔《劉少奇傳》上卷﹐第 531 頁﹔金沖及﹕〈較

量〉﹐《近代史研究》第 13 頁。 
54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26~27﹑28~30﹑128~132﹔оп.33﹐п.244﹐
д.13﹐л.82~83﹔оп.40﹐п.248﹐д. Ки032﹐л.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

с. 258~259﹑262~264﹑274~275﹑299~302。 
55 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團電﹐1945 年 10 月 5 日﹔《彭真年譜》第 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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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十天後彭真便報

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

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

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

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消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

電。56 10 月 19 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

求﹐改變過去分散佔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

瀋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

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57 21
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佔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

以利將來談判。”58

10 月 25 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

營口和葫蘆島登陸。59 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

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瀋陽﹐還聲

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

如蔣軍在 11 月 15 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60 接到

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

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

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

                                     
56 毛澤東給彭真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6 日﹔彭﹑陳給毛澤東的報告﹐1945 年 10 月

15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8~13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с. 299~302。 
5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364 頁。 
58《彭真年譜》﹐第 300 頁。 
59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282~283。 
60 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5 年 10 月 25 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

第 411 頁﹔《彭真年譜》第 3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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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制一

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

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

28 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

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61  
因受制於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復交涉﹐只

得應允蔣軍“10 月 30 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 月 12 日進至錦州﹑

海城線﹐11 月 20 日進至瀋陽﹐蘇軍則於 11 月 25 日撤完”﹐還同

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瀋陽。不過﹐蘇方也公

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

限制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干涉中國內政”。62 同時﹐蘇方

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制”﹐

還同意中共前往瀋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

的長春各級政府。63 為此﹐11 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針對國

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

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

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佈置內線作戰﹐

決心保衛瀋陽不讓蔣軍進佔。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佈東北人民

自治。”64 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

機場附近﹐約兩千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65 11

                                     
6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388~389 頁﹔《彭真年譜》第 305 頁。 
62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第 94~95 頁﹔《毛澤東文集》

第四卷﹐第 63~65 頁。 
63《彭真年譜》第 310﹑312~313 頁。 
64 毛澤東致彭真電﹐1945 年 11 月 2 日﹔中央軍委關於 11 月作戰部屬及指示電﹐1945
年 11 月 2 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 63~65 頁。 
65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с. 294~295﹔《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五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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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 19 萬軍隊去東北﹐

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

定攻﹐我堅決打”。“只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

也不怕。”只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66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

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 月 10
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

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

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

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

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

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制任何東西”。67 這一指令立

即得到貫徹執行。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

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准

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

科的決定”﹐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

蘇方“只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

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68 17 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

軍隊撤出長春﹑瀋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瀋

陽著陸。20 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

蔣”﹐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 50 公里以外﹔只要有蘇軍的地方﹐

                                                                                                              
1990 年編印﹐第 214 頁。 
66《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 73~80 頁。 
67 RGASPI（俄羅斯社會政治史國家檔案館）﹐f. 558﹐op. 11﹐d. 98﹐l.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Molotov“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 1﹐Issue 1﹐第 131~132 頁。 
68《彭真年譜》﹐第 315~3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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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准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

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准作戰。69 同日﹐

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

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70 在
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

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佔領長春路﹐並注意減少與蘇

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繫。71 24 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

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瀋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

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

中方接收。 72 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

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

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73 後經雙方協商

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 1946
年 2 月 1 日。74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贊談話的口

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

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 10 月 19 日他就有

                                     
69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с. 306~307﹔《彭真年譜》第 318 頁﹔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5 年 11 月

20 日。 
70 余建亭﹕《陳雲與東北的解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 30~32﹑40 頁。 
71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с. 306~307。 
72《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53~155﹑168~171 頁﹔《王世傑日

記（手稿本）》第五冊﹐第 216 頁﹔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7~12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05~306。 
73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第 126~127 頁。 
74《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57﹑168 頁﹔АВПРФ﹐ф.0100﹐оп.40﹐
п.248﹐д.7﹐л.99~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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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蘇聯大使建議﹕採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

