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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忠

2015 年 1 月 18 日是中国与越南建交 65 周

年。半个多世纪来，中越关系经历了不平坦的

岁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

至 60 年代，中国全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斗

争，基本上是大后方与前线的关系。越南抗美

战争结束后，由于多方面原因，两国关系出现

分歧和矛盾，直至彻底破裂。1991 年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至今。三个阶段

相比，最令人怀念的还是新中国初期的那段时

间，双方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

没有边界领土争议，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可以

称为中越关系的黄金时期。本文谨从几个侧面

对这一时期的中越关系做一简要回顾。

中 越 建 交

1945 年 9 月 2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一年后，法国殖民者便对越南发动了武装入侵。

越南中央领导机关被迫从首都河内转移到越北

战区，领导军民进行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

越南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1950 年 1 月 14 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

发表文告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

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与任何愿在平等和互

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一致合作的政

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与

民主。”

第二天，即 1月 15 日，越南外长黄明鉴便

照会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说：“越南民主共和

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进中国与越南

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

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并交换大使。”

中方对胡志明主席的文告和越南外长的

照会十分重视，正在苏联的毛泽东亲自起草

了周恩来致越南外长的复照。照会说：“越

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黄明鉴先生：我

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 1950 年 1 月 15 日要求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

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

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

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

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特此电复并希察照

为幸。”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亲自为 1950 年 1 月 19

新中国初期的中越关系



67HUNDRED YEAR TIDE 

百 年 潮

国
际
纵
横

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指出，“中越邦交

的建立，对于东南亚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不能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鼓舞。我们深信日益

密切的中越友谊，必能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

利益及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作有力的贡献。”毛主

席亲自为我国同某一国家建交撰写社论，这是

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就这样，中国成为第一个同越南建交的国

家。为此，越南政府决定把 1月 18 日定为越南

的外交胜利日。

越南派出首任驻华大使

中越建交后，胡志明主席任命黄文欢为越

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中国的代表，

着手筹建大使馆。黄文欢生于 1905 年，早年

即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1945 年就已经是越南

劳动党中央委员，但对于如何搞外交却没有经

验。当时新中国正从部队抽调一批将军级的干

部，如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

等，准备派去担任驻外大使，并为他们举办了

一个培训班。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中方安

排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公开的身份就

说是归国华侨，化名“老蔡”。对于黄文欢的身

份，中国外交部只有李克农副部长一个人知道。

说到“老蔡”，还有一个插曲。1969 年夏，王

幼平在担任了驻挪威、罗马尼亚、柬埔寨和古

巴大使之后，又出任驻越南大使，此时黄文欢

已是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

王大使前往拜会黄文欢时，才知道他就是当年

培训班里那位归国华侨学员，故第一句话便说：

“你不就是老蔡吗？”两位老战友热烈拥抱，谈

得十分亲切。

学习班结束后，黄文欢住在东交民巷的六

国饭店，即现在的华凤宾馆。中国外交部官员

和黄文欢一起，在史家胡同物色到一个美国学

校的旧址，作为越南大使馆的馆舍。有关工作

人员如厨师、锅炉工、勤杂工等，全部由中国

外交部代为配备，直到越方陆续从国内将有关

人员配齐。按照礼宾常规，只有特命全权大使

才需向国家主席呈递国书，政府代表只向外交

部递交委任书就可以了。但鉴于中越两党两国

关系，中方仍按照递交国书的礼仪，安排黄文

欢向毛主席呈递了委任书。之后，中国外交部

又帮助黄文欢同苏联和捷克驻华大使以及北京

市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黄文欢在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接触时，

他们多次询问为什么越南不同中国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为什么不同中国互派大使。这使黄

文欢意识到政府代表与特命全权大使的区别，

他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国内。这样，1950 年 12 月

20 日，国内任命黄文欢为越南驻华特命全权大

使，兼任驻朝鲜和蒙古大使。中方再次为他举

行仪式，向毛主席呈递国书。当时越南正处于

抗法战争的关键时刻，对外关系尚未打开，国

内各部门同国外的联系，都通过驻华使馆办理，

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黄文欢实际上成为越南

驻国外的总代表。

这一年 5 月，越南国内指示黄文欢前去出

席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 5 月 9 日捷

克国庆活动。对于参加捷克国庆活动，黄文欢

没有经验，便去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要求会见

王稼祥大使，请中国同志帮助介绍一些有关礼

宾方面的注意事项。黄文欢对王稼祥说，据了

解各国代表都要宣读贺词，为此他准备了一份

贺词，并已翻译成了中文，希望中国同志帮助

做些修改，并代为翻译成法文，待他到捷克后

交给捷方庆祝活动筹备处。王稼祥看了黄文欢

提供的中文贺词后说，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做

什么修改。又说，中国大使馆没有法文特别好

的干部，但可以帮助翻译成法文，打好字，让

黄文欢带给捷克同志。王稼祥还请黄文欢给大

使馆的主要干部做了一次报告，介绍越南形势

和抗法斗争。之后又设宴款待了黄文欢。启程

去捷克时，中国大使馆还派人把他送到机场。

中国顾问团在越南

就在中越两国建交的同时，胡志明于 1950

年 1 月 30 日秘密来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和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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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在苏联，刘少奇便安排胡志明住在中南海。

