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1年10月25日晚，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蓝色会议大厅里，巨大的电子计票显示屏

上，蓝灯、红灯、黄灯在不断地闪烁着……

午夜时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而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以压倒性多数的结果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新中国被剥夺在

联合国合法席位长达22年之久的历史至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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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1971年10月

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

合法权利。11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

年
中国重返联合国

王建柱

拾遗
毛泽东：对黄河的情感特殊

毛泽东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其名

作《沁园春·雪》中的“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描绘的就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在延安时，斯

诺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重任，最想去做

哪些事情？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骑马沿

黄河流域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

的地方就是黄河。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

1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的时间，出

京对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

害最大的河段进行了现场视察。

10月27日，毛泽东在当地领导的陪同

下，视察了济南历史上决口频繁、灾害严重的

泺口险要处。毛泽东站在抗洪大坝上，远眺滚

滚的黄河水，深思后问：这里黄河底比济南城

内地面高多少？有人回答：6至7米。毛泽东

深情地交代，要把大堤、大坝修牢，万万不要

出事。毛泽东顺堤前进，边走边谈，怎样修好

堤、修好坝，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

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许

世友说：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前进中，看到堤外大片盐碱地，

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人回答道：黄河高（悬

河），堤外低凹，再加小清河多年未疏通，排水

不畅，造成耕地盐碱化，种不保收。群众说：

“春天一片霜，秋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

不爬秧。”这一片上下有15万亩地种不成庄

稼，群众生活困难。

毛泽东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

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引用黄河水淤

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

米，少吃地瓜不行吗？省领导说：没经验，我

们一定试试办。

在河南，毛泽东看到水面比开封城高出

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

河啊！”他对大家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

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

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

“拐棍碑”：每根树枝代表一位烈士
长征期间，穿越松潘草地是当时红军北

上唯一选择。松潘草地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

上，草地上气候恶劣，时而风雪，时而冰雹，天

气变幻莫测，凶险无比。每年的5月到9月是

草地的雨季，红军在这个季节进入了草地，没

有树木，没有石头。苍茫无边的草地上几乎

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在草地上战士们想烧

火取暖，但是却打不着火，哪怕火打着后，也

不敢随便让它灭了。

战士们顶着可以挡雨的布相互靠着，因

为寒冷，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

经没有了呼吸。但是，在草地上没有任何办

法来安葬战士们。当时红1团的团长、营长和

侦察参谋的回忆录上都写着：过草地每个人

会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士们牺牲后，就把他

用过的树枝插在他牺牲的地方，那一路蜿蜿

蜒蜒的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每一根树枝下

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

东方朔：妙语连珠谈吐幽默
西汉的东方朔学识渊博，谈吐幽默，被

誉为相声界的“祖师爷”。有一次，东方朔跟

随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汉武帝见到一棵

枝叶繁茂的大树，问东方朔是什么树？东方

朔顺口说树叫“善哉”。汉武帝暗中派人削

掉树的部分枝干，并在树身上做了记号。

两年后，君臣二人又路过此树，汉武帝

故意问东方朔：“这棵树叫什么名字？”东方

朔又顺口说叫“瞿所（传说中的木名）”。汉

武帝沉下脸说：“同一棵树，过了两年，怎么

名字就不一样了？你竟敢欺骗我！”东方朔

回答：“小马叫‘驹’，大了才叫‘马’；人生下

来叫‘儿’，老了才叫‘老头’；树也是一样

啊！”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

1971

一

决不允许“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
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应
当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由于
美国的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所占据。而中国的方
针，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三句话：天天都要叫；不
用着急；做工作、交朋友。
中国政府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

行了不懈的斗争。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主持正义的国家在不断呼
吁，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马上就要召开

了，美国看到无法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步
伐，便伙同日本提出“双重代表权”议案，即让
新中国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同时拥有代表
权。这种制造“两个中国”的荒谬主张，当即遭
到中国政府严正拒绝和驳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了由周恩来

主持拟定的声明，严厉驳斥了“两个中国”的阴
谋。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中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
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
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的局面。美国政府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
权，这是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
谋的大暴露。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
不能容忍并坚决反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
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多
年来，美国政府硬要把蒋介石集团塞进联合国
里，窃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
内政的粗暴干涉。

