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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問題”的若干考證及其他
Δִਝ۩ਝ͇̂ጯጼரયᗟࡁտ͕̚ି!!ૺ͛͢!
“高崗事件”曾被染上“黨內路線鬥爭”的色彩﹐如果我們將其
放入更大的歷史背景即 1945 年美蘇英簽訂的以犧牲中國主權利益的
“雅爾塔秘密協定”1 陰影下的中蘇關係中考察﹐就會發現﹐除了黨
1

1945 年 2 月 10 日﹐開始雅爾塔第七次全體會議。在此之前﹐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遞交
一份“斯大林元帥關於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草案”﹐經斯大林﹑羅斯福兩次修
改後﹐即成為 2 月 11 日邀請丘吉爾共同簽署的作為雅爾塔正式文件的〈蘇美英三國關
於遠東問題的協定〉﹐文件不長﹐但對遠東政治影響卻至為深遠。內容如下﹕蘇美英
三大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
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是﹕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以維持。2﹑由
日本 1904 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以恢復﹐即﹕甲﹑庫頁島南部及
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乙﹑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
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以恢復﹔丙﹑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
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
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3﹑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經諒解﹐有關外蒙古及上
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須徵得蔣介石委員長的同意。根據斯大林大元帥的提議﹐美總統

內矛盾的因素外﹐它更是毛澤東與斯大林利用雅爾塔協定控制中國新
疆和東北企圖鬥爭的繼續。

˘ďࡊϞၐ͈೩ֻ۞າՄफ़!
新中國成立前後﹐斯大林曾派遣私人特使科瓦廖夫與毛澤東聯
繫。俄羅斯《遠東問題》雜誌英文版 1992 年第 1~2 期刊登了俄羅斯
歷史學家﹑漢學家塞格‧岡察洛夫對科瓦廖夫的專訪。在採訪中﹐科
瓦廖夫根據自己的親歷及當年摘錄的電報筆記對 1948~1950 年間中
蘇關係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些新材料﹐這些材料曾為國內多家媒體轉
載﹐其中關於“高崗的背叛”部分抄錄如下﹕
1949 ѐ 7 ͡ 27 ͟2 дᛂВ̚δ߆ڼԊᕖ̂ົᛉ˯Ď૯ܑனȈ
̶ᎸጬĎޙᛉԯڌΔކҶࠎᛂᓑ۞ௐ 17 ࣎ΐ༖В઼Ğᛂᓑ༊ॡѣ
16 ࣎ΐ༖В઼ğĄ૯ᄮࠎĎᇹઇΞͽᔖҺڌΔዎܬ઼࡚זĎ
֭ͷΞͽјࠎݑซᑝୀቼ̬Ϯ۞̚ۋΞያ۞ૄгČČ૯൴֏ඕ
ՁޢĎᄃົ۰ಡͽೠᓏĎҭߏᆒ͌؈ព၆ѩܧ૱ϠঈĄ
ॡĎ̂ڒ৭˞ֽĎ၆ӱдௐ˘ଵ۞૯ᄲēņૺүᐑТ
ԠĕŇ̂ົᐌӈ˘ੱᛢજĎЯࠎૺүᐑߏ˘࣎˿ࣥĎഅд͟ώˠ۞
ᑒӄ˭јࠎڌΔ۰Ď˫ֽޢజ͟ώˠ୭˞Ą
將採取步驟以取得該項同意。三強領袖同意﹐蘇聯之此項要求須在擊敗日本後毫無問
題地予以實現。蘇聯本身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蘇中友好同盟協定﹐俾以
其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決中國之目的（〈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
（1945 年 2 月 11 日）﹐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
律出版社 1988 年﹐第 868 頁）。
2
應為 1949 年 6 月 27 日﹐斯大林同秘密訪蘇的由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7 月 27 日﹐斯大林宴請劉少奇和江青。科瓦廖夫
可能將二者在時間上混淆了（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
版社 2003 年﹐第 729﹑731 頁）。
2

