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五一灰舍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 651

洲有一疆傅杭，它射於崇尚自由舆尊重人格尊朦的精

肺遇可能暗棉是赞助的。

一五九. Mr. ESIN (土耳其) :土耳其代表圈

曾瞬合其他代表圃提出我刑面前的阔於匈牙利问题的

诀重要草案。因此，土耳其的於遣锢阔题的辄黯是大家

都知道的。

一六O.阔於遣捆阴题的群相牵涉舆内容，言午多

诺言人棠已在遣槌辞加分析，本人不凝重新提出各方

自昨日起曹予充分拉明和群制甜甜的各项意且，以耗

大舍的恃罔。可是，本人是否可以表示土耳其内表圃

赞群 Sir Leslie Munro 所完成的黯组工作之意， 该项

工作的巅缸巳反映在他的槛重要的鞭告害中。

一六一.本人是否可以再捡一句，倘若 Sir Leslie

Munr。 不翩他在鼓法轨行他的任捞恃昕将遭遇到的

各宿困雕，同意槽精擒任聊合圃匈牙利罔踵代表的聪

挠，那麽土耳其代表圈牌勤他表示十分感撤。我，什l~深

信 Sir Leslie Munro 撮搜1Wti合圃慧、章原~Ij的热忱将使

他撞得坚持到睦的必要力量舆忍耐，以待我{r~偶道锢

罔题所组寇的崇高人道目J悔之霄呢。

一六二.本人在特束比灰简短的悚油以前要再度

街於 Sir Leslie Munro 的各项努力表示敬意， 业希望

各方在大舍道灰舍言是中一再提及的圃晦虽是强局势渐且

羁胞的事黄j博影辑匈牙利富局的膳度，使它俐在将来

能舆瞬合圃代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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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A五'1u年十二月九a日星.期三千钱三四寺她的

主席: Mr. VIctor A. BELAUNDE (艇、鲁)

钱程项目七十四

匈牙利阳题(精前〉

哺合国匈牙利罔题代表辄告害 (A! 4304) (蜡完)