二

“两阿提案”大势所趋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即将访华，中美
关系开始升温。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合法
席位斗争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
阻拦别的国家接近中国，现在他自己却向中国
“暗送秋波”。这使很多原来想支持中国却怕
得罪了美国的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西方
盟国和接受美国援助的一些中小国家胆子越
来越大了起来。过去他们害怕美国，不敢投中
国的票，现在美国自己都在偷偷与中国握手言
和，他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10月18日至24日，联合国大会开始进行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专题辩论。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关于恢复中

国在联合国大会合法席位的提案提交联合国
大会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也向联合国秘
书长递交了备忘录，正式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提出美国政府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但又同时主
张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为了拉赞成票，
美日等国拉拢一些国家四处游说积极拉票，美
国总统尼克松还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
国务卿罗杰斯和布什分别在联合国内外与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200多次谈话，美国驻
几十个国家的使节也开展“拉票外交”，用提供
（撤销）援助的办法进行利诱（威胁）。美国有
些议员还扬言，如果通过“两阿”的提案，美国
将削减联合国的经费。
10月25日上午，在大会表决前，美国召集

它的联合提案国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美国首
席代表布什相信美国的提案将会获得成功。
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首先发言，他

明确谴责了美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做法。台湾代表刘锴也
在为自己的“合法席位”进行辩解。辩论刚结
束，美国指使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会议表决
推迟到26日举行的议案，其目的是为美国拉
票延续时间。
在表决“两阿提案”时，因为“两阿提案”在

前，美国等国的提案在后，表决总得有个先来后
到，但美国硬要“加塞儿”挤进去，蛮横要求先表
决他们的提案。不过，布什还没顾得上高兴，电
子计票牌上已经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否决了。
美国代表布什脸色阴沉着走上台，他要求

在表决“两阿”等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
即驱逐蒋介石代表出联合国一切机构的内容。
经过大会主席团裁决，布什这一提案遭到挫败。
在大会即将表决时，台湾的代表眼见美国

的提案未被通过，已经预见到了最终的结果，
便提前退出了会场。
1971 年 10 月 25 日，开始表决“两阿提

案”。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代号为
2758的“两阿提案”就这样被通过了。因为“两
阿提案”获得通过，美国另一个与此案对立的
“双重代表提案”自然被否决。当得知恢复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很多中小国家欢
呼起来，掌声足足响了两分钟，坦桑尼亚外长
竟然在会场上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

三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紧接着，联合国总部前院自北边数第 23
根旗杆，降下了台湾当局旗子，按惯例应该立
即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由于这个

决议表决通过非常顺利，出乎预料，联合国
的有关机构还没有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旗，于是便马上派人到商店去临时订制。
11月 1日，美国当地时间8时整，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旗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国旗按
字母顺序被一一升起。
10月26日早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

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已正式成为联合
国的会员国，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我们去不去？中国政府也没有估计到此

事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对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
大会没有思想准备，那时的外交部国际司本来
是比较清闲的，业务工作并不多，现在突然开
始热闹了起来。
周恩来总理立即召集外交部领导班子成

员开会，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从每个人的心里
讲，为之奋斗20多年的事业终于实现了，自然
要扬眉吐气地到联合国的讲坛上一展新中国
的风采。然而，由于当时尚在“文革”的年代，
外交部的很多领导干部是刚刚被“解放”出来
的。有不少同志害怕，现在到联合国去，与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讨论天下大事，一不小心
就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于是外交部领导商
量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能去。
正在这时，传来了毛主席请周总理和其

他同志到他那里去的电话，周总理立即带领
有关同志到毛主席处。当周总理讲了上述
情况之后，毛主席当场明确指示：要去。为
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进联合国是非洲
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去的，我
们如果不去，不就脱离群众了吗。毛主席又
随手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的联合国大会表
决情况，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
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在联
合国投了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
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投赞成
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
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和我们有
外交关系，这次居然也有7个国家投了我们的
票。美国的“后院”居然也起火了，这可是一件
大事啊。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票，那
么多的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
有道理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决策之后，外交部随即