決中國問題。75 11 月 8 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

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

下”。76 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

作無法進行﹐決定於 17 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同時﹐

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

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 1945 年中蘇條約﹐

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77

莫斯科面臨的壓力還不只此﹐從 10 月下旬到 11 月初﹐在遠東﹐

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復就盟國對日管制機制問題與美國

進行磋商。78 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

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79 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

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注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

監督的建議。80 於是﹐蘇聯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

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裡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

                                     
75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60~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с. 277~278。 
76《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 209~210 頁。 
77《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47﹑148~149﹑151~152 頁﹔FRUS﹐
1945﹐Vol. 7﹐第 1044 頁。 
78  詳 見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 под ред. ）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ⅩⅩ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 67~68﹑87~89﹑
92~98﹑104~112。 
79 詳見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c. 35﹔Fernande Scheid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Cold War History﹐Oct. 2001﹐
Vol. 2﹐Issue 1﹐第 25~26 頁。 
80 詳見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Англия﹐США и “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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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 11 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

蘇聯不僅積極響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81 在
這樣的背景下﹐12 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

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斯大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

毫不奇怪了。82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在 12 月 30 日與

蔣經國會談時斯大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

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

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

兩支軍隊”﹐儘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

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瞭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

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83 而對中

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制定的目標。1946 年 1 月﹐蘇聯使

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

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

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

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

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

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係是一個

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

                                     
81 АВПРФ﹐ф.017а﹐оп.1﹐п.2﹐д.12﹐л.62~62об﹐Кынин Г.П.﹐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 1941~1949 ﹐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ом. 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с. 
47~48﹔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 118。 
82 FRUS﹐1945﹐Vol. 7﹐第 844~845 頁﹔FRUS﹐1946﹐Vol. 9﹐Washington﹕GPO 1972﹐
第 18 頁。 
83 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 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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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84 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

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

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85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

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面“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

一方面“仍須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於蘇

軍撤走後殲滅頑軍”。86 11 月 19~20 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

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

蘆島及北甯路之一段”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

各大城市的時間”。87 但是﹐11 月 22 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

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佔領兩廂”。28 日和 29
日﹐劉進一步明確﹕“獨佔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

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制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

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88 武力解決不行﹐

只好再次轉入和談。12 月 7~8 日﹐中共提出準備恢復與國民黨的談

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沖”。30 日﹐中共公

開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的停止內戰”。89 1946 年 1 月國共停戰

協議公佈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制

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

                                     
84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д.20﹐л.5a~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31﹑41~45﹔《彭真年譜》第 362 頁。 
85《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 7 頁。 
86 毛澤東致東北局電﹐1945 年 11 月 13 日﹔《彭真年譜》第 316~317 頁。 
8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429~430﹑431~432 頁。 
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530~531 頁﹔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1945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

件選集》第 15 冊﹐第 457 頁。 
8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第 465~466﹑474~475﹑528~5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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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90 到 2 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

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

院長﹐還批准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91

儘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

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

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

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

佔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

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 1945 年底

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繫並

秘密給以幫助。12 月 2 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

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

在可能限度內一定給我物資幫助﹐但是講究方法﹐並儘量製造困難給

頑”。92 看來﹐即使在壓制中共時﹐蘇聯人還是留了一手。 
果然﹐當東北局勢的發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脅時﹐蘇聯的態度又

來了一個 180 度的大轉彎。關於蘇聯對華政策的目標﹐副外長洛索

夫斯基在蔣經國訪蘇前給斯大林的報告中作了全面論述﹕第一﹐中

國政府必須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第二﹐中國必須保證長春鐵

路沿線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亂局面下﹐應提議蘇聯“鐵路護衛隊保

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國人及外國資本進入滿洲”﹐“我

                                     
9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冊﹐第 20~21 頁。 
91《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643 頁。 
92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一﹐目錄 1~1﹐第一卷﹐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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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能允許滿洲成為另一個大國施加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場所”﹔

