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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

与两次台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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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后美国第二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继续推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 支持和控制盘

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阻挠中国统一, 由此引发了两次台海危机。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

势, 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 使

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中国人民没有完成统一台湾的任务, 台湾问题至今仍是中美关系

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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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战后美国第二任总统。上台后, 艾森豪威尔继续推

行其前任总统杜鲁门所制定的以遏制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 从这一全球战略出发,

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执行一条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 而且其敌视中国的顽固态度较上

一届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经济上对华实行封锁和禁运; 在政治上拒不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军事上策划针对中国和苏联的太平

洋远东防务体系, 妄图包围中国。在针对新中国的远东战略部署中, 台湾和澎湖列岛具

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 因此美国竭力加强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控制和支持, “放蒋出

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蒋介石集团大肆宣传要“反攻大陆”, 加强对大陆沿海地区

的武装骚扰和破坏, 从而导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蒋介石集团自败退台湾后, 便将其反共的前沿阵地部署在大陆沿海岛屿一线, 不断

进行挑衅和破坏。同时, 为求得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他“反攻大陆”, 积极谋求与美国缔结

军事同盟条约。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另有考虑, 一方面美国要继续控制台湾, 阻挠中

国统一, 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被国民党集团拉下水, 卷入一场与中国大陆的直接冲突, 所

以对于与蒋缔约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最初阶段处于犹疑不定状态。日内瓦会议期

间, 蒋介石集团频繁就缔约之事与美国交涉, 而美国也不甘心日内瓦会议上的失败, 于

是在 1954 年 7 月, 艾森豪威尔派特使访台并与国民党当局讨论有关缔约问题。对于美蒋

的勾结, 中国政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为回击蒋介石集团的挑衅活动和美蒋结盟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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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 毛泽东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54 年 7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 提到了美蒋正在谈判签订防御条约

一事。8 月 11 日,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次政府会议上又提到“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

和内政, 决不容许他国干涉”, 并说美蒋之间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在美国方面看来, 中国所进行的解放台湾的宣传, 可能是解放台湾的前奏。由于日内瓦

会议后, 印支、朝鲜都已停火, 中国有可能腾出手来对付台湾。基于这种分析, 艾森豪

威尔政府认为应该同蒋介石签订一项条约, 这有助于维持台湾地区现状; 同时认为美国

必须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冒一定风险采取强硬路线”。于是在 8 月中下旬, 美国不

断对中国进行恫吓, 提出要动用海、空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 美国海军不断侵入大

陆岛海面。

美国的威胁和蒋介石的挑衅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响, 为了表明中国坚决反对美国

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态度和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决心, 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解

除国民党反动派对沿海地区的威胁, 从 1954 年 9 月 3 日起, 人民解放军对金门进行猛烈

的炮击, 从而开始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行动如何作出反应, 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认

为,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台澎, 不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 如果美国直接介入沿海岛屿

冲突, 就会引起与中国的战争, 这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安排。因为, 就美国最主要的

战略利益来说,“合乎逻辑的敌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美国如要参加一场全面战争, 就

应和俄国打, 而不是和中国打”, 要打就“打蛇头”。再者, 沿海岛屿对“保卫”台澎并

不重要, 即使“沿海岛屿不在国民党手里, 对保卫福摩萨 (台湾)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

同”。所以从美国的安全利益出发, 没有必要卷入沿海岛屿冲突。但是沿海岛屿问题并非

孤立的, 它是与台湾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美国必须支持蒋介

石政权, 加强它的军事力量。而蒋介石衡量美国支持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美国是否

积极支持它“反攻大陆”, 如何对待沿海岛屿冲突则更成了一块试金石。这样, 就使艾森

豪威尔政府陷入一种矛盾的进退两难的处境。

为了摆脱困境, 根据杜勒斯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

国安理会, 由安理会作出一项维持台湾地区政治和领土现状、实现停火的决议, 在他们

看来, 如果这种办法成功, 那么既可以实现停火, 又可以朝着把台湾与大陆隔离开来, 进

而朝制造“两个中国”的方向迈出一步, 而且美国可以始终不直接出面, 避免与新中国

进行任何接触, 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排斥中国。但美国这一计划为蒋介石所拒绝, 也遭中

国政府强烈反对, 最终陷于流产。

1954 年 11 月初, 人民解放军加紧了对大陈岛、一江山岛的袭击, 台湾海峡形势发生

了新的变化。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美国把政策重点转到加快与蒋介石缔

结“共同防御条约”上。

在条约内容上, 美蒋双方是有分歧的, 分歧的焦点集中在防御范围问题上。蒋介石

要求把沿海岛屿甚至整个中国大陆都包括在条约规定的“共同防御”范围内, 而美国坚

持只防卫台湾和澎湖, 不对沿海岛屿作出保证。因此缔结谈判曾一度停滞不前。

随着我军对沿海岛屿的猛烈炮击, 美蒋双方感到有必要及早签约, 于是蒋介石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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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步, 最终双方在防御范围问题上达成了妥协。1954 年 12 月 2 日, 美蒋《共同防御条

约》正式出笼。条约规定: 美国将维持并发展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 当“缔约国”遭

到武装攻击时, 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条约把蒋介石集团的“领土”规定为台湾和澎湖

列岛。这样, 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以条约的形式明确表示美国要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