成立了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由乔冠华、
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五人组成，由乔
冠华总负责。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出席第
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团
长是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是符浩、熊向
晖、陈楚，副代表是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
邢松鹢、张永宽。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
26届大会的方针是：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到
联合国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被压
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讲话，为广大中小国家的
人民讲话，特别为印度支那、朝鲜、巴勒斯坦和
阿拉伯等亚非人民讲话；在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中切实体现我国对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在对
外活动中做到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平等待人，
不轻然诺。
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准备，一切基本就

绪。就在我国代表团准备离京赴纽约的前一
天晚上，突然传来毛主席要接见代表团的通
知。周总理带领代表团团长和部分代表团成
员以及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来到主席住处时，
主席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着长毛巾睡衣，站在

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大家坐下。
总理把代表团成员一一向主席做了介绍。这天晚
上，主席兴致极高，毫无倦意。他手拿小雪茄，纵
谈世界，从欧安会谈到中美关系直至联合国的斗
争，引经据典，以古喻今，谈笑风生。他以《三国演
义》中的“柴桑口卧龙吊孝”比喻中国代表团赴纽
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还提出代表团应有汉朝班超
出使西域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谈话
至深夜，大家仍兴犹未尽。

四

欢迎和祝贺场景感人至深

赴联合国代表团离京时，在首都机场组织了
4000多人的欢送仪式。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以及有关国家使节都前来送行，场面
隆重、阵容强大。
11月 11日，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引

起了轰动。几百名记者早就等在这里，西方各
大报纸都以头版显著的位置加以报道。联合
国秘书处的代表和“两阿提案”的23国代表，许
多友好人士以及几百名爱国华侨也早早来到
机场等候。当代表团出现时，他们热烈欢呼，
还唱起了爱国歌曲。
当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一行走进会

议厅时，就吸引了一大群外国记者，出现了盛况空
前的欢迎仪式。本来，这一天的全体会议是以“世
界裁军会议”为议程而召开的，但许多会员国都
把时间用在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上了。
57个国家的常驻代表轮番登台致辞欢迎。智利
常驻联合国代表先是引用该国一位著名诗人的
诗句描写昔日中国人民的苦难，接着又全文引用
毛主席的诗词赞扬新中国。匈牙利代表团副团
长、外交部副部长用中文致欢迎词，令全场为之
动容。他说，2758号决议的通过“纠正了一个存
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
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步伐”。话音一落，会
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美国代表布什也作了
一分半钟的发言，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
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日本代表中
川用了一分钟、123个字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中
川在回座位时，经过中国席位，向乔冠华团长请
求握手，乔团长以礼相待。
当时，有一位记者跑到乔冠华的座位前问道：

“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仰
天大笑，那自豪与自信的笑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当记者正不解其意时，乔冠华反问道：“我现
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一位在
场的摄影记者，“咔嚓”一声抓拍了乔团长这张照
片，留下了这难忘的历史瞬间。
11月15日，在各国代表致词后，中华人民共

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全
体会议上发言,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
乔冠华发言结束，话音刚落，十分安静的会场

里立刻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会场出现联合国少
有的盛况。许多国家的代表来到中国代表团席位
前，与代表团成员紧紧握手，表示祝贺。不仅代表
席、甚至走廊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楼上旁听席
中也坐满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侨。他们中有长
者，有青年，也有幼儿。当中国代表团成员走过
时，他们伸出手来一边握手一边说，等了你们多少
年了，现在你们终于来了，今天我们要听听亲人的
讲话……那天，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排着长队向中
国祝贺。各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路透社
说，中国代表的发言震动了联合国大厦。

五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

中国重返联合国已经50年了。如果说50年
前中国回到联合国是迈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开端的
话，那么今天中国外交的影响已深入到国际社会
的各个领域。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必
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971年，中国初返联合国，毕竟是间隔了22

年，对联合国事务和机构还不太熟悉，很多会议和
机构没有派代表参加，客观地讲，那时中国在联合
国的声音和作用还不大。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

不断增强，中国开始全面地参与联合国事务。中
国在联合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中国为世界的和
平与美好所作的努力、承担的义务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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