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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
———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

佘纲正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两个多月之后ꎬ 以色列便成为中

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两国在此后

的 ４０ 多年一直未能建交ꎬ 其中美国因素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是两

个最重要的外部致因ꎮ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近年来解密的大批冷战时期涉

华文件显示ꎬ 无论是在以色列与中国接触之初ꎬ 还是在两国关系进入

“冰冻期”ꎬ 以色列就其对华政策都进行了相当多的思考与内部讨论ꎮ
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ꎬ 以色列始终把与中国建交视为其获得亚

洲和第三世界承认的关键一环ꎬ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坚持对华接触路线ꎬ
并为之做出一系列相应的努力ꎮ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ꎬ 以色列逐渐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通过推进双边民间往来ꎬ 以及借助美国、 国际组织等

间接渠道推进对华关系ꎬ 两国最终于 １９９２ 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ꎮ
关 键 词　 以中关系　 建交　 以色列国家档案　 冷战

作者简介　 佘纲正ꎬ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近东与犹太研究博士候选

人、 舒斯特曼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员ꎮ

２０１７ 年正值以色列与中国建交 ２５ 周年ꎬ 中、 以双方的不少官员、 学者和

媒体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回顾和展望ꎮ 然而一直以来ꎬ 相比起

建交后中国和以色列在政治、 科技、 贸易、 教育和旅游等各个方面往来的大

量信息资料ꎬ 人们对两国在建交之前长达 ４０ 多年的关系细节所知甚少ꎮ 究其

原因ꎬ 一方面是由于冷战时期大量政策宣传所造成的刻板印象ꎬ 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两国相关的档案文件并不为外界所熟知ꎮ 不过ꎬ 随着近年来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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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档案馆诸多涉华文件的进一步解密ꎬ 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变ꎮ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ꎬ ＩＳＡ) 在行政上直接隶属于以色

列总理办公室ꎬ 其资料的整理与开放是基于以色列国会于 １９５５ 年制定的 «档
案法»ꎮ 这部法律规定ꎬ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所收藏的所有档案都应该在 ３０ ~ ５０
年的保密期限之后公之于众ꎮ 而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间的法律修正案与总理行

政命令ꎬ 如今普通文件的解密期限被缩减到了 １５ 年ꎬ 部分绝密文件则被延长

到 ７０ 年ꎮ 除了开放公众查阅外ꎬ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还从 １９７８ 年起陆续出版

１４ 卷本 «以色列外交政策文件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选集)ꎮ 实际上ꎬ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ꎬ 研究以中关系或中国与

中东关系的学者对以色列国家档案的使用率并不高ꎮ 在国外ꎬ 伊扎克希霍

尔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和杜先菊 (Ｘｉａｎｊｕ Ｄｕ) 等少数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使用过这类资料ꎻ 在国内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罡研究员曾对早期的部分涉

华档案进行过收集和整理ꎬ 且大多数研究中以关系的相关学者将关注点聚焦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中、 以两国如何错失建交机会问题ꎮ① 最近十年来ꎬ 以

色列实施 “数字化” 政策ꎬ 又解密和扫描了一大批各类档案ꎮ 在以色列国家

档案馆预计超过 ４ 亿页的馆藏纸质文件中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已经有 ５００ 多

万页档案获得了数字化处理ꎬ 其中就包括不少外交系统中的涉华档案ꎮ② 本文

试图利用这些极具权威性且已解密的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一手资料ꎬ 对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８０ 年代间以色列对华政策演变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ꎬ 分析以色列为何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色列对华政策的演变转变与考量因素有哪些? 以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 中两国如何创建接触渠道等问题ꎮ 探究上述以往中国

学者着墨甚少的问题ꎬ 会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以色列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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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也曾开放过一些档案ꎬ 部分学者利用中方解密文件对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以色列

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ꎬ 参见殷罡: «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１ ~ ３５ 页ꎻ 夏莉萍: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以接触始末»ꎬ 载 «当代中

国史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６ ~ ８２ 页ꎻ 中国学者有关中以建交之前两国关系的其他研究ꎬ 可以参

见潘光: «中国 － 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ꎬ 载 «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５６ ~ １６３
页ꎻ 郭白歌: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始末———纪念中以建交十五周年»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９ ~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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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ꎮ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万隆会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 ５０ 年代初是全球冷战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ꎮ 在亚洲大

陆的东、 西两端ꎬ 以色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隔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相继

成立ꎮ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 １９５５ 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ꎬ 新生的

以、 中两国政权面临着数次建交的关键机遇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ꎬ 以色列刚一建立就迅速陷入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激烈战争

之中ꎮ 虽然在 １９４９ 年上半年以色列成功迫使各个对手相继签订了停火协议ꎬ
但其面临的国防与经济危机远未消除ꎬ 以色列的外交机构依旧肩负着为国家

争取外援和外交承认的双重任务ꎮ 在建国之初ꎬ 以色列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

人除了总理戴维本 － 古里安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与外长摩西夏里特

(Ｍｏｓｈｅ Ｓｈａｒｅｔｔ) 之外ꎬ 以色列首任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 (Ａｂｂａ Ｅｂａｎ)
和外交部首任总司长沃尔特埃坦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ｙｔａｎ) 也在以色列发展与世界其

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ꎮ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夏里特

致电身处纽约的埃班ꎬ 征求他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ꎮ 我们通过电

报中夏里特一连提出的 ５ 个问题ꎬ 可以清晰看出以色列当时看待中国问题的

主要关注点: 以色列是该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ꎬ 还是等待中方先采取行

动ꎻ 西方国家是否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ꎻ 印度态度如何ꎻ 美国态度如何ꎻ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② 埃班在次日对上

述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复: 他判断印度与英国都将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ꎬ
并且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不会改变ꎬ 而一旦新政府获得了广泛的国