台湾。12 月 10 日, 美蒋双方换文载明, 在使用武力时要“共同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加

强了对蒋介石的控制, 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方同意。

美国原想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来威慑住中国, 相反却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为反击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 实现台、澎、金、马回归祖国的愿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于 1955 年 1 月 18 日一举解放了大陈岛的外围据点一江山岛, 国民党在大陈岛的统治朝

夕不保。在这种情况下, 艾森豪威尔问国会提出国情咨文, 重申: 美国欢迎联合国干预,

以结束该地区的战争行动, 同时又敦促国会授权他采取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在内的一切必

要措施。于是, 美国在联合国策动新西兰提出要安理会审议“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

的敌对行动”的建议, 把中国内政说成是“国际冲突”, 要联合国出面斡旋。1 月 25 日和

28 日, 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紧急决议, 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 这

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授予总统发动战争的广泛权力。

在国会通过台湾决议后, 美国向中国发出核威胁。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声称: 在一场全面的亚洲战争中, 美国将使用核武器。杜勒斯在白宫会议上也说: 台湾

海峡形势十分严重, 必要时“将使用原子武器”。在对中国进行战争恫吓的同时, 为防止

事态扩大,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向蒋介石施压, 让蒋介石军队从大陈岛撤退, 在得到美

国对金门、马祖协助守卫保证后, 蒋介石最后同意从大陈撤军。2 月 13 日, 人民解放军

解放了大陈岛。至此, 第一次台海危机基本结束。

通过第一次台海危机, 美国深深地卷入了台湾海峡的争端, 台湾问题不但成了中美

关系的焦点, 而且还构成了亚太地区能否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和援助, 驻台美军顾

问团扩充到 2600 人, 美国还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原子弹头的导弹。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

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也在加强。1956 年, 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 如果中国以武

力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那么我们将进行战斗”。1957 年,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美国

将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

在美国的支持下, 从 1957 年开始, 蒋介石再度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 加紧对大

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同时, 蒋介石集团在金门、马祖部署 10 万兵力, 占他地面部队总数

的三分之一, 妄图以这两个小岛为跳板“反攻大陆”。

为了打击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为了惩治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

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58 年 8 月 23 日起, 再度对金门岛进行猛烈炮击。

艾森豪威尔政府再次认为, 这很有可能是中国解放台湾的前奏。杜勒斯宣称, 中共

“有可能试图强占金门或马祖岛”, 任何人如果认为这是“有限的行动”, “那是非常危险

的”。在经过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进行分析和讨论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得出的结论是:

中共计划“旨在拔出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基地和各沿海岛屿, 甚至可能有更为远大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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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如果金门由于攻占或投降而丢失, 将会沉重打击福摩萨的反共亲美政府的威信和

军事能力。”因此, 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不同, 艾森豪威尔政府明确声明承担金门、马祖两

岛的防御义务。杜勒斯声称:“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

益相关。”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 国会的联合会议授权总统使

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同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认

识到, 美国如果对沿海岛屿进行干涉, 就会面临“不得不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甚

至冒全面战争的风险。”于是在加强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同时, 杜勒斯在 9 月 4

日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9 月 6 日, 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再次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同时为了谋求缓

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表示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奉行两面政策, 既表示欢迎恢复中美会谈又决定从 9 月 7 日起,

美国军舰为蒋介石集团开往金门的船队护航, 同时美舰美机不断侵犯中国领海领空。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台湾海峡的干涉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强烈的批评, 美国

的盟国, 除日本和南朝鲜外, 其它国家都不支持美国。

一方面由于政治上陷入非常孤立的境地,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渐认识到中国

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意味着马上解放台湾。于是美国开始改变策略, 从阻止中国解放金

门、马祖转而企图迫使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军, 使台湾与大陆完全脱离

接触, 从而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这样, 既可避免同中国发生冲突, 又

可长期控制台湾。因此,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不要只是为了金门和马祖而发生

战争”, 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 “如果有了停火, 我们的判断是, 使

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 也是不谨慎的。”意即如果中国方面实行停火, 美

国可以劝蒋军撤离沿海岛屿。显然, 为了避免使自己的兵力陷在这个地区, 艾森豪威尔

政府基本上是执行一项从金门、马祖脱身的政策。

针对艾森豪威尔的隔离大陆和台湾, 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中国政府也相应改

变原来计划, 决定暂不收回金门和马祖。为加 深美蒋矛盾, 加强了对台湾的宣传攻势, 决

定在没有美国军舰护航的条件下, 从 10 月 6 日起暂停对金门的炮击。10 月 25 日起又实

行单日炮击、双日停止的做法。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也由于蒋介石拒

绝从金门、马祖撤军, 美国隔离大陆和台湾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 美国却使蒋介石集

团终于同意发表声明不用武力“反攻大陆”, 从而加强了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到 58 年 12

月底, 美国宣布从台湾海峡撤出部分海空军, 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逐渐得到缓和。

由于艾森豪威尔继续推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 干涉中国台湾内政, 从而引发了

两次台海危机, 它不仅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 也进一步严重地恶化了中美关系, 使中

美关系长期处于冰冻状态。同时, 通过对两次台海危机的分析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策目标

是: 在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 设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 把台湾作为一个遏

制大陆中国的主要基地而竭力加以控制。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一政策, 使中国人民没有完

成解放台湾的任务, 美国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外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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