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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辩揄(磺前)

..-.. Mr. BARRAU PELAEZ e玻利稚IDi ) :我首

先要热烈舰贺 Sir Lesile Munro 赏;理提任大食主席。

二.近年以蕉，勤於聊合圃行勤所得成果的情橱，

已酬增高，本租捕的群多努力也跟属成劲，道是事宜。

但是本租撒原定的悻大目穗，觉不在L袖悴政治阔翘属

限，道也是同操明阔的。我相信我问有黄任向各大圃

指出在许多圃家中，有许多粗撒方面的般重问题，尚未

解快3道程阴题舆椎持圃隙和平，或在不同的水平上，

宦施民族自诀攘等罔题，同模地值得考虑。事窗上，罔

圈重黠所在是人榻的命题，人颗卫生般生活的榷利。因

此7我俩不腮该部嬉眼有某些目的值得我问注意。

三.在国醋祉舍中，大多撤回家设有能如若干其

他圆寂且同等主E军事浩展，道是很明阔的。自部二我世

界大耻W-*，若干比较幸涩的圆呆在等取物货币目利方

面握展的离度，使人更阴阳地看到其他圃家在在求享受

新科串舆拔俯政明的幅幸1]，是如何的因雄。因此，若

干固呆雕然有很高的文明舆堕富的文化傅柿，今日栩

调均收幸遭圄祟所得的浩展属天上聊仙。政屉落後各

圃民族黝於最近的科，阜成就，视之路火星居民或科辱

小部中人物的工作，赏在是很攘凉的嘲笑。

四.迎击十年中，物黄方面的迅速键他，更加深

了各大圃典小圃阔肚禽及艇碑方面的萤具。各大圃今

日享受战响之脯，各小圃甜因繁荣圃祟典贫乏圃泉l出

岂不卒衙而面瞄更迫切的新阔髓。

五.因比，聊合圃的服责是要居於简单的地位，努

力保髓使贫乏圆寂人民的生活71<.啦，逐渐提高到今日

享受繁荣的其他圃家居民的水平。路比目的，它必须

利用旨在使挠俯m助原.fUJ fiX;篇耀梆强贯的一切行勤。

班牙IJ推亚属自聊合圃取得道理合作的一徊圃来，也就

是今日的一幅很好宜例，橙明徙理揄滥到窗酶的必要。

六.因此，我圃竭力支持设立]瞄合因艇碑政展特

别基金。1聊合圃提前了道捆脏搏合作榄榕的法律制

耍，我刑部篇是很使人舆蕾的。但是，在道捆槛横向

来阔始工作队前，我问必须旗法推掉正常因陈贸易，。尤

其是住蛊原料各圃舆报用道些原料的各工柴化圈家阔

的贸易。

七.由於温去的各槌情泪，若干圃家鼓展了卑一

生蛊式的艇酶;就玻利雄蓝而言，其桩掷以髓蛊属基

础。道些初版原料如秘鲁外交部丧於其随油 C第六八

三我啻蘸〕巾所提到的甜舆畔的贸易，今日受到翩脆

撞盛的戚膏。我所指的是以道程初版原料出盖地属理

由规定歧调掰怯的措施。

八.高皮工柴化各团的市捞如告封闭，道些探愤

企隶的前途如何?撞击於罩一生蛊圃*脆弱的艇畔，将

有何理影辑?我问希望那些主强富施迦分保罐措施而

?， I起如可楠俏的边币目的人， 自吕够了解道理情弊。

九.翩於剖·揄已久，而且大食叉牌如遇去腰年那

糙再加剖前的裁Z在罔髓，各大圃若能以美圃触、铺在勤

]蹄合圆大窗前就〔第四七0次窗前3中呼融和平使用原

子物理方面的强明峙所本的精神，属理道伺阴暗，就

可能施得解诀掰法。

一O.但是，闹於遣伺重要阔圈，我何必须带服

盹制盐裁减常规罩俯，道是政展落後各圃蓝接回髓的

问睡'0在道徊阳晤中，一如在我例所有的其他阳腿巾，

各小罔有，黄任以善意友好的陆官程攘，黯各大圃越前

阴智的诠怪。

一句在一九五五年大食第十周齿的一般辩输

中，赏峙属坡和l稚皿怕我回首席代来，今日任破利串~

E税l艇的 Dr Siles Zuazo ， 骨郁巳第五二三次宵藕〕限

制班展落後非圃的罩俯，揭於人额及雄持国酷和平，均

大有搏盘。fi!1坦白宜稿各小圃用在牌最武器方面的缸

款， )，i睦以一大部分用於一切艇搏活勤方面的住蛊挺

展。

一二.我代号是阁部属 ::;iles Zuazo 媳就的眼边， 今

日仍然洽常。各小圃裁减军偏的必要，今日l挝边去旦

l 制树监I让仿呵!事俞丑二式把你 3 第二千四周仿， 刷刷然一拙 ， 诀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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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迫切，它例至少l睦鼓;阵主在俯减少到街合其圃内治安

舆圃陈安圣要求的水平。我也要指出圃陈安昼因圃防

翻念的锤化而症，国焉舆氢啤及州'I障萧强相比，常规

军偏是微不足道的。要IDt旗展落後各圃或距雕韩略要

匾鞍遣的各圃，可能於世界衙突中接生任何诀定性的

军事作用，宋先通於天真。

-5. 由於不利的情况， 玻利雄亚现在是一捆内

障圃家"奥迪去属其简土一部分的海口隔掘。玻利推

理不断言是法楠救道确反常的情汩。道程情归割於保程

知限制的自由;且越世界各大海道航道的必要，有诀定

的翩保。

一四.在世界所有各圃人民均能表示其需要舆顾

望的睛合圃中，去年诀定〔诀毒毒案…-0五(十一)J召

阔前揄海洋法的圆陈啻哥在。茧食融融程主要项目之一

结研究有阔内障回家的闰题。建4固罔题舆本粗撒四分

之一的啻虽圄有翩。我固政府墨等核舍前槌感舆趣，因

;属我例相信它勤稚持圃醋和平舆去圣及世界艇掷费展

舆繁荣，都有槛重大的影罄。

一五.我圆的艇酶鼓展，尤其是因探石油舆利用

艇遇都固的油管莲注石油亘团外市榻的必要，引起了

有阔遍提自由的新阔题。言衷宵击军毫知疑盖地脂·特别!£

惧蕃融有阔遣送内l接回家所盖石油的{康件，在L求规定

一般性的原则。

一六.阔於遣一黠，我要欣然在雪榻予玻利推班以

提鼓油管便利的所有各群Ii团政府舆人民的宽仁部解。

雕然如此，我俩韶筋明年在日内克星兽行的窗前臆该通

遇有阔温握自由舆充分行使比项自由的{廉例。

一七.最後，我宣糯我代表圃将揭器力量，舆出

席此间的所有代表圃合作，以求建成本粗捕的宗旨。

}几. Mr.. URQUIA (酶酣克多):大啻本届禽阔

禽峙的理撮，似乎注有最近方告枯束的第十一届禽阔

食前舆阔食峙的理提那腰壤。然而世界情视盘不能合

人帮翻。各~重大闹题仍然存在，如裁罩罔题;中束

·情势;估惊匈丑二利的罔题;苦于多圃亲人民受外圃政府

控削，在若干圃家内造成了强l将该圃分裂成雨徊圃家，

-4固被人征服而另一捆保持油立的情况; 前殖民地及

其他债土人民要求行使自诀丰富的努力;在带多地匮内

·忽调及侵犯人榷;及其他阔题等。

一九.接言T意章十二年之後，睡陋坚持不懈舆峙

邂成劲的努力，响合圃至今尚未撞得解诀是些两髓的

有效攒法。适可能由於雨榈主要原因:妈一，直n批白 E

摩所告辞我例的，世界上越他最多而且最搜耕者， ;~'f:

若人期间的阔保，尤其是人强i迁回间的阔保;即二，在

今日，主要由於找俯方面的重大提步， 1逼言瞌阳{保采盘盘J

频繁密叨，因之也真且搜f缅雄i佳t。

二O.本祖辙得到若干人士的攒峙，也受到和千

人士的辱)骂和反勤。它喝币1一叨可能的努力，以;}~ 5旺

壳战争，雄持盐嚣固和平，业使世界各地男女·人民，卒

有尊股、健康、快到3典有希望的生活，而知恐怖、 ，X~

辱舆痛苦。和任何其他人瓶的努力一撮， J即合回战斗I:

