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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 25 日法兰西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 

会议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尼古拉·萨科齐先生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 

在瑟堡发表的讲话全文 

 

 我谨转交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先生 3 月 21 日在瑟堡发表的讲话

全文。  

 谨请将该讲话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法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大   使  

让－弗朗索瓦·多贝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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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猛烈号”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下水仪式  

2008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瑟堡  

女士们、先生们，  

总裁先生(感谢你所做的出色工作)，  

亲爱的埃尔韦·莫兰部长先生，  

亲爱的让－马里·博克尔部长先生，  

议员们，  

市长先生，  

将军，我应当说将军们，因为有好几位将军在座，  

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荣幸地在瑟堡这里与大家一道，向“猛烈号”的所有建造者致敬， “猛

烈号”是我国战略核潜艇舰队中的第四艘也是最后一艘。1967 年，就在这里，戴高

尔将军亲自向你们同事之中的“可畏号”建造者致敬。与你们的前辈一样，你们可

以为这艘潜艇感到自豪。它体现了法国的高精尖技术，象征着法国决心要继续做自

己命运的主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有能力打造出这样的工业和技术成果。我们

努力了几十年，才掌握了这样高水平的专门知识，而我们的一些伙伴国不作此图，

也就难以取得同样的成就。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法国以你们为荣。我在这里代表法

国，向你们的杰出工作和精湛技术表示敬意。  

 我们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是我们的核威慑力量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力量要

归功于我国的工人、技术人员、工程人员、军人以及军方和非军方的科研人员。我

要对你们说，保持最高水平的必要威慑能力，是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的一个目标。 

 我要在此纪念 2002年 5月 8日在卡拉奇的攻击行动中牺牲的 11名法国公民――

他们是你们的战友、朋友、丈夫和父亲。我知道，他们的亲人今天也在场。我对他

们说过，我将在下两个星期内与国防部长一道，在爱丽舍宫接见他们，向他们说明

调查的进展情况。我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国家没有忘记他们，也永远不会忘

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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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与和平，士兵们在欧洲和在全世界面对危险，表

现出莫大的坚毅和勇敢。我要代表所有法国人民，向他们表示支持和感谢。法国为

自己的士兵感到骄傲，并且寄以信任。  

 全国刚在星期一悼念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士们。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欧洲

