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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

1955年 4月 18日至 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
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
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
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其
精髓被概括为“团结、友谊、合作”，即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及其精神

背景资料

参与国家

1955年 4月18日至24日，在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不畏艰险出席万隆会议，并

数次力挽狂澜，将会议一步一步引向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精神的胜利。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多边国际舞台上

发挥了主导和推进作用，并提出一系列展开经济合作的设想，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段记忆，在岁月的流逝中绽放光彩；一种精神，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60年前的万隆会议，标志亚非

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树起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不朽丰碑。60

年来，万隆精神穿越时空熠熠生辉，照亮中国与亚非携手同行、发展繁荣的峥嵘岁月。岁过一甲子，今天，近百位

亚非国家领导人或代表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聚首万隆，重走万隆“老路”，置身回顾与展望的交汇点。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
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个
过程中，周恩来几乎一言未发，其实他是
在冷眼观察，等候时机。当中立国领导
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的
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
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
导思想。经过会上、会下的努力，周恩来
和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赢得的信任
越来越多，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将要诞
生 29国联合公报之前，一些代表因为公
报的措辞又引发了争议。

“比如有人说‘和平共处’是你们共
产主义国家使用的名词，他们不愿意接
受，想避开。”黄书海说，“总理就说那好
啊，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采用联合国宪
章中所提出的‘和平相处’”。周恩来充

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
误入歧途的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万隆会议通过中国代表团和其他主
张和平与发展国家的共同努力，最后终
于诞生了一个 29 个国家一致同意的处
理国际关系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基本
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
展，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为
大会取得成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因
此就在会议刚刚结束的 1955 年 4 月 25
日傍晚，黎巴嫩大使来到周总理的住
地，感慨地对总理说：“总理先生，我想我
可以说，这次会议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
的胜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
是怎样办事的，而且我们发现你们是和
我们一样的人。围绕着你们的神秘性部
分地消散了。”

和 74岁的梁思谋老先生聊天，有一
种触摸历史的感觉。60 年前，还是小男
孩的梁思谋，在印尼万隆向周恩来总理
献花，这是他一生都难忘的时刻。

1955 年 4 月 15 日下午，印度尼西亚
万隆市清华中学初二的梁思谋游完泳回
到家，母亲急忙说：“你的校长来了。”梁
思谋吓出一身冷汗，还以为自己在学校
犯了错。校长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把梁
思谋带到当地中华总会，他才得知被选
中去迎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4 月 17 日，中国代表团来了。周恩
来总理走出舱门，他朝着人群挥手。梁
思谋跟着时任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
阿米佐约上前迎接。“两位总理握手、拥
抱、问候、交谈。阿里总理回过头来招呼
我：孩子、孩子，过来……”梁思谋说。

“我把鲜花献给周总理，提前想好的
话都忘了，只说了一句‘敬爱的周总理您
好’。周总理握住我的双手，他的手修长
而又柔软。”梁思谋回忆说。

“回到学校，大约有三百名同学拥到

我的眼前，他们抢的是我的手，比较亲密
的同学就说：‘思谋，千万别洗你的手！
这是福气的手！’那天回家后，我真的久
久不舍得洗手。”梁思谋说。

梁思谋出生于万隆，他在那里读书、
长大。高中毕业后，家人给他两个选择，
分别是去德国或新加坡读书。梁思谋没
有接纳家人的建议，而是选择回到中国
念书。

“周恩来总理和阿里总理都给了我
精神上极大的鼓舞。无论在哪里，我总
是希望通过帮助的方式影响他人。”也正
是这样的一份鼓舞，让梁思谋成为一个
热心参与社会工作的人。2004年印尼大
海啸，他积极参与筹集捐款活动；北京筹
办 2008年奥运会，他积极奔走出力。

眼下，梁思谋正热心投身亚非会议
博物馆的发展事业之中。2014 年 9 月，
包括他在内的团队已经把关于亚非会议
的珍贵历史资料申报“世界记忆计划”，
为的是让这些重要的历史过程成为全世
界的共同记忆。

排除万难：中国代表团如期到会

在世界历史上，万隆会议是第一次
由曾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
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
议。但在当时，与会各国的情况复杂，社
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存在差异，
而且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张也不
尽相同。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
家，参会前夕，中国代表团遇到了种种困
难。

当时 亚 非 国 家 对 中 国 并 不 了 解 ，
有的国家甚至反对中国参加。时任印
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坚持要中国代
表团出席会议，并明确指出：中国是亚
洲 最 大 的 国 家 ，中 国 不 参 加“ 万 隆 会
议”，这个会就毫无意义！由于苏加诺
总统和缅甸总理吴努的坚持，中国最