十昼十美，可能丧生钳琪，在连成其宗旨的途i~l上，踏

步弈常摆摆;但是，四t然如比，设有人皑皑否郁而本

祖嫩的革己牵挂上颇多具有永久假值的光带祀甜。找1班现现Jl旦!II

知意言甜站到道些布祀己盘鲸最，因属我不顾意作太岳的阳i油。

二一.我代衷阁»JU~乘比n~，楠， 111申睡前瓦多。虫府

及人民勤脯合|型的信棋。 F崖酣瓦多属本祖撒削白白白n

圈之一，也属重要匮域祖陆如美洲回家粗楠及中提问

家祖糟的剧始食员圃， I宿|母均以|圈桔的精训1及榷准，持

因共存所依攘的悻大温毒是舆法律原则，如各剧主楠.'1 -0

等原则、民族自诀榷原则，及一|喝不得干陆{也~~I 内政

原则而著名於世。

二二.值得注意的是遗章承韶道些及许多JU山 Iii[

则， f旦堂J第一项原则特别重视。 在那;二f郎中 ， 规自 f

本粗辙{采基於各食虽圃主榷平等之原则。在大俞(1~ J:

作中，道程平等地位特别阴阳，舆安全理习E俞牲 'iii' l f:

理事圃所享有的投票特才薇，黯然是不相符的。

二三.因此，我的黯於英因有名的政治家'且著作

家，聊合团剧始人之一，现代腥臭的重要人物，牛~'\!I:

祀重要大事的祀章是者邱吉前爵士在不久以前所搜刮的

意且，大戚带奇。

二四.遣一位著名的英阔前首相;在偷敦市政蝉黯

宴美圃律师公禽一九五七年年宙的宴食上，政束 r~r

荫，承韶、由於各大圃阔的歧晃，使大食承馆Jl!茹的前

任。他就任何小圆的投票或俑晃，竟能影铿人口!~;史Jl:

本圃人口多若干倍的圃巍的事件，宜厨反常， ill ;fiR情

况眠于改善。h他就聊合固在苦于多事件中失败了， 1~1t，ll!

到匈牙利事件。叉就他知意建言语~1固辞蓝的聊ltt ~!母 ;注:

章，但韶属各方同意策章强有的舰念是不完俯的， .也

须加以修改。

二五.邱吉前爵士所提衷的意且黝各小阳或者瞄

敲击聊合团中不是大圆的各食亘圃，有不公元的批a~i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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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辞不公允，因篇道些圆寂所投的粟，通常盘不

且嘀且锦根攘，而保阜L)专政府的政治及法律信念属根

擂。它刑完全依摄各圃主榷平等的原则。他的批辞不

公允，因属有阳和平的若干重大阳髓，不管是麻伊士

韶阳或侵略匈牙利的罔题，其所以交由大食赛稽，是

因属安全理事禽各常任理事圃未能一致同意，不肯吕履

行其推持圃醋和平舆安圣的主要责任。最後，他的批

辞不公元是因属在设有任何小圃参加的雅酣他食融

中，各大圆规定了安全理事宙的投票程序，其後在金

山宵融中提出以此9i制皮嬉建立聊合阔的必要悚件者

是各大圃。

二穴.在埃及事件中，聊合王圆、法圃及以色列

遵守了大舍的建藕;而在命人痛心的匈牙利人民事件

中，暗响及匈牙利的政棋毫知道守大食建搞的意思，宫

然命人愤慨。但是道位英圆老勒士、老政治家，常然腮

能同33:我刑的意且，韶、儒窗主主佳授t1且大食就道理事件

提出肆带。安昼理事食雕有意章投槽，但未能通迦具

有拘束力量的诀蔽，道是各大圆故意造成的。它例提

截了一程投票制度，使它向中间任何一圃在理事宵鹿

理最重政治问题如成智和平、破摄和平及侵赂行路峙，

在回事肯中同峙居於法官及窗事者的地位。

二七.此外握有真足重阔的一黠是否诀槌也酒用

於修前窗章的工作。垂t於麓章的{唐言了，必须-由安~理

事审五常任理事国各照其本圃盎法程序批准後，方能

生效。由於拉丁美洲各代号怪圈的提前，有阔榆剖黯章

及增加安金理事审理事圆、艇掷盟批禽理事常回事:圆、

卫圃醋法院法官~榻的若干项目，列λ了筋十一屈宙

的前程，也歹Ijλ了本届宵的前程。

二凡.但是，由於1在聊代号是阳的反酣，远些提前

的修正3都未能撞得接受，盐且在今後相常H守期内，也

不由得到接受，因筋蘸响政府在共涯中圆的代去未能

於大食及其他I即合圃榄闹中取得中革民固政府的代表

席3足以前，不宵赞成或批准任何修盯簸章的规定。就

道邱吉前宙·士也要因此而3辈革!g各小圃I师 ?

二九.剖输裁1J[闹趣的偷敦食前未能最生路擒，

使大啻赛前裁军项目的工作能也多因滑道行，我代号是因

课戚遗憾。就;.1J[项目是我例年徒一年反徨剖晴的最重

要的政治项目。现在第三次世界大勒的危榄使世人日

夕悲愤因使用核武器而引起的破搜捕t:::，所以道锢阔

圃尤且也切。

三O .我俩盘不遇分柴舰， 1.11 ft忍筋最近避{固月所

作的琦槛舆有效努力，可以使大啻较温击键年更具幢

地前前道榈罔题。温去所有剖·瑜的桔果，献是一捆程

序性寰的诀带案，建请主裁军委员食及其小祖委员食"I

耀横研究道捆重大阔题及舆它有脯的各项提案。

三一.酶耐克多勤於裁罩问题的眼皮，盐知改踵，

黯於任何建前或提案，献要我问韶搞出於善意，业且

以真正、l限制及均衡裁诚一切J骂王除及一切军偏，禁止使

用原子、氢、及其他大规模毁械武器的瓣讼，幢量减少

斡号角榄者，我刑者I~提赞同。

三二. ~时於各圃人民要求拥立或以任何方式行使

自诀榷的f~望，我俩也腊:f呆:}~:酶耐克多一贯的立捞。

我伺割·於像德阔、聘团及越南道程团来的命题，很是

阔d:，';道些回家都因篇有外圆控制圃土的}部分，分

裂篇工。我圆政府，舆出席此间把大多敷政府同模地

希望大食能硝槌重嗣早日就一德圆、静回及越南，芷

立自P t佳Wf道些回家加λI附合圆的措施，它{P~野晴在合圆

的工作一定可以作随有假假的贡献。

三三.我阴勤於伺牙利的情势，其他被征服夺回

人民的命题，舆戚膏中束各圆的赏前危;酶，深J随即切。

我伺黝於很多回家内有苦恼1J侵犯人槽的行勘，也!前阔

悔。

三四.我回路美洲各圃匾域粗械的一榈啻虽圆。

如来泪如:一九四八年在政哥大星罪行的第九次美洲回

家圃醋禽稀， 3直通了美洲人额槽幸IJ 1st辑海宣言，同i峙

核啻蘸宜和导:

"美洲各圃悻大湖立遵勤所本的理想，j博永遗

鼓舞我问特困人民及政府，在它刑的道巍努力方

面圃桔一致， ~国盘所施，以一切和平方法，努力

在美洲大障上情除任何方式的附属地位，不管其

筋政治的、艇阔的、或法律的…"