一. Mr. UMANA BERNAL (哥俞比亚) :布

逮佩斯的可怕事件恰凿的黯醒了整佣世界，大食在一

九五六年十一月自费生那些事件後曾就匈牙利隅题通

遍了若干诀蘸祟;正如哥俞比盟代表圈聊合提出大啻

阔於遣锢项目的一切其他诀蘸案一棒，言在代表圈现在

肺合提出了现有诀蘸草案 (A/L.273 )。

二.我{~~探取道捆行勤，恕偶我{r~是在忠贾的解

黠哥命比亚政府及其棉杭Mr . Alberto Lleras Cam二.rgo

的意晃。 Mr . Camacgo 曾提任大食揭了拥查莲些事件

而鼓立的第一倒委虽啻委虽;徙那阵起，他一直要忍

受所需匈牙利人民共和团射本粗楠最有资格的代表所

表现的情棍、傲慢甚至悔辱的摆度。我{~9也韶、属我{阿

勒合提出道锢诀蘸草案，以熟就及洗心赞助道但草案，

就是在解黯哥俞比亚人员一致的;在且;哥俞比旦人民

不管晃解或政治信仰如何，媳是{击量表示他问热烈反

苦于残暴睦制一九五六年解放遛割的膳勤，而且他{同时

於道程不公平而残酷的腥制行勤反遣罹雕重侵害人槽

的行简耀精存在的现象，是深表愤慨的。

三.哥命比西代表圃温去说年曾静制抨输一九五

六年秋季在伺牙利费生的事件，及Mr. Kadar 政府以

在是探取的行勤。因此我JF~摆摆多前那些事贾，如前如

何，那些事宵盘人皆知，而且世界舆前已就那些事寅

宜怖其不能改蜒的抨断一一一那倔世界舆前就是有人在

本届大食常常地{且毫锢甜意地提及的舆柿。

四. ~时世那醒醒制行甜的桔黄不但商各匾域及各

磕族的R主自由锢抽所支持，而且偶世舍岛主人士、

自由工舍甚至群多同情共崖摸者及好翰的共蛊嚣虽所

支持。如果我想列旦真名字去程贯道锢事宵，那跟我就

永遗也前不完。我只打算握一提著名的法圃哲摩家原

作家 Jean-Paul Sartre 的意且， 他毒草蕃卓著， 蘸聊及

其街星圆的文串"&政治出版物曹屡灰隅旗他在智辙方

面的漏立及正宦性格。

五.群多好理~的共崖草草虽赞同道些意且，世界各

地的共崖草草粗撤至今遗是不能使他J¥9槌那我勤雷L所造

成的精神打量墨中恢穰遇来。我J~9可以摆出去是十本番，

正瞌而毫不含糊地挂明道锢事宵。



652 大舍第十四周食奎幢舍蘸

六.但是街股本大食来挠，匈牙利阴题特别委虽

舍朝告警 (A/ 3592]巳槌恨钩了。道件丰R告警戴隅，

匈牙利益知法西斯份子及反勤份子的暴勤，在藤聊坦

克革炮火下倒黯布洼佩斯街上的人，及攘聊合圃匈牙

利问题代表隅仍在伺牙利被檐黯或制魔儒期徒刑的

人，徙前大半是工人、碍是生、智融份子及中崖陪极的

人，而且碗大半j嚣是那些人。

七.在黯瑜的珉陪段，似乎锯~多挠我1P~正在睿

蘸中的诀辙草案是否遍宜恰嚣，通通那倒草案是否舍

妨1挠我{问偶援和世界里是强局势.lJz.停止1守联所作的努

力。

八.哥俞比Bli代表圈在第一委虽啻参加普通澈睦

裁军的甜甜峙，苦才龄物1寓裁军的族制l能否成功表示慎

疑，因偶各圆业未明白表示诀心挟求精神裁军所必需

的和平共存。富恃我1P~说，那程情形不幸存在，不容

我{问:吕股操翩。但是我阴除了其他事情之外，渥想到

了匈牙利，想到族团棋擂匪制的行筒，也想到饲牙利

政府强横的摇度，族团政府公然反抗本大舍以匪倒的

多数通洒的诀蘸案，业且不准聊合圆恃派代表λ境。

首我{内在我1P~演说翻中提到H人勤人就像狼"的音量捂

峙，也是想到匈牙利。

九.真正j坐欧和平精神的，不是我问正在甜甜中

只主强宽厚及中庸的一颊提案，而是强暴恒粗道榈和

平粗制i的代表及诀蘸案的行勤。时前中的诀言草草案如

有任何缺黯，那就是草案所探用的措翻遍於温和。但

是，只要酣龄和平共存的努力是相宜而值得稿髓，那

麽所有梧言都有一句俗语，彬彬有髓，业班软弱的表

示。看起来洒铀的一黯是俑要我1P~挨辈革作哑，要大食

4m橡辄故撤用其特派代表的榷力。

一O.在道捆陆段甜甜各代表提及不干涉原则的

事情及射於著名的理章第二悔第七琪的解牌，似乎也

是不遍富的;该项佳往被费言人用以配合他自己的意

且，根操西班牙蓓梧的敌法，在民既可作拖把，叉可

首捕带，换句话缸，就是一程离握丹。

一一.比外，大舍以往已有烧灰用明白的静句业

以建超乎融事规则所定最值摞串的大多数可诀票宜布

聊合圃鹿理匈牙利阴题的模力。安全理事食也探取了

同J憾的行勤，因比，我部属我1r~己就问题的道锢方面

作成诀定，那倒诀窍可以正富的眼角最俊的诀定。

一二.叉有人在辩揄道锢罔踵的期目以及群多其

他塌合中挠，蘸聊罩除阔道匈牙利韭幢幢隙兵核圆是

榈竟在圃合法政府的精求所作的合法行勤。主强道锢意

兑的言午3号代表在黯前辑圃罔踵盹正好里持相反的主

强，那是值得注意的事:他{内在辩前牌圃阳题阵否韶

大棒民圃政府请求协助及军事支持的榷力;族政府业

弃商求外圆恰舆l茄助及军事支持，而是i请求聊合圃本

身恰舆悔助反军事支持。

一三.我1r~现有的提案如须解碍。草案的措词颗

明知比，草案的字捏行阔业知其他含意，不像我俐在

本大舍前前的其他诀蘸案那模往佳另有含意。

一四.本代表圈黯股大食道锢新的诀定舍有什匪

效果，益不十分提翻。但是，我问必须不要完圭失望，

匈牙利共和圃及其盟圃渥是可能同意改攒立塌，因此

情黯贾现世界和平方案的道佣重大障睐。大舍收到百

刚在一年前委派的著名的聊合团代表所提出的辄告

害，罪竟不能不固不阳，大舍偶了黯而品昆的理由，

必须重申它射那位代表的信心。我l问也必须温温遣捆

泱蘸草案，重申我!阿封高贵的倒牙利人民的同情，他

1P~ 黄在该有更好的命淫， 但是不幸不能自 由表建他阳

的意旦。

一五.主席:前匈牙利代表行使他的答辩，陆。

一六. Mr. PETER (匈牙利) :我的主要意克
之一是，不管各代表圈街股道锢反革命的来惊lJZ.性J:

有何意晃，聊合圃在道方面的主要任捞臆属保障制牙

利，使它不舍被人用作湾歌的工具。

?七.道是不是一倒浦勒的罔圈，温水甜甜期罔

~~有人在争辩。坚持i悔东项目列λ蘸程的代表在整

锢黯揄期回宿i陋的黯程自己，以克措负重新引起甜勒

紧强拭握的黄任。他1P~不断的自我黯程就是表示他1P~

也知道前输中的罔题勤快HJ帘靴"的影馨。那醒自我答

辩不能有其他的意载;我{内正在幢瞰到那些影罄。道

是浦翰的辩瑜，那是不酷程明的。

一八. {舍唱起是崖生反革命的主要而概括的因素。

我刑茜至可以盐，道是所需湾联期罔最佳主要的行

勤。因比，;博本项目罐罐列λ蘸程项目的原因就是属

了"~告翰"。

一九.遣疆捕前具有冲翰的性霄，甚至有更明阔

的程明。在珉有的情形下z沛赖的真正意疆是什睦?

