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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9年间中越同盟中的苏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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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摘要］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越同盟从形成、唇齿相依到最终的兵戎相见，主要源于两国对
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但在冷战和中苏同盟分裂的背景下，苏联的
外部作用也不容忽视。
苏联的主要作用表现在 ：它在援越抗法时期促成了中国对越援助，是中越同
盟的促成者；它凭借对越南的大量援助，
实施离间战略，
致使越南日益离心中国，
是中越同盟的离间
者；
它依靠对越南的老挝政策、
柬埔寨政策的支持，
导致中越同盟完全破裂，
是中越同盟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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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 苏两极对峙的冷战国际背景 下 ， 中 越

时，为了实现越南的民族独立和表示对中国援助

两国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诉求结为盟

的感谢，越南不仅支持中国的内政政策，而且在

友，中越同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资本主义阵

外交上保持与中国高度一致。由此，中越两国在

营的东方前线。（中国和越南在冷战中虽然没有

政治、外交上结为盟友。此同盟是社会主义阵营

缔结正式的盟约，但是从两国的关系来看，两国

的一部分，是中越两国共同对抗西方殖民侵略、

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上都结为紧密的关

在亚洲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体现。对苏联

系。中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大力支持越南独立，

而言，它的形成既有利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

经济上大力支援越南建设，军事上实施援越抗法

量，又可以实施不干涉亚洲革命的政策，避免和

和援越抗美战略，因此，两国可以看作没有缔结

西方直接对抗。为此，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条约的盟友）。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苏

中越同盟的形成。

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中越同盟也日益破裂。在中

苏联的推动主要通过脱手政策实现。它一方

越同盟形成和破裂的过程中，苏联依次起了促成

面以国际分工为由，强调中国在亚洲社会主义革

者、离间者、终结者的作用。

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观上把援越的责任推给中
国；另一方面奉行消极援越的政策，客观上推动

一、1950~1964：中越同盟形成的促成者
1950~1964年是中越同盟形成和保持亲密关

中越两国友好密切关系的形成。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系的蜜月期。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

也鼓舞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建国之

益的需要，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实施了对越南的援

后，毛泽东前往苏联商讨中苏合作问题。12月，

助，成为抗法时期援助越南的唯一国家。与此同

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时，在谈到越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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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提出，援助越南是中国的责任。 [1](P.67)与此同

军事援助的国家。黄文欢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

时，受到新中国革命胜利消息鼓舞的胡志明正准

“在1950~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

备来中国寻求援助，刘少奇答应了他的要求。为

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

了获取更多的援助，胡志明飞往莫斯科请求苏联

药、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粮和

提供援助。胡志明在莫斯科提议与苏联签订一个

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 [6](P.55)在抗法战

类似《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协议，斯大林没有允

争取得胜利后，中国继续为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

诺，他再一次强调中国在越南革命中的领导作

提供各项援助。1960年10月，在越南进行第一个

用，并以革命分工说为由把援助的责任推给了

五年计划期间（1961~1965），中国给其6亿元人

中国。革命分工说是指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之

民币的贷款。[7](P.362)

际，斯大林提出的欧洲的革命归苏联管，亚洲的

此外，在承认北越政权、越南统一问题上，

革命归中国管的革命分工。由此可见，苏联的脱

苏联采取的不支持态度客观上促使胡志明向中国

手政策直接推动了中越同盟的形成。

靠近。苏联因为担心苏越建交影响苏法关系而推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把提升中

迟了对越南的承认，而中国不惜推迟中法建交的

国的国际地位、缓和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作为

时间率先承认北越政权，成为与越南建交的第一

外交目标之一。 [2](P.45)会上，苏联外长反复强调中

个国家。尽管在中国承认越南之后，苏联与东欧

国的国际地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这次会议上

国家纷纷承认北越，但是中国作为第一个建交国

发言指出，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中国有着巨大

的地位势必在越南领导人心中留下位置。赫鲁晓

的、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在最后的会议声明

夫上台以后实施“三和”路线，为了讨好西方，

中，他再次声称：“日内瓦会议本身以及会议的

甚至提出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加入联

结果表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中

合国，这导致越南劳动党的愤怒， [8](P.30)而中国一

华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中是起着重要

直支持越南的统一。[9]

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作

简 而 言 之 ， 在 中 越 同 盟 的 形 成 、 发展 过 程

用，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影响和威

中，苏联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1950年胡

[3](P.103)

