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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国家统一观的重要论述
———以解决台湾问题战略实践为例

徐涛
(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战略实践经历了从坚决武力解放台湾，到边“打”边“谈”，侧重向“谈”的转变。毛泽东
坚决排除外界因素干扰，坚定维护国家统一，从增强统一战线力量、防止“两个中国”出现、为“一国两制”奠定雏形等三
个方面，对发展和实践国家统一观作出重要历史贡献。坚决打击美台相互勾连、消灭台湾当局“挟美抗中”底气以及改
变对美工作思路，是毛泽东国家统一观对当前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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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儿女高于一切
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一生致力于追求民族独立、国
家统一和人民幸福。”①为能够顺利完成国家统
一，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
想，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在解决台湾问题战
略构想和具体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统
一观。

一 积极探索统一路径，践行国家统
一观

毛泽东运筹帷幄、立足长远、审时度势，根据
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适时地提
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毛泽东
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历经从坚决武
力解放台湾，到边“打”边“谈”，侧重向“谈”
转变。

( 一) 坚决武力解放台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台湾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他曾在

许多场合公开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解放

台湾”的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次月，
在与家人一次聚餐时，毛泽东强调: “现在新中国
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蒋介石逃到台湾，还想反攻
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②

1950年 1 月，在访问苏联时，毛泽东与斯大林在
谈话中提到:“为了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
以实现国家统一，我们打算今年解决台湾问
题。”③2月，中国政府发布首份《告台湾同胞书》，
首次明确提出“要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1950
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趁机干涉台
湾问题。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
题的战略被迫暂时中断，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维
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从未发生动摇。1952 年，朱德
总司令命令全体解放军指战员要继续奋斗，为解
放台湾做好充分准备。1954 年 12 月，毛泽东根
据当时时局的变化，再次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要
解放台湾”的口号④。1954年 8月，毛泽东在全国
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时指出: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如果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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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
会犯错误，对不住自己的祖先。”① 1963 年 2 月，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作指示的过程中，明确强调
“在台湾问题上一定要表明我们的一贯立场，那
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②。

( 二)边“打”边“谈”，侧重向“谈”转变
1955年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亚非会

议胜利召开，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关系开始趋缓。但在台湾海
峡，美国仍执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
策，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也出于
自身政治目的考量，提出反对搞“两个中国”。对
此，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毛泽东为解决台湾
问题提出了“国共合作”战略、合理安排蒋介石
返回祖国大陆后的政治地位、发挥秘密渠道的作
用、“一纲四目”等一系列战略构想，这些构想都
是他不断践行国家统一观的有益探索。

1．提出“国共合作”战略
1956年 1月，毛泽东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

国共合作”，提出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
人员，统一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归祖
国的怀抱。“台湾那里一堆人，如果他们是站在
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人也好，集体
也好，我们都欢迎他们。”③1957年 4月，在欢迎苏
联客人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提出“我们还准备进
行第三次合作”④，这是毛泽东关于国共实行第三
次合作的构想首次公诸于世。此后，中共中央通
过多种渠道向蒋介石表示要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
意愿，但蒋介石均拒绝接受合作。据此，中共中央
确定对台交流工作原则，即“省亲会友，来去自
如;既往不咎，立功受奖; 国共合作，爱国一家; 和
平解放，互不破坏”⑤。总而言之，毛泽东认为，
“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中，也不能落入美国
人手中，对于蒋介石，我们可以等，解放台湾的任
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

去做”。⑥ 1961年 6月，在接见印尼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主席时，毛泽东明确表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的态度，“我们现在还愿意同蒋介石讲和，我们提
出跟他讲和，他不干。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同国民
党讲和的口号”⑦。

2．合理安排蒋介石返回祖国大陆后的政治
地位

为了能够争取蒋介石，对其返回祖国大陆后
的政治安排，毛泽东做了深思熟虑的思考。1956
年 10月，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时，毛泽东强调
“台湾可派代表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台湾一切
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则
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⑧。1958 年 10 月，
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强调“海峡两岸都是中国
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 国共两党) 举行
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
示:“台湾军队可以保留，我不压迫他裁军，不要
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⑨1961年，在与印尼总
统苏加诺谈话时，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不作为
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
的社会制度可以留待以后再谈。我们容许台湾保
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自己解决这个问
题”瑏瑠。毛泽东欢迎蒋介石回到祖国大陆的态度，
不仅体现了其个人的宽广胸襟，更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站在民族立场，从民族大义角度出发，希望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