终受到邀请参加会议。
1955 年 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包租

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飞离香港后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
表团工作人员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
中外记者等 11 名乘客不幸遇难。事后
经调查，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万隆会
议，以周恩来总理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
治谋杀事件。所幸周恩来由于应邀去仰
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而未搭
乘这一航班。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代表
团的人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外界开始
怀疑中国可能不会再参加会议，但为了
表现诚意，展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追求
独立发展的决心，周恩来还是率领代表
团与会。

“求同存异”：周总理补充发言征服全场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
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
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
被打破，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有
的则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
越发紧张。为了把万隆会议的方向扭转
到团结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树立
新中国真诚友好的形象，周总理临时决
定把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代表，并
利用 1955年４月 19日中午的休息时间，
亲自赶写了一则补充发言。下午 4时 45
分至 5 时 03 分，一共 18 分钟，周总理站
在了万隆会议讲台上。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
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
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

了下来。在发言中，周恩来强调“求同”
而不是“立异”，主张不同思想意识和社
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亚非国家求同
和团结，并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建
立正常关系。周恩来充满智慧的阐释
和解惑，用平等的态度来平息争论，赢
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赞同，一举扭转外界
对新中国的偏见，会议气氛也产生了积
极的变化。周恩来发言中一贯始终的中
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
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
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

时任中国驻印尼使馆翻译黄书海
回忆：“总理发言后引起全场沸腾！热
烈鼓掌！”

巧避锋芒：周总理机智应对节外生枝

1955 年 4 月 22 日以后，万隆会议进
入分组讨论阶段。此时个别代表突然提
出台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建
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共
同托管之下。

面对这场突起的风波，23日上午，周
恩来在有 5个发起国及菲律宾、泰国、中
国组成的 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了
简短的声明。黄书海说，“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声明，总理说了三句话。第一，中国
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第二，中国不
愿意和美国打仗；第三，中国愿意就解决

中美关系问题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会后，周恩来和这位提出台湾问题

的代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私下交谈，彼
此取得了谅解。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研究室主任康岱沙感叹：“总理做人的工
作真是太辛苦了！会上出现问题，总理
就下来做工作，心平气和地和大家交谈，
很多反对派最后就采纳了中国的意见。”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不断地平
息着有可能导致会议破裂的一波又一波
浪潮，他的每一次发言并不是没有原则，
而总是恰到好处地发挥了灵活性。

“十项原则”：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献花男孩：一生难忘的时刻

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1
十项原则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使
周恩来总理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
程度，这一点使万隆爱国华侨的心也被
揪得紧紧的。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代
表团当时决定不在宾馆下榻，而是希望
借房子住到华侨的家里。于是，根据政
府的授意，印尼华侨组成了“印度尼西亚
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专门组织、
安排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起居、外围保
卫等项事宜。

当年腾出自己的别墅给周总理居住
的爱国华侨郭贵盛老人已经去世。为了
欢迎周恩来总理，郭贵盛一家特别将被
褥床单全部更新，夫妇俩则临时住到了
酒店。同时为了开展多边外交，总理的
住处经常需要接待各国贵宾，因此客厅
的沙发座椅、家具家什都需要补充。当
万隆家具店的老板知道了这件事，大家
都争着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而为了
解决交通的车辆问题，万隆至少有 160位
华侨向“亲委会”申请愿意提供车辆，很
多人还表示自己驾驶，这样就可以确保
总理的安全。

时任周恩来总理秘书姚力说，中国
代表团人数众多，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

不能有丝毫大意。特别是买菜这个环
节，是由当地华侨组织的志愿队来完成
的，这些志愿队成员有的是医生，有的是
企业老板，以及他们的家人，大家分工合
作，把菜单分散了，分头去买，然后再集
中送到大使馆。还有一些华侨从自家菜
地采摘食材供给代表团。

因为有了爱国华侨的支持，万隆会
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生活
和安全才有了可靠的保障。当时对总理
的出行除了印尼政府承担的官方保卫以
外，万隆还有数不清多少华侨义务地为
总理进行外围值勤。印尼著名华侨领
袖 、时 任 华 侨 总 会 的 秘 书 长 汪 大 均 于
2007年去世，当年为了给总理探路，他曾
经开着私家车，用自己的身体为总理的
车队在前方“扫雷”。

印尼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一直
没有改变。当年在万隆，许许多多华侨
就是为了看一眼总理而日日夜夜等候在
总理的住处和往返开会的道路两旁。华
侨张容珍之次女张婉媚回忆，“当时我们
都是学生，大家每天都比着谁看到总理
的次数多。我数啊数，一共见了总理 20
多次”。

爱国华侨：群策群力保卫周总理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图① 印尼总统苏加诺抵达万隆，准备参加万隆会议。
图② 中国代表团在前往会场途中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③ 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作补充发言。
图④ 亚非会议主要会场之一 —— 和平女神大厦。
图⑤ 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及夫人在一起。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
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

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
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

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

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
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

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
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60年前，还
是小男孩的梁
思谋，在印尼万
隆向周恩来总
理献花，这是他
一生都难忘的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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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综合新华社、央视、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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