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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越南政策是美国卷入越南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 艾森豪威尔政府从遏

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全球目标出发, 以多米诺骨牌理论为基础, 通过破坏日内瓦协议和排挤法国, 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扶持吴庭

艳在南越建立一个分立的反共政权, 开创了美国在越南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南越承担的保护

和援助义务, 使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等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终结时, 美国的卷入已如此之深, 使得它以后的政

府要想从南越脱身已变得十分困难。这充分说明: 20世纪 60年代后美国大规模出兵越南绝不是美国政府一时的疯狂和愚

蠢, 而是其对越政策长期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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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内瓦会议及其对美国越南政策的影响

1954年 4月, 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

瑞士日内瓦召开。从 5月 8日起, 会议开始讨论和平解决印

度支那问题。 7月 21日, 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共同发表了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
同日, 法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签定了 !关于在越南停止敌
对行动的协定∀, 实现了双方停火。此外还规定在 1956年 7

月举行全民普选, 完成越南全境的统一。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 #是美国政

策的重大挫折∃∃其心理和政治上的影响不久就会在远东乃
至全球感觉到。%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429号文件这样评价日

内瓦会议: #共产势力取得成功, 这一成功在日内瓦会议上

达到顶峰, 已经产生了如下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果, 以致危及

到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并增强了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势

力: a, 不管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将来的命运如何, 共产势

力已经在越南获得了一个能对其邻国或更远一些的非共产国

家和地区施加军事和非军事压力的桥头堡。 b, ∃∃美国在

亚洲的声誉受到损害。美国在亚洲抵御共产势力进一步扩张

的领导能力遭到怀疑。 c, ∃∃。 d, 共产势力在亚洲的军事

和政治声誉大大提高, 其利用自由亚洲国家存在的经济和政

治方面的弱点和不稳进行非武力方式扩张影响的能力得到增

强。 e, 东南亚的丧失将危及到作为 (太平洋 ) 链条关键一

环日本的安全%。基于上述估计, 艾森豪威尔从所谓 #多米

诺骨牌理论% 出发, 认为 #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 不仅是

泰国, 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 同时也增加了对

东巴基斯坦和南亚、以及对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险。% 为保

住南越这第一张 #多米诺骨牌% 不致倒下, 艾森豪威尔政

府决定扶持南越政府, 将南越建成一个反共政权。从此美国

对越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建立南越反共政权的努力

(一 ) 扶持吴庭艳上台。吴庭艳 ( 1901 1963) 出身官

僚地主家庭。吴庭艳有强烈的反法情绪, 一直拒绝与法国合

作。他又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 胡志明在八月革命后不久

曾当面邀他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部长, 遭到拒绝。吴

信奉天主教, 与美国教会有较密切的联系。 1950年和 1954

年他两次到美国, 通过天主教会的关系, 引起美国政界人物

的注意。由于他的反共反法立场和亲美倾向, 1954年 7月

吴庭艳回国任保大政权政府总理, 美国立即表示支持。

法国虽然答应与美国一道支持吴庭艳上台, 但美法双方

对吴的态度仍有很大分歧。因为吴庭艳强烈的反法情绪, 法

国对他是有所不满的。所以法国在同意支持吴庭艳的同时又

附带了一个条件, 即吴庭艳必须 #在一定期限内% 取得令

人满意的进展, 否则法国还要撤换他。所谓令人满意的进展

在法国看来也就是要消除反法情绪。美国看法则不同。艾森

豪威尔政府认为, 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 很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法国仍旧沿用其早已过时的殖民统治方法, 仍然不

愿将权力让渡给越南那些反共的民族主义者, 因此美国认为

南越要想成功地抵御共产势力的扩张和渗透, 其领导人就必

须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法倾向; 另外,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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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取代法国在越南的主导地位 , 也需要利用吴庭艳的反法情