我刑一贯韶筋远程主辈革晦於去是世界各地普温贯施，我

刑不顾在美洲有任何殖民地或被的馈的简土，我例也

不脑且世界任何部分有道程附属筒土存在。

三五.睡前克多代表圈一如蕾例，:;同·欣然盎其棉

薄，参加横剖·我所提到的道些罔题，以及本届宵需在程

上所有的其他阳题。我问特别脑意参加艇梆及时捞项

目的辩前，尤其是有即接展落後国家艘满援民及技俯

悔助方案的一切~目。



16ι 大禽第十二届食:圣髓啻蘸

三六.中美洲五伺共和圃，哥斯大黎加、醒前克

多、瓜地属拉、洪都拉斯及尼加拉瓜理正徙事於勤在

匮域的前途有知可衡量的重要性的叶割。我所指的是

中美各团艇悴桔合营「翻，此E离奇事l在拉丁美洲艇掷委

虽啻主持及中美艇掷合作委员宵i直接督等之下，若干

年来，不断逐步政展。此主自方案侬撩拉丁美洲艇牌委亘

啻於一九五一年在中美五圃代去圃的提前下所j谊通的

快蘸案，它去强了我刑五千团圆家政府重调. "…渡匮

本圄蛊棠及工棠生盖舆;军事散制度，且交换盖品、梅拥

政展方案、及建立全髓或一部分回家和j盎所在之企棠

方式，促成挫讲桔合典政展市据"。2

三七.我在击倒挂言盖上，代表醒酣克多政府;勤

它在聊合圃技街悔助愤大方案中所撞得的锦助，尤其

是技俯锦助管理应在研究盐贺施中美各圃捏膊拮合苛

翻中带多方面的合作，去示戚甜，植倍擒'快。

三f飞.我仍藕程上有一倒咦目涉及和番景的任，

命，因篇 Mr . f陆4也如如二却白Iπ阳I

掘愉快地宜布糯♀，我匮圆i政月府守深知 Mr . Hammarskjold 的才

能，深知他酣聊合罔祟高理想的，It!;，'比，和他结履行服

查所我盟的有峙路乎使人不能相信的幡性精神，揭融

支持:~倒卓越的政治家舆外交家耀摘搪任秘番景的辙

位。我代去圃赞同去:3!理事食今晨所提出的建襟，主t

摘於今日下午在大食中很荣耀地投票赞成 Mr . Ham

marskjold 迫任。

三九.最後，我恭祝大禽於一九五七年中促道所

有各啻虽圄踊利舆全世界所有各因人民幅利的努力，

完垒成劲。舆前举}出席逗4固偌大圃陈剖·输富的每一位

代表，期望植课，因此我俩脂核~髓努力，不负我何

政府黯我刑的信脯，以及我例所最憬的黄任。

四o . 趴在r . Yacoub OSMAN(蘸丹) :我首先要代
表蘸丹代表圃，恭舰 Sir Lesile Munro 营建大食主席。

我伺深信他在轨行~由竞峙，窗衰葫他的技巧、能力、

典公正。

囚一.我将徒一倔强展落後的小团的事日黠一一事

置上我也只能徙道徊踉黠甲一一略前圆蹄情势。因鳝峙

在今日，飞就注~l展落後的小圃，也不能忽调圃醋情势

的夜鹿及影罄。不管是好是壤，今日世界阔保的密切

已袒超通人黯悠久的勤强盛奥中任何其他峙期了。

2 扭扭守监祉食现事俞正式罪己你， 第十三届舍， 捕嗣第八扮 ， 诀蔬
案:fu (囚 )0

四二.大禽上届食蔬期罔，班生了若干不幸的~It

件，特别是苦苦埃及的攻掣。埃及人民迎受遣一夹攻!蝠，

旦旦暨强、真且圃精，荒草伊士莲问也在埃及管理之下，

目l涌而且有数地温航。道理劫好笛蹄之於聊合圃及其

秘番景;蹄之於最後格告胁利的明智良苦;蹄之於itt

界舆输，业蹄之於若干食员圃，尤其是美圃政府，在

幕後的努力。

四三.同峙，世人也看到了匈牙利的股茧情事。

我刑勤道锢罔盟的强度，业不依J扉榄食主茹或辈'Hf: {llf

圆寂的仇舰，而本於我俐的甜挚信念，韶、属野一舶H固立

主榷圃家的内政作武提干涉或任何其他方式的干惯，

不管其造成逼租费情的理由感何，都不能部主简明立

主榷圃豆豆阔脯保所l自温循的原则。

四四.建有， \lliJ酣及利盟的解放战争仍在雄泪尴

行中，至今未且有解诀的可能。巴勒斯坦阿拉伯圳;峙

的悲惨生活，仍然如蓄，若干离远程都民，仍然生的

在知限的痛苦典不公道的情况之下。南#脚手\5的租的;

衙哭不但未且耐咽，而且每日、每迎、每月亮ft力n粥。

四五.绵了道些及其他原因，中束l阵仍爵幅fit l窑

的地匾，必须立即建成以人模的基本原则及菇'草阻且II

篇根攘的解诀蜘法，才可迦施一姻自1111盖的危险j司费。

四六.但是情势脆然般茧，栩不!睦放使我nUj阳快

盲目，看不到若干微兆，韶、前由於两次破壤惨lf( (I~ iU~

界大战的拮果，人额已艇阔始献强地接受敬司II， J啦陡耻'r

地了解再有一3决R世界大靴，就j悔使人瓶、及其坚持好

力舆血汗在所有各方面遥成的一切温步，~耐用1菇。然

而世界今日的道程赛慎强皮，也不服该使我例任何人

放握我问连成和平的努力，因篇如果设有和平，各阻

隔於)阵来的苛前规剖，就宵徒好知劲。

四七.宜强和平需要横;恒的行勤。首先，而且址

最重要的 ，t瞌鼓捣世界命理所蜒的就罩罔题遗属悔i涡。

我伺必须徽底放襄强者就治弱者的那租假定榄丰11 0

我刑必须程置一圃卸另一圆的粗碑控制。我{fl~1必Jji甜l

除殖民主薯，代之以共同信服、共同合作、 2民共同丰II

盘。我问必须反割·磕族僵越础和程族衙突，榄f应只 J止

因篇道雨者是温反民主和理智的去示。 "i带靴"也址…

捆必须自j除的危险现象。我何若能窗里信赖深λ心慎，世

界大小各圃就大有和平共存的馀地。我深信在今日 I'l'~

世界中，没有一倒圆寂臆敢牺调现代靴争的危险战战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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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我现在要i博而自由到圃朦阔保的另一方面。

我刑部得在温去圃隐瞒合舍的峙期，有一捆流傅烦康

而且普温探用的名词，道就是"有"及"燕"的圃家。今

日在例有醒民先浩舆接展落後的圆寂。我相信在政展

落摄的地区中，今日的弈洲是最落後的地匾，道是公

阔的秘密。此外，亚洲及中束的霄·多部分属於道}颊。

四九.道些回家中的健离人民今回拙在世界的十

字路口。要他仍知限期的在那菜等候，韭且以知勤於

衷的旁舰者的地位，看他人繁荣浩步，道，是不可能的。

他刑噩於要求满足他俩的基本需要，主要是槌食、衣

服、住所及敬育。他刑的艇酶仍然以蛊棠及高收蛊品

嬉基醋。道方面豆足重视的…黠是依赖最蛊品输出篇

其回醋收支主要项目的各圃内， ;!，t最蛊品撤出的世界

市据俱格，均告下跌。初极商品的世界市摄值格下跌，

加zw遣植慎格的升降政勘， ~非成了有害蘸匮落後各

圃人民基本利盆的不安情格;道些因家的人民揭求提

高其圆寂收λ，{卑得篝措现有政展计剖所需的橙黄，立t

轩盖自j在将那探行新的方案。

五O.生蛊主要蛊噩品舆在工荣方面至今尚未能

有重大道展的各圃人民，如果想提高其生活水准，别

知其他那法。王建展落後各圆眼有路保其主要蛊蛊品能

够撞得有保程的充分债格，才能同事强代的挺身是，盐

且拼、取切宦步牒， J也向选步典和平。

五一.嬉求克服窗前的因蝶，必须以最践证的方

式撤时整捆情势。世界若干地阻隔然有且使惠待遇路

基础建立盐章固但脚地区的顺盟，因比道程撒剖·豆且

迫切。

五二.结了道些及其他带暇，生蛊主要;段盖品各

国典怯赖道理是蛊品供臆其工提才费城所需的特困阔的

世界性禽截，不能再拖腥丁。道理宵融若求速成目的，

晶捆在互相容忍的精刺l下星在行，拢且须要器被世界繁

菇、典和平及正巍同模地是不可分割的。

王三.蘸丹人民既已~得政治捕立，在货1带照目才

1务方面要求自 主 ， 道是凿然而且合理的。 我刑的 目 的

是在各方面普遍政展，以求建立强大的均衡植树、建

成程定、繁荣舆和平。在远方面，我问充分部撤聊合

固及其事r9~曲阔在勤政民?在後各因提供1jt{il号及其他有

用的'陆助方面的重大供献。

五四.在黯丹，我俩的政策是切宵充分利用现有

的资源。同峙，勤於其他新的资隙，也准行事F9调查，

fL求烧菜戳展，业阅挠我的的确藏资源。我的赞成脆

λ外因资本 ， 以便推康我刑的最棠带剖 ， a更展我刑的

确脑资说:及辑工棠。道程资本;且常均交由妥善人员事

供E赏目的使用。

五五.今日世界上政展落後各圃祉啻改革的一倒

先诀悔件，是改善生章能力。此中带及提霞、保蕃盐

使用m代鼓铺，典合理阔挠'天然资源。道不但可以增

加应接有阔人民的精神及物置丽利，业且也可以增加

昼幢世人的调利。最锥丧展落後各圃也就宵享受现代

生活的方法舆利盘了。

五六.最後，都丹政府及人民斟聊合圆的前途，完

叠信赖。我问希望}蹄合圃成属和卒的堡蝇，各程圃陈

静瑞典不平的申前，都可以由它解诀，可知m冒生死

存t的大除，所有各圃男女人民也可以在聊合圃中摇

手协力，璃人痛阔闹亮光明的前途。道是腥代以蕉，思

想来舆哲串家的理想。我阴谋信捉由我问叠惶的共同

努力，远程理想是可且富强的。

T拉回峙停骨， -t桂四 日非十五分地蜡 问命

言在程项目十七

任命~合因秘番景

五七.主席:大食强有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

日!去是理事由主席致大啻主席团一件(A/3682]，事阔

任命I肺合圃秘鲁品。安坐理事食一致同意诀走向大宙

推硝任命Mr . Hammarskjold 迫任聊合圃秘番景 ，任期

五年。

五八.我建言语大食於公阅食部而拌不公阔窗前中

且不言己£投票方式选f于提星在。我想道是大舍的意旨。

决定如氓。

五九.主席:我现在向大青提出安全理事宵的

推]眶。

店主席之椅， Mr. Padilla Ner'Yo(墨西哥)及Mr.