3．建立秘密沟通渠道
构建秘密渠道，也是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

重要战略思考之一。1956 年 4 月，毛泽东提出
“和为贵”“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原则，提出
“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主张。为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两岸需要通过协商谈判，但因
当时两岸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时期，没有适当的沟
通协商渠道和相应谈判条件，毛泽东决定建立秘密
渠道，发挥秘密渠道的作用，向蒋介石传达祖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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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决心。因此，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到 1960年末，毛泽东通过多条
秘密渠道，通过张治中、卫立煌、曹聚仁、李宗仁、章
士钊等与国民党关系一向不错的“中间人”，向蒋
介石当局伸出和平的橄榄枝，这些举措也确实为和
平解决台湾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提出“一纲四目”
20世纪 60 年代以后，针对当时国际局势变

化，毛泽东为解决台湾问题，构建一系列新的原则
和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一纲四目”就极具
新颖性和创造性。所谓“一纲四目”，包括“一纲”
和“四目”。其中，“一纲”是根本，要求“两岸必须
统一，台湾必须回归于中国”。“四目”指的是: 第
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权”必须交予中央
外，所有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均由蒋介石安排。
第二，台湾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数，均由中
央拨付。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
成熟后，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协商解决。第
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团结之事①。“一纲
四目”的提出，是毛泽东对祖国和平统一方式进
行的初步探索，也是后来“一国两制”的基本雏形
和框架，既照顾了台湾民众的现实需要，又体现了
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
潮流。

二 坚定排除外界干扰，丰富国家统
一观实践

( 一)驾驭军事对峙时期的两岸关系
1950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6 月 27 日，美

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以“协防”台湾名义，
进驻台湾海峡，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
国统一的进程。中国大陆方面从 1954 年 9 月开
始，对马祖、金门等沿海岛屿实施“惩罚性打击”，
“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此爆发。1955 年 1 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向一江山岛发起攻击，并迅速解放了
一江山岛。1955年 2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相继撤
出浙江沿海一些岛屿，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
占领浙江全部岛屿。

1958年 8 月，为了支援中东人民反美斗争，
打击台湾当局在福建沿海的骚扰，也为进一步了
解美国军事干涉的底线，毛泽东决定发起“炮击

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由此爆发。在此期间，
美国宣布对国民党军舰护航，试图推行“两个中
国”计划，多次施压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均被
蒋介石拒绝，蒋介石的强硬态度阻碍了美国“划
峡而治”的计划。195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
军委决定，今后逢双日对对方目标不炮击，逢单日
可略微炮击。此后，美国宣布停止为国民党军舰
护航，第二次台海危机逐渐得以结束。20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不能自拔，国内反战情
绪不断高涨。尼克松果断地调整美国对外政策，
实施“联华制苏”。1971 年，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
表决通过 2 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
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 二)发挥斗争精神，坚定维护国家统一
正当中国人民试图解放台湾，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之际，1951年 9 月，48 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
《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约声明“日本放弃台湾、澎
湖等岛屿主权”，这些岛屿的地位要等到西太平
洋秩序恢复以及对日和约签订后，才可以决定归
属。美方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要实现两
个目标:其一否认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
法理依据;其二是迟滞中国统一进程。

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全体中国人民
的强烈反对。为防止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毛泽
东与美国展开了激烈斗争。1950 年 6 月 28 日，
毛泽东强烈谴责美国: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
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
年一月五日还申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
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关于不干涉
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不管美国帝国主
义者采取任何阻扰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与
现实永远不会改变，中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
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不断奋斗。”③1951 年
下半年，美国怂恿新西兰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提出“海峡两岸停火协议”方案，试图制造“两个
中国”“一中一台”局面。对此毛泽东在会见芬兰
驻华大使时说: “今天世界战争的威胁和对中国
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美国好战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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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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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 一是我们不愿战争; 二是如果有人侵略我
们，我们坚决反击。”① 1958 年 8 月，第二次台海
危机爆发后，鉴于蒋介石集团始终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也拒绝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毛泽东提
出“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②。美国向蒋介石不
断施加压力，要求后者从马祖、金门撤军。蒋介石
认为，若从以上两岛撤军，“反攻大陆”不仅落空，
且其所谓的“中华民国政权”也失去合法性，故蒋
介石没有听从美方安排，拒绝撤军。而毛泽东决
定实施“单打双不打”，让两个岛上的居民可以得
到补给。1959 年 10 月，毛泽东在接见赫鲁晓夫
时说: “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
马……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我们不
赞成这个政策，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在
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又有共同点。”③

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反对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1956
年 10月，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交谈时，在谈到
是否要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他强调:“我们进入联
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
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
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
们是一致的。”④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大陆若
以武力手段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势必会引起美国
的干涉。对此，毛泽东认为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台
湾问题，可以采取外交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与此
同时，美国也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随后在日
内瓦进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从 1955 年 8 月至
1970年 2 月，共会谈 136 次，核心依旧是台湾问
题⑤。虽然日内瓦会谈中美两国没有取得实质性
进展，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表明要完成
国家统一和维护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