绪来达到排挤法国的目的。不久双方的这种分歧就在阮文馨

政变中首先暴露出来。

阮文馨时任南越军队总参谋长, 是受法国支持的一个重

要人物。由于他掌握南越的武装力量, 对吴庭艳地位构成很

大威胁, 吴于是决心排除阮文馨的势力。1954年 9月 11日,

吴庭艳要阮文馨 #出国考察%, 阮公开表示拒绝并准备发动
倒吴政变。他的这一行动得到法国一定程度的支持, 对于阮

文馨策划倒吴政变, 美国明确表示反对, 在美国的一再坚持

下, 法国不得已与美国一道敦促 #国家元首 % 保大出面干

预。 11月 19日保大将阮文馨召至法国, 任命吴的亲信为总

参谋长, 倒吴政变遂告流产。

阮文馨政变失败后, 法国继续进行旨在倒吴的外交活

动。倒吴的外交努力受挫, 法国又开始唆使南越内部反对派

进行倒吴。这些反对派主要是三个教派 : 高台教、和好教和

平川帮。三派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由于吴庭艳极力

排除异己, 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3月 1日, 三派联合组成

#民主联合阵线 %, 要求吴庭艳解散内阁, 重组一个新的

#民主团结政府% 。 3月 21日, #联合阵线% 向吴庭艳发出

最后通牒, 要求吴庭艳要么改组政府, 要么就辞职。面对最

后通牒, 吴庭艳态度强硬。 3月 29日, 吴率先对 #联合阵
线% 中的平川帮展开行动, 下令免除平川帮盘踞的警察总

监职务, 派伞兵突然袭击占领了警察总署。平川帮立即进行

反击, 当天晚上炮击吴庭艳的总理府并反攻警察总署。至此

各教派与吴庭艳的长期摩擦终于演变成公开的武力对抗。

冲突发生后, 美国对危机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

大使柯林斯为代表, 建议华盛顿撤换吴庭艳。另一种意见代

表了华盛顿大多数政策制订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导致当前危

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和傀儡保大对各教派的唆使和支持。

经多方权衡, 华盛顿表示不能同意柯林斯的换马建议, 重申

继续支持吴庭艳。但是在柯林斯的一再坚持下, 加之对吴庭

艳在冲突中究竟能否获胜信心不足, 杜勒斯终于表示让步。

4月 27日 (华盛顿时间 ) 杜勒斯致电驻法大使狄龙: 指示

狄龙在第二天照会法国政府, 有条件地同意法国撤换吴庭艳

的计划。就在电文发出数小时后, 西贡局势发生了突变。 4

月 28日 (西贡时间 ) 清晨, 吴庭艳下令与平川帮决战并立

即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杜勒斯见状立即指示狄龙停止执行

4月 27日 (华盛顿时间 ) 的电报, 等待冲突的最终结果。 5

月初, 吴庭艳打败平川帮, 重新控制了西贡的局势。美国于

是又打消了换马念头 , 重新回复到支持吴庭艳的轨道上来。

(二 ) 分裂越南。分裂越南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另

一重要步骤。根据日内瓦协议关于举行全越普选实现越南统

一的规定, 越南将于 1956年 7月在国际监督监察委员会主

持下通过普选实现全国统一。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 北南双

方应从 1955年 7月 20日开始就普选进行磋商。美国为了达

到分裂越南的目的, 千方百计阻止 1956年普选的举行。然

而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真诚希望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全越统

一, 而且对选举的结果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7月 20日, 北

越外长范文同致信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及南越政府, 呼吁北南

双方按照日内瓦协议开始就普选事宜举行磋商。在美国的支

持下,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北方的呼吁, 南北磋商及普选最终

未能举行, 美国终于实现了它分裂越南的阴谋。

(三 ) 建立和训练南越 #国家军队%。为维护吴庭艳政

权, 美国积极帮助吴庭艳建立 #国家军队 %。 1954年 12月

13日, 柯林斯与埃利就南越 #国家军队% 的组建和训练达

成一个谅解。主要内容有: ( 1) 美法合作在 1955年底之前

帮助南越政府建立一支 8万人的正规军 (后改为 10万 );