际承认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在未来进入联合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ꎮ
但是ꎬ 对于以色列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一事ꎬ 埃班保持着相对

保守的态度ꎮ 他认为以色列不应该立即表态承认ꎬ 而应先等待中国政府的外

交承认请求ꎬ 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安理会一事势必会遭到美国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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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ꎬ 文中引用的以色列官方资料仅代表以方对于以中关系的研判ꎬ 且文中着

重从以方角度论述其在以中建交方面的所言所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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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ꎬ 因为这会 “进一步降低安理会中西方阵营的影响力”ꎮ 在复电的最后ꎬ 埃

班再一次特别强调: 一定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苏联阵营之外的广泛国际

承认之后ꎬ 以色列才能主动采取行动ꎻ 因为如果以色列采取了不成熟的举动

而导致疏远了中国的任何政权ꎬ 以色列 “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ꎮ①

埃班之所以提出不能急于疏远 “中国的任何政权”ꎬ 很明显是看到了 “台
湾当局” 驻联合国代表仍有投票权这一 “剩余价值”ꎮ 在同年 １２ 月ꎬ 本 － 古

里安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ꎬ 并把部分政府部门和机关从特拉维夫迁入

仍处于分治状态下的耶路撒冷市ꎮ 联合国大会很快对此做出反应ꎬ 通过决议

强调耶路撒冷的 “国际化” 地位ꎬ 并要求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尽快拟定有关耶

路撒冷地位的法律章程ꎮ 以色列政府对此深感不安ꎬ 随即着手争取国际支持ꎬ
试图推翻这一决议ꎮ 由于 “台湾当局” 此前在大会表决中就相关问题投出了

弃权票ꎬ 以色列外交部在内部讨论中就此判断: 无论是驻联合国的 “台湾当

局” 代表ꎬ 还是托管理事会中的 “台湾当局” 代表ꎬ 都有被争取过来的可能ꎮ
不过ꎬ 外交部总司长埃坦特别强调: 以方与 “台湾当局” 代表的接触ꎬ 只能

由以色列驻联合国和驻美国的代表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进行ꎬ 而不得使用其

他正式或非正式渠道与 “台湾当局” 进行任何接触ꎮ② 很明显ꎬ 以色列既不

想给未来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外交往来埋下隐患ꎬ 又仍希望利用 “台湾当局”
在联合国中的投票权ꎮ 与此同时ꎬ 与驻联合国代表埃班一样对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持谨慎意见的还有以色列首任驻美大使伊利亚胡埃拉特 (Ｅｌｉａｈｕ
Ｅｌａｔｈ)ꎬ 他给出的理由是: 对于以色列而言ꎬ 美国目前在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

地位和武器供应问题上的表态至关重要ꎮ 如果以色列草率地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ꎬ 将会在美国对以色列友好的圈子中造成不好的影响ꎮ③

然而ꎬ 就在身处美国的以色列外交官们纷纷提出保留意见时ꎬ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９ 日夏里特却突然以外长身份向当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外

交部长的周恩来发去电报: “我很荣幸地通知阁下ꎬ 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权ꎮ” 周恩来很快复电表示欢迎和赞赏ꎮ 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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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遂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ꎮ 在给驻美大使馆

的说明电文中ꎬ 外交部总司长埃坦解释这是政府高层集体一致所做出的决定ꎬ
认为对以色列而言ꎬ 在美国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在政治上更有利”ꎬ
而且以色列派往上海处理在沪犹太资产和移民问题的代表也力促以色列政府

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ꎮ① 事实上ꎬ 以色列总理本 －古里安对此给出了更简

单的解释: 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事实ꎬ 而以色列必须要 “承认事

实”ꎮ② 此外ꎬ 以色列外交部还认为ꎬ 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而言非常重要ꎬ
而中国合法代表进入安理会 “只是时间问题”ꎮ③ 以色列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这一举措不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ꎬ 也很快遭到了 “台湾当局” 的报复ꎮ
“台湾当局” 代表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开始主动抱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ꎬ 即反对

就有关 “耶路撒冷国际化” 的决议做出任何实质上的修改ꎮ④

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ꎬ 中国和以色列通过各自驻莫斯科使馆开始了逐步深入的

接触ꎬ 然而同年 ６ 月 ２５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两国间进行第一次建交磋商

的有利形势ꎮ 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指示其驻苏联代表: 以色列内阁虽然在原则

上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ꎬ 但在远东局势明朗之前ꎬ 暂不要在此方面采

取进一步行动ꎮ⑤ ７ 月 １ 日ꎬ 也就是美国空军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的 ３ 天之

后ꎬ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摩西克伦 (Ｍｏｓｈｅ Ｋｅｒｅｎ) 就判断中国很有可

能在未来介入战事ꎮ⑥ 次日ꎬ 以色列政府宣布ꎬ 支持在美国主导下通过的联合

国安理会第 ８２ 号和第 ８３ 号决议ꎮ 但是ꎬ 以色列政府内部对这个声明有着不

同解读: 以本 －古里安为首的 “激进派” 认为ꎬ 以色列应该进一步加强与西

方国家的联系以防范苏联ꎻ 以夏里特为代表的 “温和派” 则认为ꎬ 以色列不

应放弃目前在东、 西方两大阵营中保持中立的政策ꎮ 一份由外交部亚洲司呈

给夏里特的报告建议ꎬ 只要朝鲜退回 “三八线” 以北ꎬ 以色列政府就应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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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其在朝鲜半岛上的中立立场ꎬ 并且不应影响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ꎮ①

为了准备 １９５０ 年底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ꎬ 以色列外交部于同年

９ 月举行了高层会议ꎬ 最终决定在大会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ꎬ 但

同时为缓和其立场ꎬ 同时决定支持 “台湾当局” 代表留在联合国内ꎮ② 然而ꎬ
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ꎬ 参会的夏里特认为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

