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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红色传奇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至 23 日，一

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毛泽东为了揭露国民党其假和平、真备战的真相，决定“将计就计”，以促成“假戏真演”，

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飞赴重庆。国共双方进行了 43 天的谈判。

但就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蒋介石就秘密签署“剿共”密令，内战战火就此燃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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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5 年重庆谈判上的交锋
文/本报记者 任鹏

毛泽东做了最坏

的打算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
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
那里办点事……”1945 年 8 月
23 日，在延安枣园的小礼堂里，
毛泽东风趣地发言。

一场 50 人参加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举行。

如今这座小礼堂，已成为延
安枣园革命旧址的景点，掩映在
绿树中。

而这场通宵举行的中共高
层会议，是源于蒋介石 8 月 14
日发来的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
庆共商大计。

8 月 10 日，日本宣布投降。
但蒋介石在日军投降问题上非
常焦虑。因为当天深夜，朱德发
布命令，要求敌军在一定时间内
缴出全部武装。第二天，更连发 6
道命令，令部队“迫使敌伪无条
件投降”。

两位党派领袖的谋略斗争，
还未曾见面，却早已在你来我往
的电报上展开了。

蒋介石在第一封电报中说：
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
决，特请毛先生惠临陪都。

毛泽东并没有正面答复去
还是不去，而是要求蒋介石先对
朱德的电报发表意见，再考虑会
面问题。
8 月 16 日深夜，蒋介石挑灯

落笔：“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
有以妄人视之。”

按捺不住的蒋介石半夜醒
来，反复推敲，发出第二封电报。

毛泽东仍然不想轻易答应，
在回电中称：为团结大计，特先
派周恩来去重庆。

蒋介石又发去了第三封电
报，执意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
往，以迅速解决重要问题。甚至
说飞机都准备好了。

8 月 25 日晚上，政治局扩
大会议经过彻夜讨论，反复权
衡，最后做出决定：毛泽东与
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去重庆谈
判。

第二天，毛泽东复电蒋介
石：愿意会见。

这是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位
置。毛泽东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临行前，他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

己的职务。

曾经的交集

表面平静，胸中却万千丘
壑。重庆相会，是毛、蒋的正面角
力，却不是首次见面。

1923 年岁末，毛泽东“三十
而立”，告别长沙妻儿，去广州参
加国民党“一大”。

彼时，国共正携手首次合
作。

当毛泽东还在路途上，浙江
奉化的小镇溪口，内心平静的蒋
介石，正为母亲做 60冥寿。

1924 年 1 月 16 日，在孙中
山电报催促下，蒋介石来到广
州。

4 天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相
遇在国民党“一大”上，两个虽不
年轻却锋芒初露的人终于见面。

这一年，毛泽东 31 岁，蒋介
石 37岁。

毛泽东的座位号是 39 号，
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

蒋介石有些失落。他还只能
静静地列席会议，无法作为代表
参加大会。也许那时候的蒋介石
会感觉到沮丧。

这是他们的首次会面。两个
人也许未曾想到，自此以后，他
们的命运便与国家的命运交织
在一起。

之后，毛泽东被派往国民党
上海执行部工作。蒋介石却有点
赌气地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
会委员长职务。

一年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
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相逢。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
1925年 4月被刺身亡，国民党成
立“特别委员会”处理此事，蒋介
石因此迎来上升机遇，升入领导
核心。

自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掌
握军政大权。

毛泽东也到了广州，兼任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他
拨弄“笔杆子”时，蒋介石已经操
起了“枪杆子”。

1926 年 1 月初，蒋介石头
顶“东征英雄”的荣誉，在国民党
“二大”作报告，发出统一中国的
豪言。

相隔两天后，毛泽东也以国
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登上主席

台。
十多年后，毛、蒋二人真正

成为各自党派的领袖，他们的人
生，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

“重庆的空气显

得更温暖了”

“僵持八年，令全国非常焦
急关注的国共团结问题，已因中
共领袖毛泽东飞临陪都而开
朗。”当年的《大公报》记者王淮
冰写下这样的导语。

1945 年 8 月 28 日，一向多
雾的重庆迎来难得的晴天。毛泽
东真的飞临重庆了。
《大公报》著名女记者彭子

冈在现场看到，迎接毛泽东的队
伍“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
仗队”。当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
梯时，鞋底还是新的，这无疑是
他的新装。

