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2010-8                              2010 2 9  
********************************************************* 
 

“高崗問題”的若干考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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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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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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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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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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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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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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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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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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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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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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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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 45 0 15  
2 22 45 0 15  
3 22 45 0 15  
4 23 00 24 00  
5 23 00 24 00  
6 23 00 24 00  
7 23 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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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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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在回憶錄中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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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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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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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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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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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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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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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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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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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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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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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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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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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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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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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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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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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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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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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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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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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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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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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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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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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