发言毫无说服力ꎬ “甚至可能连美国代表自己都不相信”ꎬ 他据此不仅支持印

度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ꎬ 甚至还拍板决定进一步支持更为激进的苏联提

案ꎮ③ 由于美国的坚持阻挠ꎬ 印度和苏联为支持中国合法政府代表进入联合国

所提出的不同提案均遭到否决ꎮ 在投票后会见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 时ꎬ 夏里特仍然坚持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ꎮ④ 然而ꎬ 很

快朝鲜战场的局势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发生逆转ꎬ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

国军被迫放弃平壤并后退到 “三八线” 以南ꎮ 美国国内政界要求杜鲁门总统

以强力手段增加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军事和政治压力ꎬ 以此作为回应ꎮ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ꎬ 美国策动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 “侵略行为”ꎬ 而

此时的以色列急需美国在德国二战赔款以及以色列与叙利亚的边界冲突问题

上的支持ꎮ 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犹太人团体的双重压力下ꎬ 夏里特最终决定

同意以色列代表团赞成美方提案ꎬ 以换取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以色列

的继续支持ꎬ 并且在朝鲜战争接下来的时间里否定了关于建交问题继续与中

国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内部建议ꎮ⑤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的 １９５３ 年ꎬ 以色列在整个亚洲仍然只在东京、 马

尼拉和仰光这三处设有外交代表机构ꎮ 不仅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没有与以色

列建立外交关系ꎬ 就连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日本也一再拖延向特拉维夫派驻

全权公使ꎮ 这个局面让以色列外交部忧心忡忡ꎬ 总司长埃坦于同年通知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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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个驻外机构的负责人ꎬ 强调必须 “防止阿拉伯国家与亚洲其他国家构建

起反以同盟”ꎮ 埃坦认为ꎬ 亚洲国家对以色列疏远的主要原因是对以色列的各

个方面都缺乏了解ꎬ 所以以色列必须加快推进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往来ꎬ 并要

求所有驻外机构负责人抓住一切机会ꎬ 向来自亚洲国家的外交官解释以色列

在各主要争议问题上的立场ꎬ 每个外事机构都必须派人负责处理和联络亚洲

事务并同时向外事机构负责人、 亚洲司以及研究司汇报工作ꎮ① 而随着朝鲜战

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国家间关系的相对缓和ꎬ 以色列又重新希望能在中国身

上找到外交突破口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恩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ｃｏｈｅｎ) 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ꎮ １９５４ 年ꎬ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

结束回国途中到访缅甸ꎮ 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ꎬ 周恩来不仅会见了

哈科恩ꎬ 还邀请他访问中国ꎮ 以色列外交部虽然总体上对同中国关系的进展

感到乐观ꎬ 但此时夏里特等决策者又一次出现了反复和犹豫ꎮ 除了继续担心

可能激起美国的强烈反对继而影响至关重要的美以关系外ꎬ 夏里特还忧虑与

中国建交或许会使以色列成为中国 “扩张势力的新据点”ꎬ 同时还可能加强以

色列共产党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影响力ꎮ②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 月 ２４
日ꎬ 哈科恩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ꎮ 其间ꎬ 以、 中双方讨论了经贸与建交

问题ꎬ 甚至谈到未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馆址和如何处理上海犹太人的财产

问题ꎮ 在哈科恩离京之后ꎬ 以色列外交部却依然未对建交作任何具体承诺ꎬ
只是固执坚持中国方面也派一个代表团回访以色列ꎬ 以进一步商讨有关

事宜ꎮ③

然而ꎬ 不久之后ꎬ 万隆会议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中下旬召开ꎮ 周恩来不仅会见

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任主席的艾哈迈德舒凯

里 (Ａｈｍｅｄ Ｓｈｕｋｅｉｒｉ) 等人ꎬ 还同意将 “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写入

万隆会议公报中ꎮ 被排除在万隆会议大门之外的以色列ꎬ 这时才下定决心全

面推进与中国建交事宜ꎬ 并正式致函中国提出建交请求ꎮ 但随着中国在中东

以优先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为政策取向ꎬ 对于以色列方面此时愈发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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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意向未积极回应ꎬ 就连以色列驻苏联代表约阿维达尔 (Ｙｏｓｅｆ Ａｖｉｄａｒ)
１９５６ 年夏天亲自访问北京也没能收获任何突破性的进展ꎮ 为了继续向中国示

好ꎬ 同年 ９ 月埃班在给参加新设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筹备会议的以色列代表

的电报中表示ꎬ 以色列会一直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ꎮ① １０ 月下旬ꎬ
以色列外交部在研究联合国大会第 １１ 届会议中有关投票原则时指出ꎬ 以色列

将继续支持把中国代表权转移到北京手中ꎮ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万隆会议召开前后这段时期是以色列和中国接

触的第一个高峰期ꎮ 作为新生的两个政权ꎬ 双方都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外

部压力ꎬ 都有着争取更多国际承认以打破外交孤立的积极愿望ꎮ 但不可否认

的是ꎬ 以色列在一开始对于与中国建交一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ꎬ 所以当正、
反两方面的因素交替出现时ꎬ 多次产生了大幅摇摆———在这其中当然包括以

色列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变化ꎬ 但从往返特拉

维夫与华盛顿及纽约之间的密集电文中ꎬ 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相关因素的介

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ꎮ 而对于中方而言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前几年

对于与以色列建交一事乐见其成ꎬ 但在慢慢意识到以色列的犹豫不决与逐渐

浮现的阿拉伯因素后ꎬ 也开始逐渐停下了与以色列继续推进关系的脚步ꎮ

从苏伊士运河危机到中国重返联合国

就在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对与以色列建交一事趋冷之际ꎬ 苏伊士运河危机

的爆发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ꎬ 以中关系在 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一步步冷却ꎬ 并