他{问提出罔踵的方式使人只能提出否定的答覆;他{阿

以某穰方式捏造事黄蓝提出指控，使人有口莫黯;他

俩提及族!¥l]的方式是要使人不能撤少隔嗣;他{问表示

颐意楠截的方式是要加强歧晃;他{内提出提案的方式



韵比，他说西方国家在有人借了挽救民勤政撞而#法

干涉恃业不霞嚣，但是那些圆家射於1单桂食主辑政府

之前简了工人榷力所抬予的毫知外圃干预性赏的援

助，栩表示霞髓。

二八.我只阳重申匈牙利外交部畏精各代表辑目

前来参辄匈牙利的提言盏， Q).答覆捕前期罔酣匈牙利人

民共和圆所作的指控。根撞撞锢精肿，我眠在拉 Mr.

Lodge 啻在匈牙利受到歌迎， 那模一来， 他可以看且

事贾真相，而儒绢信任命人在是僻的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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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使人不能接受那些提案，甚至存心使人不能接受

那些提案。因此，道锢捕前中的黄幢及方法二者都是

咱勒精神"的反映。

二o.我fr~巴耀程明，以往的诀蘸案及现有草案

是荒穆栖偷，因此富然相射不舍有任何啻虽圃温行那

些诀蘸案。

二一.本代表圃在操前列入蘸程的全幢舍蘸中罄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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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聊合圃以任何方式跺取的造一步措施

舆以往各诀蘸案或舆根攘诀蘸案一三一二(十三)

探取行勤的那位先生有任何阔保，那些措施就舍

预先诀定其本身的命道。" (第八四四灰食蘸第二

十七段〕

二二.在蛮表遣项F柬边之俊反慨具现有诀蘸草案

之前，知人徽掏饲牙利政府任何主管代表的意觅，以

查明有没有任何解诀方案是句以接受的。

二三.道恼方法是否属大舍~理罔踵的正礁方

法，胆由各代表圃砰断。我{F~甚至可以断言，有些人

的根本用意正是要造成一踵局势，使人例不能建散任

何解决脚浊。道是:常串起精神的真正表示。

二四.阔於黯输方面，我只想提出下遮盖起徊意且:

我巴槌正确而明白的被迫了反革命的情形，髓明匈牙

利在勤平反革命晦韭知我{r~现有文件 (A/4304)所敏

的外圃干预现象，整锢阔题是美圃政治目的及匈牙利

人民真正利盎及希望的根本矛盾。我在建倒黯输中注

有黯到可以械弱本人所作隙边的暗霄性的任何意且。

二五.我只提出雨倒意且，挽明有人如何在静揄

中以引人换舍的方式引撞他人的器。

二六. Mr. Lodge "5\程第一秘番 Janos Kadar 一

句嚣的一部份. "饲牙利人民遗是要和反革命者算i眩"