胡志明表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

少奇便安排他于 2月 3日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经

过中苏越三方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由苏

联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负责援助越南的

抗法斗争。3月 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

一道离开莫斯科返回北京。途中胡志明向毛泽

东提起援越问题，并希望中国向越南派出顾问。

毛泽东建议越方提出一个具体方案，待中方研

究后做出最后决定。

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越南的民族解放事

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责任

给予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

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包围所需要的。中共中央

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偿和无私的援助。毛泽

东说：“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

条件。我看凡是越南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

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作为援助越南的一个

重要步骤，刘少奇亲自挑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

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刘少奇在中

南海接见罗贵波说：“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

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时间大体三

个月左右。”就这样，罗贵波一行于 3月 9 日抵

达越北战区越南党中央所在地。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加紧组建援越军事顾

问团，选调三野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为军事顾问

团团长。7 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79

名顾问、250 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率领下，于 8

月 9 日从南宁启程赴越南，12 日抵达越军总部

所在地高平省广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开通与中国的交通，

越南党中央决定发动一场边界战役。为此，越

方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并希望中方

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

和指挥。中共中央选调西南军区副司令陈赓赴

越南，实地帮助越方组织和实施边界战役。陈

赓于 7 月 7 日离开昆明前往越南，7 月 27 日抵

达越北越南党中央驻地会见胡志明主席。20 世

纪 20 年代，陈赓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那

时胡志明也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两人早已相

识，这次老朋友重逢，彼此都格外高兴。9月 9

日，胡志明前来看望陈赓和刚刚到达越南的韦

国清等军事顾问。胡志明对陈赓说：“我不是军

事家，不长于此，你看准了做就行。”又说：“你

放手指挥，包下这一战斗的胜利。”陈赓说：“我

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过打胜仗主要还靠

越南的军队和人民。”战役于 9月 16 日打响，历

经一个多月，歼敌 8000 多人，打通了中越边界

700 多公里的交通线，打破了越南解放区被包围

的态势。陈赓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

务，胡志明亲自到陈赓的住地就如何总结这次

战役的经验进行了长谈。陈赓提出了许多有关

越军建军和作战的意见，又写了《战役胜利后

的工作意见》，交给胡志明。他还应越方要求，

为越军营级以上干部做了四天的战役总结报告。

韦国清也就怎样打歼灭战做了长篇发言。

在准备边界战役期间，中央于 9 月初召罗

贵波回国汇报工作。在向胡志明辞行时，胡志

明再三表示希望罗贵波继续留在越南工作。回

到北京后，毛主席对罗贵波说：“越共中央长征

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

希望你当他的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

的思想准备。”周总理告诉他：“中央已经内定

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主席又说：

“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

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

的联络代表。”罗贵波于 1950 年 12 月重返越北

抗法战区。

1951 年 2 月，越南党在越北战区召开第二

次代表大会，罗贵波和韦国清在大会主席台就

座。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由印度支那共产党改

为越南劳动党。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越南

劳动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

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

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不久，胡

志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今后罗贵波同

志作为正式成员之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此，罗贵波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答复说：

“他们要你参加就参加。”此后，越南党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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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每周一次的例会都邀请罗贵波参加，发给