Scbiff(荷 闹 )任榆祟页 。

以不1己品技羔单行退幕。

六O.主席:潘星再精果如下 Mr . Dag Ham

marskjold ~整得八十栗。另有一强膳票。

六一.阔於~]i1i才果行的战粟，我要宜毒草一九五七

年九月二十五日以色列外交部丧致大俞主席的下阅那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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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璃猫太新年，以色列代表固不能出席大

宵。因此，以色列不可能勤重新任命 Mr . Ham

marskjold 局秘害畏的提案， 参加投票。 我服以此

面表示赞成"。

此圆周·锦本日食融市己鲸的一部分。

六二.我很赞幸地宜俯 Mr . J1ammarskjold 醒一

致同意任命注任J即合圃租菩提，任期五年。

祉害最辨公戚、主任Mr . Cordier 引 和害盖搔沓言

去。

六三.秘害长:我接受迫任珊合圃秘嚣岳的任

命，深切戚暨各位的诀定所授予的责任的重要。

六四.在一九五三年春事我被推渥搪任遣榈腊梅

峙，我器借我有责任接受那榈出乎意料之舟的辘召。

我所希望能够理$到的是盘我的才能，满聊合圆的宗旨

服藉。我葫在唯一可以告慰者是我骨且全力赴之。至

於我的工作能否建到全世界舆本粗糯盛血土遣~{固因

都峙期的要求，那是要由别人来诀定的。我勤於秘番

县一聪所报取的政匾方向是不是最好的方向，~待j冉

来按峙代的背景作判断。能道些方面看凉，各位的诀

定是墨守J阵凉的重大鼓脚，也是一千固植珍贵的信榻的表

刁亏。

六五.我言在路任何人在知道聊合圃秘需在一服的

意羁梭，献有受责任心的脑使才肯接受逼捆服位。也

必负有衷心路戚的脱念，方能以聊合圃郁菩提的地位，

据任一程深有债fu庄而十分繁重的，永遗今人鼓舞而有

峙似乎今人失望的任擒。

六六.道程锦戚有许多理由。我首先要提到舆所

有各圃政府及其代表在互相信赖的健件上工作，在L求

斟圃隙合作中所最庄的苦于多罔题，探求出路。

六七.我也要提到秘番景墨守秘害庭中徙第三膺地

下室y[到第三十八!晋槽的各位同事所臆表示的戚撤。

在他的工作中，他幸而有道稳固植精神，予他以不断

支持。他可以信橱他阴阳峙徙习主任好任怨的工作，阜l

求共同努力的成功。他可以深信他俩都禽且深切的责

任戚、康泛的知融、及真正的圃障精神，赔付任何撤

回。

六八.本till.雕的宗旨是探求在正载的法律下享受

和平生活的圃陈吐宵，道程目的槛属重大，因此道程

工作就不徨是一植蔷捞，而是一撞撞利。向未克服或

消失的政治因素，在某一陪段，可能勤本祖槽的蓝眼

有所限制。我例可能相信聊合圆需要根本的改革。我

问茜且可且同意若干人士的主强，部属喻合圃的任梅，

格久将由~{固粗辙大不相同的榄阔取而代之。但是我

何不能懊提l肺合国工作的主要方向，如霸章宗旨舆原

则所规定者，指示了世界所必须遵守的淦怪，且求保

圣旨;晶去的成就，亚奠定更光明的前途的基睹。

六九.因此，聊合圆的工作，在远些原则指罪之

下，不管目前有铺成果，媳是榻有意载的。如果它由

打阔一寸前涯的途怪，其债值就已高出)t所造致的成

果了。郎今脂·至挺有任何失败，道→黠也不能勘捕。撞

立千假的山鉴如果一旦有人攀登，其後的失败盘不船

否定有人障能攀登山辜的事宜。徙逼榈:由黠苔，本在II

撒在其自自路先锋的工作中，每选一步，就必然愤大争

取和平的途篮。

七O.我在今年致大食朝告嚣的序言 (Aj359句/

Add. 。中 ， 提出 了我勤聊合圃任藉的意见。 击年 ， 我

在安杏理事窗〔第七五-3足食带〕就明了我部嬉眠蘸如

何解碍秘番景所鱼的责任。我现在斟a比如可增楠，也

注有修改。

七一.在多方面的外交中，1&\路里得的雨黠之i吕j

i直梳最短的定菇， 不一定正隙。 但就郁番景而言， 泊

是唯一可能的真理。遣一{撵胳踉是他所奉属法律的朋

则所斟j定的，有峙可能跨越圃陈政治行勤的祖辈lfi形晤

中的其他路J操。如此，他一定更能够部信不管有何砸

困雄，抱不食影智各食具圃勤秘茜击毒的信赖。

七二.我相信如果意章或聊合圃各主要横阔的tk.

z器野秘番景的行勤设有指示， 食虽圆就不能要求租带

丧有所行勤;但是在道榈箱圈内，我相信他有茸任那

用他的服榷，以及本粗捕的楷模，在窗陈情视所言F可

的每一陪段中，充分涩用，读挥最大的作用。

七三.在另一方面，我部属和、番'员在自韶、有探取

行勤的必要， {卑得楠助霞章及傅杭外交保障和平民安

全的制度之不足峙， mn命设有道程指示 ， 秘番畏也l眠

该有所行勤，道是符合简章的真帘的。

七四.共同形成本粗嫩的各民族、各固政府及非

徊人，共同凭据~1固重大的责任。後世人强可随甜拈

刑根本没有建成我问预定的目碟。但顾他问永过不能

挠我刑的失股是因属我问缺乏信心，或者蘸狭窄的自

在翻念在曲了我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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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主席:我以大食主席的资格，型号 Mr .