曾经是战场，甚至可以说，是一片废墟。绝大多数大型争战，是在欧洲各国之间进

行的。由于欧洲的重建和大西洋联盟的成立，我们已经缔造了一个和平的欧洲。我

们的国家安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我们盟国和欧洲伙伴国家的安全如此紧密地

相连。我们的共同命运，与欧洲联盟和秉持共同价值观的所有其他国家牢不可分。

这些共同价值就是：和平，自由，友爱，捍卫平等的、不容剥夺的人类尊严，而无

分出身、信仰或肤色。  

 但是，我们绝不能将和平视为当然。大规模恐怖主义行为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

一点。当今，我们面临着新的势力的崛起、新的野心、新的威胁、新的对抗。此外，

还有争夺原料和能源、将技术用于侵略目的和气候变化等所带来的危险。在这个相

互依存的世界上，我们的利益是没有国界的，即使某些利益可以在地理上加以界定。 

 自 1994 年的白皮书发表以来，世界又有了变化。当时总结的是冷战和海湾战争

结束之后的情势。而现今则有所不同，更不稳定，更多变，更复杂。这并不表示就

一定更加危险，而只是表示比先前难以预料。因此，我们的薄弱之处也随之改变，

也就必须重新检讨我们的战略。我不希望――我也无权希望――让法国像历史上太多

次发生的那样，为过时的战争方式做准备，或在面对战略突发变局之际发现自己毫

无准备。  

 我的责任是确保我们的武装力量随时有能力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我要制定

出法国所需要的国防政策，而不是因循旧习陈规。因此，我已要求拟订新的“国防

和国家安全白皮书”，而不是仅仅关注国防。这是因为，从今以后，国界以外遥远

地方发生的事，与国土以内一样，都有可能关系到法国人民的安全。  

 基于同一理由，我希望我们能够正视所有的问题。我有义务向我们的武装部队

坦白道出真相。我有义务向全体法国人民坦白道出真相。  

 真相就是：我上任后发现，财政前景极不乐观。根据国防部的财政预测，若要

实现 2015 年制定的军队现代化目标，国防采购预算就必须每年增加 60 亿欧元，或

增加 40%。谁能对我说这是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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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财政预测就像一道巨大的障碍，让我没有办法履行我对法国人民和欧洲伙

伴作出的整顿我国财政的承诺。过去 25 年来，我国财政一直是赤字。  

 我不打算沿用过去那种造成这一局面的做法，因为这会使我们所有人成为输家：

全国人民，他们大有理由为国防和安全需要能否得到适当满足而忧心；国家元首、

政府和议会，他们正为需要作出痛苦调整而伤神；更重要的是武装部队，他们不得

不一次次面对主要武器计划的迟迟得不到落实及其各种后果：装备老化，维修保养

费用直线上升。我拒绝在既成事实面前屈服，不甘心不求变通而无所作为。任何民

政或军政部门的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为总统保留灵活行事的余地和维护政府采取行

动的自由。任何政治领导人的职责就是开创灵活行事的空间，以充分发挥其决策能

力。  

 我选择以几条简单的方针来指引我开创未来：我们的战略、我们的雄心、我们

的联盟和全欧洲的目标。还有一条同样简单的原则：我绝不同意放松警惕。国防预

算在国家预算中高居第二。它仍将如此，不会减少。我已经作了这样的承诺。现在

我要庄严重申这一承诺。但是，我会提供一些长久以来不愿面对的选择，兼顾保护

法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保持财政自主的需要。  

 我不会依靠 15 年前的评估结论来指引国家的建军工作。我已要求为二十一世纪

初期拟订一份白皮书，为今后 15 年内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提出总体设想。

鉴于我国武装部队必须担负的重大任务，白皮书必须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使我们

和国防部长能够作出战略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选择。  

 白皮书委员会认识到，先前提出的 2015 年武装力量模式已经过时。人人都知道

它不切实际，但没有人告诉法国人民。现在，我要告诉法国人民。我拒绝接受从这

个框架出发，然后只是看看必须放弃哪些目标。无休止地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模式，

是徒劳无益的。一方面致力于构建一个切合需要的模式，同时又听任沿袭下来的过

时模式越来越不中用，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有可能为我们的国防制定出一个

可以一成不变的建军模式吗？当面临的威胁发生了变化，当我们的战略随之改变，

我们的建军工作也随之重新出发，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为保证法国人民得到保护，国防结构必须尽可能做到实用和有效。我将本着最

大程度的实事求是精神作出所有必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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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进行这样的改革。法国人民给了我这样的重任。埃尔韦·莫兰部长已经