( 2) #国家军队% 享有完全自治权。军官一律由越南人担
任, 由越南人指挥; ( 3) 美法共同负责训练 #国家军队下%,

由美国军援团团长直接负责 。通过这一谅解, 美国基本上

掌握了组建训练南越军队的领导权。

1955年 5月, 10万 #国家军队% 基本上建立起来, 并

在西贡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西贡危机后, 法国远征军迅

速撤出南越, 南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空地带, 美国感到

10万人的国家军队已显不够。又帮助越南政府扩充 5万人,

使南越 #国家军队% 人数达到 15万人, 此外又帮助吴庭艳

组建了一支 7万人的警察部队和 5万人的乡村自卫团, 使南

越武装力量达到 27万。

根据柯林斯    埃利谅解, 1955年 2月 2日成立了

#美法联合训练指导团%, 依照美国的意图开始训练南越军
队。西贡危机后, 法国对越南事务 (包括训练南越军队 )

逐渐失去兴趣, 1956年 3月全部撤走法国教官。法国教官

撤走后, 美国感到训练人员不足。契丹尼尔于是要求增派军

事人员。在军援团的帮助下, 南越建立了各种军校和军营来

培训军官、训练士兵。选派大批军官赴美国本土及本土以外

的美军基地深造。此外, 为了有效地控制和培训南越军队,

美国还抽派一批美国军官到南越军队里担任顾问, 直接帮助

管理部队。

(四 )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南越的 #保护 %。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 光从内部巩固吴庭艳政权还不够。要

确保南越不沦于共产势力之手, 还必须由 #自由世界% 从
外部向它提供保护伞。否则 #就等于向共产党国家发出公

开邀请让他们来接管整个越南。%
美国为南越提供的保护伞就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杜勒

斯的多方撮合下, 1954年 9月 18日美、英、法、澳、新西

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定了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

约∀ 又称马尼拉条约。在条约基础上组成了东南亚条约组
织。美国拼凑这个组织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一旦南越或其它东

南亚国家遭到所谓共产势力的 #颠覆% 和 #侵略% 时, 美

国可以以此条约为根据联合其他国家或者单独出兵干预。在

美国的一再坚持下, 马尼拉条约将南越列入条约的 #保护

区%, 从而使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为美国用来维护南越这一分
立的反共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南方革命的兴起和美国的对策

西贡危机后, 吴庭艳政权表面上一度稳固了一段时间。

然而由于吴庭艳政权的专制和腐败, 南越内部又重新动荡起

来。 1955 1956年, 吴庭艳在南越境内开展大规模的肃反

告发运动。大肆逮捕和迫害以前的越盟成员及进步群众, 幸

免于难的一批党员和进步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自发地

开展起反对吴庭艳政权的武装斗争并逐渐得到了越南劳动党

中央的支持。随着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到

1959年它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南越的稳定。吴庭艳政权的生

存问题再度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最为关注的焦点。为对付上

述的所谓 #叛乱%, 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着手采取一系列措
施来帮助吴庭艳巩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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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 第一, 加强特种战争的训练。美国军援团以

前把训练南越军队的重点放在与北越进行正规战方面, 而对

南方游击队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南越军队显出很不适应。为

改变这种状况, 1960年美国向南越派遣了三个 #特种战争小
组%。开始分批对南越军队和警察部队进行特种战训练。 1960

年 9月, 美国又专门为南越政府制定了一个 #反叛乱行动计
划%。该计划在充分分析了日益上升的 #越共% 游击活动对

吴庭艳政权的危害后, 认为南越已进入了 #紧急状态时期 %,
今后美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办法阻止 #越共% 推
翻吴庭艳政权的企图。第二, 扩大军事顾问的职能。美国最