Hammarskjold 热烈舰贺他远任理辙。 我也知道撞倒秘

菩$服意同理服髓。

七穴，我知须向大食指出租番景所负据的股重而

且繁多的责任。同横地，我也知~强翻一千固都可慎蜒

的事宜，那就是 Mr . Hammarskjold 履行逼些责任， 使

本相撒且及全世界都完全满意。

七七.言盖章提到秘害是所负责任的圃隙性置。凡

骨舆Mr . Hammarskjold 商旨是者 ，没有一捆人不戚暨到

他的相勤窑酶的强度。他知疑地是我问最好的圃障公

滞具，揭甜服捞，胁任愉快，放且在轨行任藉峙雷在虚

自拥。他主强沉静外交，我问盐不引属黯奇。沉静外

壳的名前蝉#他所首剧，栩因他在幕後的孜孜努力而

名闹一峙。

七八.在轨行辘寰的温程中， Mr. Hammarskjold

甜阳了世界上大多数圃束，尤其是中团及中束各圃。提

到他前罔道些圆寂的旅程，就是横勘{也属安事、和平、

及正蕃而作的沉着坚毅的努力。

七九.今日在此间集食的大多数人亦骨出席上决

眉宵。我例中罔有甜能够忘言己秘菩提差不多不休不止

地活勤，在腰黯忘食的情1日下，建立聊合圃黯告罩。

量但成就多伞得力於他的努力，我也可以前服此一端

就可且属他在腰且上取得崇高的地位。

八O . Mr. Hammarskjold ， 我例以崇敬、友好、以

及完圣信赖的心情，歌;皿f起恶任秘嚣，庭。您是星云幢世

人的斡楝忠甜的公偿。我刑期待舆您再有一倒富有成

果的合作峙期，追求圣世世人的ni目幸IJ o

凡一. Mr. LODGE(美幸IJ~合来圃 ) :远是聊合圃

血史上命人敝欣的一日。在温去勘握不去的五年中，聊

合圃嬉世界和平典。正巍及人类自浩步所璐得的成就，多

半是租喜岳之劲。像我例温才道撞一致同意推醒他远

任五年，我俩是勤一位悻大人物致最大的敬意。我例

也勤珊合圃作了一件劫德。

八二. ~草草稿本粗辙黠惕制各圃行勤的中心，队

建成圄醋和平舆正藉。我俩就Mr . Hammarskjold 由

於他特别高超的才具舆品德，象微了比项任藩，盘不

是带大其词。他本人就是一捆酶稠中心。他勤番努

力，孜孜不倦。他不好大喜功，毫银器醒其服耕地位

主意。{也有槌高的才智，勤人及政治力量有明磁的判

断。他有槌高的献信舆理想。参加大宵的每一4圆圆圆

家，不管圆醋政策有甚麽衙突舆差罢，都可以知道他是

一徊注意聪取各方意旦、任挣任怨的圃醋批啻公侯，

他的摇庭公正、坚忍、精植、沉载。

八三.美圃墨守Mr . 出mmarskjolcl特亲朋贺。我

伺敬祝他在今後的工作中，一帆凰!脯，希望他一切如

意。

八四. Mr. KUZNETSOV(黯雄埃祉审主疆共和

团聊邦): Mr. 出mmarskjold， 随下赏渥炜聊合国秘菩

提，我菌由阁下敬致黯聊代表圃祝贺之意。

八五.一捆目前摊有几十二锢啻虽圃，债翠星云艘

啻虽圃履行其推持芷擎固世界和平基本任楞的祖辙，

其秘蕾景所能够而且臆霞键伍的重大任番，是知~烟

挠的。

八六.我伺充分幢啻Mr . 比mmarskjold在有阔

本在且撤活勤的若干事项中的努力o翩於谭一黠，我例

必贺指出，我想秘番景也同意我的意尾，吉野於椎持芷

章固和平捶阳重要的苦于多阔题，至今尚未解诀。我希

望在Mr . Hammarskjold 搪任秘菩提 的第二榈五年期

间，聊合圃能於解诀其所有各项罔题中，狸得遗较温

去篇大的成功。

几七 . 4子圃人民很正礁地希望聊合圃成筋雄持和

平及安全的有效楷模。聊合圃有言于多挂靠舍，也有苦于多

方法，可以更横撞地加强圃醋信念，促潜各民族及各

圆周康汪合作的政展，不管各圆的肚禽制度如何。

八八. Mr. 陆mmarskjold，蘸肺代表圃敬舰阁下胁

利完成聊合圆的崇高任藉。蘸响政府向阁下提出保器，

在您椎持茸固世界和平的努力中，诀于圣力支持。

八九. Mr. KRAG(丹赛) :很少人孀黄酒像秘曹

畏逼攘的沉重负檐，尤以去年篇然。他履行本祖融、舆他

所糯篇"艇典"的聊合圃意章所放在他肩上的黄任的方

式， ~直得最高的赞美。 Mr . Hammma地jold 所鹿理者

都是最困黠及最盼争的罔题，他峙常要探取前人所未

走遍的注怪，在槛端困黠中而不自蛊失望，在似乎事

知瓣法峙凭致解诀瓣法。他盘且能撞得我刑的赞美和

掌重，得有很少人所能享有的，尤其在政治方面植嬉

少克的普温信赖。

九O.我也可以前他崇高的品德，友好的眼皮，在

血理植提雄的雄题峙所去理的忍耐，在槛黯强的蕾酣

中所表现的沉静幽默戚，遣一切都更提高了他在我伺

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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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我很赞耀而且高舆地不懂代表丹要代衷

圃，芷且也代表奥地利、比幸IJ峙、芬阔、法商西、希

鹏、永岛、爱前南、毒草大利、虚森堡、荷商、挪威、葡

萄牙、西班牙、瑞典及土耳其各代去圃，表示我问黯

Mr. 陆mmarskjold的完圣信赖， 衷心热烈支持他瘟任

秘喜岳。我伺恭舰他在今後的偌大工作中，一切成劲。

九二. Mr. NOBLE(聊合王圃 ) :我代去圃以植大

的快撤，赞成安圣理事舍的推蕉，任命Mr.比mm船

skjold莲任聊合圃秘蕾岳 ， 任期五年。

九三.秘菩岳须要轨行雨锢槛巅黠的任藩。首先，

照章章的前句器，秘番景"嬉本祖捕之行政首岳飞我

俐的工作所需程程不同的行政事藉，均有相於秘番岳

及他所任命的l醋晨。他f}.橱高的槽革提供道些服藉，

我例有峙竟宵踊篇营然;事窗上，果一捆伊j荫，如果

我例想一想本大食罪行~*宵截需要多少轩剖篝俯舆

工作，道些工作如何顺利推行，我刑就知道我例有一

位具有逼植卓越行政能力的秘蕾岳，是如何的幸潭。

九四.秘喜岳任梅的第二部分赏然是政治方面的

工作。在意章规定下，秘害击是在道方面负有若干责任。

此外，我例也使Mr . Hammarskjold 於世界群多部分搪

任翻解典翻盔的特殊工作。在轨行量些工作峙，我伺

韶、截了他槛高明的技巧舆忍耐。我例尤其课信他将因

其勤械程中柬黯强局势的贡献而名留青虫。

九五.凡在本大食参加工作者，不揄峙阔A瞥，都

知道Mr . 陆mmarskjold能在重重困黠中探求出路，也

知道他如何有摒法憾翻翻峙的意晃。道程能力本是槛

可贵的天赋，但是他叉加上品德的悻大力量及信守霸

章宗旨，如此就蛊生了我伺昼髓所深知的卓越精果。

九六.我深幸有逼榈榻禽，代表聊合王圃勤秘菩

提筋本在且辙服甜的工作，去示甜意。我刑今日推撞他

在任，表示了我俩的戚甜舆信赖。我的舰他成劲。

九七.蒋先生(中圃):我代表圈在安昼理事食

及大食中，都投票赞成Mr . Hammarskjold 路任。我的

欣悉秘毒是膊禧任逼锢悻大粗捕的秘害岳五年，路我

刑服藉。我代表圃投票推遣他温任，本着主席在他筒

短的贺词中所熟烈表示的情稽。我知~多吉克。我耐要

指出除去Mr . Hammarskjold 五年前就任峙所具僻的

高才明智之外，强在他也有五年来轨行秘番景植牵挂任

捞所得的盟富胆睡。撞撞脏瞰叉可筋道伺律大的祖辙

服黯五年。我向秘番景道贺，我也向大舍及本在且陆因

秘害是接受任命而去示黄意。

九八. Mr.ROMULO(弈律蜜) :Mr. Hammarskjold

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九日到建栅构，接受其被任命的崇

高位置峙，骨程前遇:

"在我搪任新嘀之徒，我私人就不徨存在，代

之者嬉圃隙公路臭。公费虽的任费是舱内憾助非

位代丧探取可以诀定盛庭的诀言击。他醒核分析盐

咒分了解所牵涉的各程力量及利害， {卑得在情赞

需要峙提供正醒的器翻意晃。前不要以嬉他在远

穗挺展中懂居滑掘地位。他的地位是最穰植的。但

是他的精槛，献是一捆工具，一捆媒介的因素，成

者是一捆鼓舞激励的力量。"

九九.第二天， Mr. Hammarskjold 於首我向大青

致前峙，以值得相念而且具有预言性蜜的嗣旬，描油

墨母他的任藉的看法。他就:

"我俐的工作是翻解舆宦事求是的肆敌工作。

人黯文明星云靠靠重法律，榴能建立，我刑的工作

必须建绕在遣一基踏上，而且同攘需要雕格道守

本租融意章所规定的倏款舆原则。我的工作就路

以道植部辙锦准则..."

"我向各有不同的崇敬信仰和信念.•.但辑乎

其他一切信仰之上，舆我例大家一幢有阔的栩是

一位瑞典器人所静的真理。他就人额最悻大的耐

睛不是所求滕幸IJ，而是昕求和卒" 0 (第四二穴戎

啻截，第十段及第十二段J o

一00.凡愤前 Mr . 出mma础jold在他任糊的

道五榈多事年随中的成就者，均不能不深戚其黯秘茜

畏一I酷的躏榷舆责任，判断'叨霄，也不能不课闹他的

思止行勤，都切宦配合他自己的信念。

}。一.他在轨行政粗秘番属工作中所炭理的静

悄悄的效率，就是他的卓越成就的一徊例子。 他盘不

大强旗鼓，只是以据抗各方s力所需的坚定诀心，完

成了植篇微妙的政粗工作，完昼阜L符合本粗辙需要及

其资源的最高效率儒目的 o

一o二.他成劲地轨行了行政方面的道捆铺一仲

任藉，明白表现了他黝其後所遭遇的各顶贾髓罔题所

腾探取的腾度。道也表现了他一身煞有静多提靡:他

有倾向於赛慎分析的事人的素番，又有重相由而平;自

主是局的事问家的热辙，同峙他嚣有坚强酣士的性格，在

草草翩最颠黠的峙候，不是勇往1直前就是屹立不勤， {量

;且是一步也不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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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三.在他任聪期罔，凡遇有勤揣聊合圆的重