启动的这个将可作为表率的改革和合理化进程，完全是为了建立起这样的国防结

构，为了替我们的将士们着想。  

 我决定着手进行反思，以便毫无禁忌地为改革进程积极做准备。  

 由让－克洛德·马莱先生担任主席的白皮书委员会集结了许多领域的知名人士。

从一开始，议会就与它密切联系，每个审议阶段也都将如此。白皮书草案将征求参

议院和国民议会各委员会的意见。白皮书将由总理提交给议会。作为武装部队的统

帅，我宁可亲自提交，但目前《宪法》不容许我这样做。下次修宪时，我希望能纠

正这种已显得有悖常理的规定，并且从更广的角度说，希望加强议会的权力，特别

是在国防工作方面。这个问题必须先经过充分辩论，需要辩论多久，就辩论多久。

对于我与总理和部长们将一道作出的选择，议会将决定是否批准，因为等改革程序

完成后，将向议会提出一项新的军事规划法草案。  

 我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我的决定，然后向全国说明。你们可以放心的是，我一

定会担负起所有的职责，因为最让人担心的并不是需要作出抉择，而是缺乏决断。

我们将作出抉择，使我们的国防政策成为最有用、最有效和最切合实际的政策，有

助于实现法国和欧洲的宏伟目标。  

 作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我的第一要务就是在一切情况下确保法国及其

领土、人民和体制的安全，并在一切情况下维护国家独立和决策自由。  

 核威慑是这一切的最终保障。共和国每一任总统的重责大任就是认清这个现实。

今天，我愿意同大家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当然，在白皮书将涵盖的这 15 年内，法国不会再有遭到入侵的危险。然而，我

们的安全还受到其他的威胁。某些国家的核储存不断增加，核、生、化武器的扩散

还在继续，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也同样在扩散。  

 今天我们都必须铭记，即使是距离遥远的国家所发射的核导弹，也能在不到半

小时内打到欧洲。目前，只有大国有此能力。但是，亚洲和中东的其他一些国家正

在大力发展弹道能力。  

 我特别要提到伊朗。伊朗正在加大其导弹的射程，而其核计划也大有可疑之处。

这实际上关系到欧洲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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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面对着扩散，必须坚定团结。正由于我们企求和平，才绝不可向违反

国际规范者示弱。但是，所有遵守国际规范的国家都有权得到和平使用核能的公平

机会。  

 除了扩散以外，我们还须准备应对其他危险。在利用西方社会的弱点上，那些

潜在来犯者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而明日，技术突破又可能造成新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我们的核威慑力量如此执着。我们的核力量完全属于防

御性质。显然，我们只会在进行自卫的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而自卫也

是《联合国宪章》中载明的一项权利。  

 我们的核威慑力量可以保护我们，使任何国家――无论它位于何处――不敢以任

何方式侵犯我们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根本利益当然包括那些使我们作为民族国家而

自立和存在的各个要素，还包括自由行使我们的主权。作为国家元首，我的职责就

是随时评估这些根本利益的界限何在。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根本利益是不可

能一成不变的。  

 任何一方若要威胁法国的根本利益，自身就有可能遭到法国的严厉报复，承受

与其目标不成比例的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将成为首

先打击的目标。  

 不能排除对手有可能错估我们根本利益的界限或我们捍卫根本利益的决心。就

威慑而言，在此情况下，将有可能发出核警告以表决心。这样做的目的是重新起到

威慑作用。  

 为了能够确实发挥威慑作用，国家元首必须有种种手段来应对威胁。我们的核

力量也因而一直在做调整，并将继续调整。“猛烈号”于 2010 年投入服役后即将

携带的 M51型洲际导弹和疾风战机将于今年开始携带的 ASMPA改良空对地中程导

弹，是符合我们对白皮书涵盖时期所作的风险评估的需要的。  

 我还坚信，核力量必须维持海基和空基两个组成部分。两者各有特性，尤其是

在射程和精确度方面，这使得它们互为补充。国家元首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依靠

它们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为了维护我们的行动自由，还可建立针对有限打击的导弹防御能力，作为对核

威慑的补充，而当然不是替代核威慑。我们要切记，导弹防御的效用将永远不足以

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对这个问题，法国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亲爱的埃尔韦·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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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我们正是本着这一务实的精神，才参加了大西洋联盟的集体努力。我们在这方