进入长达 ３０ 年的 “冰封期”ꎬ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

代初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以色列突然入侵了西奈半岛和当时处于埃及控制下

的加沙地带ꎬ 并迅速向运河区挺进ꎮ 次日ꎬ 英、 法两国向埃及与以色列同时

发出所谓的 “最后通牒”ꎬ 要求两国立即停火ꎬ 并从运河两岸各向后撤退 １０
公里ꎮ １１ 月 １ 日ꎬ 以色列以 “西方殖民者棋盘上的小卒” 的身份首次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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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ꎮ 在此后数个月的时间里ꎬ 中国政府与媒体一直保持着

极高的频率谴责、 声讨以色列是 “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ꎬ 以色列

的形象也在中国一落千丈ꎮ①

然而ꎬ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之后ꎬ 以色列依然对与中国建交

一事抱有幻想ꎮ １９５７ 年ꎬ 以色列外交部召开联席会议ꎬ 专门讨论推动与中国

建交事宜ꎮ 此时ꎬ 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哈科恩作为此前推动以、 中交往的主

要人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ꎮ 此次会议讨论决定: 争取在两年前 (１９５５ 年) 的

已有基础上继续推进与中国悬而未决的关系ꎬ 包括邀请中国代表访问以色列ꎬ
以商讨建交相关细节ꎮ② 此时ꎬ 中国在官方层面对以色列的批评不断ꎬ 但短时

间之内两国之间仍有少量的互动ꎮ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ꎬ 前往罗马尼亚参加大国民议

会主席团主席彼得鲁格罗查 (Ｐｅｔｒｕ Ｇｒｏｚａ) 葬礼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

团员包尔汗ꎬ 在中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会见了以色列驻罗马尼亚公使阿里

耶哈雷尔 (Ａｒｙｅ Ｈａｒｅｌ)ꎮ③ 在半个小时的私人会面中ꎬ 哈雷尔向中国代表介

绍了以色列的情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ꎮ 虽然从目前解密的档案中无从得知郭

沫若和包尔汗在会面中的表态ꎬ 但在会谈结束时ꎬ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表示

愿意再安排一次代表团与以色列公使的见面ꎬ 从后来的结果看ꎬ 双方未能实

现第二次见面ꎮ 哈雷尔在给以色列外交部的报告中认为ꎬ 虽然双方非常遗憾

地没能继续见面ꎬ 但是中国代表 “应该对这次在公开场合的半小时会谈感到

满意”ꎮ④ 与此同时ꎬ 在缅甸首都仰光和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ꎬ 包括武官在内

的以、 中两国外交使节仍然保持着低频率的私人接触ꎮ⑤

在这种情况下ꎬ “台湾当局” 尝试与以色列进行外交沟通的努力并没有收到

很好的效果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外交部在给驻美大使的内部文件中显示ꎬ “我
们目前对和 ‘台湾当局’ 交往一事仍然抱有很大的疑虑ꎮ”⑥ 此外ꎬ 以本 － 古里

安为代表的以色列政府高层还希望借力于未来的中美关系缓和ꎬ 来实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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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尔一年之后成为以色列驻苏联大使ꎬ 他回国后著有 «在中国与苏联之间» 一书ꎮ Ｓｅｅ

Ｒｕｔｈ Ｂｏｎｄｙ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Ｄａｖａｒꎬ ３０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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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色列关系的根本性转变ꎮ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总理本 － 古里安致信美国

驻以色列大使沃尔沃思巴伯 (Ｗａｌｗｏｒｔｈ Ｂａｒｂｏｕｒ)ꎬ 再一次强调他对中国问题

的看法ꎮ 他估计中国和苏联关系仍将继续恶化下去ꎬ 而且中美关系在短期之

内也不会得到改善ꎬ 但中国终究会 “修正其自大跃进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失

误”ꎮ 本 －古里安认为ꎬ 到 ２０ 世纪末ꎬ 中国将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强大和

高度发达的国家ꎮ 本 －古里安坚信中国 “拥有悠久的文明ꎬ 也必将拥有伟大

的未来”ꎮ 所以ꎬ 他建议美国政府和人民从长远来看一定要找到与中国人民建

立友好关系的途径ꎮ①

虽然以色列政府高层仍然很重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ꎬ 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ꎬ 以色列也慢慢意识到中国对以色列的趋冷态度一时难以改变ꎮ 以色

列也开始采用 “中国威胁” 的词句ꎬ 以期博得西方国家的同情和获得援助ꎮ
１９６０ 年ꎬ 以色列新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西蒙佩雷斯 (Ｓｈｉｍｏｎ Ｐｅｒｅｓ) 在巴黎拜

会了多位法国军政高层ꎮ 在向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Ｃｏｕｖｅ ｄｅ Ｍｕｒｖｉｌｌｅ) 请求军事援助时ꎬ 佩雷斯除了谈及埃及和苏联的动态ꎬ 还

专门提到了 “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活动对以色列造成的威胁”ꎮ 在德姆维

尔询问以色列对于西方国家和苏联签订针对中东冲突各方实施武器禁运以降

低战争风险一事的态度时ꎬ 佩雷斯表示以色列政府原则上乐观其成ꎬ 但这项

武器禁运 “无法阻止中国将武器运往中东地区”ꎬ 所以实际上他拒绝了法方的

提议ꎮ②

从 １９６３ 年开始ꎬ 中国出于在国际上 “反帝反修” 的需要ꎬ 进一步加强了

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联系ꎮ １９６５ 年ꎬ 中国成为阿拉伯

世界以外第一个给予巴解组织外交承认的国家ꎬ 并且还公开邀请舒凯里等人

高调访华ꎮ 这一举措刺激了以色列ꎬ 使其从这一年开始一改此前的投票原则ꎬ
开始连续数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支持美国有关 “中国代表权” 问题的各类