ົޢĎԧᄃďᆒӱ˘ዃՠ֘аࣇ۞˭ၼгĄᆒд֘˯ಶయ
ࡦݔĎࠎҋ᜕̎ĄаזҝгĎϡܻ͛ӧᙱг၆ԧᄲĎຐд
˘࣎৪ಞЪШԧಡӘ̚Вᆸᅳጱ̰ొ۞˘ֱଐڶĎᔘ೩זĎ
ࢋᓾ˘࣎۞ࢋࢦޝᙯ઼ֱ̚ߙٺᅳጱˠ၆̚ޞᛂᙯܼંͅᛂҖࠎ
۞યᗟĄ
ԧϲӈ֕˟זሁĎ఼࿅৪ྖШ̂ڒಡӘ˞˘̷Ąٚᄮ
၆۞Բෞߏ࿅ٺᚑࢦ˞ĎҭᄲυืᇹઇĎӎ઼̚ᅳጱΞਕ
ົᄱྋԛ๕Ą༰ͤԧΝ૯۞ଐಡĎᄲԧᔘࢋа઼̚זΝ̍үĎ
̙ࢋଡˢ઼̚ᅳጱᆸ۞ۋӝ̚ΝĄፂԧٙۢĎ̂˞ࠁڒΩγ˘࣎Т
ԠΝפ૯۞ౘĎ֭ኘྖ̰टಡӘ˞̂ڒĄ
ˬ͇ЬĎ̂ڒд͋ඉաฏՅҾိࠎ૯ᓝҖ˞˘࣎ਖ਼Ҿ٢ົޞĎ
д٢˯ົޞĎ̂ڒა˧አྋᆒ۞Ϭ࠼ĎࠤҌޙᛉࣇࣂࠎ̓ኖ
ړĄᆒ͌؈ࠎ˞ֹ̙ˠବᎸĎពૻݍޝг˞ړ੧Ą
ௐ˟͇ѝ˯Ď૯ລ፟а઼Ē۞ଐჰޝҲĎ઼ܑ̚ဥ՟ѣ˘
ֽ࣎ਖ਼ҖĄֱ֤͇ॡ࣏Ďдᄃᆒ͌؈۞ົኘ̚Ď̂ڒᄲēņԧ֤
͇၆Բෞ͉ࢦ˞ĎҰ˵ߏĎԧࣇౌ՟ѣ̦ᆃॲፂĎኛԯԧ۞ຍ֍
ᖼӘගͨТԠĄŇ!
ᆒ̂ໄޝргԆј˞˘؎ĎЯࠎ̙˳૯ӈజЇдາјϲ
۞̚δˠϔ߆عፉЇ۞ࢋࢦޝᖚҜĄͨдкѨᄃԧ۞ኘྖ̚Ďགྷ૱ૻ
አĎ˘͚ۡ૯Ąҭ̙֭ຍק૯ᐝ˯۞ౚᇆ̏ঐεĄ
1949 ѐ 9 ͡Ď˘࣎ࢶപѺ༱ಱਃܑဥణય˞ͨ፨ڌĎࢋՐ̯ధ
ࣇڌזΔΝ࠻࠻ĄͨТຍ˞Ą࣎ဥаזΔִޢĎ˫֍֭ͨזኘ˞
ࣇ၆ڌΔ۞О෪Ą
ࣇᄲĎڌΔ۞৩ԔᔵޝрĎҭຏᛇ઼̙̚ߏזд֤྆ซҖ
ڼĎࣆрညߏѣᕇֽҋΔ͞۞ዐ઼Ąֹࣇຏזមత۞ߏĎࣇೀ
ͼ࠻̙۞ͨזͯĎ҃̂۞ڒͯдڌΔזݒౌߏĄͨ࣎ז
ଐޝޢڶϠঈĎ༊͇ಶԯ૯ΡזΔִֽણΐ߆ڼԊົᛉĎᛉΪѣ
˘୧ĎӈኢņͯયᗟŇ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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ࢶപྤώछ࠻۞זଐߏڶৌ၁۞Ďְଐ۞Ϥֽߏᇹ۞Ą1948 ѐ
࣎˘غᛂᓑາჷᇆᄦͯ̍ү۰઼ֽ̈̚ణયĎࣇຏזдВயᛨ
ྋٸᕬวޢĎז̙࠻ݒ̂۞ڒͯĎຏޝזε୕Ąдຍ֍۞ᇆ
ᜩ˭Ď૯΄ᕬวڌΔݱξᅁᄦ̂ڒ൪ညĎ֭ԯ൪ညଭ
ֽĎ༊˵ѣΞਕͽѩֽܑϯ၆ͨ۞̙႕ĎҭனдޝᙱᄲĄ
߆ڼԊ۞ົᛉ˘ۡฟ˯זĎ̂ࡗαॡνΠĎ૯ঈ๕ࠂࠂ
гֽӘ෦ԧฟົ۞ଐڶĎᆒ͌؈ௐ˘࣎൴֏ĎᚑᆖԲෞĄ
дంࡊޙᛉԯڌΔԼࠎޙᛂᓑௐ 17 ࣎ΐ༖Вְ۞઼ᄃڌΔ̙ଭ
ͨ፨ڌͯ۞યᗟᓑᘭֽĒाֽତ൴֏ĎయࡦݔĎЋဦ
ԯڌΔឰගᛂᓑĎޙᛉԯ૯ฟੵ߆ڼԊĎࠤҌ̚δ؎ࣶົĄͨ
፨ڌ՟ѣ൴֏ĎΪߏдԸைॡĎ᜔͚యņ૯ྮቢŇ۞ՙᛉĎ֭Т
ຍԯ̂۞ڒͯଂБ઼̚ၡੵĄ
֕ޢĎԧՙؠ୮̙ਉᄱϲӈШంࡊಡӘĄ
ௐ˟͇ĎΒ߁ᆒ͌؈д̰۞઼̚ᅳጱˠШԧྋᛖ˞ᙯٺͯ۞
ְĄॲፂࣇ۞ᄲֱߏڱͯኳณ͉म˞ĎυืोଫĄޢĎдԧ
֭՟ѣ೩ࢋՐ۞ଐ˭ڶĎᄃͨ፨ڌಶͯ۞ְኘ˞˘ѨྖĎᗕ͞Т
ຍдᛂᓑְొܝď̚ᛂЪᒉ̍ᇄЋຽͽ̈́Вயᛨďܦѐဥ̚δ؎ࣶ
ົ྆Ď̂۞ڒ൪ည̙ो˭ֽĄ
ௐ˟͇Ď̂࣎˘ֽٮڒಡĎ͚ͨ፨ڌďᆒ͌؈᜔య૯Ą
ԧԯಡोගͨ፨࠻ڌĎҭΪගળ˞݈ࢬ۞˘ొ̶Ď᜔య૯۞֤
˘߱՟ѣળĄѣˠ൴னԧ႒ળ˞˘߱Ď֭ѩְಡӘ˞ంࡊĎ࿅˞
˘͇ԧќ˘זЊޝᚑᆖ۞Բෞԧ۞ಡĎԧΪрГΝ֍ͨ፨ڌĎ֭ԯ
ಡ۞̰टБొળගĎͨ፨ڌ၆ԧү۞ྃ·ޝᎸĄ
1949 ѐ 12 ͡ܐĎͨ፨ڌдΝంࡊ۞ྮ˯Ď΄дᕬวઃ֘Ď
֭ᔛኛԧ˘Νણ៍ξटĄᕬวٙѣ۞̂ޙౌ˯ۏଭ̂۞ڒΗ
֗ညĎͨ۞ͯೀͼ࠻̙זĎͨ፨ڌ၆ѩពȈ̶̙ᎸĄа֘ͫז
৭Ďξ؎३Шͨ፨ڌಡӘᄲĎڌΔ̍ˠ૯ďڒఎ౯˞˘֘ϩ
ᖃݡਖ਼ග̂ڒৡෲ 70 ໐Ϡ͟Ą༼֘னдಶଭдͨ፨֘ڌೃ۞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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ࢬĎͨ፨ڌޢϯᄲēņԯ༼ֽ֘˭עĎԯᖃֽ˭ע˵ݡĎ˘Η
ਖ਼ז૯छĎ˘Ηਖ਼ڒזఎ֤྆Ď၆ࣇࣂᄲĎԧ̏གྷ౯˞ֽҋБ
઼۞ᖃݡਖ਼ග̂ڒĎڌΔҌ̫ᔘߏ઼̚۞˘ొ̶ČČŇ!
၆૯۞۞ޢχᑝĎ൴Ϡдͨ፨ڌణયంࡊഇมĄԧ̏
གྷฟؕ˞౯ਖ਼ග̂۞ڒᙯ઼̚ٺԛ๕۞ಡӘĎಡӘ̚၆઼̚ᅳጱ
ˠ೩˞˘ֱыዟ۞ԲෞĄ1950 ѐ 2 ͡Ďಶдͨ፨ڌӈᗓฟంࡊ
а઼̝݈Ďԧᄲ̂ڒԯԧ۞ЊಡӘĎͽ̈́۞ࢋࢦֱ˘ᙯٺ
̚В̚δ۞৪ಡਖ਼ග˞ͨ፨ڌĄՀᚑࢦ۞ߏĎ̂ڒᔘԯ૯࣎
ˠග۞Бొଐಡ९סග˞ͨ፨ڌĄ
ޢͽ˳ޝĎԧۢ˞̂ڒШͨ፨ڌᅍϹֱ͛ІߏдѼ۞
Ъү˭Ԇј۞Ą1967 ѐ 7 ͡ 25 ͟Ďԧࣇѣ࿅˘ѨኘྖĒѼᄲĎި
ᆃ˵Ԙ̙ځϨĎ̂ڒᇹઇ۞જ፟տౣߏ̦ᆃĄҌٺԧ˘ฟؕಶ
ຏᛇזĎ૯˭̄ၔغԆక˞Ą3

˟ďᕇ҂ᙋ!
科瓦廖夫上面回憶的關鍵是披露高崗在“7 月 27 日”會議上關
於“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以及高崗向斯大
林告密兩個問題。筆者就科瓦廖夫指認的這兩部分內容的真實性做些
必要的資料考證及分析。
關於第一個的問題。
科瓦廖夫這個指認的最大問題是時間和空間的不一致。科瓦廖夫
說“高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的時間是
“1949 年 7 月 27 日”﹐地點是“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如果科瓦廖夫確認事件的日期為“27 日”﹐那只能是 6 月 27 日﹐而
3

韶山毛澤東圖書館﹕〈毛澤東研究數據庫〉（http://www.mzdlib.com/libszzy/MaoZe
DongXingJiuShuJuKu/3674.html）﹔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當代中國出版
社 2006 年﹐第 280~281 頁。
5

不“7 月 27 日”﹐因為 6 月 27 日斯大林在他的辦公室同秘密訪蘇的
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舉行首次會談﹐並沒有召開有劉少奇參加的
“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在 7 月 27 日這天斯大林宴請劉少
奇和江青﹐高崗在場。4 科瓦廖夫可能將二者在時間上混淆了。因為
科瓦廖夫說“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鄉村別墅為高崗舉行了一個送
別招待會”﹐如以 7 月 27 日算﹐三天后即 7 月 30 日高崗回國。這裡﹐
科瓦廖夫可能將宴請劉少奇和江青的招待會誤認為 — 或許他就是
這麼認為 — 是送別高崗的招待會了。
從實際情況看﹐6 月 27 日劉少奇剛到莫斯科不久﹐在這個時刻召
開蘇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讓劉少奇一行“列席”參加似不可能﹐高崗
剛到莫斯科並在會上說那麼唐突的話也不可能。據《劉少奇年譜》﹐
劉少奇一行在蘇訪問期間﹐只有 7 月 11 日這天“列席”5 參加了蘇共
政治局會議。這時高崗到蘇已有十多天﹐自認為他已“獲得到對方特
別的好感”。鑒於高崗不拘小節的個性﹐這時他有可能說話輕率。6 但
這天的會則與科瓦廖夫說的“7 月 27 日”時間不合。因此﹐科瓦廖
夫所說的高崗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
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的真實性﹐就無法確認。因為這天蘇共沒
有召開有劉少奇“列席”參加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任
中方譯員的師哲對科瓦廖夫的說法更是持否定的態度﹐他在接受李海
文採訪時說﹕
ࡊϞၐ͈ॲώಶ՟ѣણΐ࿅ᆒ͌؈̂ົ۞ڒኘĄᆒ͌؈Νᛂ
ᓑĎࡊϞၐ͈ТҖĎ۞̍үߏԧࣇా̂זĎϤࢬШᛂϹঘĎ

4

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第 731 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劉少奇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219 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 218 頁。
6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 32 頁。
6

ࠁࢳ፟ਖ਼ᆒ͌؈˘Җགྷഈᔿ˯۩ďᅈזڌంࡊĄдྮ˯ϡ˞˛ďˣ
͇ॡมĄᆒ͌؈ௐ˘Ѩ֍̂ڒॡࡊϞၐ͈זҹ֧ؒڒझĄҭ
ߏ՟ѣזኘҿ۞ٗมĎдγࢬඈĄ̂ۢڒ˵ֽ˞Ďࠁˠԯ
ΨซֽĎય˘ྮ˯۞ଐڶĄ֍˞̂ڒည࣎̈ጯϠ˘ᇹ৭ඊ
ۡĎȈ̶ღૺďٲᖰĄаඍԆ˞યᗟĎ̂ڒϯຍឰΝĎಶᅁ
ԣੜົಞĄٙͽ̙֭ۢኘҿ۞གྷ࿅Ą7