第四﹐必須在蘇聯“積極參與滿洲經濟活動的情況下”實現與中國

在東北的經濟合作﹐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資公司﹐特別是船舶公司﹑

航空公司和中長鐵路。93 但恰恰在這些問題上﹐1946 年初呈現出一

種對蘇聯的危險局面。 
在中蘇經濟合作談判中﹐為了及早撤軍﹐減緩國際輿論壓力﹐

蘇聯代表一再表示願意讓步﹐只要中國同意對所有重工業公司實現

雙方合資經營﹐蘇方就會進一步採取行動﹐幫助國民政府儘快解決

東北的接管問題。94 而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態度卻愈益強硬。95 
1 月 26 日他告訴中方談判代表張嘉璈﹐對經濟合作談判採取“緊

縮”態度。於是﹐儘管蘇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聲稱﹐莫斯科

急於簽署合作協議﹐並非要在東北“霸佔利益”﹐而只是“不願見

有第三國再捲入”﹐但張嘉璈始終堅持強硬立場﹕戰利品問題中方

不予考慮﹐航空公司和輪船公司的問題也不討論﹐一切非金屬礦業

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業﹐中方亦要求佔 51％的股份。在接

下來的一個月裡﹐蘇方堅持儘快簽訂經濟合作協定﹐方能最後撤軍﹐

中方則強調沒有順利交接行政權﹐故無法談經濟合作﹐以至經濟談

判陷入僵局。96 此時﹐美國也不斷向蘇聯施加壓力。2 月 11 日美國

同時照會蘇聯和中國﹐對中蘇經濟談判感到“不安”﹐認為這“與

門戶開放原則會有矛盾”﹐對美國的商業利益和威信“是一種明顯

的損害”﹐並表示美國有意參與談判﹐在經濟合作方面採取“共同

                                     
93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 105~108。 
94 詳見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第 126 頁﹔《中華民國

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74 頁。 
95 馬歇爾勸告國民黨採取強硬態度的情況﹐詳見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考驗和

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譯﹐三聯書店 1974 年﹐第 87~88 頁。 
96 詳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421﹑423~424﹑425~426﹑429~4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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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97 這無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經。 
不僅與政府的談判步履維艱﹐中國民間的反蘇情緒也突然高漲

起來。在雅爾塔會議召開一週年之際﹐2 月 11 日﹐美英蘇三國同時

公佈了有關遠東問題的秘密協議。蘇聯同意公佈協議﹐大概是著眼

於對南薩哈林和千島群島佔領的合法性﹐而美英這樣做顯然是針對

東北問題的。為了進一步逼迫蘇聯撤軍﹐美英在報紙上公開指責莫

斯科違背《雅爾塔協議》。這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輿論譁

然﹐廣大市民﹑學生紛紛湧上街頭﹐張貼標語﹐示威遊行﹐發表演

說﹐抗議蘇聯在中國東北﹑新疆和內蒙的行為﹐要求蘇軍立即退東

北。98 3 月 5 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蘇聯提出抗議﹐

嚴重交涉限期撤退其東北駐軍〉的提案。3 月 6 日﹐中國照會蘇聯﹐

撤軍期限已過﹐蘇軍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蘇聯政府飭令“即行撤

退”。4 月 1 日﹐蔣介石在第四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上發表演說﹐

公開推翻東北停戰協定﹐宣稱“東北九省在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

前﹐沒有什么內政可言。”99 東北的局面更加複雜﹐據蘇聯駐東北

當局報告﹐國民黨與土匪勾結﹐煽動反蘇情緒﹐搗毀中蘇友好協會

甚至蘇方的機構﹐蘇聯軍人和僑民不斷遭到騷擾﹑襲擊和殺害等等。

馬利諾夫斯基還認定﹐張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劃的﹐

目的在於破壞蘇中關係”。100 面對如此局勢﹐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

                                     
97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Ⅴ﹐с. 58~60﹔“總統機要室”編﹕《領袖特交文電項目整理‧俄帝陰謀部份編