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文件，也都发给罗贵波一

份。如讨论军事问题，也邀请韦国清参加。罗

贵波认为，这不是对他个人的信任，而是越南

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因此对工作十分谨慎，

每次发言都事先写好提纲，避免出现任何差错。

在完成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胡志明同罗贵波、

韦国清的关系非常融洽，个人感情也十分亲密。

胡志明多次强调：“我们绝对信任以毛泽东同志

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也绝对信任中国共产党派

来帮助我们的顾问同志。”1953 年 9 月 2 日是越

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日子，越南政府决

定向中国顾问团授勋。罗贵波和韦国清被授予

越南的最高勋章——胡志明勋章。其他顾问也

被授予不同级别的勋章。

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停战的《日内瓦协议》

签署后，中共中央考虑到越南业已恢复和平的

具体情况，便向越方提出，以后不再向越南派

出顾问，而改为视越方的要求派遣技术专家。

越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1956 年 4 月，中国政

治顾问团改为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中共中

央派财政部副部长方毅为经济代表。

新中国初期的中国驻越大使馆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军于三个月内

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撤走。中共中央正式任

命罗贵波为中国首任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接

下来在越南建立大使馆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

程。为此周总理召见罗贵波进行商讨。罗贵波

向周总理请示：现在越南还没有首都，中央机

关还在山沟里，是现在就去，还是等进河内后

再去建立大使馆？周总理说：我们要先去建馆，

没有进河内没有关系，就在山沟里建馆。这样

更表示我们支持越南。罗贵波问：现在越方还

没有房子，住在草棚里，怎么递交国书、举行

国庆招待会？周总理说，就在草棚里递交国书，

举行国庆招待会，有什么不好？这样更是表示

支持嘛。苏联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等进了河

内以后才去建立大使馆，我们就是要在解放河

内以前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罗贵波率大使馆班

子迅速赶往越北解放区，于 9 月 11 日骑着马

前往越北战区越南中央小礼堂，向胡志明主席

递交了国书。越方在场的有副总理兼外长范文

同、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等。罗贵波在致辞中表

示：“我将尽一切力量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两国人

民间兄弟般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好，并使我们

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日益发展。”胡志

明主席在答词中说：“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

国政府一定尽其所能以帮助您完成这光荣的任

务。”10 月 1 日，中国大使馆在驻地小山头上的

草棚里举行了国庆招待会，胡志明主席亲临出

席，气氛十分热烈友好，洋溢着中越两国之间

的战斗情谊。

一周后，罗贵波大使和夫人带领大使馆人

员进入河内。为了安全起见，越方安排罗大使

一行与越南党中央机关一起，暂时住在原法军

的一家医院。胡志明主席前来看望时用中文说：

“欢迎大使同志和夫人，这里还不错。”越南外

交部礼宾司曾准备将河内一家以原法国驻印度

支那总督阿贝萨露（Abert Sarrant）的名字命名

的中学作为中国大使馆的馆舍，这所学校建筑

很气派，设备也比较齐全，但罗贵波大使认为

大使馆不宜占用越南的教育机构，没有接受。

后来，越方又物色到法属时期阮氏王朝驻北部

大臣黄仲夫的官邸，经过胡志明主席点头同意，

作为中国大使馆，一直沿用至今。

过去在越北战区，越南中央领导人和中国

顾问团的同志朝夕相处，又处于战争环境，彼

此都不太讲究什么外交礼仪。如今进了城，建

立了大使馆，一切都要逐渐步入正轨。起初双

方都有些不太适应。一次，罗大使在大使馆宴

请越南领导人，但当胡志明主席和长征、范文

同等步行来到大使馆门前时，彼此你推我，我

让你，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最后是三人一起

走进大使馆。

1955 年的一个黄昏，胡志明的秘书武期突

然从大使馆的旁门走了进来，对正在散步的大

使馆同志说：“胡伯伯来了。”人们赶忙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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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贵波大使。胡志明则说：“没什么事，只是出

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罗大使表示，由

于河内刚刚解放，情况还比较复杂，希望胡主

席多加注意，如有什么事，大使可以随时前往。

胡志明说：“没有关系。”说着便和大家告别，

并不肯让大使馆派车送他回主席府。

还有一次，中国第二任驻越大使何伟在大

使馆宴请胡志明。餐桌上胡志明吃饭较快，不

一会儿便放下了筷子，表示要到院子里走走。

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志明一道去院子

里。但胡志明坚持要一个人去，何大使只好尊

重胡志明的意见。但没过多会儿，胡志明发现

脚上只穿了一只拖鞋，便又返回餐厅。大家正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胡志明走到自己的座