国民党早已对重庆当地媒
体下达了新闻宣传禁令：不发社
论，不写专访，新闻一律采用通
稿。有关谈判的报道，版面不要
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

这是在想方设法避免为共
产党造势，降低毛泽东的影响
力。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
邸为毛泽东一行举行了欢迎宴
会。毛泽东被安排在蒋介石的对
座，以示“诚恳”。

这是一对一直在战火中较
量的两大政党领袖、老对手，蒋
介石还曾悬赏十几万，想要毛泽
东的项上人头。

阔别 19 年，两只经历长期
内战、八年抗战的手，终于握在
了一起。

见面的气氛十分融洽，宾主
寒暄。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
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
之”。两人频频举起酒杯，恭祝对
方健康。

宴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
东在林园下榻。

见面之前，毛、蒋二人对彼
此的态度也颇有些友好。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机场
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说：国内政
治军事上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

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
加以合理解决。
8月 29 日，蒋介石与毛泽东

举行第一次会谈。蒋介石称愿意
听取中共的意见。

当晚，蒋介石甚至到毛泽东
的房间里访问，两人交谈了大约
一个小时。这在蒋介石看来属于
“普通应酬”。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
颇为得意，信奉基督教的他甚至
认为，毛泽东应召到重庆，虽然
是德威所致，实际上也是上帝赐
予的。

而在媒体看来，“重庆的空
气好像显得更温暖了，两位领袖
的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
圆！”

不过，蒋介石日记中用的是
“应召”二字，不对等的心态显露
无余。

“一觉醒来，和平

已经死了”

谈判真正开始后，双方才发
现分歧不是一般的大。

9 月 2 日晚上，蒋介石再次
宴请毛泽东，两人进行了单独谈
话。

9 月 3 日，中共提出了拥护
三民主义、蒋介石领导地位，要
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
日部队，解放区部队编成四十八
个师等 11项谈判要点。

一直想限制中共军队的蒋
介石认为，中共军队编组以 12
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是
绝对行不通的。
双方期望相差万里。
蒋介石认为中共“诚不可以

理喻”。9 月 4 日凌晨 5 点，他甚
至起床向上帝祷告，希望中共能
悔悟。

毛泽东表现得冷静淡定，
他在重庆频频会见民主人士，
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宣传和平
主张，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共
并不是国民党一味宣扬的“赤
匪”形象。

会见民主人士张澜时，毛泽
东风趣地说：“蒋介石要演民主
的假戏，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假戏

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
真假，分出是非。”

僵持不下，中共为和平做出
让步，毛泽东同意把军队整编为
28个师。

9月 17日中午，蒋介石约毛
泽东照相并谈话。

四天后，蒋介石对美国驻华
大使赫尔利表示，中共军队最大
限度为 20个师。

国共双方进行 8 轮会谈，军
队整编数目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9 月 22 日至 26 日，谈判暂时中
断。

双方虽未达成一致，但期望
至少接近了。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中共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
毛泽东对谈判充满信心。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那么真
诚。早在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
他就以受降为名，授意阎锡山的
军队入侵解放区，驻守上党地
区，企图侵占晋东南。

毛泽东对敌人的阴谋看得
很清楚，去重庆前他说，只有打
得好，才能谈得好。

中共军队全力自卫反击。上
党战役断断续续地伴随着重庆
谈判。整个战役中，中共军队歼
敌约 3 . 5 万人，占阎锡山部队总
兵力的三分之一。

10 月初，周恩来提出，在某
些问题上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
决定让毛泽东先行返回延安。

在毛泽东走之前，双方将历
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
件，这就是史称的《双十协定》。

10 月 11 日早上 8 点，蒋介
石约毛泽东吃早餐。这是两人在
重庆的第 10次会谈。

从此之后，毛泽东和蒋介石
再也没有直接会谈。
《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第三

天，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

撕破停战约定，向各个解放区发
起全面进攻。温情的协议化作无
情的内战战火。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还在争
取和平的机会，当他知道国民党
军队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时，长
叹一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
了。”

▲重庆谈判旧址。（资料片）

重庆谈判中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影。（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