提案ꎮ 在给一直同 “台湾当局” 关系密切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 (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首任主席恩斯特戴维伯格曼 ( Ｅｒｎｓｔ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ｒｇｍａｎｎ) 的信中ꎬ 埃班表示 “中国不仅持续疏远以色列ꎬ 并且明显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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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于我们而言最危险的敌人这足以影响我们在对台湾问题的立场ꎮ”①

１９６７ 年 “六日战争” 之后ꎬ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敌视和对立态度ꎬ 而这一

情况直到中、 美两国缓和之后才开始有所变化ꎮ
中国和美国虽然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敌对状态ꎬ 但

基于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ꎬ 中、 美从 １９６９ 年起出现了缓和双边关系的举

措ꎮ １９７１ 年ꎬ 这一进程终于随着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前往北京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ꎬ 随后尼克松宣布将于次年年初访华的消息更是在全球引起震动ꎮ
以色列政府也自然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转机ꎬ 已经成为外交部长的埃班在国

会发言时表示: 以色列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同中国的政治联系ꎬ 因为谁都无

法忽略中国 “在国际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力”ꎮ②

不过ꎬ 虽然中美关系在迅速升温ꎬ 美国政府却仍然希望在 １９７１ 年的联合

国大会上保住 “台湾当局” 代表的席位ꎮ 美国开始加大力度说服其盟友在所

谓 “重要问题提案” 上投赞成票ꎬ 同时在驱逐 “台湾当局” 代表的提案上投

否决票ꎮ 这就使得本来希望借着中、 美接近趁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以色列陷

入了两难的境地ꎮ 由于以色列政府的犹豫不决ꎬ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迟迟

未能就美国提出的要求给予确定答复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失去耐心的美方

通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措辞严厉地向以色列代表团提出了 ４ 点意见: 一是

如果 “台湾当局” 代表被驱逐ꎬ 将会出现联合国开除现有会员先例ꎬ 此例一

开ꎬ 后患无穷ꎻ 二是美国和以色列两国有着 “最紧密” 的合作关系ꎬ 美方期

待以色列在中国代表权的投票中给予美国全力支持ꎻ 三是预计支持与不支持

该提案的得票会非常接近ꎬ 美国认为ꎬ 如果以色列迟迟不愿就这一问题公开

表态ꎬ 将会严重影响一些 “骑墙国家” 的态度———它们会认为如果像以色列

这种美国的盟友都不愿做出保证ꎬ 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必须投票支持美国的方

案ꎬ 所以美方要求以色列内阁在周日 (１０ 月 １８ 日) 的会议之后公布一份积

极支持美国方案的声明ꎻ 四是希望以色列利用自身对他国 (如乌干达) 的援

３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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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权” 问题的斗争十方激烈ꎬ 台湾当局希望争取阿拉伯国家代表的支持ꎬ 所以基本上在联合国有关阿

以冲突的投票中都站在阿拉伯国家一方ꎬ 这也成为以色列与台湾当局并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官方关系

的原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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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ꎬ 鼓励其受援国也投票支持美方的提案ꎮ①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急电国

内ꎬ 请求外交部立刻将这份意见在内阁会议召开前呈交总理ꎮ 迫于美方的强

大压力ꎬ 一直处于摇摆状态的以色列政府最终指示代表团在 “重要问题提案”
中投出赞成票ꎮ 然而事实发生了逆转: 在 １０ 月 ２５ 日联大会议上ꎬ 这项关键

提案出乎美国意料地遭到了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否决ꎬ 这让以色列有足够的

理由在接下来的投票中拒绝继续听从美国的指示ꎬ 改弦更张转而支持阿尔巴

尼亚所提的驱逐 “台湾当局” 代表的提案ꎮ② 最终ꎬ 联合国大会以 ７６ 票支持、
３５ 票反对、 １７ 票弃权、 ３ 国未投票ꎬ 通过 «联合国大会第 ２ ７５８ 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ꎮ

在面对美国方面的指责和媒体的询问时ꎬ 当时的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
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 (Ａｕｒｏ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约瑟夫提哥亚 (Ｙｏｓｅｆ Ｔｅｋｏａｈ)
称ꎬ 以色列对联大第 ２ ７５８ 号决议的支持ꎬ 是因为 “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联合国内的合法权利”ꎬ 而并非想要驱逐一个 “会员代表”ꎮ③ 埃班也迅速

以外长身份致信中国政府ꎬ 表示以色列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其在联

合国中的合法地位ꎬ 并希望两国政府与其他成员国一道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

全ꎮ④ 与此同时ꎬ 已经成为总理的梅厄也致信多国政要ꎬ 委托他们向中国方面

转达以色列寻求与中国关系 “破冰” 的愿望ꎮ 比如在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当

得知社会党国际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主席布鲁诺  皮特曼 ( Ｂｒｕｎｏ
Ｐｉｔｔｅｒｍａｎｎ) 即将访华的消息后ꎬ 梅厄迅速通过以色列驻维也纳大使致信皮特

曼ꎮ 在信中梅厄希望皮特曼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中国领导人反映以色列

缓和两国关系的愿望ꎬ 并称如有可能ꎬ 希望中国能派密使来以色列进行实地

考察并与以方交换意见ꎮ⑤

然而ꎬ 上诉种种努力最后以无果告终ꎮ 又如ꎬ 同样接受了类似委托的意

大利共和国参议院中国参访团在同年 １１ 月份复信梅厄ꎬ 表示周恩来在和他们

会谈中明确指出ꎬ 目前中国同以色列发生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联系的条件不

成熟ꎮ⑥ 而此前埃班就中国重返联合国一事而发出的贺电则直接被中国邮政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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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ꎬ 在退信原因中一栏中写道: “我方与你方 (以色列邮政) 并未建立关

系”ꎬ 因此 “我方无法投送这份电文”ꎮ①

此时的中国ꎬ 虽然出于团结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 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需要ꎬ 一直严词拒绝以色列改善关系的任何直接请求ꎮ
但实际上ꎬ 在与美国方面的会谈中ꎬ 周恩来多次明确表示以色列 “不可能被