但是﹐師哲上述所說的“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時間不僅與
目前解禁後的蘇聯檔案﹐而且與中方的文獻出入較大。比如師哲在回
憶錄中將他隨劉少奇一行從清華園出發赴莫斯科的時間定在 7 月 2
日﹐8 而《劉少奇年譜》將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離北平赴蘇聯
訪問”的時間確定為 6 月 21 日﹐到達莫斯科的時間確定在“6 月 26
日”。9 這裡師哲說的代表團從北京出發時間竟比《劉少奇年譜》中
到莫斯科的時間還要晚﹐顯然師哲記憶有誤。
另外﹐師哲關於“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在時間和會議列席
人員的記憶也有錯誤。蘇方文件關於這次會議的時間均記錄為 1949
年 6 月 27 日﹐《劉少奇年譜》記錄的時間是 6 月 28 日﹐莫斯科與北
京時差五個小時﹐二者的差別可能為時差所致。但這不影響我們的考
證。據 A. M. 列多夫斯基提供的標有“絕密”字樣的〈斯大林與中共
代表團的會談記要（1949 年 6 月 27 日）〉有如下明確“附註”﹕
̂ڒᄃܑဥ۞ົኘࢋߏϤϿĆτĆࡊϞၐ͈ፋந۞Ąགྷ
̂ڒᆶዦ֭۞ϯĎϤࡊϞၐ͈ซҖ˞ྃ·࣒ԼĄ͛І̚ᔘ
ѣᇹ۞ܢොēĆంࠃћ͈ᏐୁĄયᗟԔཱིߏ̂ڒΐ۞Ďϒ͛Ď
ࢱᙝ۞ࢦቢߏ̂ڒ൪۞Ą!
7

李海文﹕〈毛澤東訪蘇的真實記錄〉﹐轉引自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
281 頁。
8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 — 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年﹐第 396 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 217 頁。
7

文件註明會談時間為“6 月 27 日 23 時至 24 時進行”﹐參加會
議的人員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同志﹔劉少奇﹑高崗﹑
王稼祥﹑卡爾斯基（即師哲﹐翻譯）和伊‧科瓦廖夫。10 這份文件
至少說明﹐科瓦廖夫參加了會議而且作了會談記要。有意思的是﹐蘇
聯歷史檔案提供的《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中關於
1949 年 6 月 27 日這天斯大林接見劉少奇一行人員進入會場的記錄與
師哲的記憶正好相反。這天的登記簿記錄是這樣的﹕
1ďంࠃћ͈ТԠĎ22 ᕇ 45 ̶ซˢĎ0 ᕇ 15 ̶
2ďѼТԠĎ22 ᕇ 45 ̶ซˢĎ0 ᕇ 15 ̶
3ď͈ࡊڒТԠĎ22 ᕇ 45 ̶ซˢĎ0 ᕇ 15 ̶
4ďࡊϞၐ͈ТԠĎ23 ᕇ 00 ̶ซˢĎ24 ᕇ 00 ̶
5ďᆒ͌؈АϠĎ23 ᕇ 00 ̶ซˢĎ24 ᕇ 00 ̶
6ď૯АϠĎ23 ᕇ 00 ̶ซˢĎ24 ᕇ 00 ̶
7ďͳቈேАϠĎ23 ᕇ 00 ̶ซˢĎ24 ᕇ 00 ̶11

這是劉少奇一行到達莫斯科後首次受到斯大林接見﹐因而不可能
有記錄錯誤。檔案記錄顯示﹕科瓦廖夫於當天晚 23 點進入﹐24 點離
開斯大林辦公室﹐進出的時間與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完全一致。這
說明科瓦廖夫不僅參加了會議﹐而且是隨中方人員同進出﹐因此可以
斷定他也在現場。師哲記憶與此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辦公室
記錄的這次會議進出人員中卻沒有師哲。這說明師哲所說的“科瓦廖
夫根本就沒有參加過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的記憶是不準確的。
不僅如此﹐師哲還將“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的時間也記錯
10

〈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的會談記要（1949 年 6 月 27 日）〉﹐A.M.列多夫斯基著﹐陳
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 2001 年﹐第 97 頁。
11
〈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二）〉﹐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第 20 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724 頁。
8

了。他在回憶錄中說﹕
ԧࣇٯ྿ంࡊČČܑဥൾְЃिޢĎజᔛኛז̂۞ڒआ΄
ҾိĞд͋ඉաܕܢğĄͽ̂۞ࢵࠎڒᛂВ̚δ߆ڼԊЄᘲԓࠃ͈ď
ంࠃћ͈ď͈ࡊڒďοႬΐှď֓ӀֲďΙتᏚჯ؈ďѼඈౌ
৭дܓ݈ܝତމˠĄᄼ࠹̢೪̝͘ޢĎ̂ڒనज٢ޞᆒ͌؈
ܑဥТԠĎᗕ͞ᙝЫᙝኘĎٲՁĎȈ̶ҋĎѨजົᜈ
ܕα࣎̈ॡĄ12

師哲回憶的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在《劉少奇年譜》為 7 月 10 日﹐
時間﹑地點﹑蘇方人員與師哲記憶完全一致﹐13 只是時間上不是代
表團剛到莫斯科“稍事休息之後”﹐而是 6 月 26 日代表團到達莫斯
科後的第 14 天。據《劉少奇年譜》﹐劉少奇一行從 6 月 26 日至 8
月 14 日在蘇聯訪問期間﹐只有 7 月 11 日這天“列席”14 參加了蘇
共政治會議。師哲在回憶錄中準確地記錄了這次會議﹐但他明確表
示﹕“科瓦廖夫是陪同代表團到蘇聯的﹐因而也出席了會議。”15 這
說明﹐師哲所說的“科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過”的“劉少奇和斯大
林的會談”﹐並不是這次會談。但這是劉少奇一行“列席”參加的惟
一的一次蘇共政治局會議﹐會議的形式與科瓦廖夫的回憶一致﹐但時
間不一致﹔會議內容與師哲回憶一致﹐但參加人員卻不一致。最有可
能的是師哲和科瓦廖夫都將這 7 月 11 日的會議與 6 月 27 日中蘇第一
次會談混淆了。時間和空間的記憶錯位﹐使得科瓦廖夫關於高崗
“1949 年 7 月 27 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把東北
宣佈為蘇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的說辭以及師哲的否定意見﹐不
12
13
14
15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 — 師哲回憶錄》第 397~398 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 218 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 218 頁。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 — 師哲回憶錄》第 404 頁。
9

管人們會有怎麼不同的傾向性判斷﹐在更多的檔案披露之前﹐也只能
視為各家說辭﹐尚難採信﹔但從高崗回國後表現出的有失原則的對蘇
傾斜態度看﹐若做出高崗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特別賞識的判斷﹐則大體
可以成立。據馬畏安著《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披露﹕
၆ѩѨᛂᓑ̝ҖĎ૯ܧ૱႕ຍĎϼҢ˘۵ሤ߹Ďд̚യજĄ
үࠎ̚ВϒёܑဥјࣶĎͧݒЇң˘࣎јࣶՀਕវኗᛂᓑ߆
۞عӧᙱĎᄲྖ˵Հ̳ϒ̳Ďΐ˯ࣄӄࡊϞၐܑ͈҃னֽ۞
၆ᛂᓑТԠ۞পҾ۞ሤଐĎЯ҃˵ᒔ˞၆͞পҾ۞рຏĄܑ࣎
ဥ۞ణᛂĎώֽߏ˘Ѩ৪ҖજĎ૯дᛂᓑಡ৽˯֍ಡĎ̳ฟᜨࢬĎ
̙࿅ߏଂ̍үᅮࢋ൴Ďࠎ˞̍ү۞͞ܮĄд૯࠻ֽĎҬͼѣ̦
ᆃஎຍĄ
˘̷Ďౌֹ૯ჟৠ̤ጬĎᙕ႕ԠĄа઼ޢĎШ֗ᙝ۞ˠ̙
ͤ˘ѨᄲēņѨణᛂĎќᘥ̂ޝĄќᘥ̙ߏགྷᑻ˯۞Ď҃ߏ߆˯ڼ
۞Ąؠۺгᄲē̙̂ߏڒಈᝌᆒ͌؈۞Ď၆ाֽ˵̙ިᆃࢦෛĄ࠹
ͅĎኢ̂˵ڒрĎంࠃћ͈ď˵͈ࡊڒрĎ࠻֍ԧ۞ॡ࣏Ďீৠ
ౌѣֱ̙ТĄࠎ̦ᆃĔ̂ໄࣇ̙ߏካᙊԧᓚ˯۞౫̄ӐĔŇ16