大危槽峙， Mr. I-王ammarskjold 所具有的道许多特黠，

都咒分表混出蕉。要求北京政府梅放美圃笃罩人员的

任费、前回巴勒斯坦的工作，以及同峙黯生的埃及舆

匈牙利雨大危槽，勤秘害岳加上了人力所不堪的鱼檐，

都是道些特黠的考牒，表现他是一锢植圆滑的外交家，

也是一橱窗:志刚强、诀心理定的沉静阙士。

~O四 . 踹使Mr . 比mmarskjold於危除离肤的埃

及舆筒牙利危橄中坚持聊合圃所臆涟循的途德，别知

其他成就，他也臆在撞得全幢人榻的戚融，舆大食今

日以任命他迫任秘菩提的方式所欣然授予他的柴辛苦。

但是他的成就盘不止此。他在任n前期间，以行勘在各

代表固、各圃政府、及霉慎翻察家的心目中，胞立了

聊合圃秘'喜畏的地位，是一千固偌大粗榻的行政首景，

也是世界和平使者的假器人。

一0五.在他阔始第二任的峙候，我知道我可且

代去圣髓的意且，恭F兄{也健康，盐在他所~鹿理的一

切事器中，完垒成劲。他天赋器和，本性崇高，自行

规定了他的工作舆成就的真贯举则，道就是我所要再

皮5 1撞他本人的商. "人颊最像大的昕糯不是昕求胁

利，而是听求和卒"。

~O六 . Mr. PADILLA NERVO (墨西哥):自徙

本届宵阔始以蕉，我例看到雨件颇足献欣的事件，道

就是一政同意推遣大食本届食主席及安金理事舍一致

推荐秘番景臆予迫任的诀定。我很re\t边'脑地旨是，安昼

回事食一致同意的诀定，是我的很少旦的事。因此我

例看到它卸道攘~1固重要问题竟然提出一致同意的诀

:e，颇嬉满意。我阴谋切希望远隔倒和带合作的表现

捣属勤裁罩、圃醋艇褂合作、及中柬剌扮等重大罔题

睡得晴施解诀黝法的吉兆。

一0七.蒲章第九十九悔投秘番景以植重要的任

畴，投槛{也胳其所部筋可能戚膏圃醋和卒及安蚕的任

何事件，提铺安昼理事:舍注意。

~O八 . 致力於雄持和平及安垒， 是一徊需要全

力徙事的工作，要有信心、先旦、忍耐、意志、坚定

的男筑、及脚踏蜜地的热献。秘番景具俯道静多特黠，

盐且在温去五年的各项股重危槽中表现了道些特黠。

路求成功轨行其新任期中的工作，秘番畏iii民耍遵循蕾

酌，以强任秘鲁景Mr . Hammarskjold 所表盟的同操赛

惯典朋智筋it!则就够了。

一0九 . IE虫日和害提遍才告言斥我俩的，我俐的主

要任潜之一篇充分利用本粗陆及其各楷阔的圣部资

源， εl贯主昆聊合圆的各项基本原则。

一一o.我刑知道他具俯各咦恃黠，所且深信在

他今後的任期中，;悟勇往道道，向前争取他本I人所规

定而且也是聊合圃所有的那些目摞。他脂探取有效行

勤，保器雄持和平及和平解诀圃陈争端。

一一一.每一件偌大事棠均阿始於人黯思想之

中。 Mr . Hammar宙间。ld 具有道程才能 ， 可以在他脯槛

筒圈之内，墨守现有的各项阔题规翻新的鹿理途德。

一一二.我代衷墨西哥代言是圃，望寄我伺酒才一段

同意推踵的秘番景Mr . 出mmarskjold喝就舰髓。

一一三. Prince WAN WAITHAYAKON (泰圃) :

我带且翻身徙旁目睹Mr . Hammarskjold 工作者的资

格，代表我本人及我代我圃，阜L槌深切的快慰，歉油

他J?).一致同意被任命连任秘鲁景，筋期五年。

一一四.他在大啻最近锵厨舍中，措任了掘高明

的外交任祷，徙事保持和平的章是判，道在各位代衷的

心目中，言己情脑新。

一一五.我辈}於聊合圃悔翻各圃行勘以求建成蟹

章宗旨的外交任藉，予以牺高的重调。我伺遣徊世g界F
祖撒自能E也倍多I耀幢耀得有Mr仁. H陆a阳amm

E器思嬉槛其幸遛。 但是我歌迦他瘟任， 业不懂因篇他所

鱼的政治或外交任辛苦。在第十一届肯中，我例有一次

夜间禽前散啻後，我接班秘鲁.~叉回到他的掰公室，批

罔典政治阔周知阔的文件，大戚黯具。璋炭现了他黯

桩搏及世窗事呵，同撮重脯，道些事贾是避展落梭的

各小圃根本脯憧所在。我例知道秘番，晨茹苦我例不管大

小各圃，一踊同仁，我俩也昼髓勤他番以烟勤的信

赖。

一一六.我本着道穰精神，墨守他去示热烈祝贺，业

且恭舰他勤聊合圆的服黯耀搞成劲。.

一一七. Mr. Chart四 MALlK(黎巴嫩) :在 Mr .

比mmarskjold 瘟任本粗撒秘番畏的道徊快黯据合中 ，

我脑首先舰黄安圣理事宵各常任理事圃同意此项任

命。道有雨捆理由。第一，在道些地方资金理事啻各l

常任理事圃阔有所路需虫，业不是常有的事，因此它伺

黯任何周恩有所悔蘸，就值得舰贺。但是它阴勘一件

好事建成锦蘸峙，更值得舰宵。我也要祝贺大啻黝安

昼理事售的雄蔚探取了横撞的行勤。安叠理事售的回



170 大肯第十二眉食:圣髓禽藕

智很正礁地影棒了我的，我的的诀击毒所表盟的智慧典

一致同意，也值得舰贺。

一一八.最截，我要斟Mr . Hammarskjold 本人特

致贺前。他温得了昼世界的信赖，道业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他狸得了他的同事的爱戴舆髓美，道是很悻大

而且高黄的事。他很能斡而且忠盖章融倍地绵我刑服

藉，道是聊合圄最幸遇的事。

一一九.毒虑到聊合圃秘害是因其l融位的性置而

受到的程程腰力舆牵制，尤其是在匪虫的道一徊峙期，

各大圃在聊合因以内及以外脾幌融瓶，以及否是世界各

地许多新奥回家都仰望聊合圃，册求友谊舆地位，有

峙甚且昕求安叠舆援助，者撞到遣一切，我韶嬉Mr .