[第八四八灰舍辙，第六O段〕。如果他根操旗鼓祠的

全文，而不根操曲解的丰民告或使人提解的辄告，他就

可以知道道句霜的意载一方面是我{阿以温和的方式届

理反革命的E界，一方面是封股圃陈反勤派的一倒警

告。

二七.有些代表提及赫鲁酶夫棉理在布建佩斯的

言瑜，但是他fr~相信粗的丰世界庸混的新圃幸良等及砰

瑜，而不信任宫前的本文。例如在此庭"5\嚣的一锢;在

旦中，赫鲁瞬夫棉理所挠的意且正和他fr~所拉的相

反。赫鲁晓夫憾理的言瑜的真正意藉指出〕锢颗明的

二九.最晚，阳龄在大售提出的要求，我踊意拌

常筒略的摘要m明我在道方面所了僻的且不了解的事

情。

三o.北大西洋祖抽圃家希望促使南军聊罩除撤出

倒牙利，那是易捡了解的。想要将崩瞿份子阻避倒牙

利的各圃政府代表吉排除我fr~保街疆界的警毁性感到不

满，那是易龄了解的。宜傅资本制度的人希望重行强

迫匈牙利探用隙腐的批青制度，那是易快了解的。支

持反革命的人想要保耀他俐的温融圃贼，不能属了耀

和里是强局势立即抛束他刑，那也是品於了解的。

王一，我。fr~可以了解所有道些事情，但是不能了

解他阳根操何理理由利用聪合圆简集圃政策的工具。

他问根操伺程理由j博聊合国加QJ，{4i]:辱，将其成偶彝世

界紧强局势而鲸柴的各国的圆形剧塌?他fr~使聊合国

以美圃外交政策在渥方面的哺助棋阔的姿腾出现，是

根操{十庭理由，又有什麽好跑?我fr~反时道些懂民营盖

章的行勤，是偶了本粗辙，而不懂是偶了匈牙利。

三二.最俊我罢重帘，我曾在我的隙迎中〔第八四

八水啻蘸〕以知可争鼎的事贾程明， Sir Leslie Munro

已使他自己不能以任何身份就舆匈牙利有任何阔(系的

任何罔题代表聊合圆。因比，那些投票赞成现有诀蘸

草案的内表使人韶、借他{r~浪有窗犀重幌撞倒诀蘸草

案。道件诀蘸案只舍告辞匈牙利人员，他fr~眠在在留心

在在障工人圆的成就，甚至以更大的步度耀捕瘟糙，黄

Z且可也食主载的{靠大人道幢幢， 道些慎{臣就是在人颊生

存新把元中的和平、自由79-正菇。

三三.主席:辅聊合国饲牙利阳圈内表 Sir

Leslie Munro 行使他的答辩榷。

三四.聊合国饲牙利阳圈内表 Sir Leslie Munro

(租西嗣) :主席，阁下和大舍各代表准群我再臣费言，

我要感甜际刑。



654 大舍第十四届食垒睡舍蘸

三五.我要以雨黯事贾料正匈牙利代表的隙边。

侵犯匈牙利政治漏立的商句及聊合国想要重新建立那

穗政治确立的嗣句可在大舍道遇的龄相诀蘸案中查

出，也旨午我可以辞相列器那些泱蘸案:一九五六年十

二月十二日泱蘸案一一三一(十一) ，一九五七年九

月十四日诀首要案一一三三(十一)及一九五八年十二

月十二日泱蘸案一三一二(十三)。因此，那些措翻

业不像匈牙利代表所指控的，是徙英圃费衰的言揄中

引器出来。族代表所提我的鞭告害的一部分正如其他

部份一棒，是在最部重注意大舍诀蘸案规定的情形下

搁蜒的。

三六.匈牙利代表将朝告警第三十一段隅偶可耻

的捏造。他就雨徊新罔吉巴者曾捡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

日就撩隅巴被鹿死的三十一锢人的名罩苟明一锢匈牙

利费言人。他叉缸，号费言人通知他{阿拉， ~吕去三年阔

表上所列的人甚至没有一佣曹姬受睿或被傅阔。匍牙

利代表缸，朝告警隅匈牙利费言人黄陈桂寅了道些轨

行死刑的新圃，就是轨行三十一倒有名有姓的人死刑

的新固。

三七.事寅上，我的靴告警没有提出那倒意且。

那一段舆轨行三十一倒人死刑的阳题照隅。我的鞭告

番鹏在第三十三段提及操?再三十一件轨行死刑的事

件，而且我在该院鞍列了 Mr. Kadar 否韶的宣言文一一

我想大舍各{-'\;表可以言巳得道黯。我在第三十四民挽:

'Mr. K自dar 的否韶是臆予散迎的飞 渥有什麽事情比

道件事情更明白嚼?