鉴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社会

志明访问苏联之前，刘少奇就允诺给予越南援

主义国家的威信，苏联对中国的公开称赞，成为

助，但是如果不是后来苏联把援越的重任交给中

越南向中国靠拢的粘合剂。

国，中国就不可能成为援助越南的最主要的援助

信”。

苏 联 把援越的责任推给中国后， 在 随 后 的

国。中越同盟的基础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利益和

1950~1964期间均奉行消极援越的政策，客观上

共同的敌人，中国对越南的大量援助则是维护此

推近了中越两国关系。在援越抗法时期，苏联几

基础的保障。之后，中国承担起援越抗法的重任

乎未向越南提供任何军事援助；越南土地革命时

并和越南发展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而苏联

期，苏联开始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尽管苏联在

的消极援越，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和越南的亲密关

电力、矿业、化工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公共服

系的形成和发展。虽然1950年胡志明去苏联时希

务、教育等领域为越南提供了援助，但是总体而

望主要依靠苏联的力量实现民族解放，但是比较

言，其规模远比不上中国。

[4](P.84-100)

中苏在援助越南问题上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也

1955年苏联援助越南只有中国的一半——

不得不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因此，在这

3.65亿美元，1955年~1965年，苏联只向越南提供

一阶段，苏联从主观和客观上充当了中越同盟的

了3.2亿卢布的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 [5](P.440) 相比

促成者。

之下，在援越抗法时期，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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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5~1973：中越同盟的离间者
东京湾事件后，越南面临美国入侵的威胁，

元，当时1美元=0.9卢布）；1966年到1967年，苏

中国开始大规模援越，原本关系密切的中越两国

卢布（接近于550.5 百万美元）；1968年，苏联对

因中国的大力援助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

越南的军事援助达到357百万卢布（396.7百万美

苏联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元）；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的援助

了与美国的争夺。布热津斯基指出了苏联对越南

中，苏联的比例由1967年的36.8%提高到1968年的

战争态度转变的原因：一开始苏联担心越南战争

50%。 [11] (P.58-59)

联提高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其价值达到5千万

让美苏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或者产生危险，随着战

苏联的大量援助，使越南在50年代初就希望

争的深入，苏联领导人开始看到了苏联从中获取

苏联充当其主要援助国的愿望得以实现，苏越关

的利益：战争减少了美国对欧洲的关注，为苏联

系顿时亲密起来。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苏越两

外交创造了机会，削弱了美国在东欧政策的有效

国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压

性，加剧了国内的压力和消耗了美国大部分的资

力。中国一方面向越南提供大量援助，另一方面

源，转移了中国对苏联的敌对，降低了中美和解

劝告越南领导人不要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多次告

的可能性。

[10]

在 亚 洲，苏联开始插手亚洲革命 ， 通 过 大
规模援助越南以获得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本来中