Hammarskjold 在~击键年中公正 自持的亲盟， 值得我

伺槌高的赞美。

一二O.他力求不遇分被他人左右，他也在道方

面挺得了成劲。他棍棒慎而且虚憧若谷地限制了本身

脑糠的髓圃，尤其重要者，他暨守道理施圈。他正瞧

部蘸了聊合圃的性黄舆其所受的限制，而且翼重要的

是他能使别人相信他的翻念是正睫的。他本人舆其瞰

位因此施得的信赖，和他勤秘番景聪他舆聊合圆的能

力所及舆能力所不及的靠自圄造成颇锦健垒的m宦看

法，是逼捆世界祖黯最近永久性具幢收稽之一。

一二一.使 Mr . Hammarskjold 最戚焦唐， 而且最

苦棘手的地匾，真温於中束。我韶嬉他在道方面盛得

了最大的成就，因属他在中柬各地灌得了康泛的靠重

典信酶，部他结孜孜不倦的公馍，第黯具善意的人，超

然於争轨及失望之外;调之嬉撞有能力的外交家，炜

不好大喜劲而有成果的调解蔽判人员;调之锦深知，窑

舰典公正所本的真理推得伸暖，所以事崩曹峙受人睡

属，而力求客翻公正的人。

一二二.各位献要想到Mr . Hammarskjold在他各

极斡棘辙员路助之下，於其任脑期罔，翻自暨毅鹿理的

程程阔晤中所牵涉的具幢事畏，就可以了解其成就的简

嚼舆性贺。我可以很公正地荫，Mr . I也mmarskjold在中

柬蝠蘸心力使事的一切颠缸任费中，有很光荣的表翼。

一二三. Mr. 比mmarskjold胳於此後五年中主主任

秘蕾胆的首景，我问捶嬉欣慰。我阴现他的努力成功，

垃且保程我俩槛颐於意章规定下，业锦了正蕃和卒的

利盆，舆他合作。我仍深信就珊合圃而言，就聊合圆

的那捆主要榄楷秘吾畏而言，和平典人额回利的前途

均交前在斡楝可靠的手中。

〕二四· Mr. SAPENA PASTORe巴拉圭) :我捉

摸幸地代表拉丁美洲集周二十捆圆寂，勤Mr . Ham

rna成jold癌任聊合圃秘番景的崇高喊位， 课我满意。

投票糖果所言是理的一致同意，使我能够宜怖投票的租

密，因篇毫知疑言盖地所有拉丁美洲各圃都投票据撞了

Mr. Hammarskjoldo

一二五.烧年前 Mr . f王ammarskjold 初到瑞合回

来的峙候，他代表一捆很好的希望;但是我伺莞洲各

圆的人， :盘不一定深知赏峙使他被推属秘番丧的带多

卓越僵黠。道一失我俐的投票是有所属而属的，因陪

我例看到 Mr . Hammarskjo ld 以很大的诀心， 且L腿部

的黄任戚，韭且抱着蓝}聊合圃前途的槛端借任舆黯酬，

表现了卓越的成捕。

一二六· Mr. Hammarskjold ， 我很 了解像1f!}.雨悻

虚慑若谷的人，要黯道许多噩揭硕辅之前，宜在;是苦

不堪言。但是您也毫知掰法，瞅好黯下去。要知温我

强在所荫的前建得加上二十倍，因属我是代表二十{团

圆暴政言的。

〕二七.秘菩提辑告番不懂是勤他所本原则的一

捆把功碑，而且也是筋他本人的一捆具有腰血性的制

功碑，橙黄他轨行了一系列槛重要而且很多的工作。

一二八· Mr. Hammarskjold ，您遇到了像在亚洲、

逮束、薛伊士及匈牙利所有的那程困黠情势，每一我

都予您以新的槽食?我m1;盔的悻大外交家舆拥解人的

能力，尊求保持圃陈和平舆安圣所需的解诀瓣法。

一二九.焦了道些原因， 1;每第二次被推任聊合罔

秘鲁岳之脯，我仍美洲圃巍同戚敝欣;我伺辑·且在ill

4国世界上 ， 有人能够鼓舞而且悔翻世界上所有的一明

文化、一切文明、及一切回家，槛戚歌欣。

一三O.第二黠是更重要的一黠。较聊合国由常

尤且重要者是具俯E暗解棒慧章所需的品格、志剧、{J

念舆黯椒摆庭的人。Mr . Hammarskjol d就是道一期的

人， ~蓝得粗成聊合圆的所有各部分、各集圈、及各阳i

呆一致推;嚣。

一三~. Mr. Hammarskjold ， 我刑拉丁美渊#Mi削

揭您迫任秘菩提立脯，植属快慰，业且向1f!}.保髓，材

丁美洲集圃牌如遇去一模地耀销合作，陆助您推行122

顺利轨行的任藉。

一三二· Mr. MACOONALD(槌西荫) :我掘提幸

地以植热烈的嗣句，赞同再行任命Mr . Hammarskjo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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鸪本祖撒秘害景，连任五年。 Mr . Hammarskjold 自 於

一九五三年就任以来，以其高明的技巧舆能力，履行

了他的繁重责任。在他的指薄下，本粗辙秘番鹿盘不

特别费11地使油脂了聊合圆的政艇，温瞪了聊合圃

及其各附属橄阔的成岳。它榴铺表现了棋大的能力，

满足眷方黝它所作的群多边棋不断而且各程不同的要

求;在涵有黯惫情势峙，也能眼楠臆捷。它始路一贯

去琪的高度服捞水准，不懂由於其1战员的才斡，也由

於秘番聋的高明债搏。

一三三. Mr. Hammarskjold在推行任梅峙 ， ~时本

扭糟的醒自E舆能力，有槛高明的部辙，深切明晾在意

章规定下属我向阔慎所在的各租罔题，抱着完昼君主忠

~前守的强度。他随峙表现了槛堪甜美的忍耐、沉静、典

公正。

一三四.我就到他的逼许多特黠，完全且我倒人

所知鹊根据，我的道程部融不健是由於我俩在租构思

行的啻融，而也因属我阁官有幸於秘番岳前罔我俐的

那一部分世界峙招侍迎他。

一三五.租西酶代我回以槛大的快慰，¥i战迦Mr .

Hammarskjold 迫任， 业勤他作最融恕的舰贺。

一三六. Mr. POPOVIC(南斯拉夫) :我以槛就想

的快慰之戚，勤Mr . Hammarskjold 第二次任聊合圃秘

喜品的祟高服位，敬致我代丧圃最就强的贺嚣。

一三七.昨天在一般瓣揄〔第六八几次窗前〕中，

我指出了聊合圃所柴己承搪，业且今後仍将承搪的捶

端重要要戳，那就是泊除各罔阔分裂的理巢，侃道友

好善堂舆掠解，盐且使他般困蝶的世界撞得迫切需要

的和平典安垒。在道些努力中，一般公韶、秘番品的础

性具有日且重要的地位，我恕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就道

大学是由於Mr . Hammarskjold 的能力 ，以及他篇信聊

合团使命的快心。

一三八.我俩昼者I)看到 Mr . I-击ammarskjold 蜜地

工作的情讯。我的看到他任挣任怨的忘我的努力，以

求情除聊合因各审员圃阔的棋窜，路助各圃聚首一堂，

解诀它的的战且，盐且勤揣在也例面前，揣在聊合圃

面前的各程罔题，探求一倒具有建鼓性的鹿理摒法。我

刑叠都看到他在舆他的名字费生了聊醋的沉静外交方

面得有卓越戚劲的工作。我的课信在今後蝇年中， Mr.

Hammarskjold 的努力;陪同模成劲 ， ~酶得珍爱和平舆各

圃和睦的一切人士的戚撤。

一三九.最後，我代去圃墨守Mr . Hammarskjold 再

度承措他封聊合国及世界和平多所供服的础位所有的

沉重责任峙，祝他顺利。

一四O . Mr. DE FREITAS-VALLE (巴西):骨

任大禽主席的Mr . Aranha 此峙未能出 席 ， 槛LW:遗憾。

他因篇槌重要的理由缺席，带我勤Mr . Hammarskjold

去示我伺槌就想的贺意。

一囚一.巴西斟秘害是连任的意晃，已由 Mr .

Sapena Pastor 前明 。Mr. 陆mmarskjold 帮我属聊合圆

的老人，我要以聊合圃者人的黄格指出我伺赏峙在i撞

伏厄撤销召阔安昼理事食推渥第一任秘喜畏峙所迫洒

的磕磕困草住，最佳诀定由我刑的朋友 Mr . Lie 搪任。我

的朋友 Mr . Gromyko 及Mr. Padilla Nervo 都 可以置

明此事。今日创毫知静轨，我刑以槌堪重嗣的一致同

意，告辞Mr . Hammar让jold ~陪他惊得受我刑的信棋。

他蛊忠瞄守的踵皮，及泪有困黯峙所去强的男氛，陈

立了秘害岳行勤所膳有的典型。我伺深切倍强他在第

二任中所将播行的工作。

一四二· Mr. DAVID (捷克斯拉夫):我植提幸

地代表柬欧各圃，追随迎击各位接言人之徒，勤Mr .

Hammarskjold 重新营遗属聊合国秘番景 ，表示舰贺。我

伺勤他去示我例最热烈的蜜意。

一四五.我阴谋信他在第二我曾温之徒，秘番景

的工作仍j哺·以聊合圃强草原JlJJ锦侬攘，业且勤窜努力，

结逗锢志在推持垃吉普固和平及副醋合作的圆晦粗融工

作。

一四四.我所代炭设言的是髓圃缘，兰时秘番畏保

器官例将以昼力横槛支持他。

一四五· Mr. CASEY(澳大利亚) :我欣然追随许

多其他读言人z後，舰贺Mr . Hammarskjold 茧被任命

嬉聊合圈秘番景，迫任五年。

一四六.翩於Mr . Hammarskjold 任秘鲁才是 的卓

越隶主且，知须多哉。他的能力，他的特黠，及他的人

格，不就自阴。他在模大利亚葫筋理事圃之一的安昼

理事舍中，阜L及在大啻中所得的一政同意粟，去m了

我伺圣幢墨守 Mr . 陆mm.arskjold的祟敬。 Mr . Ham

marskjold 的人品、性格及能力 ， 使秘蔷岳的楠位， 较

意章阴文规定者更有力量，道盐弃自曹大之献。

一四七· Mr. HammarSkjold 不懂在去面上， 而且

在寅赔上是一捆世界人物。在比较榈人的方面而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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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宙中每一捆代表圃都有道穰腥屠窟，知道Mr .

Hammarskjold 是永逮顾意悔助韭提供意晃的友人。

一四八.我刑去年歌迦Mr . 出mmarskjold前阔

澳大利亚，斟他表示了我俩的友植舆掌重，植戚快慰。

我伺希望他能因此应接勤澳大利亚舆澳大利亚人民有

所韶、辙。道是我圃第一式得有秘菩提前罔。

一四九.最後，我要代表澳大利亚敬而兄Mr .