消灭”ꎬ 这一点在 １９７３ 年 “十月战争” 之后愈发明显ꎮ② 以色列于 １９７３ 年在

中国香港设立了总领事馆ꎮ 虽然两年之后由于财政压力ꎬ 该馆被迫暂时关闭ꎬ
但以色列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加强借力中国香港为今后对华接触铺路的信心ꎮ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向英国表示ꎬ 希望英国方面能开放航权ꎬ 使以色列航空

(Ｅｌ Ａｌ) 能开通每周两班由特拉维夫往返香港 (经停德黑兰) 的航班ꎮ 以、
英两国于同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伦敦举行谈判ꎬ 英方先是表示目前的协议草案在收

益上对以方更有利ꎬ 接着又抱怨新增航线的开通会造成英国航空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ｉｒｗａｙｓ) 收入份额的减少ꎮ 以方则表示ꎬ 获得前往香港的飞行航权对于以色

列而言有着 “政治上的重要性”ꎬ 所以同意让以航在与英航的商业协议中对英

航所预计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ꎮ③

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十年的以中关系可谓一路下坡: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末交往等级的逐渐降低ꎬ 到 ６０ 年代初直接接触的全面中断ꎬ 再到 ６０ 年代中

后期两国出现的敌视或对立的言辞ꎬ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在外交上团结阿拉

伯国家的考量因素是中国对以色列态度变化的根本性因素ꎮ 这一时期ꎬ 以色

列虽对中国优先看重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中东政策采取了一定的反制措施ꎬ
但从根本上依然希望缓和对华关系———尽管这一努力无论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末还是 ７０ 年代初都并没有收获实质上的效果ꎮ 美国因素依旧在以色列发展

对华关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ꎮ 因此ꎬ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缓和ꎬ 到了 ７０ 年代中

期ꎬ 以色列在涉华问题上拥有了美国这一关键性的潜在中间方ꎬ 所以并没有

彻底放弃其对华沟通的政策取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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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开放到以色列与中国建交

随着 １９７８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ꎬ 中国的内政外交开始

进行一系列调整ꎮ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正好和同一时期全球冷战格局与中东地

区形势的变迁相互作用ꎬ 使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发生了渐变ꎮ 在这一基础上ꎬ
以色列通过多个渠道开始重新推进与中国的关系ꎬ 为最终两国于 １９９２ 建交奠

定了基础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到 ８０ 年代中期ꎬ 中国和以色列军方有一些接触与

合作ꎬ 但是两国关系在政府和民间层面一直没有取得显著进展ꎮ 而这段时期

中国政府对于阿以冲突态度的微妙变化有助于推进以中关系的改善ꎬ 这表现

在从 １９７８ ~ １９７９ 年中方支持埃及与以色列签署 «埃以和平条约» 的努力ꎬ 到

１９８２ 年高调支持阿拉伯方面提出的 “非斯方案” (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地区

各国的独立与生存)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中、 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 ３ 个附件ꎬ 其中有关在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香港回归后继续

保留各国驻港外交机构的条款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兴趣ꎮ 经过广泛的内部讨

论ꎬ 以色列总理兼外长伊扎克沙米尔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ａｍｉｒ) 决定在 １９８４ 年年底

重开以色列驻中国香港总领馆ꎬ 并委任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鲁文梅尔哈夫

(Ｒｅｕｖｅｎ Ｍｅｒｈａｖ) 作为新任总领事ꎮ 梅尔哈夫坚信香港能成为以色列叩开中

国大门的重要跳板ꎬ 但他也吸取了之前 ３０ 多年双方外交接触多次失败的教

训ꎬ 认为推动两国建交唯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 “理解中国方面的期望并保持

耐心与循序渐进”ꎮ①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ꎬ 正在埃及访问的中国外长吴学谦在开罗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ꎬ 中国支持巴解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参加中东问题国家会议ꎬ
只要以色列不改变其侵略扩张政策ꎬ 中国就不同以色列当局建立任何关系ꎮ
但他同时表示ꎬ 应该把以色列当局和人民区别开来ꎬ 中方允许以色列学者以

个人身份来华访问ꎬ 包括参加学术活动ꎮ 正如吴学谦外长所言: “我们参加了

许多国际性学术团体ꎬ 这些团体如果在中国开会ꎬ 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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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以色列的专家、 学者以个人身份参会”ꎮ 同时ꎬ 由于中国与欧美在工农业方

面的技术合作ꎬ “难免有一些犹太人到中国来”ꎮ① 在这种以中关系风向标的

影响下ꎬ 以色列进一步加大了对香港地区这个桥头堡地位的重视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ꎬ 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 (Ｃｈａｉｍ Ｈｅｒｚｏｇ) 访问亚太地区多国ꎬ 以推

动以色列与该地区国家的政治与经贸往来ꎮ 在出访过程中ꎬ 赫尔佐克突然临

时改变行程ꎬ 在香港进行了两天的私人访问ꎬ 并受到了香港领导人尤德爵士

(Ｅｄｗａｒｄ Ｙｏｕｄｅ) 的热情招待ꎮ 在给尤德的感谢信中ꎬ 赫尔佐克特别提到在

中、 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ꎬ 香港地区 “即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ꎮ②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初ꎬ 在一份当时被定性为 “绝密” 的外交部内部文件中ꎬ
以色列决定在香港注册一家政府贸易公司 (ＣＯＰＥＣＯ)ꎬ 并由外交部长领导与