下面我們再來談談科瓦廖夫回憶文章中提到的第二個即高崗向
斯大林“告密”問題。這個問題與上面說的第一個問題在時間順序上
前後相隨﹐前者出現於 1949 年 6 月底至 8 月中旬劉少奇訪蘇期間﹐
後者出現於當年 12 月到 1950 年 2 月毛澤東訪蘇期間。
高崗向斯大林告密的真實性﹐國內文獻說法不一。17 在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汪東興日記》﹑馬畏安《高崗饒
漱石事件始末》﹑18 何明﹑羅鋒《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19 邢
16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 32 頁。
姬文波﹕〈關於“高饒事件”幾個重要問題的研究與爭論〉﹐《中共鄭州市委黨校
學報》2008 年第 1 期。
18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 115~117 頁。
17

10

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20 以及師哲回憶錄等書中均
有與科瓦廖夫上述回憶相吻合的文字。其中﹐師哲﹑汪東興和薄一波
的回憶最有份量。
斯大林將科瓦廖夫的告密中共的“材料”轉交毛澤東時﹐師哲是
在場翻譯﹐他的回憶最具權威﹐他說﹕
̙ٙफ़ĎࡊϞၐ͈аΝ̝ޢᆷ˞˘ދѳ㔩઼̚۞ܫܜĎ
̂ڒќޢܫזĎӈגᖼϹගԧࣇĎ֭ᄲēņߏࡊϞၐ͈ҋ̎ᆷ
۞Ď̙ߏԧࣇຍ۞ĄืۢĎ̙ߏຣ߆۞ڼĎΪߏ˘࣎ԫఙࣶĎ
྆ڼ߆ـݒ២Ďߏ̙ޝዋ༊۞ĄŇ21
1949 年 12 月 28 日﹐汪東興在日記中對此寫得更為具體清楚並
附帶出毛澤東的判斷﹕
எ؆Ďͨय၆ԧᄲēņඈԧԯ઼̰۞ְଐநԆ˞Ďԧѣྖ၆
ҰᓾŇĄͨयᏱԆ̳ĎԯԧΨֽĎ၆ԧᄲēņܕ̂ڒТԠϹග
ԧ˘Њѣᙯ઼̚યᗟ۞ܫĎ̚ܫދঘ઼̈́̚Вயᛨ̰ొ۞યᗟĎԧ
࠻ߏѣˠ೩ֻՄफ़ĎឰҾˠᆷӘ߶ېĄŇͨयયԧēņҰ̦ۢᆃ
ߏӘ߶ېĔŇԧᄲēņಶߏШ߶ˠӘېဗĄŇयᕇᐝТຍĄ!
ְଐߏᇹ۞Ďдᄃ̂ົ۞ڒኘ̚Ď̂ڒᛂᓑࠁڌـΔᜠ
րछࡊϞၐ͈ග۞˘ܫދϹගͨ፨˞࠻ڌĄ̂ڒྋᛖᄲĎ
ņࡊߏܫދϞၐ͈ҋ̎ᆷ۞Ď̙ߏԧࣇຍ۞Ď̙ߏຣ߆۞ڼĎ
Ϊߏ˘࣎ԫఙࣶĎ྆ڼ߆ـݒ២Ďߏޫ̙ޝ༊۞ĄŇ22

19

何明﹑羅鋒﹕〈科瓦廖夫的秘密報告〉﹐《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45~59 頁。
20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年﹐第 551﹑
558~559 頁。
21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 — 師哲回憶錄》第 397~398 頁。
22
汪東興著﹕《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第 1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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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毛澤東是有道理的﹐科瓦廖夫一個外國人﹐如果沒有中
國黨內相當地位的人配合﹐他是寫不出那樣的材料的。而與科氏配合
的人﹐在當時只能是高崗。師哲與汪東興是與毛澤東經歷這件事的當
事人﹐他們對此事細節的敘述因工作紀律要求一定作了盡可能的壓
縮。在 1992 年接受專訪中﹐科瓦廖夫還補充說﹕“更嚴重的是﹐斯
大林還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給了毛澤東。”這可能是後來
的事﹐也可能是科瓦廖夫個人的猜測。根據毛澤東對汪東興說的話判
斷﹐當時斯大林給毛澤東的只是科瓦廖夫寫的“一份有關中國問題的
信”而沒有高崗寫的材料﹐因為毛澤東說“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讓
別人寫告洋狀”。
薄一波不是當事人﹐他的回憶反映了毛澤東帶回的科瓦廖夫密信
在中國黨內的反應。薄老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提供
了較多的內容﹕
૯၆ᆒ͌؈ТԠ۞ᘃެͅ၆Ϥֽ̏˳Ą͌؈ТԠд͇ߺᓾྖ
˳̙ޢĎഅԲෞڌΔԊд၆ޞϔྤயล৺યᗟ˯Ϛ˞ņνŇ้݂ᐍ
ཌྷᄱĄ૯่̙̙Νޥ҂࣎Բෞѣ՟ѣநĎ̙҃ͅፄ߱͘г
ซҖಡೇԽᑝĎࠤҌ̳д༊ॡፉЇ࿅ڌΔᜠྮր۞ᛂᓑᓁᜪય
ࡊϞၐ͈Ğֽޢᔘ˘ޘፉЇ࿅ੑགྷ͞ࢬ۞ᓁᜪયğࢬ݈ౄᔀ๋̚ᄲĎ
઼̚ᛨ̰ѣ˘࣎ͽᆒ͌؈ࠎܑ۞ņᏐ࡚ࠁŇĄࡊϞၐ͈ᐌӈᆷܫӘ
෦˞̂ڒĄ૯ణᛂа઼ͽޢĎ˫ШˠҶᄲĎ̙̂ڒಈᝌᆒ͌
؈Ď˵̙ࢦෛाֽĎ҃ካᙊ૯Ą23

薄老 1991 年的回憶與赫魯曉夫 1971 年回憶內容是吻合的。赫魯
曉夫在政治上是個簡單 — 有時還真有些率真 — 的人﹐他在回憶錄
中說﹕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311 頁。
12

͟ώˠдරΔεୀޢĎ̂ڒഅࠁĞӈࡊϞၐ͈ — ͔۰
ොğΝጱ႕߷ᜠྮ۞ࢦ̍ޙүĎࣘЇԧࣇዸ႕߷۞БᝋܑĄԧࣇ
ߏܫЇ۞Ď̂ڒԯෛࠎᏐܫĄԧࣇ۞ҜܑฟؕШԧࣇಡӘĎ
ᄲ઼̚ᅳጱ̄̚ѣధкˠ၆ᛂᓑԧࣇᛨ̙႕ĄፂᄲĎ˾ᐝ˯᎕
ໂͅ၆ԧࣇ۞ѣᆒ͌؈ďाֽඈˠĄ೩۞זˠ྆ࢬ՟ѣͨĎҭͨ၆
д઼̚ᅳጱ̄̚Ҷͅᛂଐჰ۞ֱ֤Тְ˵ϏଳפЇңନ߉Ą̂
ڒԯֹ̂ਖ਼аֽ۞ߙֱ͛Іोගԧࣇ็ዦĎЯѩԧᒢྋ̰۞̚टĄ
ᙯ઼̚ٺᛨ̰ଐჰ۞ଐಡĎѣధкពߏ૯ễගԧࣇ۞Ą
ߏ઼̚߆ڼԊд႕߷۞ܑࢵཝĎྫྷԧࣇҋ̎д֤྆۞ܑᙯܼ
ޝ̷Ą
Ϥٺ̂ڒ˞૯ĎԧࣇεΝ˞˘Ҝ၆ԧࣇৌϒ̓р֭ਕಶ
઼̚ᅳጱ̰̄၆ᛂᓑ۞ৌ၁ၗޘ೩ֻᚗෳଐಡ۞ˠĄ24

赫魯曉夫的話有相當的可信度﹐因為他在回憶錄中也同樣率真地
披露了為蘇聯提供情報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貝利紹娃﹐他
說﹕“有一個訪問中國後取道莫斯科回國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我
們透露了阿巴尼亞人和中國人的這種背叛行徑。代表團成員之一﹐一
位誠實的婦女（即貝利紹娃 — 譯者註）來找我們﹐告訴了我們內幕
情況。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絞死了﹐可憐的女人﹗”25

