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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但也是真老虎”

毛泽东最早开始关注核武器是在抗日战争

后期。1945 年 8月 6日和 9日，美国先后在日

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 20多万

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日本朝野，显示了一

定的威慑作用。原子弹的爆炸在中国国内也引

发轰动。延安《解放日报》在刊登原子弹的消

息提要中说：“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

袭敌国广岛。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

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申报》在报

道中说：“原子弹之爆炸面积，达十八点七方英

里，半径达三十公里，所有房舍非扬起倾倒即

被焚毁，死尸数目尤难计算，该弹爆炸后，立

即引起之热心旋涡达十分钟，威力实属可怖。”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宣传时更是称道“原子

炸弹威力空前，灭亡大雨将降倭上”。……甚至

有舆论说“苏联对日宣战，系由使用原子弹促

成”。针对舆论宣传对原子弹作用和影响认识不

清的现象，毛泽东明确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

作用。8月 13 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时

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

领袖风采



2017第12期 │《党史博采》   21    

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

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

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

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

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

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 ?为什

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

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

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

很错误的。”

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同美

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

话，当斯特朗问到如果美国使用原子

炸弹发动战争时，毛泽东说：“原子

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

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

怕。”他同时又指出，“当然，原子弹

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

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

新式武器”。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

出原子弹只不过是一种新式的武器，

是“纸老虎”，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多

方面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民。但是

原子弹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它

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

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

想和战术思想”，所以要重视它的作

用。1954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与

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对战争与和平

问题进行了阐述。谈到再打世界大战

时，他说：“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

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

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

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

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在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最

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这一观点。

毛泽东始终认为，原子弹只是一种武

器，与其他武器不同的是，它的杀伤

力更为巨大，但是它终归是一种武

器，使用它的是人，最终决定战争胜

负的也是人，不能过度依赖武器。他

提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

争，争取持久的和平”。1955 年 1月

28 日，毛泽东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

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当孙士敦谈到

今天世界形势仍然危险，中国亦受到

威胁时，毛泽东说：“今天，世界战

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

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

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

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

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

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

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

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访苏时指出，

即使从最坏的可能性考虑，如果帝国

主义真的发动核战争，人类也不会毁

灭。他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

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

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

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后来他又

多次强调“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

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他告诫

全党：“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

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

在这里，毛泽东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会

死人，但是通过努力可以阻止战争，

避免伤亡，也就是“做最坏打算，朝

最好的方向努力”。可以说，在面对

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特别是核武器威

胁时，毛泽东依然坚信原子弹是一种

武器，并不能决

定战争胜负。他

对核武器的态度

与他一贯的“要

在战略上藐视一

切敌人”的策略

是一致的。

同时，毛泽东

也深刻知道原子

弹在当时世界上

的影响力，如果没

有原子弹，没有核

武器，就没有强

大的国防，国家就

始终处于被核讹

诈的困境中。如何

摆脱这个困境，是

毛泽东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1950

年初，毛泽东在访

问苏联时观看了

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这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国后，他

感慨地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

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

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是毛泽东首次表达研制原子弹的

愿望。此后，他又多次表达了这方面

的意愿。1955 年1月15日，毛泽东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中国

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

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

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

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

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

出席会议。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

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

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

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递给毛泽

东、周恩来等看，并说明铀矿地质与

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毛泽

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

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

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

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

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

◆1955年1月，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接见铀矿地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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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

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

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

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

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

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还

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

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

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出中国要

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3月3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讲话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

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

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

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

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

的新时期。”他鼓励全党要“适合这

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并说

“这是我们的任务”。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中国共

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

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

表的新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

以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促进

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巨大作用

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

《论十大关系》讲话。在讲话中，他

再次提出“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原子

弹”。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

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

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

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

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

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

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由此，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是一种

武器，只不过是一种杀伤力比较大的

武器。但归根到底，决定战争的因素

是人，并且人是可以战胜武器的，“禁

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解决不可”。同

时，他也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国际

环境下，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帝国

主义利用手中的原子弹进行核讹诈，

使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要估计

到帝国主义打原子战争的可能性”。

因此，核武器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国防不可不有”。要巩固中国

的国防，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必须

全力发展原子弹，并通过经济建设的

发展，来促进国防的发展。

坚持发展核武器要独立自主

当中国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

战略决策后，1955 年 4月 27 日，中

苏两国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

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

的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同意在和

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

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1956 年 11 月 16 日，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 51 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