负责这家公司代表以色列政府进行外事活动ꎮ 而未来这家有限公司的主要任

务不仅是宣介以色列的科学技术ꎬ 而且还要将其打造成以色列政府在当地经

贸活动的一个联络站ꎬ 与驻港总领馆相互配合争取在未来与中国建立起官方

的经贸乃至外交联系ꎮ③ １９８７ 年夏ꎬ 该贸易公司设立ꎬ 为后来以、 中双方在

农业、 科技乃至官方接触方面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ꎮ 同时ꎬ 两国也借助

联合国这一平台开展合作ꎮ １９８７ 年ꎬ 中国同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派以色列

土壤专家埃谢尔布雷斯勒 (Ｅｓｈｅｌ Ｂｒｅｓｌｅｒ) 和水资源专家丹亚龙 (Ｄａｎ
Ｙａｒｏｎ) 来华进行实地调研ꎮ 同年年底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信以色列驻联合国

使团ꎬ 告知在以色列专家的帮助下该机构在中国建设示范农场项目的进展ꎮ④

随着彼此之间认识的加深ꎬ 以色列和中国政府高层之间的会面也逐渐变

成了可能ꎮ 从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至 ６ 月ꎬ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 外交部西亚

北非司司长朱应鹿等官员先后在纽约和瑞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

和以色列外长政策顾问ꎬ 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提高会晤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磋

商ꎮ⑤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在纽约与以色列外长佩雷斯

举行了首次会面ꎮ １１ 月下旬ꎬ 中方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致信左翼的以

色列统一工人党 (Ｍａｐａｍ) 总书记埃拉扎尔格拉诺特 (Ｅｌａｚａｒ Ｇｒａｎｏｔ)ꎬ 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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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外长在开罗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国支持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巴解作为巴勒斯坦人

民唯一合法代表有权参加会议»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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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于次年二三月间来华访问十天左右ꎮ① 此时ꎬ 格拉诺特总书记不仅是以色

列国会议员ꎬ 同时还是国会中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成员ꎮ 因此ꎬ 中方对他的邀

请不仅延续了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主要与包括以色列共产党在内的以色列

左翼政党来往的做法ꎬ 而且有助于推动两国进行更具实质意义的深入对话ꎮ
但是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ｉｆａｄａ) 又一次

冲击了中、 以两国接触的进程ꎬ 也考验着两国领导人和外交部相关人员的智慧ꎮ
在北京ꎬ １００ 多名来自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 (包括一些非洲国家) 的留

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ꎬ 抗议以色列屠杀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ꎮ②

在这种情况下ꎬ «人民日报» 于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发表评论文章ꎬ “谴责以色

列当局的新罪行”ꎮ③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致信联合国秘书长ꎬ 表明中国支

持巴勒斯坦人民起义、 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立场ꎬ 并力主召开国际和平会议ꎮ④ 而

不久之后ꎬ 为了阻止巴解组织利用这场起义造势ꎬ 以色列突击队前往突尼斯

刺杀了时任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阿布杰哈德 (Ａｂｕ Ｊｉｈａｄ)ꎬ 使得局

势发展更加错综复杂ꎮ⑤ １９８８ 年初ꎬ 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在参加一场非公开的活

动时表示ꎬ 目前中、 以双方建交的时机仍不成熟ꎬ 因为中方重视自己的阿拉伯

伙伴ꎬ 它们 “不仅数目众多并且与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ꎮ⑥

相对而言ꎬ 这一次以、 中双方对突发事件的处理都成熟了许多ꎮ 就在做

出 “中、 以建交时机仍不成熟” 判断的同时ꎬ 韩叙大使依然表示 “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不能与以色列进行接触”ꎬ 并且实事求是地指出ꎬ 两国的外交官员已经

多次讨论了举办有关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的可行性ꎮ “当 (中东和平国际会议)
这个议题得以付诸实践时ꎬ (两国建交的) 时机有可能就成熟了ꎮ” 韩叙的这番

谈话很快被转达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ꎮ⑦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ꎬ 中国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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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会见了到访的格拉诺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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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员之一ꎬ 中国政府和媒体对他的遇害给予了激烈的反应ꎮ 参见 «暗杀吓不倒巴勒斯坦人民» 一

文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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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向纽约地区的学者教授介绍了中国对以色列与中东局

势的态度ꎮ 在发言中ꎬ 王学贤强调各方都要面对现实ꎬ 而其中之一就是 “以色

列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它不能也不应该被摧毁ꎮ” 此外ꎬ 他还认为巴勒斯坦

人的武装斗争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ꎬ 而且当下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也并不是巴

解所组织或领导的ꎮ 最后ꎬ 王学贤大使相信以色列和巴解互相承认是双方迈

向和平的第一步ꎬ 并表示中国和以色列外长级别的会面仍将继续进行下去ꎮ①

随着双方互信的不断加强ꎬ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和 ５ 月ꎬ 中国和以色列实现了高

级外交官员的秘密互访ꎬ 以色列多次正式明确表态它与 “台湾当局” 间的关

系将维持在 “商贸和非政府层面”ꎮ② １０ 月底ꎬ 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正式召开ꎬ 以、 中建交也终于水到渠成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 １２ 月访

问了以色列ꎬ 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ꎬ 并达成协议

草案ꎮ③ 随后ꎬ 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ｙ) 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访华ꎬ 并和中国外长钱其琛共同签署了以、 中建交联合公报ꎮ
综上ꎬ 以、 中建交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ꎮ 从中方来看ꎬ 在中国开始改

革开放到以色列和中国建交的这段时期里ꎬ 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全方位调整

以及阿以冲突总体上的相对缓和ꎬ 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以两国的接触和交

往进入快车道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ꎮ 从以方来看ꎬ 以色列在这段时间一改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与中方接触中时而激进、 时而保守的摇摆不定态度ꎬ 通过推动

双边直接的民间往来ꎬ 以及借助于美国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等间接

渠道ꎬ 推进了对华关系ꎬ 为两国最终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结　 论

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所解密的涉华文件ꎬ 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待建交之前以中两国关系的途径ꎮ 以色列与中国成功建交ꎬ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ꎬ 更与双方自身的政策调整与努力