案紀要初稿及參考資料》（二﹑阻撓接收東北）﹐中華民國 64 年 6 月﹐臺灣國史館。 
98 關於國民反蘇情緒的詳細史料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617~669
頁﹔F. C. 瓊斯﹑休‧博頓﹑B.R.皮爾恩﹕《國際事務概覽（1939~1946 年）‧1942~1946
年的遠東》下冊﹐復旦大學外文系英語教研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9 年﹐第 311~313
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66~68。 
9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87 頁﹔《彭真年譜》第 402 頁。 
100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

彙編》第五卷﹐第 996~10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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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這張牌。 
2 月 1 日彭真報告﹕“遼陽﹑鞍山﹑本溪三處蘇軍已正式將政

權交與我當地民主政府﹐並由雙方簽字。該區以南（包括安東）蘇

軍不再交給國民黨﹐對外暫不公佈。”除旅順﹑金州完全歸蘇軍長

期駐兵外﹐大連的副市長﹑區長及公安局長也都由中共幹部擔任。

原因在於﹐該地區的煤鐵業及若干大工業﹐已由蘇方接收並開始經

營﹐大連的工業也完全在蘇方掌握之中。101 不僅如此﹐在 2 月 22
日與外蒙領導人喬巴山談話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

進行”宣傳鼓動工作﹐以準備在興安嶺和內蒙古建立獨立的國家。102 
顯然﹐斯大林現在還是希望把政權（無論在東北還是內蒙）交給共

產黨控制﹐以此來保證蘇聯的遠東利益。 
有史料證明﹐此時中共中央已經瞭解到情況的變化﹐並考慮了

新的方針。3 月 3 日周恩來作為軍調處的中共代表﹐與馬歇爾﹑張

治中（國民黨代表）來到太原視察。當晚﹐周召集當地高級將領開

會﹐傳達了“黨中央對當前情況的估計和戰略意圖”。周“壓低了

聲音﹐把手攥成拳頭向下揮著﹕中央決定現在談不了了﹐要錘﹗”103 
不過﹐這離採取實際行動還有一段時間。莫斯科顯然有點迫不及待﹐

看到中共沒有進一步的舉動﹐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議。3 月 12 日﹐

東北局電告中央﹐蘇軍通知將於 13 日撤離瀋陽﹐希望中共軍隊“迅

速攻入瀋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然而﹐考慮到停戰

協定已經簽字的背景以及軍事力量的對比﹐中共中央決定﹐不僅不

去進攻瀋陽﹐瀋陽至哈爾濱鐵路沿線蘇軍撤退時亦不去佔領﹐甚至

                                     
101《彭真年譜》﹐第 376 頁。 
102 斯大林與喬巴山談話記錄﹐1946 年 2 月 22 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俄文原檔複印件。 
103 程光烈﹕《軍事調處工作日記（1946.2~11）》﹐嚴平整理﹐載李丹慧主編﹕《冷

戰國際史研究》第四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 年﹐第 405﹑4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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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讓出已經到手的撫順﹑本溪﹑鞍山﹑遼陽等地﹐以交換蔣軍從