三 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
是对国家统一观的重要贡献

( 一)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力量
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有武力解决和和平解

决，与武力解决相区别的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
要是依靠两岸主政者进行协商谈判完成。为顺利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先后提出“和为贵”
“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欢迎回家”“概不
追究”等很富有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的口号，
这些口号对岛内国民党政治人物非常具有感召力
和感染力，有力地分化了国民党内部集团，减少了
双方对抗因素，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增强了两岸沟
通，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二)防止“两个中国”出现
1954年美蒋酝酿《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规定

台湾当局不能擅自进行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在
“反攻大陆”前，需征得美方同意。蒋介石虽偏安
一隅，时刻不忘与祖国大陆抗衡，美国也利用该条
约，大肆渲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面对台海
越来越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果断出击，主动作为，
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打击了美蒋集团的嚣
张气焰。同时，针对美国要求蒋介石将金门、马祖
两个外岛弃守，企图“划峡而至”，人为造成“两个
中国”的假象，毛泽东因势利导，果断将金门、马
祖两岛留在蒋介石手中，防止“两个中国”的出
现。1957年 4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民党访华
时，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也是重要
的。”⑥可见，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防止“两个中
国”出现这一立场上，毛泽东是十分坚定且不容
动摇的。

(三) 为“一国两制”奠定雏形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关

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其大致内
容有: ( 1) 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统
一。( 2) 国共两党可以实行平等谈判。( 3) 台湾
享有高度自治。( 4) 允许台湾搞资本主义，大陆
搞社会主义，双方约定不进行破坏团结之事。
( 5) 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交予中央外，
所有的军政大权、人事权均由蒋介石安排。( 6)
台湾各界人士可以到祖国大陆担任相关领导职
务。1979年 1 月，全国人大发表第五次《告台湾
同胞书》，表明大陆开始采取“和平统一”的对台
大政方针。9月，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
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谈及和平解决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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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九个方面，内容虽没有谈及“一国两制”，
但其核心思想内涵与“一国两制”原则几乎一致。
《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 ( 1 )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 2) 和平手段最终顺利解决台湾问题。( 3) 两岸
之间政治制度可同时存在，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
题。( 4) 台湾可以享受高度自治，有自己的行政
权、司法权、立法权，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并享有
一定的外事权。( 5) 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到中共中
央担任领导职务。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和平统
一台湾的初步实践，是“一国两制”的基本雏形，
对当前解决台湾问题有着重要启示。

结语
毛泽东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出

的一系列的构想，进行的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是
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目前，台湾当局对美国的
依赖较多，“台独”分子更是以美国为靠山，幻想
美国会出兵保护“台独”。美国出于对中国大陆
的遏制，不断推行“以台制华”政策，扶持台湾与
中国大陆对抗。2017年以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

不断升级，美国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无疑也
为台海地区带来了新的风险。美国加大对台湾当
局的支持，很容易被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解
读为对“台独”的支持，会让他们有恃无恐、肆无
忌惮地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也助长了民进党当
局挟洋自重、“挟美抗中”的心理期待，心甘情愿
做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马前卒”。对此，
我们迫切需要转变思路，要坚决打击美台相互勾
连的丑行，打消台湾当局“挟美抗中”的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 月《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 “民族复兴、祖国
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①解决台
湾问题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仍然面临种
种挑战，需要我们把对台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借
鉴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宝贵经验，发挥斗
争精神，要充分做好斗争的各项准备，特别是军事
上要制定详细的应对方案，努力提高基于实战的
危机管控和态势塑造能力。一旦发生因美国过分
介入台湾问题而引发的台海局势危机，我们要有
遏制危机、管控危机、以战止战的能力。

Mao Zedo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Unity:

Taking the Strategic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Taiwan as an Example

XU Tao
(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o sum up，Mao Zedong's strategic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Taiwan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resolute liberation of Taiwan by force to“fighting”while“talking”with an emphasis on“talk-
ing”． Mao Zedong resolutely excluded the interference of external factors，firmly safeguarded national unity，
and mad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unity
from three aspects，i．e． strengthening the strength of the united front，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two Chi-
nas”，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one country，two systems”． It is important to strike down the inte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eliminate the confidence of the Taiwan authorities to“coax
the United States into resisting China”，and change the way of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which are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ns of Mao Zedong's concept of national unity for the current solution to the Taiwan ．

Key words: Mao Zedong; view of national unity; Taiwan

(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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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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