ˬď̦̂ࠎڒᆃࢋņŇ૯Ĕ!
在周邊友好國家培養代理人是斯大林蘇聯戰後外交的重要內
容。1944 年 1 月 1 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
〈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長篇報告﹐就未來和平和戰後世界政
24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
集》﹐東方出版社 1988 年﹐第 378﹑379﹑380 頁。
25
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 1988 年﹐第 7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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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排提出建議。事後看來﹐這篇報告對斯大林對歐洲和遠東的戰後
構想有較大的影響。關於中國﹐報告開篇“總的設想”部分﹐開宗明
義﹕
ࠎ˞̺ઙᙯٺϏֽπָ୧І۞ُࣹߏ˘ਠّ۞నຐĎυื
ࢵАځቁгܑҰٙՐ۞វϫ۞ĎЯࠎϫ۞д̂ޝ˯ޘՙؠ
ٙଳ߱͘۞פĄдԧ࠻ֽĎԧࣇдၹޙϏֽπጼޢ৩Ԕॡ۞
វϫ۞Ďᑕ༊ߏēౄј˘Ԋ๕Ďֹдܜॡഇ̰ĎҌ͌дለ߷ֲ
߷Ďᛂᓑ۞щБܲזᅪĎ҃πͽჯĄтңநྋņܜॡഇŇ
೩ڱĔԧԯ࣎ෟநྋࠎĎ֖ૉϡֽԆјͽ˭ְี۞ॡมē26
1ğֹᛂᓑͽૻ̂זኢдለ߷ٕдֲ߷൴Ϡ۞Їңܬரౌ၆ι
̙ၹјПᐍĄ่̙тѩĎᔘࢋឰለ߷ďֲٕ߷۞Їң˘઼ٕ࣎̂ะဥ
ࠤҌాᇹ۞هᐝౌ̙ѣĄ
2ğֹለ߷ĎҌ͌ለ߷̂ౙĎͽјࠎۤົཌྷ۞ለ߷Ďଂ҃ॲੵ
д͵ࠧ࣎гડᘕ൴ጼ۞ۋΞਕّĄ

關於中國﹐該報告認為要視中國對蘇聯的態度而定﹐邁斯基寫
道﹕
ߊߏᓾ઼̚זĎ֤ᆃ˘ό͟ώጼୀĎԧࣇ၆઼ٙ̚Ր۞ૄώ
ϫ۞ಶΞͽז၁னĄ̫ޢĎᛂᓑᑕ༊˧ՐႽΞਕஎˢгֹᛂᓑ۞
ᇆᜩซˢ઼̚Ď֭Т઼̚ႽΞਕΐૻ̓рᙯܼĎҭߏĎᛂᓑԯ઼̚ត
ࠎ˘࣎ৌϒૻ઼Ğдགྷᑻď߆ࢬְ͞ڼğ۞Җજ˧ޘĎૄώ˯ᑕ
༊פՙొ઼̰̚ٺ൴ण۞࿅Ąтڍ൴ण۞ᔌШѣӀٺΐૻዮ
̚ع߆઼̈́̚ৌϒϔ۞ďϔซՎ۞Тᛂᓑ̓р۞ˠ̀гҜĎ
26

邁斯基對“長時期”具體解釋說﹕“我的大約估算是﹕如果設想蘇聯需要花費十年
左右的時間醫治戰爭帶給它的創傷﹐那麼在消除這次戰爭的條件下我們所應爭取的安全
與和平的‘長時期’﹐應為至少 30 至多 50 年。粗略地講﹐約為兩代人的日子”（〈邁
斯基給莫洛托夫的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1944 年 1 月 11 日）﹐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16 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6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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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ᆃԧࣇ۞೯ӄҋͧ࠹ͅ۞ଐ˭ڶՀࠎૻ̼ĄΩ˘ଐߏ˵ڶΞ
ͽనຐ۞ĎӈĎԧࣇຍĞҌ͌д˘۞ؠॡഇ̰ğܳซ઼̚۞ૻ̂Ď
Яࠎд˘۞ؠଐ઼̚˭ڶΞਕ၆ᛂᓑԛјߙᚑࢦПᐍĄ27

這就是說﹐未來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取決於“蘇聯的影響進入中
國”以及“中國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進步的和同蘇聯友好的
人士地位”﹐
質言之﹐
蘇聯對中國可控或中國對蘇聯利益的讓渡程度﹐
而非中國與蘇聯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邁基斯的這個報告中的相當部
分與斯大林外交路線是一致的﹐或者說﹐斯大林採納了其中相當的觀
點。在這種思路下﹐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對高崗的關注是必然的﹔
高崗不應該的只是﹐他在組織之外主動呼應了斯大林這種關注。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斯大林為什麼又要出賣高崗。1967
年 7 月 25 日﹐科瓦廖夫就此詢問米高揚﹐米高揚說他“怎麼也弄不
明白﹐斯大林這樣做的動機究竟是什麼。斯大林為什麼出賣高崗”。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也說﹕“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這樣做是出於
何種考慮。”28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這並不是一個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的問
題。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應當瞭解 1949 年斯大林對毛澤東領
導的新中國的新需求以及高崗在這種需求中的地位。
1949 年中國實現統一﹐斯大林知道其在雅爾塔獲得的中國利益
行將告終。在毛澤東即將訪問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對中蘇談判作了最
壞的打算﹐他估計到蘇聯在雅爾塔獲得的中國旅順港基地可能保持不
了多長時間。斯大林在 1949 年過江問題上對毛澤東“不信邪”的個
性已有所領教﹐毛澤東能不聽他的話打過長江拿下整個中國﹐那收回
27

〈邁斯基給莫洛托夫的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1944 年 1 月 11
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16 卷第 699 頁。
28
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
第 3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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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港及中長鐵路﹐也就不在話下。與其如此﹐不如早作妥協﹐並利
用這次妥協交換促成中國參戰支持朝鮮半島的統一。就這樣﹐作為應
對與中國談判可能出現僵局的備案﹐斯大林將金日成實現朝鮮統一的
要求納入考慮範圍。
早在 1949 年 3 月初﹐金日成與斯大林會面時﹐雙方談得最多的
問題是朝鮮半島的軍事問題。29 儘管沒有見到直接記錄﹐但很有可
能就在這幾次會談中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北朝鮮統一朝鮮半島的可
能性﹐可能受到中國北方共產黨過江統一南方的形勢及美國即將從朝
鮮半島撤出的情報鼓舞﹐30 斯大林這時也可能傾向於支持金日成的
設想。斯大林這種傾向性隨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加快最終轉化為不可
動搖的決心﹐這可從他 1949 年 3 月罷免莫洛托夫外長﹑任命什特科
夫為駐朝軍事總顧問和金日成於 5 月派其負責軍事工作的金一 31 訪
問北平的事件得到證明。
劉少奇訪蘇回國後﹐斯大林已將朝鮮的統一與其新的獲取出海良
港的戰略聯繫起來。9 月 15 日什特科夫直接致電斯大林﹐分析了南
北朝鮮的政治經濟形勢﹐並向斯大林提出傾向有限支持金日成軍事統
29