熱河撤軍﹐並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104 看起來﹐此時毛澤東還沒

有改變“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倚靠蘇聯﹑外蒙建立根據地﹐通

過和談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方針。這種穩重的態度與此前莫斯科的

立場變來變去大概不無關係。 
蘇聯對於中共的猶豫不決﹑行動遲緩頗有不滿﹐因而採取了更

加強硬的態度。3 月中旬東北局報告﹕蘇軍批評中共對美國人太客

氣了﹐更不應該同意讓國民黨的五個軍開到東北來。又表示﹐凡蘇

軍撤離之地﹐包括瀋陽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

大打”。為此﹐東北局要求在徵得蘇聯同意後奪取四平街﹑哈爾濱﹐

並進佔其他大城市及長春路支線小城市﹐逼迫蔣介石談判﹐甚至可

以考慮奪取長春。105 與此同時﹐馬歇爾給東北停戰小組的指令規

定﹐“小組只能隨政府軍前進﹐政府軍有權進駐東北之主要地區﹐

長春路兩側各 30 公里以內﹐政府軍單獨管理﹐蘇軍撤出地區中共軍

隊不得開入佔領等”﹐而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既沒有提及﹐也不願

討論。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當即建議周恩來在談判中提出﹕“承

認政府軍進駐瀋陽至長春”﹐長春以北應為中共軍隊的駐紮地區。

對此必須堅持﹐即使談判“全面破裂”﹐“亦絕對不屈服”。106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方針開始發生重大轉變。3 月 17 日中共

中央致電彭真和林彪﹕“國民黨還不停戰﹐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的

                                     
104《彭真年譜》﹐第 385~388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651 頁。 
105《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651 頁﹔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6 年 3 月 14
日﹔《彭真年譜》第 389 頁﹔“東北局致中央電”﹐1946 年 3 月 17 日﹐轉引自章百

家﹕〈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第 10 頁。 
10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冊﹐第 92 頁﹔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團電﹐1946
年 3 月 16 日。《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27 頁﹔楊奎松﹕〈一九四六年國共四平之

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132~152 頁﹐第 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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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撤退區﹐同意你們派兵進駐﹐以為將來談判的條件﹐時間愈快

愈好。”同日﹐毛澤東在批轉周恩來關於商談東北問題的報告上加

了以下兩段批示﹕“請東北局速與友方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

哈市）讓我駐兵﹐永遠佔住﹐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東北

協定即將簽字﹐請彭﹑林速即佈置一切﹐造成優勢﹐以利談判。”

又在批轉周恩來商談東北問題三點意見的說明時指示﹕“請彭﹑林

按照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與有理﹑有利﹑有節之方針﹐準備與執行

小組進行談判。”當天﹐東北民主聯軍一部即收復四平。107 3 月 18
日東北局再報﹕蘇方“曾一再談北滿甚為重要﹐決不能允許國民黨

接收整個長春路與礦區”﹐故提議進佔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共中

央當天回復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請周保中去長春直接與蘇軍

交涉﹐“要求他們於最近期間縮小駐區﹐儘量將次要地點讓我軍駐

防﹐特別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 月 20 日﹐

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已陷於僵局﹐中共中央又進了一步﹐通知東北

局﹐“如果友人諒解﹐即可進佔長春”。23 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動

手大破北寧路及瀋陽附近之長春路﹐愈迅速愈廣泛愈好”﹐“同時

立刻動員全軍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之時﹐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

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兩萬人）﹐求得大

勝﹐以利談判與將來”。108

一切準備就緒﹐蘇軍開始了撤退行動。此前﹐蘇方曾以發生瘟

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種種藉口延緩撤軍﹐且遲遲不告知撤離時間﹐

從而造成國民黨軍隊沿長春路北進和接收的困難。3 月 22 日﹐蘇聯

使館突然通知國民政府﹐蘇軍將於 4 月底撤軍完畢。109 莫斯科的目

                                     
107《彭真年譜》﹐第 390~391 頁﹔《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28 頁。 
108 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6 年 3 月 18 日﹔《彭真年譜》第 391~392﹑394 頁。 
10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88~189﹑230~234 頁﹔АВПРФ﹐

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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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然是盡可能將東北政權交給中共﹐為此﹐雙方的配合日益緊