面拥有扎实的技术知识，适当时可派上用场。  

 确保国家安全，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每年的核威慑费用抵得上法国司法预算

或交通预算的一半。鉴于前述的我国财政情况，当然必须尽可能控制这一费用。但

是，我坚决要付出这一费用来维持我们的核威慑力量。这不是国家威望的问题，也

不是国家地位问题，这其实就是为国家的生存购买保险。  

 我们的威慑政策还考虑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联盟和欧洲建设的发展脚

步。  

 我们与联合王国一道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断定，只要两国之中有任何一

国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则另一国的根本利益也必然受到威胁。  

 至于大西洋联盟，它的安全也立足于核威慑。英法核力量也是其中一部分。自

1974 年以来，这就是北约组织战略观念的一部分，现在依然切合需要。我要对各盟

国说：法国一直并将继续信守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下所作的承诺。  

 至于欧洲，事实是：法国核力量的存在，已成为欧洲安全的关键一环。任何可

能想要挑战欧洲的来犯者，都必须铭记这一点。  

 让我们共同从这样的形势中推导出所有的结论。我打算同愿意沟通的欧洲伙伴

国进行公开对话，以探讨威慑的作用和威慑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所作的贡献。  

 我们对欧洲伙伴国的安全所作的承诺，是我们日益紧密的联盟关系的自然体现。

《里斯本条约》标志着在这方面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我现在要谈谈裁军。这是一个我希望以务实和明理的态度来讨论的问题。当国

际安全有了改进，法国就会作出必要的结论。冷战结束之后，法国就是这样做的。 

 与夸夸其谈、只说不做不同的是，法国真正采取行动。我们遵守国际义务，特

别一提的是《核不扩散条约》。在核裁军方面，法国表现优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法国与联合王国一道，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是第一

个决定关闭并拆除其爆炸用裂变材料生产设施的国家；是唯一以透明方式拆除其太

平洋核试验设施的国家；是唯一拆除了地面发射核导弹的国家；也是将其核动力弹

道导弹潜艇的数量自愿裁减三分之一的唯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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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从来没有进行过军备竞赛。法国从来没有制造它技术上有能力设计出来的

一切类型的武器。法国奉行“恰好足够”的原则：只维持符合战略需要的最低水平

的储存。我也按这个原则行事。我一上任，就要求重新评估是否“恰好足够”。  

 据此，我决定采取一项新的裁军措施：关于空基核力量部分，空载核武器、导

弹和飞机的数量将削减三分之一。  

 我还决定，法国的核武库能够并且应当更为透明，其透明程度比任何国家曾经

达到的程度都更高。  

 我可以告诉你们，削减之后的我国核武库将只有不到 300 个核弹头。这是冷战

时期我们拥有的最大数量弹头的一半。  

 在提供这一信息上，法国是完全透明的，因为除了现役储存之外，法国别无其

他武器。  

 而且，我确认，我们没有任何武器是对准任何一方的。  

 最后，我决定邀请国际专家观察我们位于皮埃尔拉特和马尔库勒的军用裂变材

料生产设施的拆除过程。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天真。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八个国家曾宣布它们进行了核试验。我准备向国际社会

提出一项行动计划，并吁请这些核国家在 2010 年召开《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

之时坚决支持这个计划。  

 我促请所有国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请早于 1996 年就已签署该条

约的中国和美国带头。现在到了批准该条约的时候了。  

 我促请核国家以一种对国际社会透明和公开的方式拆除它们的所有核试验场；  

 我要求立即开始谈判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条约，并即刻暂停生产

这类材料；  

 我邀请《核不扩散条约》所承认的五个核武器国家就透明措施达成协议；  

 我提议开始谈判一项禁止短程和中程地对地导弹的条约；  

 我吁请所有国家加入和执行《防止弹道导弹扩散的海牙行为守则》，像法国所

做的那样。  

 同时，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在所有其他裁军领域动员起来。在这方面，法国也将

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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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我在这里要向全国人民表明简单的一点：面对世界上的种种威胁，法国的安全

将得到保证。法国将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和捍卫自己的价值。法国的雄心壮志必须无

愧于自己的光荣历史。  

 这就要求明智地面对战略现实和作出选择。  

 这就要求勇敢地作出必要的决定。请你们相信，我一定会这么做。  

 总之，这就要求我们认清并坚定执行我们的基本任务。这个基本任务就是保护

法国的根本利益。  

 在瑟堡这里，我向你们保证：法国不会放松警惕。  

 谢谢。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