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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日记再现“破冰之旅”
今 年 是 中 美 建 交 40 周
年。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
松乘飞机降落北京，飞行时
长不过十几个小时，但为了
这次旅程尼克松却用了 22 年
的时间。尼克松访华的一周
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
周”。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
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关
系，由此启发了国际政治中
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
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
称 20 世纪政治史上一个伟大
的里程碑。今年 5 月，《尼克
松回忆录》 中文版由天地出
版社出版上市，这是理查
德·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
录，书中曝光大量第一手资
料，包括他的笔记、口授日
记记录等，其中“尼克松访
华日记”披露出大量不为人
知的细节。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 年 2 月 17 日 10 点 35 分，我们离开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
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
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
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
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
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 （基辛格） 在飞机上所指出的，
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
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
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
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
所不惜。亨利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
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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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周恩来站在舷梯
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
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
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
掌相报。
我知道，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
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
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
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
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
的左边，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
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 在我
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
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
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
交往了啊。
”
中国人念念不忘自我批评
下榻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
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
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
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
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
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
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
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
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
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
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
和文稿的房间。在他椅子旁边的咖啡桌上摊
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
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
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
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
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
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
进行 10 分钟或 15 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
小时。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
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
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
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
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
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
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
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
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
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
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
地方。
”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

WWF 熊猫会徽原型命运多舛

近日中国大熊猫“如意”和“丁
丁”抵达莫斯科，开启为期 15 年的中俄
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项目，这是时隔 62
年 中 国 大 熊 猫 再 度 赴 俄 。 1957 年 5 月 ，
一对来自四川的大熊猫被送到莫斯科动
物园，其中一只名叫“姬姬”的大熊猫
闻名四海，还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会徽原型。
1955 年，四川宝新县发现了 3 只大熊
猫，它们被送到了北京动物园。1957 年，
苏联领导人参观北京动物园时，被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吸引了。因为正值十月革命胜
利 40 周年，于是这其中的两只——平平
和碛碛作为国礼送给了苏联。因为那时的
科研水平无法对幼体大熊猫进行准确的性

别判断，它们在苏联生活了半年后，
因怀疑都是雄性，碛碛被送回，另一
只熊猫安安作为平平的配偶送到苏
联。然而，后来人们才发现安安并非
雌性，碛碛才是。碛碛被送回北京动
物园后，改名为姬姬。就这样，青梅
竹马的姬姬与平平被拆散了，没几年
平平就去世了。
姬姬从苏联回国后，差一点又去
了美国。1958 年年初，芝加哥动物协
会找到奥地利动物商人海尼·德默，想
从中国得到一只大熊猫，为此他们愿
意以高价购买。德默将从肯尼亚带来
的 3 只长颈鹿、2 头犀牛、2 头河马、2
匹斑马送给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
将一只大熊猫作为回赠，最后姬姬被
选中了。
然而，尽管芝加哥动物协会已经与德
默谈好了价钱，但因为姬姬的“共产主义
背景”，美国禁止姬姬入境。遭遇挫败的
德默，又找到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希望他从中斡旋，说服美国政府网开一
面。但艾伦·杜勒斯的哥哥时任国务卿，
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对此一口回绝。美国
民众和媒体对此非常不满。
无法入境美国，德默只好带着姬姬展
开了欧洲之旅，姬姬先后在苏联莫斯科动
物园、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园、丹麦哥本哈
根动物园停留。作为二战后第一只到达欧
洲大陆的大熊猫，姬姬每到一处，都受到
了极大欢迎。1958 年 9 月 26 日，德默带着
姬姬来到伦敦。因为经费有限，最初伦敦

动物园只打算让姬姬停留 3 个星期，但后
来因为有了社会捐助，伦敦动物园以 1.2
万英镑买下了姬姬。
姬姬是伦敦动物园的大明星，要风得
风，，要雨得雨雨，，但只有一点点让伦敦
动物园束手无策，那就是姬姬发情了，脾
气十分暴躁。经过辗转，他们找到了苏
联。1966 年，首先是英国方面向莫斯科动
物园提出建议，希望让姬姬跟当初替代它
的安安这两只成年异性熊猫“交流一下感
情”
，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同意了英方建议。
一时间，大熊猫安安和姬姬的亲事，
成了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消息常常登上
报纸头版。1966 年 3 月，姬姬乘飞机前往
莫斯科，机身上印着“熊猫专机”，当飞
机到达莫斯科机场时，这里已经有 200 多
人在等待。有位记者写道：“我曾经去过
世界上的很多机场，但从没有任何一位元
首或国王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但是这
次“相亲”很不成功，两位熊猫见面后互
无好感，甚至还一言不合大打出手。1968
年 8 月，安安又从莫斯科前往伦敦动物园
与姬姬试亲，这一次相处了 9 个月，还是
无法产生爱的火花，一场跨国婚姻终于以
失败告终。
1972 年，姬姬病逝，受到了公开哀
悼，它被制作成标本存放在英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中。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斯科特曾
一睹姬姬“芳容”，他按照姬姬形象设计
的熊猫图案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会徽会
徽，传遍全世界传遍全世界。
（王潭）

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
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
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
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
样改进自己。周不断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
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
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
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
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
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
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
哲学。
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我们被
邀请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自始至
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
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
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
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
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
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
早上 5 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
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
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
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
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
别 32 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
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
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
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
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
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
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
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
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
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
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
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
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
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 1.6 万英里和 22
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
一样，富有诗意。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
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
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
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
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
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
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
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
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世界上的许多
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
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
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
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
博 是 惊 人 的 。 我 很 惋 惜 ， 等 到 我 1976 年
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
不能再见面了。
（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