密。3 月 24 日中共中央致電東北局﹐說明現在的方針是“用全力控

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因此要求速與蘇軍交

涉﹐在撤退時允許中共軍隊進佔哈爾濱﹑齊齊哈爾及長春。蘇方則

通過周保中轉告﹐一旦條件具備﹐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長春﹐同時告

訴東北行營接收人員﹐因要“防疫﹐不允許辦理長春交接手續”。110 
25 日中共中央連續致電東北局﹐因停戰小組將於近日到達東北﹐需

即刻與蘇方聯繫﹐請他們“速從哈﹑長﹑齊等市撤退”﹐中共軍隊

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並

以長春為首都。111

3 月底﹐蘇聯因重開經濟談判且似有進展而再次出現反復﹐以至

中共在接管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市的問題出現了一些周折。112 
但事情很快就過去了﹐莫斯科在撤軍的最後時刻採取了兩面手法。4
月 3 日﹐這邊是蘇聯政府答復國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

並協助中國接防部隊﹔那邊是蘇軍代表接連通知東北局﹐蘇軍將於

15 日和 25 日分別撤離長春和哈爾濱﹑齊齊哈爾﹐請中共軍隊立即

前進至三市近郊待機﹐並入市偵察﹐以便屆時就近佔領。蘇方代表

還解釋說﹐美國利用國民黨接管東北來反蘇﹐蔣介石利用美國來反

蘇反共﹐蘇聯目前因談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東北﹐但希

望中共全力堅持東北﹐使東北問題懸而不決﹐造成美蔣被動。113 為

                                     
110 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1946 年 3 月 24 日﹔《彭真年譜》第 395~396 頁﹔《中華

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 191 頁。 
1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卷﹐第 102 頁﹔《彭真年譜》第 396~398 頁。 
112 詳見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6 年 3 月 31 日﹔《彭真年譜》第 399﹑401~402
頁。彼得洛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經濟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為合辦企業的數量較以前

有極大減少（從過去的 60 多項改為七項）。外交部主張撤軍後再談﹐蔣介石主張可

以先談﹐撤軍後簽訂協議。《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 292~293﹑302 頁。 
113《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 296 頁﹔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94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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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讓中共順利接收長春﹐蘇聯對國民黨繼續採取麻痹戰術。4 月 13
日蘇聯使館還信誓旦旦地向中國外交部重申﹐將通知具體撤離時間﹐

並儘量協助中國政府完成接收任務。114 第二天﹐蘇軍就突然撤出長

春﹐同時用事先約定的密碼通知了周保中。115 早已做好準備的中共

軍隊隨即發動總攻﹐當天便佔領了機場兩處﹑市區一部﹐並於 18
日控制了全市。116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應遷長春﹐並

考慮於短期內召集東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北自治政府問題。同時﹐

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幾個勝仗﹐一方面“用全力奪取哈﹑齊二

市”。117

蘇軍原計劃 4 月 25 日撤出哈爾濱﹐但毛澤東考慮到馬歇爾可能

在此之前到達瀋陽﹐故於 16 日電告東北局﹐速與蘇方交涉﹐讓其儘

早撤離。18 日再次要求陳雲和高崗﹐“速催友方從哈市立即撤去﹐

以利我軍馬上佔領。此事萬急勿延。”20 日與蘇軍代表會面﹐高崗

被告知﹐哈市蘇軍已定於 25 日撤離﹐無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

已經留下﹐進城後即可得到。此後﹐按照計劃﹐東北民主聯軍 25
日攻佔齊齊哈爾﹐28 日進駐哈爾濱。118 一則佔有了相當的地盤﹐

                                                                                                              
月 3 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 433 頁。 
114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97。 
115 趙素芬﹕《周保中將軍傳》﹐第 508~509 頁。 
116《彭真年譜》第 408﹑409 頁﹔《馬歇爾使華 — 美國特使馬歇爾出使中國報告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華書局 1981 年﹐第 113~114 頁。王世傑

在 4 月 22 日的日記中寫道﹐蘇聯近日沒有再提經濟合作問題﹐似乎是放棄了與國民

政府進行經濟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為其基礎。長春的陷落和中共態度日益強

硬﹐均與此有關。《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 309 頁。 
11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卷﹐第 134 頁﹔《彭真年譜》第 410 頁。 
118《彭真年譜》第 408﹑413﹑416﹑418 頁。中共進佔齊齊哈爾和哈爾濱的情況詳見

