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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什么再三拒绝毛泽东访苏
□郭田珍 郭文治

“在这个时候，统帅不
宜离自己的岗位太远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
间，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条件，也没有结
盟的愿望。毛泽东开始选择的依靠对象是美
国，
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两次出访苏
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经一再
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斯大林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斯大林，想和斯大林谈什
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共产党领
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
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蒋介石，而能够阻止美
国干涉的只有苏联；
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
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
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更需要
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右图：1949 年 12
月，苏联官方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为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举行欢迎
会。毛泽东的右边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那时候，
斯大林的心态如何？
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1948 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
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
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
认为，早在 1947 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
个简易机场，
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
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 月 1 日，阿洛夫又
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
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
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
“您有关
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 “为了避免全军覆灭，
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
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
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
极、更广泛的帮助”
。
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
破坏雅尔塔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
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
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
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
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
东来访是适宜的。
”
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
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
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
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
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 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
要原因。
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
如果中共
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
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
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
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
会插手的。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
冲突。
不同的说法。
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 1947 年 6 月第一次
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
年 3 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
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
中央主动放弃延安，
不久，
国民党军队占领
6 月 15 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
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
延安。
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
“ 请转告毛泽
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
东，
联共（布）中央认为，
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 “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
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
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
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
成军，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决定派飞
样做是必要的，
那么，
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
拉开。

“鉴于战局发展和安全，建议推迟动身日期”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中国革命形
势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经将主动权掌
握在手中。一连串的捷报打动了斯大林，
他认为有必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1947 年 12 月 16 日，莫斯科通知阿洛
夫转告毛泽东：
“ 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
来访问。”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
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
会面。
阿洛夫回电斯大林说，毛听后
“十分满
意”，说：
“ 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 3
个月或半年”。至于动身日期，毛泽东认
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
1948 年上半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
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
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 月 22 日，周恩来通
知阿洛夫，毛泽东准备 5 月初前往莫斯科，
随行的有夫人江青、女儿李讷和翻译师哲。
未等斯大林回电，4 月 26 日，毛泽东

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
“我
决定提前去苏联，拟 5 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
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 6
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
……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
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
话，
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
学习人民战
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
为了表达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
毛泽东在电报最后写道：
“如果您同意拟定的
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
意，
那就只有一条出路：
我一个人去。”
4 月 29 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
“ 同意您
来苏联的计划，
您想带谁来，
您认为需要带几
个人来都可以。”
但没过几天，5 月 10 日斯大林又发电报
给毛泽东，
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
建议推迟
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
“如果您
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
请您通知我们，何时把

飞机派到何处”
。
这一次，
斯大林犹豫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
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对此分析：当时，苏
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了激烈的
争论。斯大林认为，南共领导人铁托是代表
农民阶级，而非代表工人阶级，因此把南共
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斯
大林在内心深处认为，毛泽东跟铁托一样也
是代表农民阶级，这就是“半个铁托”说法的
由来。
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
发表一项声明，称正是来自苏联的扩张才造
成了美苏之间令人痛心的对峙。很显然，美
国有主动谋求缓和双方对立的意图，而这也
是苏联巴望不得的。
斯大林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
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较高下的毛泽东来到
莫斯科，
似乎不是那么合适。

“粮食征购工作开始，毛泽东来莫斯科定在 11 月底”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向全中国发
出了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
的号召，新中国呼之欲出。
1948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打
电报给斯大林，说自己身体已经好转，故决
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
“希望飞机在本
月 25 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
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
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
是在本月 25 日左右北上。
”

然而，7 月 14 日，斯大林让阿洛夫转告
毛泽东：
“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 8 月起，
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待到 11 月底，
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
的时间定在 11 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
志见面。”据阿洛夫 7 月 17 日报告，毛泽东对
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
的理由颇不以为然：
“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
征购工作，
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没几年，
征购

粮食确实是件头等大事。但是，显然，以此为
理由推迟毛泽东访苏，
实在是一个借口。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
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 年 6
月封锁柏林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
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另一方
面，他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国内的局势，苏联驻
华大使罗申报告：
“ 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
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
”
斯大林一贯谨慎，
给自己留了一步。

两个星期后，7 月 28 日，毛泽东对阿洛夫
再次表达了急于访苏的意愿。他说，有一些
问题要请教斯大林，比如关于同小的民主党
派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
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
等等。
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
9 月 28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
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汇报，并
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
10 月 17 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
来。不过，
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 11 月底。
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
主动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
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 11 月中
旬。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 11 月中旬
派飞机来接毛泽东。
然而，11 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没有到
来。
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提出延期，声称因“偶
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 12 月再动身去
莫斯科。到 12 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
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
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
再去莫斯科。
而此时，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本质上的
变化。
蒋介石招架不住中共的军事进攻，被迫
下野。南京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递
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在人们看来，斯大林一而再地推迟毛泽
东访问，是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对苏联的安
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
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
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
“ 如果
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
国的干预，莫斯科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所以，
斯大林希望能够调停国共内战。
”
在这个背景下，1949 年 1 月 10 日，斯大
林致电毛泽东表达了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
想法。电报的最后，斯大林再一次推迟了毛
泽东访苏计划：
“ 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应
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在此种
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
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
科的附庸。
”
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调停电报，毛泽东很
愤怒。经过一天的考虑，在 1 月 12 日的回电
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
停和谈。
1 月 14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
林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
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出访无疑会被西
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
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
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
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将提高这个
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当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
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
的条件。电报最后，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
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
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
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如果您有重大问题
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
——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您的意见，然后
进行协商。
毛泽东 17 日答复，
“ 我决定暂时推迟苏
联之行”。至此，持续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
科之行讨论终于结束了。
1949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8 日，米高扬到
达西柏坡，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
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
“米高扬来访，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
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
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沈志华表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10 月 2 日，苏联承认新中国；12 月 6 日，毛
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访苏愿望终于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