诫越南：苏联援助是有目的的，越南面临修正主
义威胁。但是越南并不能接受，他们告诉中国苏
联的援助是全心全意的。

苏可以共同携手援越抗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但

在苏越关系随着苏联的援助而日益密切的时

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越南成为苏中博弈的阵

候，中越关系的逆流却日益公开化。1965年越南

地。因此，为了在对美、对中博弈中获胜，苏联

的《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登载了利用历史问题

凭借大力援助越南离间中越关系致使越南日益倒

进行反华的文章，1966年周恩来对黎笋说不该宣

向苏联。

传中国封建帝王对越南的侵略，一切要以反对帝

（一）苏联加大援越力度

国主义为主，但是此后舆论并没有制止。胡志明

纵观20世纪50~70年代的中越关系，最重要的

也并没有对此公开表明态度。

两个主题是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对越南而言，

此 外 ， 在 援 越 抗 美 时 期 ， 苏 联 的 军事 优 势

获得国际援助，争取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是它

也成为越南向苏联靠近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美国

核心的国家利益。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凭借大力

发动滚石行动对河内进行狂轰滥炸之后，有效的

援越与越南建立起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在第

空中防御至关重要。苏联的空军显示了自己的优

二个阶段，由于苏联的介入使中国单独援越的格

势。苏联对越南的主要军事援助是CA-75M的高端

局被苏联、东欧、中国共同援越的格局所取代。

导向器和地面导弹（众所周知的SAM-2）以及提

尽管中国一如既往地对越南实施援助，但是与苏

高的SAM-3系统。 [12]苏联的军事援助显示出自己

联的援助相比，中国的援助已处于落后势态，并

技术上的优越性，越南的人民军相信苏联的SAMs

且军事技术亦不如苏联。因此，越南日益离心中

能够击落美国1300架战斗机，是战争中最好的武

国。

器。[12]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

相比之下，中国的空中防御体系匮乏。中国

南，强调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南亚的前哨，

军队进入越南，主要负责后勤和工程修建。越南

并在此后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自1965年至1968

领导人私底下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最大。越南

年，苏联对越南的援助稳步增长。1967年，苏联

人相信，苏联对越南的帮助更有效。 [12]美国学者

援助越南的费用达到547.3百万卢布（608.1百万美

李小兵据此认为在1968年，苏联赢得了越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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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先进技术。[12] ①

明去世，越南的外交战略发生转变，并日益倒向

（二）援助策略上的离间

苏联。

除 了 技术上的差距外，苏联还在 援 助 策 略

总之，苏联凭借自己雄厚的国家实力和技术

上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计划，为中越关系制造事

优势不断拉拢越南，成为中越同盟的离间者，越

端，导致两国摩擦不断。苏联于1965年提出，采

南受惠于苏联的援助也不断向其靠近。在胡志明

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行动的策略援助越南以及中

时代，越南对中国就已经离心，但是出于对中国

国为苏联军用飞机进入越南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

援助越南的需要，胡志明在两国之间走钢丝，搞

飞机总航线。但是中国以联合行动会使兄弟党受

平衡。但是随着黎笋的上台，越南对中国的离心

苏联控制以及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拒绝。

和反目日益公开化。中越同盟的破裂也日益明朗。

与此同时，苏联提出的志愿军参与北越作战
计划和利用中国铁路运送援越物资的提议也遭到

三、1974~1979：中越同盟破裂的终结者

中国的拒绝。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为苏联和东欧

此时的中越同盟已经名存实亡，黎笋外交上

无偿运送了大量援越物资和设备。中苏在援越行

的亲苏举动为苏联终结中越同盟提供了保证。20

动中的摩擦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援越的效

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联合抗苏的态势给苏联

率，这些摩擦与中苏的大量援助相比，小巫见大

造成了一定压力，鉴于此，苏联加强了向东南亚

巫，却给越南领导人心中留下了阴影。胡志明时

渗透的力度。在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后，苏联利

代的越南为了获取中苏双方的援助，不得不在中

用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机会，趁机填补越南的真空

苏之间周旋，尽量减少中苏关系恶化给越南的反

地带。它通过大量援助、与越南缔结同盟条约和

美斗争带来的不利影响。

支持越南的扩张政策的方式直接导致了中越同盟

此外，苏联在中国周边地区实施扩张战略向

的解体。

中国施压，致使中国转移对越南的注意力。1966

（一）苏联继续大力援越

年苏联与蒙古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苏军驻扎蒙

苏联在越南革命胜利后，继续奉行大量援助

古，加大了中国北部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苏

越南的政策。早在1973年7月，苏联就把对越南的

联不断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北部安全进一步受

贷款变为无偿援助，1974年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

到威胁。从1964年到1969年3月，由苏联挑起的中

助为44.7百万美元，1977年的军事援助为80百万美

[13](P.158)

在1962年中印

元，1978年的军事援助为700百万美元；1979年的

边境冲突中，苏联对印度的支持，增加了中国西

军事援助为890百万美元。[14](P.196)除了以军事援助

南边境安全的压力。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中国

赢得越南的好感和信任外，苏联此时全面提升与

军事安全策略转变。1968~1969年是中越关系的关

越南的关系。1975年，黎笋访问苏联，两国签署

键时期，对中国而言，1968年中国的外交战略发

了《越苏宣言》确定了两党的全面联系以及在国

生了变化，由美国为主要敌人变为以苏联为主要

际上密切协作，本次会谈双方还签署了苏联向越

敌人，军事防御由南转向北。此时，中国对越南

南提供优惠贷款基金及协定，勃列日涅夫称越南

的关注有所下降，强调越南要独立自主、自力更

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南亚的巩固前哨”。1978

生，这一方针的实施疏远了中越关系。在中国对

年越南加入苏联的经互会，勃列日涅夫称越南为

越南援助有所放松时，苏联趁机拉拢亲苏势力，

“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再次强

扩大在越南的影响力。对越南而言，1969年胡志

调越南在东南亚中的地位。此幕和当初苏联强调

苏边境冲突事件达到4189起。

① 资料来源于2006年1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冷战转型：1960-19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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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援越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一幕极其类