位前，弯下腰从桌子底下取出了另一只拖鞋。

虽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当时两国之间亲密无

间的关系。

大力援助越南经济建设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北纬 17 度以北的

半壁江山暂时恢复了和平，人民得以在比较安

稳的环境下医治战争创伤，开始新的生活。中

国政府派方毅作为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代

表，越方表示热烈欢迎。胡志明说，印度支那

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

订，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

法战争，越南北方完全解

放。和平恢复以后，从战

争转向和平时期，要做什

么，怎样把越南建设成一

个完整的国家，有一个正

式的政府规模，我们有许

多工作要做。方毅同志多

年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有

很多好的经验，一定会毫

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中国

的经验，提出很好的意见

和建议。方毅表示，他和

顾问团的同志一定按照中

共中央的指示，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胡主席领

导下，尽职尽责地把工作做好，为越南的恢复

和建设尽最大的努力。

方毅考虑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北方

建设项目的安排顺序应当是“农、轻、重”，

就是要首先抓紧农业生产的恢复并建设与国计

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胡志明赞成这一方

针，认为这切合越南的实际，便责成越南职能

部门制定一个三年恢复经济计划（1955 年至

1958 年）。

当时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迅速修复河内至

睦南关（今友谊关）的铁路。这段铁路全长 176

公里，原来的一米窄轨在战争期间已遭严重破

坏，而中国不生产窄轨，但中方急越南之所急，

便将山西省境内大同至蒲口段的铁轨全拆下来，

连同机车、车辆等设备统统运到越南，并派去

全套技术人员，带着帐篷、粮食、蔬菜等食品，

紧张投入修复工作，仅用了四个月便于 1955 年

2 月 28 日将铁路全线铺通。

从 1955 年至 1960 年，中国派遣到越南

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达 3000 多人，援建的项目

200 多项，如发电厂、针织厂、火柴厂、橡胶

厂、碾米厂、文具厂、灯泡暖水瓶厂、卷烟

厂、搪瓷厂、肥皂牙膏厂、印刷厂等，使北方

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得到初步保障，摆脱了殖民

1950年8月，陈赓（右三）在越北越军总部制定作战计划时，与胡志明（右四）、

长征（左三）、范文同（左一）及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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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时代只能充当外国商品市场的状态。1956

年 11 月周恩来访问越南时，越南总理范文同

在欢迎大会上说：“在和平恢复以后建设国家

的事业中，越南人民不断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

同情和支持。两年多来，中国专家以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精神勤勉地帮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

创伤、恢复经济和发展文化。中国人民的慷

慨无私和崇高的热情，使越南人民无限感激，

并有力地鼓舞了正在完成革命任务的越南人

民。”1963 年 5 月刘少奇访问越南时，胡志明

在河内机场致欢迎词中用四句诗来赞美当时的

中越友谊：

如今方知晓，

心已早相系，

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

如上所述，新中国初期的十多年是中越

关系的黄金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彼

此的高度信赖。时隔半个多世纪，无论是世

界和地区形势，还是各自国家的情况都发生

了许多变化。当前中越关系总的说来仍能维

持总体睦邻友好的局面，但也存在某些分歧

和不稳定因素。

尽管如此，稳定周边仍然是中国总体外交

中的重要战略方针。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

同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会谈时指出：“中

越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伴，两国关系 60 多年

走过的历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不管遇

到任何问题和干扰，中越双方要朝着友好合作

的道路坚定不移往前走。”

人们不会奢望中越关系再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但期盼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按照两国领

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使中越关系得以总体

稳定，不再出现大的起伏，这样才符合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国前驻越南大使）

鉴于当时全国 2000 余家典当行 50%至 60％

在国有商业和供销社系统，1996 年 6 月 25 日，

内贸部会同供销总社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建议

国务院对典当业管理进行协调的报告》，我参与

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将报告

分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于 9月 24 日写出综合

报告：“考虑到现有典当行多数隶属内贸部和供

销总社，在研究制定典当行管理办法和治理整

顿典当行工作中，人民银行应听取内贸部、供

销总社等有关单位的意见。”朱镕基于 10 月 3 日

在国办综合报告上批示：“同意国办意见。人民

银行应吸取教训，制订法规应充分吸取有关部

门的意见，并召开一些基层企业座谈会，以广

泛听取意见，这应作为一个工作程序。”1997 年

10 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珠海召开座谈

会，讨论修订《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我代表

内贸部参加了座谈会，并发表了修订意见。

鉴于典当行是“带有融资性的商业服务业”，

加上中国人民银行以监管金融机构方式监管典

当行，不可避免地束缚了典当行的发展，为此

国务院决定将典当行的监管部门改为国家经贸

委。2000 年 6 月，根据国务院指示，中国人民

银行与国家经贸委联合颁发《关于典当行业监

管职责交接的通知》，取消典当行非银行金融机

构资格，将原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典当行作

为特殊的工商企业移交给国家经贸委统一归口

管理，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典当行的四

项监管职责。国家经贸委接管典当行后，在中

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的

基础上，于 2001 年 8 月 8 日出台了《典当行管

理办法》。2003 年 3 月，国家经贸委撤销后，典

当行随之移交新成立的商务部归口管理。2005

年 4 月 1 日，商务部会同公安部出台《典当管

理办法》，从此我国典当业走向更加健康发展的

道路。（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原国内贸易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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