〈斯大林與朝鮮政府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49 年 3 月 5 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
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第 160 頁。
30
1949 年 2 月 23 日〈關於美軍撤離南朝鮮等問題致什特科夫電〉稱﹕“好像美軍正在
撤出朝鮮﹐而且大部分已經撤出﹔駐朝美軍司令官在東京﹔在朝鮮只留一名準將﹐領
導負責南朝鮮軍事訓練的軍官組﹐同時指揮當地撤軍。”1949 年 4 月 17 日〈維辛斯基
關於核實美軍撤出南朝鮮等問題致什特科夫電〉稱﹕“根據現有情報﹐預計美軍於 5
月撤出南朝鮮﹐移駐日本附近島嶼﹐以便給南朝鮮軍隊行動自由﹐與此同時﹐聯合國
委員會也將離開朝鮮。4 月和 5 月﹐南朝鮮將把自己的兵力集結在三八線一帶。6 月﹐
他們會突然襲擊北方﹐以便在 8 月以前消滅北方軍隊。4 月 10 日南方已在開城地區集
結了約八千人（步兵旅）﹐在議政府地區集結了一萬人（估計是第三步兵旅）。4 月
10 日還在東豆川里站臺卸下了三輛坦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
密文件（上）》第 154﹑170 頁）。
31
金一（1910~1984 年）﹐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重要領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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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鮮半島的“結論和建議”。32 毛澤東訪蘇期間﹐中蘇雙方恰在
遼東半島交換問題上談判陷入僵局。12 月 18 日﹐毛澤東給劉少奇的
電報中說﹕蘇聯認為“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
旅順口 30 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
同意從那裡撤軍。33 毛澤東為此邀請科瓦廖夫談話﹐提出希望在第
二輪會談中再次與斯大林就此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12 月 24 日舉行
了第二次會談﹐但斯大林在整個會談中大談與越南﹑日本﹑印度等一
些亞洲兄弟黨的事情﹐而對毛澤東十分看重的中蘇條約問題卻隻字不
提。毛澤東大光其火﹐決定不再露面﹐而在“別墅裡睡大覺”。34
這樣雙方冷淡了一週左右﹐談判陷入僵局。而恰在這個時候﹐金
日成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軍事統一朝鮮問題﹐什特科夫於 1950 年 1 月
19 日向蘇聯外交部電報彙報這一情況﹐35 這使斯大林在打破可能出
現的中蘇在遼東半島的談判僵局上有了新思路。此時﹐斯大林下定決
心﹐準備支持並幫助金日成完成朝鮮南北統一立場。因為朝鮮統一使
他可借助金日成親蘇政權重新在朝鮮半島為蘇聯進入太平洋獲得更
為優良的深水不凍港以取代旅順基地。比較而言﹐朝鮮半島比中國遼
東半島更有利於蘇聯進入太平洋。36 此其一﹐其二﹐如果支持朝鮮
32

〈什特科夫關於南北朝鮮狀況及所應採取的對策致斯大林電〉（1949 年 9 月 15 日）﹐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 251 頁。
33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新華出版社 2007 年﹐第 100 頁。
34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第 101 頁。
35
〈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
（1950 年 1 月 19 日）﹐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 305~306 頁。
36
1897 年 3 月 20 日﹐時任俄財政部辦公室主任﹑中東鐵路和華俄道勝銀行董事會董事
P.M.羅曼諾夫向維特提交的備忘錄﹐提出將控制朝鮮作為優先的戰略選擇﹐他寫道﹕
我認為﹐朝鮮對我們來說是至為重要的。北滿對我們的重要性﹐僅僅在於它為我們提
供了通往遼東或朝鮮的捷徑。但是﹐在最近的將來中國人不會允許我們將我們的鐵路
修到遼東半島的某個港口﹐因為他們瞭解﹐這樣做將把北京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中﹔但
在另一方面﹐他們不會強烈反對我們的鐵路線從伯都訥經過吉林到達朝鮮一個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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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那就不得不請中國參戰﹐不管結果如何﹐斯大林 — 他怎麼也
沒有想到中朝後來會在三八線停火 — 估計中國將在相當長的時期
內在軍事上依賴蘇聯並將不得已請求蘇聯長期駐軍旅順基地﹔如此
一來﹐蘇聯在中國中長鐵路的權利也就順理成章地受到挽留。為此﹐
早在 1949 年 9 月 24 日蘇聯政治局會議否定什特科夫的建議後﹐斯大
林給什特科夫發出一封被註明“優先拍發”的電報﹐要求什特科夫
“拜會朝鮮外務相或副相並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政府關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應該建
立外交關係的意見﹐至於建交時間問題﹐莫斯科認為越快越好”。37
很可能是在朝鮮問題上即將有求於毛澤東﹐斯大林終於讓步﹐派莫洛
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住處﹐表示同意毛澤東提出的“簽訂新的中
蘇友好同盟條約”方案。38 在這新的且有求於毛澤東中國的戰略思
考中﹐斯大林必須獲取毛澤東的信任﹐斯大林明白毛澤東真正的顧慮
在於蘇聯對中國東北主權的態度﹐而取得毛澤東信任的關鍵就是要向
毛澤東證明蘇聯對中國東北沒有沙皇式的野心。為此﹐斯大林將科瓦
廖夫轉給他的關於中共黨內情況的“秘件”親自交給毛澤東。這一舉
動表面上看斯大林沒有出賣高崗﹐而是出賣了科瓦廖夫﹐實際上﹐出
賣科瓦廖夫的這封信就是間接地“出賣”高崗這樣一位“能就中國
領導班子內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39 而“出賣”
因為這會防止日本攫奪朝鮮。但是為了取得朝鮮的同意﹐我們首先必須具有影響朝鮮
財政事務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們一定不要猶豫﹐即使是要作出財政犧牲﹐也不要猶豫
（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 1881~1904》﹐商
務印書館 1977 年﹐第 101 頁）。
37
〈斯大林關於中朝建交致什特科夫電〉（1949 年 10 月 3 日）﹐沈志華編﹕《朝鮮戰
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 261 頁。
38
〈關於周恩來去蘇聯參加談判問題給中央的電報〉（1950 年 1 月 2﹑3 日）﹐《建國
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第 211 頁。
39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
集》第 3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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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者﹐也就在中國東北問題上獲得毛澤東的信任。赫魯曉夫說﹕
̂ڒՙ͕ᛏͨ۞ܫЇᄃ̓ኖĎٙͽԯԧࣇ֤Ҝܑಡаֽ
۞ᄃ૯۞ኘྖᐂोගͨ࠻Ď၆ͨᄲēņ࠻࠻ӐĎҰΞਕົ၆ֱ
ڌҘຏᎸĄŇ40

斯大林“出賣”高崗這件事使赫魯曉夫想起了 17 世紀哥薩克首
領馬澤帕﹕馬澤帕為了控制烏克蘭﹐同瑞典國王查爾斯密謀反對沙皇
彼得一世﹐科楚別伊向彼得一世告發馬澤帕與瑞典勾結反對彼得一
事﹐彼得為了把馬澤帕爭取到自己一邊﹐就把科楚別伊“告密”一事
告訴了馬澤帕。結果馬澤帕處死了科楚別伊。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感
慨道﹕“斯大林對高崗幹的事正是彼得對科楚別伊幹的﹐而毛對高崗
幹的則是馬澤帕對科楚別伊幹的。”41
事實上﹐斯大林這一讓科瓦廖夫“怎麼也弄不明白”的舉動在相
當程度上打消了毛澤東的顧慮。毛澤東自從收到斯大林交給他的那封
科瓦廖夫“涉及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問題”的信後﹐心情好了許多﹐
“食慾有所增加”。42 這種信任為中蘇順利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
助條約》﹐乃至 1950 年底中國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打下了很
好的基礎。
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高崗向斯大林提供的中共黨內矛盾的秘
密材料﹐無疑得到斯大林好感。斯大林“出賣”高崗﹐並不表明斯大
林放棄了對中國東北的“雅爾塔”企圖。只是斯大林對中國參戰的需
要在當時實在迫切﹐而蘇聯在東北培養代理人只是長遠的考慮。長遠
40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
集》第 379 頁。
41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
集》第 379 頁。
42
汪東興著﹕《汪東興日記》第 168﹑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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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不過眼前且必須服從於眼前的現實需要。斯大林可能作出這種估
計﹐即朝鮮戰爭過後﹐中國將對蘇聯在東北的軍事存在更加依賴﹐屆
時也就用不著代理人﹔如真需要的話﹐只要蘇聯在東北有軍事存在﹐
屆時尋找和培養起來也不會太難。

αďņ૯યᗟŇ۞நᄃ̚ᛂᙯܼ̂Ԋ!
事實上斯大林對中國從新疆到東北的整個關外地區的覬覦意圖﹐
最終還是在 1950 年初中方被迫在斯大林要求下簽訂但沒有公佈的
《補充協定》中得到體現。43《補充協定》又使毛澤東本已形成了的
對斯大林在中國東北問題上的信任遭到破壞。直到 1958 年 3 月毛澤
東在成都會議上才說﹕
1950 ѐĎԧ̂ڒдంࡊӝ˞࣎͡Ď၆ࢎٺϲ̢ӄТ༖୧
ࡗď̚ྮܜďЪ۵̳Φď઼ဩયᗟĎԧࣇ۞ၗޘē˘୧ߏҰ೩Ďԧ
̙Тຍ۰ࢋۋĒ˘୧ߏҰ˘ؠિĎԧତצĎߏЯࠎᜪБۤົཌྷ
ӀৈĄᔘࢋņതϔгŇĎӈڌΔາᘟĎ̙ࣞௐˬ઼۞ˠҝд֤
྆Ďனдפঐ˞Ą44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
д̂۞ڒᑅ˧˭Ďຣ˞ڌΔາᘟ๕˧ቑಛďα࣎ЪᒉЋ
ຽĄ
43