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Мысль》1977﹐с. 160~166﹔余建亭﹕《陳雲與東北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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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則得到蘇軍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時的決心是﹕“一切決定於

戰場勝負﹐不要將希望放在談判上”。119 4 月 26 日與蘇聯大使會談

時﹐周恩來告知﹐“以前共產黨曾同意在滿洲問題上對國民黨作出

一系列讓步﹐但是國民黨不願意停止反對中共軍隊的軍事行動。現

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共產黨不會再作出讓步。”120

然而﹐此時國共在東北的實力對比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由於得

到美國的大力支持﹐2 月上旬和 3 月﹐全部美式裝備的國民黨精銳

主力新一軍和新六軍﹐以及第 71 軍﹑第 66 軍和第 94 軍一部﹐都相

繼投入東北戰場。東北國民黨軍正規軍的兵力﹐已由 1 月份的 13.4
萬人增加到 28.5 萬人。3 月 13 日﹐國民黨軍隊進佔瀋陽﹐隨後兵分

兩路﹐向南進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121 此時﹐林彪的主力部隊“已

苦戰三月﹐急需休整補充訓練﹐並適當調劑武器”。四平中共守軍

                                                                                                              
第 55~56 頁。 
119《彭真年譜》第 414 頁。據筆者考察﹐內戰初期蘇軍的確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

裝備﹐但具體數字不詳。據華西列夫斯基回憶﹐僅蘇聯兩個方面軍向中共軍隊移交

的繳獲的日軍武器就有﹕3700 門火炮﹑迫擊炮和榴彈炮﹐六百輛坦克﹐861 架飛機﹐

約 1200 挺機槍﹐近 680 座各類軍火庫﹐以及松花江分艦隊的軍艦。稍後又轉交了大

批蘇聯武器。據駐旅順海軍基地的蘇聯第 39 集團軍軍事委員博伊科中將回憶﹐1946
年春天﹐肖勁光代表東北局與蘇軍司令部談判﹐要求把繳獲的日本武器（達 50 車廂）

移交給中共軍隊。經呈報蘇聯濱海軍區批准﹐於一週後在大孤山半島（大連以北 15
公里處）開始移交（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蘇聯紅軍在旅大》﹐第 186﹑184
頁。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 138﹑185）。

但中國學者引證東北軍區司令部的資料說明﹐1946 年 5 月底﹐東北野戰軍的裝備為﹕

長槍 160881 支﹐輕機槍 4033 挺﹐重機槍 749 挺﹐各種炮 556 門（劉統﹕〈解放戰

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黨的文獻》2000 年第 4 期﹐第 80 頁）。雙方的

說法差距較大﹐實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統計資料。不過﹐蘇方的資料確有誇

大之嫌（尤其是關於飛機﹑坦克﹑軍艦的說法）。 
120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Ⅴ﹐с. 105~107。 
121 金沖及﹕〈較量〉﹐《近代史研究》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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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作戰英勇﹐但能夠指望的增援部隊只有一至兩個團。所以﹐儘管