密切相关ꎮ 从以色列方面看ꎬ 该国不断吸取过去接触失败的经验教训ꎬ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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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一条全方位稳妥推进对华关系的路径ꎮ 笔者认为ꎬ 以色列从总体上愿

意持续推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ꎬ 但两国关系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８０ 年代间经历

了较大波折ꎬ 有主、 客观两方面因素ꎮ
(一) 主观认知与研判

第一ꎬ 以色列重视与大国建立良好的关系ꎮ 以色列的建立离不开二战后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鼎力支持ꎬ 后来随着美、 苏冷战与中东地区冲

突的加剧ꎬ 以色列先是与英、 法这两大老牌强国合作对付 １９５２ 年革命后的埃

及ꎬ 在 “六日战争” 后更是成功与美国全面结盟ꎬ 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

“战略资产”ꎮ 基于以色列对自身地缘政治劣势的认知ꎬ 以色列认为ꎬ 积极寻

求与大国建立良性关系有助于维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ꎮ 以色列国父本 － 古里

安为代表的以色列政府高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有信心者并不鲜见ꎬ 而

以色列的外交部更是从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以及在国际舞

台上的重要影响力、 这是以色列政府长期主动坚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前提ꎮ
第二ꎬ 以色列力求摆脱在亚洲的外交孤立状态ꎮ 尽管以色列建国先驱主

要来自于欧美各国ꎬ 但是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不可能忽视自身所在的

这片亚洲大陆ꎮ 然而ꎬ 受到阿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影响ꎬ 冷战时期的以色列在

整个亚洲地区都处于严重的国际孤立状态中ꎮ 中国作为对亚洲地区有着极大

影响力的国家ꎬ 很自然地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重视ꎮ 根据以色列档案显示ꎬ
该国外交部亚洲司在２０ 世纪５０ ~８０ 年代间大量的工作都是围绕着中国展开ꎮ 事

实上ꎬ 正是在 １９９２ 年年初以、 中建交以及苏联解体的双重影响下ꎬ 以色列得以

迅速地与亚洲另一个重要国家印度以及中亚五国在同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ꎮ
第三ꎬ 以色列希望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可ꎮ 以色列一直将自身建国的

历程视为一场历经艰辛的民族解放运动ꎮ 不过ꎬ 在冷战 “非殖民化”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高潮期间ꎬ 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ꎬ 以色列已被视为压制

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表ꎬ 因此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

国际场合饱受指责ꎮ 由于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与其在和美、 苏争夺第三世界

领导权过程中的特殊地位ꎬ 以色列在寻求发展对华关系时较为主动ꎬ 认为通

过中国有助于使得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理解以色列的 “真实身份”ꎮ 在中国和

以色列渐行渐远之前ꎬ 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 (Ｌｅｖｉ Ｅｓｈｋｏｌ) 就曾经专

门致信周恩来ꎬ 说明以色列的情况ꎮ 艾希科尔在信中写道ꎬ 以色列在 ２０ 年前

还处于外国 (英国) 占领的压迫之下ꎬ 如今国内社会经济的公有部分已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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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国一半的就业岗位ꎻ 以色列不仅有着公有制经济的特点ꎬ 更 “渴望成

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真正的朋友”ꎮ①

(二) 客观影响因素

除了这些解释以色列主动推动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因ꎬ 综合前文叙述ꎬ 笔

者还认为ꎬ 总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以、 中建交期间影响两国关系发展

的以下几方面关键因素ꎬ 不仅能更好地厘清从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９２ 年间以中关系史ꎬ
更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分析和处理与包括以色列在内中东国家的关系ꎮ

第一是美国因素ꎮ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重要盟友及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

关键对象ꎬ 在中国和以色列关系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ꎮ 无论是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干扰以、 中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外交接触ꎬ 还是在 ７０ ~ ８０ 年代提

供以、 中两国进行关系往来的渠道和平台ꎬ 美国在冷战时期以、 中交往的过

程中从头到尾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ꎮ 时至今日ꎬ 尽管中国和以色列在经

贸和文化领域的双边交往不断深化ꎬ 但从最为关键的政治和安全角度来看ꎬ
以中关系在本质上仍然受制于中国 － 美国 － 以色列这三角关系的互动ꎬ 并且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无法改变ꎮ
第二是阿拉伯国家因素ꎮ 如果说美国因素在大局上左右了以中关系的走

向ꎬ 那么阿拉伯国家因素则是造成以、 中两国在冷战时期关系冷淡的关键ꎮ
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优先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的政策取向ꎬ 中

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冷静处理中以关系ꎮ 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国际局势总

体缓和的大背景下ꎬ 阿以冲突当时有着慢慢向对话与和解的方向上发展的趋

势ꎬ 这一国际环境的变化成为有利促成以、 中两国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ꎮ 虽

然同冷战时期相比ꎬ 今天阿以冲突的烈度与广度已经远不如前ꎬ 这种发展有

助于中国在和中东地区各国的经贸往来中更加游刃有余ꎬ 但基于当前中东碎

片化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状况ꎬ 中以和中阿关系同时向前发展进程中仍有

可能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影响ꎮ
第三是以、 中双方的国内因素: 以、 中各自的国内考量也是两国建交之

前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以色列国内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各派势力

的政治斗争与对 “共产主义渗透” 的担忧ꎬ 以及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国内政治

发展ꎬ 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影响ꎮ 对于与以色列建交之前的中国而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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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在中以关系中占据主动权ꎬ 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冷战格局ꎬ 中国在处

理中东事务方面也需要总结与反思ꎮ 由此ꎬ 了解包括以色列在内中东国家的

内部决策机制与战略考量ꎬ 有助于我们在今后更加准确地理解和分析中东国

家的主要国家利益之所在ꎬ 及其它们在外交目标上的轻重缓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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