三八.第三十一段提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的睿料

及魔诀。言去段提及的是布建佩斯工棠近郊 Ujpest的

人。徙匈牙利代表自己所挠的韶橙明他所否韶的事情

舆第三十一段所献的事是完圭不同的事。 E京代表技法

将那倒否韶、油用於第三十一段，以圃反股言在段。

三JL.今天早上有人提及 Goliath瞥及大街瞥固

的差别。我来自粗四睛， 1是我团的把镰我情蹦挡在大

街的一温。道锢靡室的阳睡不可能有可以成简嘲笑或

歌攘的理由。我罔想起一九五六年我代表我团政府出

席大舍的日子，我罔想起那但大屠板的日子，我想起

因简揭竿超载反抗外圃杭治的那些殉雕的人、那些受

苦的人、那些後来受被刑或被鹿死的人，因情我fF~全

幢代表在此刻必须想到那些事情。同睁我也想到 Imre

Nagγ。 此地是否有人韶凰指出 Mr. Nagy 是法西斯主

赣者?那倒人被人建反最肺嚣的甜言槌布遣佩斯的庇

盖住蹋逮捕然俊攘挽解茧耀属甩盟，最梭解罔布遣佩斯

般死，有些人一想起那佣人的命理就舍惭愧到辄地自

容。

四O.主席:大舍现在表诀比利恃、加拿大、

智利、中国、哥俞比E、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

团、属来E瞬邦、法商四、海地、洪都拉斯、暨南

甜、藉大军IJ、廉森堡、荷雨、尼加拉风、巴基斯坦、

弈律莞、葡萄牙、四班牙、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囊

雨商聊合王圆、美利坚合隶团及属拉圭提出的诀蘸草

案 [A/ L. 273J。有人前求罪行唱名表诀。

4正行唱名 表决。

主席抽战诀足，由j扉岛尼亚肯先表诀。

赞成者:西班牙、瑞典、泰圆、突尼西臣、土耳

其、南拌聊邦、大不列颠及北爱雨雨聊合王圆、美利

坚合束圆、属拉圭、委内瑞拉、阳根廷、澳大利臣、

奥地利、比利阵、玻利推臣、巴西、腼甸、柬埔寨、

加拿大、智利、中圃、哥俞比盟、哥斯大黎加、古

巴、丹察、多明尼加共和团、厄贝多、醋耐克多、周

来盟聊邦、法瞒四、希1蝇、贝地属拉、洪都拉斯、冰

岛、伊朗、爱雨睛、赣大利、日1本、察圆、榻上k瑞

蓝、 E量森堡、墨西哥、尼泊雨、荷睛、 mH四甜、尼加

拉贝、挪成、巴基斯坦、巴拿周、巴拉圭i、秘鲁、茹

律蜜、葡萄牙。

反讲者:罹周尼亚、属克瞒蘸帷埃币:舍主赣共和

圆、蘸糙埃批青主辑共和圃聊邦、南斯拉夫、阿雨巴

尼西、保加利E、白俄黯斯南来推块Wd:食主疆共和国、

捷克斯植夫、匈牙利、波睛。

李棋者:沙属地阿拉伯、礁丹、阿拉伯聊合共和

圆、架内、阿富汗、锡晴、阿比四尼盟、芬嗣、迦

袖、烧内亚、印度、印度尼西固、伊拉克、以色列、

构{旦、黎巴嫩、利比亚。

诀域苹素以五十二慕却十串通通，号费榷者十λ::" 0 楷

四一. Mr. NOSEK (捷克斯拉夫) :大舍在以

美圆属首的某锢圃家集圈主勤下，重行睿言毒所谓伺牙

利罔题，捷克代表圈已在棉瑞委虽食指出〔第一二五

灰舍蘸) ，道捆臀蘸工作是明目强躏遵反聊合圃慧章

姐定的行筒，特别是道反第二悚第七琪的行筒，核项

不准聊合圃干愤任何啻凰圆的内政。

*海地代表圃於君主诀睁缺席，其被核代我圈通知主席，悔

地原慨投票赞成棋诀辙草案。参阳下文第五十一段。

摩洛哥代表圃#令我诀睁缺席，其梭模代表圈;通知主席，摩

洛哥原慨束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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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鼓吹忖海i战"的人射股圃陈里去强局势耀精假

和原本j国大食茧今搜致的成睛，深感焦虑。因比，它

{问{蛊量设法避壳完全捕蔼罔陈阔保阔的H布赖"，业偶

此目的在聊合圃挑哦磕磕的煽勤。因此，煽勤性的春

赣昕辅匈牙利阳题正如所E自西藏阳题一牒，是"{帘斡"

一边串行副中的另一理，槌事那佣行勤的用意是要毒

化大食本届啻蘸的氯氛，使圃|黯局势趟於思化。

四三. 5国去道些集圃一向利用所韶匈牙利阳题增

剧团陈黯强局势，使人不注意它{内在世界各地的侵略

行偶，也不注意黑娃圆!黯阳腥的解诀。

四四.聊合圃睿蘸昕翻倒牙利阳题是以文件 AI

4304提出的靴告警偶根攘的。 接丰民告番只是强集嗣怆

匈牙利人民共和圃及棘帷埃批青主载共和圆聊邦的知

稽之谈及自I;翻翻雷。丰，a告害知7路中表示出世界上那些

侵略捧回的失望a仇恨，它{P9射除一九五六年由圃隙

带回主辈革份子鼓勤业精榄支持的匈牙利反勤遭勤的反

革命"员攒"遭受惨败，及倒牙利人民I段前更坚诀的向

着批青主赣的大道蹋诲，踵是J也有不甘。

四五.聊合圃输撞一再替蘸所匍匈牙利罔膛，币民

是再度企酣徙事怆不能容许的干愤世食主载团结之内政

的行酌，及的那些圃家嘴勤耕捞的遵勤。

四六.批骨主辈革的国家有被帝圃主载集团干预其

内政的叨身槛瞧，捷克也是其中的一圆。那些圆家曾

多水一--而且也曾槌遣锢辅撞上一一促辅大器边嚣，

有些圃家尤其是英圃一盟在有东杭的粗撒各理干预行

酣，包括遣源慎操及眠穰特楠，粗撒所言自"悴E需圃遇"

一翔的自I;捞邂酣;美圃也在有?在杭的帮勤程穰和~l费 l民

服a颇似的侵略行勤。

四七.盟)企看穿戴莫须有的匈牙利酣睡及文件 AI

1.273 所翰的诀辙草案是阴目强脑遵反聊合圆商、章尤

其是温良锦二悚第七项的行勤，而且造成不能容静的

干涉匈牙利人民政府内政的另一例程，因此捷克代表

圃投票民的道倒煽勘性的诀需虫草案。

四八. Mr. DE FREITAS-VALLE (巴西) :我

完全不同意我的老友捷克代表的意兑。主席，撒使我

阴承韶你是宽宏大量，但是辑人将辑程所列λ的伺牙

利阳题一再隅筒"所谓匈牙利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且

是不容静的。我不能承韶你可以宽容那锢睹度。

四九.主席:我脑:霞告都在本大舍集舍的各代

表阳怯载有一灰告帮我的著名的朋友巴西代表的器，

就是现在流行的有黯腐败的外交翻命如不改善，主席

必扭捏度的宽容。道是我祖简不宜警告捷克代表道反

程序的原因。此外，大食深知我是极，j.骂不颐警告各代

表造反程序的。富我探取那幅行勤峙，我探用的方式

是精他{P9不要坚持可能恼怒大舍的→徊阳题。

五O.蝉然理在不前揄特殊的项目，我理在j量是

商海地代表费言。

五一. Mr. AUGUSTE (梅地) :本人遇到，须
向各位道歉。表泱棠耀罪行，我希望大食;博海地眼偶

赞助刚才温洒的诀蘸案。

五二.主席:海地代表的商求将把键在舍蘸的

正式祀盘盘中。

才兼程项目二十六

辑圆阳题:聊合阁斡因航--}支

号李後事宜委虽舍丰日告警

第一委员舍辄告睿( A/4307 )