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我国核工业的

建设和发展工作。1958 年改名为第

二机械工业部。在苏联的援助下，中

国核工业发展迅速。毛泽东在二机部

的报告上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

苦虚心学习。但有一定要破除迷信，

打倒贾桂（即奴才）！贾桂是谁也看

不起的。”这实际上成为中国发展核

武器的指导方针，即以“自力更生为

主，争取外援为辅”。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样

的方针呢？这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

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首先，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是

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

复杂心态。实事求是地说，苏联的技

术援助，对中国核工业建设的起步起

到了重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中苏结为军事同盟，这就决

定了苏联必须在核武器方面援助中

国。但是，苏联的援助一开始就是有

限度的。核武器属于尖端武器，涉及

大量的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作为世

界强国的苏联，从内心深处自然不想

与中国分享核心机密，这在后来也被

证实。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

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这种

局部限制就演变为全面断绝援助。

1960 年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最先撤

出的也是核工业系统。因此，毛泽东

在发展核武器之初就提出“我们自己

干，也一定能干好”。1960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

汇报时指出：“1917 年到 1945 年，

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

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

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

一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

还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

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

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国核武器

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发

展的。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强调

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建设，把

学习与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边干

边学，建成学会”，在建设实践中学

习苏联提供的技术和经验，切实做好

“消化、吸收”工作，逐步达到全面

掌握。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

路。虽然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武器

发展造成严重损失和困难，但由于坚

持独立自主，核工业的发展还是比较

顺利地进行下去。

其次，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

设的经验决定了中国要坚持走独立

自主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应坚持在统一

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

原则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1959 年

6月苏共中央来信，以当时苏联与美

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试

验核武器的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

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

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

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

势发展再说。中共中央作了研究，决

定不理赫鲁晓夫那一套，我们自己动

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

出原子弹。为此，在中共中央的直接

领导下，成立一个15人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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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领导核试验工作。毛泽东对这项

工作作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

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在中央专委的领

导下，核武器的研制速度大大加快。

1964 年 5月和 1965 年 1月，毛

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

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

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

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并提

出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国际水平。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成功试爆。1967 年 6月 17 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

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 6月关于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

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从第一颗原

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我国只

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在世界上引起巨

大反响，公认中国核技术已进入世界

核先进国家行列。

科学认识毛泽东的核武器观

一方面，在战争发展史上，作为

尖端武器的核武器只是一种比较先

进的武器，毛泽东历来认为原子弹是

纸老虎，这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在战

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原则。另

一方面，核武器在现代国防建设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帝国主义经常

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

胁。基于此，毛泽东认为中国不得不

发展核武器，这就是“在战术上我们

要重视一切敌人”。正如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政府声明中所说：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

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

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

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

器。”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核

武器的发展思路来看，他的核武器军

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兵民

乃胜利之本。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

作用是无穷大的。无论是革命还是建

设，只有依靠人民，激发出人民群众

无穷的力量，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

根本。对于核武器，毛泽东一开始就

态度明确，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

1946 年 8 月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

话时，毛泽东再次表达这个观点，即

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

承认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

器，但他强调“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

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反复表达类似观

点，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

民。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

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

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

支持我们。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侵略战争必然会被正义的人

民所战胜。

二是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

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

一个的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它。毛

泽东虽然不夸大核武器的作用，但他

同时也清楚，没有强大的国防，不研

制核武器，中国就会始终处于被核大

国的核讹诈之中。因此，他号召全党，

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新时期，要钻

进去，成为内行。1964年 2月他同钱

学森等人谈到防弹道式导弹时指出，

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

总要搞出来的。同年 6月 8日，毛泽

东在杭州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

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等汇报工作时再次强调，在科学研

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

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三是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

能消灭核武器。毛泽东认为，原子弹

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其终将被禁用

的命运。他曾说：“那些依仗原子弹

的人希望战争，又因而导致了帝国主

义者和人民之间的对抗。原子弹消灭

不了人民，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人民将

消灭原子弹。” 1958 年 2 月，毛泽

东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再次指出：

我看，关于裁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

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因为不能设想

打起原子战争来会有什么结果。比如

像西德这样的国家只要四个氢弹就

可能完全毁灭，英国也要不了几个氢

弹就够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是怕打这

个仗的，所以最后会达成协议。社会

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问

题上会妥协的。1961 年毛泽东同蒙

哥马利谈话时又提出“是不是能够像

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

用”的建议。自始至终，毛泽东对核

武器一贯持慎重态度，他相信人能战

胜核武器，核武器只是一种先进的武

器。因此，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后，

向世界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

向世界人民表明：核武器是人制造

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1964年1月，毛泽东和负责“两弹”基地建设的陈士榘上将等人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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