毛澤東這時提出了“化四平街為馬德里”的雄壯口號﹐但私下裡卻

與林彪商議﹐爭取儘快停戰和談。122  
正在春風得意的蔣介石當然不願再給中共提供喘息的機會。就

在 5 月 3 日蘇軍宣佈全部撤離中國的這一天﹐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

飛抵南京。兩天後﹐國民政府宣佈還都南京。顯然是對中共的前途

沒有把握﹐看到形勢逆轉的斯大林此時又回過頭來向南京展開微

笑。5 月 8 日﹐斯大林命駐華使館武官轉告蔣經國﹐說 1945 年蔣介

石曾表示願赴蘇訪問﹐現在斯大林歡迎蔣介石前往莫斯科或邊境某

地進行會晤。123 蔣介石現在想的是立即消滅共軍﹐對此當然予以拒

絕。5 月 14 日﹐新六軍攻佔本溪後﹐大舉北上增援四平。18 日林彪

下令四平守軍撤出戰鬥﹐國民黨軍隊進佔四平後繼續北進﹐23 日不

戰而進入長春。雖然此後國民黨軍隊因戰線過長﹐力所不及﹐而止

步於松花江﹐從而形成國共兩軍隔江對峙的局面﹐但是在關內﹐蔣

介石卻命令河北﹑山東﹑山西和蘇北的國民黨軍隊向中共軍隊大舉

進攻﹐中國的內戰於 1946 年 6 月全面開啟。124

 

 
中國內戰的全面爆發無疑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

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國

民黨﹐利用共產黨﹐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

                                     
122《彭真年譜》﹐第 417 頁。 
123《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五冊﹐第 317~318 頁﹔宋平﹕《蔣介石生平》﹐吉

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480 頁。 
124 金沖及﹕〈較量〉﹐《近代史研究》第 21~22 頁﹔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
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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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瞭解也不能控制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

共之間水火不容﹐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裡﹐所謂聯合政府和停戰談

判﹐都不過是為積蓄力量以利再戰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國民黨對美

國援助的依賴﹐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慮﹐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產黨

一方傾斜。筆者同意這樣一種分析﹕“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

控制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係。”125 不
過﹐蘇聯關注的中心畢竟在歐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 年仍然是斯

大林推行或極力維護與美國合作的一年。126 所以﹐莫斯科對於中國

的內戰採取了作壁上觀的態度﹐只要與蘇聯接壤的地區能夠保留在

共產黨的控制下﹐其他問題斯大林恐怕一時是顧不上﹐也不關心的。 
從上述歷史過程還可以看出﹐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確實是多變的﹐

不確定的。有學者用“舉棋不定”來形容斯大林的對華政策﹐認

為﹕“1945 年秋天﹐斯大林的對華政策同他的歐洲政策一樣﹐既沒

有明確的目標﹐又缺乏內在的一致性。”127 筆者不能同意這個判

斷。表面看起來﹐蘇聯對東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復無常﹐但實際上

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貫作風﹕目標始終確定而手段經常變換。

對於蘇聯在東北的政策﹐當時在北滿工作的陳雲有很深刻的認

識﹕“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把瀋陽﹑長

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面﹐援助

                                     
125 牛軍﹕〈論中蘇同盟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第 185 頁。不過﹐認為 1946
年是中共與蘇聯關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恐有不妥。在筆者看來﹐真正的轉折

點出現在 1949 年初中共即將掌握全國政權的時候。 
126 關於冷戰爆發的時間﹐學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杜魯門主義的出

現雖然表明美國已經決心與蘇聯分手﹐但斯大林卻想儘量拖延與西方破裂的時間﹐

直到 1947 年年中﹐蘇聯的冷戰政策才最終形成。詳見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

立及其目標 — 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頁。 
127 文安立﹕《冷戰與革命》﹐第 134~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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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

策的基本目標。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

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

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128

至於中國內戰與美蘇冷戰之間的關係﹐通過國共美蘇四方在東

北問題上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可以看出﹐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

狀態﹐影響了他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

過來制約著美蘇關係的發展。一方面應該說﹐如果戰後美蘇之間存

在真誠的合作﹐那么他們是有能力制止中國內戰爆發的。另一方面﹐

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無疑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面冷戰的奠基

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不過﹐如同文安立所說﹐“就冷戰觀

念的形成而言﹐中國的國共兩黨始終落在大國的後面。毛澤東和蔣

介石直到 1946 年還相信﹐同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結盟並不意味一定要

同另一個對抗。”129 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意識

到﹐他們之間的爭鬥在亞洲打開了通向全球冷戰的大門。 

                                     
128 陳雲﹕〈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1945 年 11 月 30 日﹐《陳雲文選》﹐人民出版

社 1984 年﹐第 221 頁。 
129 文安立﹕《冷戰與革命》﹐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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