依楝钱事规则第六十λ佛的规定，诀定不封椅第

一委员兮权告者。

jjP;卢委员命较合员 Mr . Fekini (利比亚)提出裁

委员命根舍啻。

五三. Mr. ROBERTSON (美利里合束圃):美

圃以第一委虽售辄告蕾 (A /4307J所斡韩圄罔题诀蘸

草案的一但原提集团资格， i成嚣的推南大啻就该草案

探取有幸Ij的行勤。美团将投票赞成泱蘸草案，希望大

舍将以大多敏温温撞倒草案。

五四.鞠合圃诀定，要霓致悻圄人且能纯真正道

挥其自己前途的解诀方法，必须椎持若干原则;道徊

诀蘸草案是大舍帷持那些原则必须探取的最值限度的

行勤。道些原则就是.，‘佛一，聊合圃依攘嚣章，充分

而合理的有榷探职禁止侵略的集惶行勤，恢徨和平及

安壶，业撩大其霓求和平解诀辑圃阳阁的斡旋聪捞;

第二，锅了建立杭一、漏立而且主的棒圃，必须在聊

合睦督下串行摆正自由的踵碍，撞出圃民大舍的问衰，

那些代表的比例臆舆悻圃各地土著人民成正比例。

五五.道是公平、清槛而高瞻撞幅的政策。如果

共雇摸酣意根孀莲锢政策参加谈丰IJ，撞倒政策可使牌

圃三千离人灌得和平、猫立反抗一。我阳都知道，共

崖富局已将聊合圃制定的道些原则置之不理。反之，

他{F9提出一捆略偶掩偷了一下的方式，根操f盖帽万式，



六三.悻圄罔题是那些未解诀的阳题中的一锢罔

题。泱蘸草案提案圃提蘸探用何理方法去解诀那倒罔

题呢?眼要{子相研究诀蘸草案正文第二段，就可相信

鼓段所提解决棒圆问题的方法舆合作的精神业辅相同

之靡。血牺由被制方式和平解决所有圃陈阳腾的意

晃，亦辄相同之靡。 i在段再度弹出命命:&J帘赖的拥子，

事贾上整倒诀蘸草案都在弹出那程胡子。

六四.泱蘸草案要求朝解民主主赣人民共和圃政

府知保留的接受舆核圃作勒的圃家片面规定的原则。

贾行那些原则就等快将整倒朝僻半岛拱手交始反勤的

李承晚政榷。

六五.第一委虽舍各灰舍戴一再推器械王飞的否诀邀

荷朝麟民主主疆人民共和圃代表参加甜揄牌圃阴题的

合理提案，在道程情形之下，族制j嚣有什麽意羁?不

但如比，诀蘸草案渥列λ一段，竟?得朝僻民主主辈革人

民共和圃政府不阳承韶聊合国阔於牌圃阳题任何诀蘸

案的效力。但是朝麟民主主辈革人民共和圃政府一再罄

明，主主政府不是像现有提案所挠的1:8.栖承韶任何阔龄

悻圄盹踵的聊合圆诀蘸案，而是1:8.槌承韶设有核圃政

府代表参加而#法通通的任何诀蘸案;建是盘人皆知

的事黄。

六六.我{r5撩照j噩辅，可以阴阳诀蘸草案提案圃，

它悯本身是否颐意接受'B.JP5没有事加舍蘸峙油油的诀

蘸案?我韶倚在现代雕以找到任何政府，顾意自勤同

意接受鼓固政府没有参加族制睁探取的诀定，特别是

章是有要求核圃政府投降悔件的诀定。

六七.各位都在第一委虽舍的啻蘸中黯且遇来自

南牌的那位先生所费表的知耻隙~。他坚诀而知耻的

缸，李承晚政府不容许在南悻串行j墨靡，服可在仍有

外圃罩除的北梅县革行j墨息，而且只能避出蘸虽，楠足

南韩蘸舍出缺的蘸席。我Jr5似乎设有黯到提出诀蘸草

案的国家抗赣遣倒狂妄的要求，我{r5似乎也没有在诀

蘸草案中蛮现甜黄道理侵略政策的嗣句。事宵上现有

的诀蘸草案黄在舆那些要求不相插脯，反而支持那些

要)求。

六八.道是提出诀蘸草案的国家魔理解诀牌圃阳

题的方式。我{问担相道锢方式，韶简道锢方式是不切

黄酶，而且是"{常勒"的崖物。如恼方式是以罄名捕地九二.侬攘所公布的公鞭，啻挠期阔 H蘸聊圃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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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合圄j博在嵌钊中放衰本身的原则，黯佳共崖摸征服院主席及美圆棉杭同意，所有未解诀的圃陈罔睡不!忠

牌圆。使用武力去解诀，而醒以族利方式用和平的方法去求

五六.第一，他例要聊合圃承韶我刑的一切诀蘸解诀。"