出nunarskjold 在温任秘番景的任期内 ， 一切成功 ， 我

刑;腾竭壶努力，使矛IJ他的工作。

一五O . Mr. SASTROAMlD]O]O(印度尼西亚 ):

我代衷包括二十九捆圃泉，部阿富汗、捆甸、高棉、锡

商、埃及、阿比西尼亚、迦楠、印度、印皮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日本、的但、察圃、黎巴嫩、赖比瑞亚、

幸IJ比蓝、岛东亚、摩洛哥、尼、泊雨、巴基斯坦、茹律

寰、汩P属地阿拉伯、蘸丹、被利亚、来圃、突尼西亚、

土耳其及粟问的蓝茹集圃，揭Mr . 比mmarskjold重

新赏踵，措任他理所措任，业且在任期内以植卓越而

且具有外交手段的能力多所去盟的服位，表示我伺衷

心班蜜之窟。

一五一.安圣理事禽於今晨但短的食藕徨重盘里他

结秘鲁景，而且安圣理事宵的诀藕於今日下午撞得大

食…致同意赞同，充分就明了本祖撒星是惶啻虽圃堂哥他

的推重。

…五二. Mr. 协mmarskjold ， 我问整锢集圃以及

每一捆禽虽圃，都深信您将以温去所隶主目的同摄政治

家凰度舆公正强度，轨行您的I融黄。在世界情势的理

陪段上，您的道静多特黠墨等於履行匮史所授予聊合圃

的重大任路，是不可少的。

一五三.亚洲及拌洲许多圃家的政府及人民身受

您努力和平调整威膏世界和平的股重等端的利盘课惶

戚激。勤於{集中柬危槽，包括清捕藤伊士遵河道理阔

圈，您炭m了以聊合圃真带属本的知~H:忍耐舆明智，

辈辈增强逼锢偌大的世界在且辙，有都可衡量的贡献。您

奠定了基蹄，加强了它在建成世界和平舆合作的基本

目穰方面的任藉。

一五四.我商、简我伺勤f每表示崇敬，也就是墨守聊

合圆的祟高理想素示崇敬。蓝赤集圈j再保旨置幢幢舆您

合作，以求淫威金髓人颠所共同追求的目摞。

一五五.最徨，我要再度勤if!}.轰示我俩的热烈黄

章，盐且敬舰if!}.所隽的困黠而崇高的任捞，得2整天甜。

一五穴. Mr. GEORGES-PICOT(法商西) :找到

道捆蘸言毫土蕉，立倒在f).法圃代表圈首席代表的资格，

因篇法圄如其他西欧国家一撮，己艇蒲丹妻代来it路

程言。我以Mr . Hammarskjold 遇去同事的资格贵-iJ。

我要追随各位之後，喝就视窗Mr . I-王ammarskjold J.;J. -~

致同意再度赏嚣，放且傲视他在今徨的新任黯中阳中|

成功o

一五七. Mr. Krishna MENON (印度) :我iR"t

耀地代表印度政府及代京圃，勤安圣理事啻所作的自

明快定，前.Mr . I-Iammmarsk jold ~巫任聊合闹翻 l lf鼠，

表示黄意。

一五八.操我例看来， Mr. Hammarskjold接受11

捆崛位，大宵富在靡自去揭{也表示戚激。

一五九.秘喜聋的脑位一般都辅之筋52 陆 fl~ 串串

位，但是也是一伺繁重不堪的脑位。我睡然不盹l尚自

有多少人想搪任道徊l融位，但是很少人舍避现ill.倒躏

位是瞌辑的。

一六O.我问也要勤瑞典我示戚激舆甜甜，ttI

献了它的一徊圄民馆任道徊喃位。瑞典匮代以帘的

和平立圃祀簸，使我例能够毫知困费住地诀:iE'比别人

埠。

一六一.我韶得在第一次任命趴在r . Hammarskjol(l

措任道徊辙位，芷胳此项诀走通知他峙，他黯大商品t

他E整得此事任命，完全出乎意外。我相信道〕我他币

啻盖得意外，因属我例垒知道设有比他更合遍的人，

也不可能有别的人握。

一六二.我和秘喜畏倒有相同之匾。我早施咒坐

了解他，他也不能完金了解我。但是我伺雨榈人郁响

力鼓法互相了解。

一六三.在去年中，由於中束的程展，以及在比

以前建束的政展，印度政府有梅食就带多行政府引，

舆秘番景有密切聊醋。我俩也荣幸地敷jffif也到执问陋

内去，事E由我例最村中的一般人民，而#翻由宜}4f.1 1、

卅，告辞他印皮得知有聊合圃;事宵上，有人Ill]袍的

薪悻鳝何。

一六四.我伺乘遣徊榄禽，望带我刑今日一辈tl，i];l~

的诀窍，舰黄我伺道些大禽食虽圈。摆在秘商击是丽的

的是此後五年榻强苦而有用的工作。但是老贺荫，拍

要告前Mr . 陆mmarskjold我遍才所荫的商，;jt~~辈辈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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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言自在比强五年中，我仍将不作任何批辞。换一句器

亩，不肯能E畔我刷"永逮不准阔口"

一穴五.道是→捆很高舆的摄舍。具有各程不同

政情意且，而且地理位筐各别的圃家，亚洲、弈洲、欧

洲、英洲的各圃，能够蹄秘害畏人捏一致同意，道是

我{Jl~大可自豪的事。

一六六.最佳，我脑乘比梅禽，墨等1~本人， Mr.

Hammarskjold ， 盐且勤您的秘蕾匾 ， 敬服成功 。 我深

信您将首先承部如果没有秘喜庭的人菌，您的律大成

就就不食如此容易。

-t徨五日守五十分散舍

第六九一次全髓食裁

-九五λt午九月二十々日旦期五午前十日守二十分如的

主席: Sir Leslie MUNRO (栅西商)

该程项目九

一般辩前(横前)

-. Mr. ROMULO (茹律萤) :一般倒也大啻第

十二届啻是在不像迫击静多届食那楼里号臣民，尤其速不

像土眉宵阔啻峙那段黯挠的情况下息行的。我问团眼

去年埃及舆匈牙利雨大危槽，可以坦白指出表现人瓶

良知的聊合圃，在解诀首一角槽中是成劲的，因属在

那帽危棋中遵徙丁良知的呼薯，但是在解诀另→危概

中是失败了，国结良知的呼理被人阻蔑地窗之不理。

二.在我俩阔始本届宙的工作峙，最好韶f主徙逼

捆桩睹中所得的雨伺敬司II。第一榈敬剖是大食巳艇知

可否定地成了世界和平，正蔷舆自由原则的最高睦蘸

者。那二捆敢苟I[是大宙的温蔷槛力，必然因故意反抗

比项槽力者的情植行勤舆献穗靠重此项榷力者的模施

行篇同捷地加强其力量。

三.此项费展是聊合圃前途的吉兆。我何不像若

干人，勤大富的地位之日前I提高，戚蛊髓恐。自徙安

壶理事啻很明阔地因"滞草坛"而陷於僵局，立t受否诀榷

的牵制，自行放囊其在意章下的姐大黄任後，大宵地位

的提高是必然的。安垒理事宵的榷力滕艇击盖章以一套

路殿的方式及程序，明?磕规定，但未能量夺最近各圃阔

的殿重衙哭，成功地费撵力量。大宵..泛散漫的榷力，

栩相反地撞得了日南I增畏的力量舆榷定，遣一部分是

由战黯然可且的琪捕榷力真宰的必要，一部分也由於

醒悟在世界应於分裂的情况下，我伺必须接受大宵的

道蔷制裁，以篇保法官施的资垒理事宵政治及军事制

裁的唯一代用品。

四.我相信我例可且很满意地指出，大幢言之，勤

於各方不断增加的要求，大宵成功地履行了它的责任。

我是自大食制立以联郎行参加工作的一捆人，我同意

若干人的看法，部f毒道4固榄阔的前揄工作渐且相营成

熟。有些人部筋道是由於我伺去幢勤於1寅荫，尤其是

畔嚣黯腾的南亩，戚壁服倍。但是我要潜一步地亩，我

向大多数人近年来逐渐韶、戴今日世界所道洒的许多问

题的股重性赁，业因篇看到我刑的失败所胳造成有阔

生死存t的後果，聘越i持章。我例逐渐地向始部就不艳

以适捆槛翩筋辩揄禽或宜傅工具，而须以它路和解的

工具，作篇"悔嗣各圆行勤之中心，以器成…共同目

的。"道些目的中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人榻的生存。

五.在道程全幢人娼均道危费酷的日子，推敢服离美

妄勋，阜L愤怒的前句，狂傲的挑鞍，或是黠恕的戚膏

且我俐的共同命遛炜克战呢?叉有挂甘冒不路以一句

酷言或俏皮器，拉L盛得辩搞上的胁利，成股倒墨守方0'而

且我伺生存的希望作孤注一掷呢?有峙道些小小的滕

幸Ij有如醉酒，可以使人戚罪高典。但是道程峙代巴艇

遇去了。在现在的峙代，我例必须注意地静酶，深刻

地思巷，妥惧地接霄，值可能地探取中庸行勤，涟兔

因锋和l静辩或宜傅妙着所可能迎喜得的似是而弃的满

意， j博而篇东自不管如何低傲的隋唐， 册求互相了解

盐容忍、各穗分歧和j盘的全瞠人民，争取永久幅料。

六.本大宵的主要任辛苦是悔助人瓶解除其黯斡譬

的船大恐怖。

七a弈律氧代去圃代表一伺珍踊本身自由而且靠

重他人自由的小圈。我何勤於他人所有的柬西，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