事同盟作保障，越南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最

似。随着中苏关系的完全破裂，两国视彼此为敌

终终结了中越同盟。据旅美学者翟强分析，越南

人，苏联把越南引入自己的全球战略，让其充当

的外交战略不满足于仅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

苏联在东南亚反华、反美的堡垒。

是想通过控制老挝、柬埔寨，让老挝、柬埔寨、

与 此 同时，中越关系渐行渐远。 前 面 已 提

越南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越南在这一联邦中居

到，中越同盟的基础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敌人，

于统治地位。在越南战争期间，越南的这一政策

随着越南抗美斗争的胜利以及中美联合抗苏外交

被抗法、抗美斗争所掩盖。中国在老挝、柬埔寨

战略的形成，美国已不再是两国的共同敌人。

问题上的主张历来都是保持其独立性。在日内瓦

并且此时中国鉴于国内的经济困境和越南革命

会议期间，这一分歧就在中越两国间显示出来，

已经胜利的事实，在1973年后减少了对越南的援

只是被反美斗争所掩盖。[15](P.222)因此，随着越南革

助，而苏联对越南的大力援助使其最终倒向苏联

命的胜利，中越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显现，

怀抱，越南自认为有苏联的靠山也日益对中国

而苏联支持越南这一政策。对苏联而言，支持越

强硬。1973年越南称中越存在大量的争端边界，

南的老挝、柬埔寨政策，一方面可以提升越南在

1975年越南向南沙、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同

东南亚的地位，以便充分发挥越南的社会主义东

年，越南下令停止了中文报纸《新越华报》，

南亚堡垒的作用；另一方面苏联可以趁机扩大和

1976年越南外交部声称，长沙群岛（南沙群岛）

巩固在东南亚的势力，增加与美国全球争夺的砝

属于越南，1975~1978年越南大批驱赶华侨。此

码。由此，有了苏联的政策支持，越南在革命胜

时，中越之间的摩擦日益公开化，不和谐的声音

利以后变得有恃无恐，在外交上开始实施扩张战

也日益增强。越南领导人虽然表面维持中越友好

略，在老挝、柬埔寨问题、中越边境问题上态度

关系，背地里却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而把苏联

不断强硬起来。1978~1979年，越南不断排华，

作为越南的最重要的盟友。1975年，黎笋在党内

1978年12月大举进攻柬埔寨，建立亲越政权，中

提出把注意力转移到应对中国的威胁上。

国外交部表示抗议并表示支持柬埔寨。此后，中

（二）苏联支持越南扩张

越边境摩擦不断，加之越南推行的一系列的反华

1978年是苏越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

举动，终于导致了1979年2月的中越边境战争。至

在这一年的11月，苏联和越南最终签署了《越苏

此，中越同盟最终解体。

友好合作条约》使两国最终形成了军事同盟关

总之，正是苏联对越南的大力援助和对越

系。至此，苏联和越南确立了在政治、经济、

南扩张政策的支持，中越同盟才最终分道扬镳。

军事各领域全面合作的同盟关系。在此条约中，

关于这一点，1984年陈云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

“缔约双方将对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

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说，正是苏联的支持，越

题进行协商。一旦双方中之一成为进攻的目标或

南才有力量反华和攻打柬埔寨，导致中越同盟解

受到威胁的目标时，缔约双方立即进行协商，以

体。[16]

便消除这种威胁和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保障两
国和平与安全”。[6](P.112-113)不言而喻，威胁自然包

总 而 言 之 ， 在 中 越 同 盟 关 系 的 一 系列 演 变

括中国。1978年召开的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

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领导者的苏联扮演了

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同年8月，苏联

一个复杂的角色。它是中越同盟的促成者、离间

开始使用越南的金兰湾；1979年3月27日，苏联军

者、终结者。作为外部因素，苏联的促成者角色

舰在金兰湾抛下了锚；到1985年，金兰湾已经成

更多是苏联对亚洲脱手政策的客观反映；离间

为苏联在本土以外的最大海军基地。有了苏越军

者、终结者的角色是适应苏联的对外政策调整而

11

为之，它们对中越同盟的最终破裂产生了重大影

知，但是在作为外部因素，苏联对越南的大量援

响和作用。换句话说，虽然中越同盟破裂的最根

助和对其扩张政策的支持，间接导致了中越同盟

本的原因是源于两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认

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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