1950 年 2 月 10 日﹐斯大林讓莫洛托轉交中方一個排他性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
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的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
讓﹐並允許有第三國的資本或這些國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的工業的﹑財
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公司和團體的經濟活動。這些條件後被納入沒有
公佈的《補充協定》之中（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第 108 頁）。
44
R.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2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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Ұࣇ˘̙ۡ࠹઼̚ܫˠĎ̂ܫ࠹̙ޝڒĄ઼̚ˠజ࠻үߏௐ˟
࣎ᜠћĎߏ࣎ར۞ޢϔĄҰࣇᄲለ߷ˠ࠻઼̙ܻˠĎԧ࠻઼ܻˠ
ѣ۞࠻઼̙̚ˠĄ
ࠎ̦ᆃ༊ॡԧኛ̂࣎˘ࠁڒጯ۰ֽ࠻ԧ۞͛ౢĔߏ̙ߏԧ֤ᇹ
՟ѣ͕ܫĎా͛ౢౌࢋኛҰࣇֽ࠻Ĕ՟ѣְଐĔ̙ߏ۞ĎߏኛҰ
ࣇ઼ֽ̚࠻࠻Ď઼̚ߏৌ۞ҹޥཌྷĎᔘߏΗৌΗ۞ҹޥཌྷĄ
̂ྮځͳ͚ڒቢĎֹԧࣇ۞ࢭ˧ณຫε˞Ѻ̶̝˝Ȉͽ
˯Ą༊ࢭдᙯᔣ۞ॡ࣏Ď̙ឰԧࣇࢭĎͅ၆ԧࣇࢭĄࢭ
౼ӀޢĎ˫̙ܫЇԧࣇĄ̂әҋ̎Ďᄲ̦ᆃ઼̚۞౼Ӏߏд۞
நኢጱ˭۞פĄ˘ࢋؠၔغχ၆۞ਜ਼ܫĄ̂ڒ၆઼ٙ̚ઇ
۞ְֱĎԧдѪͽ݈Ď˘ؠᆷቔ͛ౢĎ౯˘༱ѐͽޢ൴ܑĄ45

毛澤東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戒心使得他在處理高崗問題也格外小
心。有意思的是﹐與蔣介石為了不得罪斯大林﹐通過農林部長的虛位
將主動要求加入蘇共的盛世才從新疆高調調回重慶46 的方法相似﹐
45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澤東文集》第 7 卷﹐人
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386﹑388﹑393 頁。
46
1938 年 9 月盛世才訪問蘇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接見了他﹐會談期間﹐
盛世才向斯大林提出加入蘇聯共產黨的要求。下面是出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
宗﹕45﹐目錄﹕1﹐卷宗﹕323﹐第 32~41 頁﹐轉引自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
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第 223~224 頁）關於此事的記錄﹕
дົኘඕՁॡĎంࠃћ͈ય༛ᏱĎѣ՟ѣ̦ᆃયᗟĄ!
༛ᏱаඍᄲĎтࣇڍѣॡม۞ྖĎ֤ѣ˘࣎ࢋᏐҋШ̂ڒТԠ೩۞યᗟĄ!
ࣇаඍᄲĎࠎ˞̍үࣇؕѣॡมĄ!
ॡ༛Ᏹᄲē۞йᙸߏˢᛨĞӈΐˢᓑВĞοğğĄ!
၆ҋ̎ࢋՐˢᛨ۞ᙸ୕ү۞ྋᛖߏĎᒢྋाЕ۞ጯᄲ̝ޢĎۢߏ
ଘ˘υืܫ؇۞ጯᄲĎڶͷॲፂགྷរቁܫĎ͵ࠧ˯ଘ˘۞ۤົཌྷ઼छ۞߆ߏ̙ع
д˾ᐝ˯҃ߏд၁ኹ̚೯ӄऴ̈۞జᑅ࢝۞ϔĎٙͽࢋՐˢᛨ۞ᙸ୕ᆧૻ˞Ą
னд˞זᇹ۞ྻض፟ົĎᏐҋТ͵ࠧயล৺۞ᅳఞ̂ڒТԠϹኘĎЯѩՙ
ؠӀϡ࣎፟ົܑ྿ҋ̎۞ࢋՐĄтڍ̂ڒТԠᄮࠎΞͽତצˢᛨĎ֤ߏضޝ
ྻ۞Ą!
̂ڒТԠаඍᄲĎтڍ༛Ᏹܧ૱િ࣎ࢋՐĎ֤̙ͅ၆ĎҭߏЄᘲԓࠃ͈

21

1949 年 6 月高崗回國後﹐其位置不降反昇﹐毛澤東用越來越多的虛
職逐漸使高崗離開東北﹐這使毛澤東客觀上避免了 1947 年阿爾巴尼
亞親蘇反南的納庫‧斯皮魯自殺引起斯大林先對霍查後對鐵托極度不
滿並最終對鐵托實施懲罰的後果。47 只是在斯大林臨近逝世的 1952
ТԠᄲĎົຫच༛Ᏹ۞̍үĎЯࠎቼ̬Ϯֹ̂Ğ઼̚ዸᛂֹ̂ğ̙ۢޝົޢ
႕ຍ۞Ą!
༛ᏱаඍᄲĎᅮࢋܲч৪Ďኢቼᔘߏౌ̙ۢѩְĄ!
၆ѩĎ̂ڒТԠ೩ளᛉᄲĎְޝᙱܲҝ৪ĎЯࠎᅮࢋԯበ˘ߙז
ᖐ̚ĎЯѩѣ˘ֱˠົۢ࣎ଐڶĄ!
Єᘲԓࠃ͈ТԠྃ·ᄲĎՏ࣎ᛨࣶΞͽ̙༊ᇹ۞ᛨࣶĎٕᖼˢᛨĎ֤ॡ
࣎৪ಶົజγˠۢ˞Ą!
̂ڒТԠ೩˘࣎યᗟēቼ̬Ϯ̙ົͽࠎ༛Ᏹऻזצᑂజૻ࢝ˢᛨ۞Ĕ!
༛Ᏹ၆ѩ೩ளᛉᄲēቼ̬Ϯ̙ۢѩְĎГѨિҋ̎۞ࢋՐĄ!
̂ڒТԠТంࠃћ͈Єᘲԓࠃ͈ТԠથณޢаඍᄲĎ̙ࣧͅࣇ˯၆Ďт
ڍ༛Ᏹિ࣎ࢋՐĎࣇТຍĄ!
ంࠃћ͈ТԠĎˢᛨޢ༛Ᏹ˵ѣາ۞ᝋӀາ۞ཌྷચĄ!
၆ѩ༛ᏱаඍᄲĎُ̙ѣЇңཌྷચĎᙸຍᆹҖٙѣཌྷચĄ!
ంࠃћ͈ТԠۢ༛ᏱᛸछாֽణޢયĎтڍᔛኛࣇБछजĎຍ˭тңĔ!
༛Ᏹ၆ѨᔛኛצᗿࡶមĎ֭ᄲĎ۞̄؍ົຏྻضޝזĎЯࠎс̙ͤ˘Ѩܑ
ϯԓ୕֍ࠧ͵זயล৺۞ᅳఞ̂ڒТԠᛂᓑ߆عјࣶĎҭ༛ᏱࠤҌ༰ͤс೩
̈́ѩְĎЯࠎᅳఞ̙ߏсਕ֍۞Ą!
ಶѩ̂ڒТԠᄲĎ̙ࢋᇹຐԧࣇĎԧࣇౌߏޝ఼۞ˠĎౌߏ̂छΞͽତܕ
۞ˠĄ!