初对担任军事顾问的美国军官行动上有不少限制。 1959年 5

月, 美国政府授权威廉姆斯扩大军事顾问的职能, 允许美国

顾问间接指挥南越军队。

政治方面: 美国驻西贡大使馆艾尔里奇 德布罗认为,

吴庭艳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 另二

个是政治问题, 即国内对其统治日益增加的不满。两方面问

题互相影响才造成了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严峻局势。如果吴

庭艳不在政治方面实行改良以争取民心的话, 光靠军事方面

的措施难以扭转局势。1960年 10月, 德布罗向吴庭艳提出

10条政治改良措施, 敦促吴庭艳进行政治改良。但是德布

罗的建议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南越政府的政治改良中途

流产。回顾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 扩大吴庭艳的统治基

础始终是美国想达到而又终究未达到的目标。柯林斯失败

了, 德布罗也未能成功。吴庭艳的统治基础始终薄弱, 最终

成为这个政权的致命弱点, 成为导致吴庭艳政权 1963年倒

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 艾森豪威尔政府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目标出

发, 通过破坏日内瓦协议和排挤法国, 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在

南越建立一个分立的反共政权, 开创了美国在越南事务中占

主导地位的新时期。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吴庭艳承担的保

护和援助义务, 使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等到

艾森豪威尔政府终结时, 美国的卷入已如此之深, 使得它以

后的政府要想从南越脱身已变得十分困难。这充分说明: 20

世纪 60年代后美国大规模出兵越南绝不是美国政府一时的

疯狂和愚蠢, 而是其对越政策长期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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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1页 )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 #主观性%, 在这个 #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 每个人的

人生选择都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损人利己,道德、良心、诚实、

秩序都是愚弄人的幌子,是互相倾轧的手段。因此, 世界是荒

谬的, 人生是痛苦的。加缪也强调, 人都希望人生有价值, 世

界合乎理性, 但事实上人生没有意义, 世界不可理喻。

如此看来李光头在壮年时期突然就 #武功 %全废 ,父亲在

遭受迫害时用游戏的方式给孩子们带来笑声, 同时却给自己

带来了灾难, 刘镇类大批无聊的、冷漠的看客, 人们为了一个

林红的 #屁股%而整日狂欢, 荒唐的 #处美人%大赛, 李光头 #携

带骨灰盒邀游太空%,宋钢的假体隆胸,最为重要的是在一部

作品里面作者却要表现两个极端: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

和命运惨烈的时代, 还有一个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

象的时代 [ 3] , 这些的确都非常荒诞。概括起来, 荒诞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说: 一、因为世界的本质是诡论式的,人类无法理

解这个世界的本质, 所以人对他所处的世界自然会产生陌生

感。二、由于人类无法理解世界的本质, 所以人类的价值观也

就无法确定; 价值观念丧失后, 人就会对自我产生失落感。这

种失落感表现为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毫无意义,

活着只是为了走向死亡而已。在很多时候指的是我们今天所

处的这个世界。正如余华所说: #第一,我很难接受今天这个

时代、尤其像!兄弟∀下部里面描写的这个时代的那种社会现
象, 也无法认同它,但是我可以理解它, 因为我相信今天这个

时代一定要和文革那个时代联系起来的, 当某一个时代进入

到它的极端以后, 它必然用另一种方式再进入一次极端。所

以我觉得无论是对上部那个时代也好,对下部这个时代也好,

我用我的方式、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就是努力去理解他们, 因为

他们前一个时代已经发生, 已经完成了, 后一个时代已经发

生,或者说还在发生,我们只能用理解的方式, 这是我从我的

角度,从兄弟两个人命运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时代。[ 1] %其实

今天对于我们而言, !兄弟∀上部所反映的时代同样无法接受
也无法认同。在!兄弟 ∀里面只不过是以嘲讽夸张的方式揭

示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这是小说对我们所处世界的一种基

本的, 同时也更具有哲学意味的认识。透过文本表面的荒

诞,透视文本借助荒诞揭示出的人与世界关系的真相,使我们

认识到荒诞的结果只能是精神的绝望。

结语

对!兄弟∀分析的目的,并不想根据这部小说的某些特点

来总结出余华哪里写的好或者不好, 哪里深刻哪里浅薄,是否

意味着所谓 #先锋派 %的转向、发展或者它与前期的作品比较
有何不同, 只是想把握这部作品的创作倾向而已。通过以上

的分析, 笔者以为: !兄弟∀表现了人类丧失价值观念的结果,

从作品的文本分析也表明作者对于现实持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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