1940 年代初﹐蔣介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盛世才感覺到中央政府不信任他﹐打算
把他調出新疆﹐於是為了自保﹐逮捕了蘇共派來的一些工作人員﹐對共產黨人實行鎮
壓﹐加強對在新疆的蘇聯人的人身控制﹐導致中蘇關係緊張。1942 年盛世才被任命為
新疆省主席﹐1943 年加入國民黨﹐殺害陳潭秋﹑毛澤民等中共領導人﹐1944 年國民黨
軍進入新疆後﹐被調至重慶任農林部長。
47
納庫‧斯皮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親蘇派領導人﹐宣傳和經濟部長。1947 年 11
月﹐南斯拉夫共產黨認為不能再容忍阿共黨內的反南行為﹐鐵托發出了一封措詞激烈
的信﹐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對斯皮魯的問題弄清事實﹐做出解釋。霍查懾於鐵托和南
共的壓力﹐召開中央全會﹐討論鐵托來信和斯皮魯問題。斯皮魯感到失望而開槍自殺。
關於斯皮魯的死﹐霍查向莫斯科解釋說﹐斯皮魯有反蘇情緒﹐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對
此﹐蘇聯駐阿領事丘瓦欣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長篇報告﹐認為這種說法沒有證
據。斯皮魯的自殺﹐引起斯大林對阿共霍查和南共鐵托極度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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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毛澤東才用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位將其完全從東
北 — 用高崗本人的話說就是“調虎離山”48 — 調至北京。赫魯曉
夫後來回憶說﹕“那時高崗還在政治局裡﹐但我們知道他實際上已經
被打入冷宮。”49 1954 年斯大林的影響已在中國基本消除後﹐2 月份
召開的中共第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也受到揭露和批判﹐高崗於 8 月
17 日自殺身亡。高崗之死令蘇聯人惋惜。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有些蘇聯歷史學者還在其著作中將高崗與王明並稱為“蘇
聯的忠實朋友”﹐50 稱﹕“蘇聯的忠實朋友高崗因反對民族主義傾
向﹑堅持國際主義路線遭到毛澤東迫害致死”。51
1938 年 9 月 2 日﹐新疆軍閥盛世才訪問莫斯科並受到斯大林接
見時﹐在盛世才的積極請求下﹐斯大林同意接納這位軍閥為聯共（布）
的秘密黨員。52 無獨有偶﹐1949 年 6 月 27 日﹐53 斯大林會見中共
劉少奇一行代表團時﹐高崗對蘇聯不恰當的親近態度也引起斯大林的
48

1953 年 1 月﹐高崗告訴饒漱石﹕“去年 8 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來。但是
我拖著﹐既不表態﹐也不成行。去年 9 月份﹐毛主席給我發了一封電報﹐請我早日來
中央著手建立由我擔負的工作﹐讓我告訴他我何時可以到北京﹐並說習仲勛一兩天就
到北京擔負中央宣傳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個多月才到北京。”說到這裡﹐高
崗“俯下身衝著饒漱石”說﹕“調虎離山﹗這你比我都懂。東北這個地方山很大﹐考
慮大有迴旋餘地和藏身之處﹐一旦離開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復復考慮究竟是不是調
虎離山﹖是調虎離山又怎麼辦﹖”（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 135 頁）。
49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
集》第 380 頁。
50
奧‧鮑‧鮑斯索夫著﹕《蘇中關係（1945~1980）》﹐轉引自《1977~1980 蘇聯反華
著作簡介和論點提要》﹐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1981 年印行﹐第 86 頁。
51
米‧斯‧卡皮查著﹕《中國﹕三個十年 — 三種政策》﹐轉引自《1977~1980 蘇聯
反華著作簡介和論點提要》第 61 頁。
52
1938 年 9 月 2 日斯大林會見盛世才並接收他加入聯共（布）。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
閱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23﹐第 32~41 頁）﹐文件背景資
料參見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第 221~224 頁。
53
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第 7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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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但不知是否天意﹐
從與羅斯福背著中國簽訂雅爾塔秘密協定後﹐
斯大林在分裂中國問題上總不遂意﹐而斯大林支持中國出兵朝鮮戰爭
的結果更是事與願違﹕中國在戰場上將美國人逼退至三八線以南的
同時﹐也使蘇聯人知趣地退出了中國東北地區。1953 年朝鮮停戰之
後再看三年前中蘇簽訂條約中的那個《補充協定》﹐已如廢紙一堆。
那麼﹐現在看來“高崗事件”的定性始終被限制在“黨內路線”
鬥爭範圍內﹐惟一的解釋是考慮到當時必須維護良好的中蘇關係大
局﹕不便說外﹐只有說內﹔不便就事論事﹐只能借家事說外事。這導
致後來許多“就事論事”的人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提法不理解﹑對
高崗事件被定性為“反黨分裂活動”54 有看法﹐以致毛澤東在 1955
年 3 月 21 日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就黨內存在的“究竟有沒有
這個聯盟﹖”﹑55 “知道高﹑饒一些壞事情﹐但是沒有看出他們的陰
謀”56 等議論作長篇但解釋力不強的說明﹔直到 1980 年鄧小平在堅
持對高崗事件處理的原有結論的同時﹐也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的若
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同志表示﹕“揭露高饒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
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
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
斟酌一下。”57
這樣看來﹐當時用“黨內鬥爭”由頭處理“高崗問題”﹐除了黨
內鬥爭的因素外﹐它更多的還是毛澤東不便挑明的中國共產黨自
1945 年以來抵制斯大林利用雅爾塔秘密協定控制中國東北和新疆企
54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
2009/mzzz/dsj/200909/01/t20090901_19915276.shtml）。
55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397 頁。
56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 6 卷第 401 頁。
57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鄧小平文選》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93~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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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鬥爭的繼續。58 事隔半個世紀後﹐楊尚昆同志才在 2001 年發表
的〈回憶高饒事件〉59 一文中算是將話挑明了。他說﹕
၆ďᛝְІĎᔘᅮࢋᄲזĎְࢬޢቁѣᛂᓑ઼̂Ւ͛ཌྷ۞
ࡦഀēࣇЋဦཉ઼̚ٺҋ̎۞ଠ˭̝טĎҌ͌˵ࢋԯڌΔາᘟৼ
ˢņ๕˧ቑಛŇĒࠎѩĎᅮࢋд઼̚ᛨ̰৺ొ̚ۏҒďԬď
ૈങᐌ۰நˠĄ૯дڌΔᓁឦᛨ߆̂ᝋĎ֤ॡТᛂВ
ᛂᓑ߆۞عᙯܼໂ̙ϒ૱Ď۞߆͕ڼТᛂᓑ۞઼̂Ւ͛ཌྷᅮࢋ
˘ٮӈЪĎ̢࠹ӀϡĄ̚δ၆ѩѝѣ၅ᛇᛋଖĄ1953 ѐ૯֤ٺ
ᆃ͘ٸຣ̶ෘᛨ۞߿જĎѣ઼ᅫޢᄂ͚Ď˵ߏପᄏ̙˞۞ְ၁Ą

當時在高崗問題的處理上﹐毛澤東確有上述難言之隱﹐以致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斯大林對中
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
表。”60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鮮戰爭結束﹐西方對新中國的封鎖和打
壓將更加嚴酷﹐在這樣的時候﹐尤其是在赫魯曉夫剛剛上臺不久﹐保
持良好的中蘇關係對新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樣的歷史背景
下﹐將“高崗事件”的處理限制在“黨內路線鬥爭”範圍內﹐有利於
新上任的赫魯曉夫進一步發展對華關係﹐擴大對新中國的援助項目。
從赫魯曉夫上臺不久蘇聯對華援助大幅增加的事實中﹐我們可以體會
到當時毛澤東同志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繫一起的深層考慮﹐理解
這些考慮﹐我們也就理解了當時毛澤東採取處理高崗的方式﹐以及鄧
小平仍然堅持當時處理高崗問題的結論的深層原因。我們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中蘇關係惡化的年代﹐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蘇聯政要及戰略
58

張文木﹕〈論“雅爾塔秘密協定”框架下的中國反分裂鬥爭及其世界意義〉﹐《領
導者》2009 年第 10﹑11 期。
59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 年第 1﹑2 期。
60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 7 卷﹐第 3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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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斯大林“出賣”高崗之事的後悔和不滿﹐也反面證明﹐毛澤東
處理高崗的方式 — 如果我們比較 1947 年阿爾巴尼亞親蘇反南的納
庫‧斯皮魯自殺招致斯大林先對霍查後對鐵托極度不滿並最終對鐵托
實施懲罰的後果及其對他們國家利益損害的後果 — 是合適的和符
合中國國家利益的。

̣ďņ૯યᗟŇ̝ޢᑕ༊ڦຍ۞યᗟ!
以上只是筆者在閱讀史料時僅就 1949 年 6 月高崗隨團赴蘇之後
所表現出的“高崗問題”所作的一點考證和思考﹐但這些並不意味著
否認此前高崗曾為中國革命做出的傑出貢獻﹐相反﹐筆者以為﹐我們
還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對高崗錯誤批評的前提下﹐我們也應
對高崗曾為中國革命所做出的貢獻予以應有的肯定並表示應有的敬
意。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
改變世界。”61 批判舊世界不易﹐而建設新世界更難。如果我們在
評價歷史人物時因過廢功 — 這與因功廢過的結果一樣﹐或因一時之
過廢一生之功﹐那就脫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
法﹐這就會使我們處理人事的結論經不住歷史的考驗並在相當長的時
期裡留下“後遺症”。而如何避免這些“問題”之後的問題﹐大概更
是我們在對歷史人物研究中尤其要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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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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