果都是知效的，聊合圃是牌圆的侵略者一一道是真想

天阔地曲解聊合圃以保持和平的世界粗撒的身分所贵

的任捞一一而且本粗辙巳耀费失了公平魔理牌圃阴踵

的一切榷限及道藉榷力。我(问黯然必须担栖道倒要

求，因?骂道锢要求正面攻挚本粗糠的榷力及建立本粗

捕的基本原则。

五七.第二，共崖革要求瞬合圃罩司命部一一或

者照他俐的拉法忖外圃罩"一一雕阔睛圆。大辑旦因除

了由於瞬合圃诀蘸案的阔保，有聊合国罩司今部的部

除外，立主儒任何外圄罩事罩础。事贾上大宫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诀蘸案三七六(五: )特别需聊合圄罩在辑

圄侬操大舍所起原则杭一全圆之前留胜棒圃境内。在

特圃仍未杭一而且北酶的情形仍蕾隐藏不且，撤退遣

些聊合圆的罩除眠食酶成一九五0年悲惨的共蛊侵略

的重挠。

五八.最梭，共雇黛要求在他{r5所谓叶中立粗撒"

黠督下，罪行圭牌温馨。如果他阴真正希望中立而知

私的睦督，他{P5酋然可在聊合国八十二倒舍虽圆内找

到那穰睦督。但是他俩担粗操用道锢蹦i浊。

五九.首我挠我俩唯一的希望是棒圃人可以在和

平杭一下生活，可谓他{r5本身命涅的主人峙，我相信

我是代表植大多数食虽圄费言的。我{r5深深希望共崖

笛局舍明白舆聊合国商比目的合作，是阴智的。阳题

是如何可以增加那捆希望。聊合圃如果放囊其原剧，

黯愚牌圃再度遭受罩事的征服，那是不能增加那倒希

望的。如果聊合国坚持道捆诀蘸草案所截的公正而造

步的政策，希望就可增加。如果他人坚持邪思，就辑

我{r5坚持正藉。

六o . Mr. SOBOLEV(蕉椎埃世食主藕共和圃
聊邦) :我{r5现在前揄第一委虽售阔於辑圃问题的鞭

告番，言主丰R告警毒立有十四圆原来提出的诀毒草草案。蘸

聊代表圃特别想就遣捆泱蘸草案载明其立塌。

六一.第一委虽啻黯前遣捆罔题的一捆黯著特黯

是，大多捷生代表圃提及现有向着改善圃隙阔保路上前

滥的重要施势。道倒越势大半是蘸聊圃瑞院主席赫鲁

瞬夫先生和美利里合束圄憾杭艾森豪先生啻挠的精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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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力"政策简根攘的顽固方式，其唯一的目的是要

但使辑圃罔题永遗陷怆疆局，加强辑圆的分裂，业在

朝牌半岛南部耀精留脏外圃罩除。

六九.有些圃家的有 jJ人物黯然盼望盼合国遵民

嚣章，保持其忖交唱起圃"的身份，然而意章的明文姐定

是聊合圃!醒筒各圃家固和解及合作的橄阔。

七O.隅;陡道默，我 {P5必须重申赫鲁晓夫先生在

大青阔i暗暗号更表的下列隙逃:

H合理道行工作的圃晦橄阔有一锢颗著的 1恃

鼎，就是那幅橄阔解诀阳踵的方法不是在形式上

叶算票敬，而是理智而耐心地霓求各圃均可接受

的公平解诀脚法。" (第七九九灰食言章，第九十九

段。〕

他又白:

"我{问道代人及将来的睡史串寒舍承韶那程

诀定揭唯一正幢及唯一可能的诀定 " 0 (同上。〕

七一.如果我 {P5想要保挂牌圄罔题能绚和卒解

诀，我何必须永遗放隶命命式的政策，探用切贾的建

怪，霓求搜方可以接受的解诀蜘法。那些解诀册法的

主要目的是要促道辑圃人民本身的幅利，韭在言在目建

立永久和平的悚件，道是符合聊合圃慧章目棵注意旨

的~理方式。

七二.撞在一九五八年二月，朝解民主主辈革人民

共和圃政府就已提出和平杭一牌圆的切寅提案，那盹

苗圃政府巳植树立了一锢榜攘，表示该圃政府幢幢鹿

理那幅阔踵，希望器行被啊，厢意偶和平杭一牌圃铺

好一悔道路。那些提案主强外圃.除促南辑及北眸撤

患，然俊在坐圃篝掰自由的 j墨撑。朝样民主主辑人鼠

共和固政府的提案理得苦干多圃家政府的支持。那些提

案撞得真正想要公平解诀眸圃阳题、幢速格止棉圃分

裂&.建立建束永久和平的一切圃氛所热烈赞成和支

持。

七三.查世界莫不知道，朝样民主主疆人民共和

固的提案不是徒向~挠的提案，中圃人民志闹革巳耀

自位阔共和圃的锢土。我{问必~就道黯指出，诀蘸草案

提案圃情顾不提韩国就一中最重要的道锢步睐，放弃

偶然的事，因简道徊提案的提案圆是在设法利用一切

可能的方法，去程明外圃罩除在聊合圃旗幡下或美圃

南韩草事悔构掩挂下耀精{占锢南韩是正富的行满。

七四.朝样民主主赣人民共和圃政府一再提出提

棠，主强在所有外国草除撤离佳朝样伞岛攘，在真正公

平儒私的~督下篱蜘自由的;墨罪。 在政府自始宝路想

血南韩费展植情"&文化的阔{系。

七五.但是，西方圃家曹娟和平解诀样圃阳题探

取何穰步服?它问答覆那锢附题只能拿出一堆不舍雇

生精果的诀蘸案，那是年程一年冒隅偶瞄 i合圃通洒的

诀击毒案，那些诀蘸案甚至酣怆促使韩国阳题稍微接近

解诀的情段都是一知所戚，而且是儒能搞刀的。

七六.我{P5棋行鼓法客翻言平蘸现行的局势，一定

舍得到下列的精揄。

七七.第一，中辈人民共和圃政府及朝麟民主主

载人民共和团政府最近烧年屡灰部属鼓法根攘公平的

悔件解诀辑圃罔匾。 5骂比目的所作的最重要的震献是

中国人民志颐罩徙北牌的撤退。道些努力!瑞格简西方

圃家所忽暇。

七八.第二，每年冒隅聊合圃之名具有最佳温|躁

性赏的片面诀言毒案棠耀程阴简直虽强殷掘，甚至提案圃

也捆的不相信那些诀蘸案舍具有效刀，而且'日 jr~割;除

那些诀蘸案的效力也已失去信心。

七九.第三，如果西方圆家目前不是贾陈模具武

力杭一牌圆的前扭，那末大青现有诀蘸草案只能解睁

偶提案圃想要永遗分裂牌圃 JJZ.在!搭圃雄模 i脏罩的程

捷。

八O.道是黯段辑圃局势的客眼而切贾的砰截，

诀蘸草案充满高唱和平及安全、自由温捧"&民主的揄

锢，可是?虽有任何高甜可以隐瞒真正的事宵JJ<.真正的

形势。

八一.因此，蕉聊代表圃相信最主要的，是要再

度强翻外圃罩除楠精出现世南韩是解诀梓圃阔题的主

要障眠。欲以任何理由程明雄持道些罩陈偶合理的企

圃，都是毫知根攘的。

八二.蘸聊政府官畏赫鲁瞬夫先生在其握握蘸聊

最高蘸帷埃舍蘸的鞭告害中提出命人信服的事霄，程

明现在的情形有利快建步渥行韩圃酣睡的解诀。+他恕

偶遣军.IJ那倒目的第一幅步牒晦偶外圃罩除徙南样撤

退。

八三.现在臆由美圃探取主勤。

八四.蘸聊代表圃要设票反割诀言毒草案，因简那

锢草案的目的是要耀糟分裂辑圃，在辑圆圆土内椎持

外圄罩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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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主席:大啻现在表诀第一委虽舍丰R告菩

[A/4307) 所截的诀蘸草案。 有人前求恩行唱名表诀。

泉衍。昌名表诀。

主席抽截诀足，由智利背先表诀。

赞成者:智利、中圃、再俞比盟、哥斯大黎加、

古巴、丹察、多明尼加共和固、厄贝多、睫雨瓦多、

阿比西尼亚、属来盟聊邦、法菌四、希1蝇、凤地属植、

海地、洪都拉斯、冰岛、伊朗、爱商睛、以色列、辈革

大利、日本、的但、察圃、赖比瑞亚、直森堡、墨西

哥、荷商、和西商、尼加拉风、挪威、巴基斯坦、巴

拿屑、巴拉圭、秘鲁、弃律蜜、葡葡牙、西班牙、瑞

典、泰圆、土耳其、南拌聊邦、大不列颠及北爱雨瞄

聊合王国、美利坚合隶圆、高拉圭、委内瑞拉、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暗、玻利推盟、巴西、

加拿大、锡翩。端

反姆者:捷克斯拉夫、匈牙利、被荫、耀属尼

盟、属克前前推埃世舍主赣共和圆、蘸稚埃肚舍主辑

共和圃聊邦、阿南巴尼亚、保加利E、白俄黯斯蘸椎

埃祉舍主辑共和圃o

号费榷是T:芬睛、迦阳、越内亚、印度、印度尼西

E 、 伊拉克 、 黎巴嫩、 利比盟 、 尼泊雨 、 沙属地阿拉

伯、蘸丹、阿拉伯聊合共和阔、柴问、南斯拉夫、阿

富汗、相甸、柬埔寨。

?夫古战苹曹以五十回事椅也串通通，条根者十λr。制

主席的陈述

八六.主席:阔民阴雨及利腥的阳题，攘设第

一委虽舍辙告虽向未将该委虽舍相告番提迭ff~喜靡，

精果核鞭告蕾寓然不能分菇。由於预算以外款项篝募

舍蘸定於明天向舍，同晦聊合圃近柬巴勒斯坦雕民救

渭工服1iI&相告警组由全幢舍毒虫在毕行吉普募舍蘸前睿

蘸，因此如果知人反割，我建言是我俐在今天下午剩下

的恃罔睿蘸·道锢项目，道项目是今天蘸程中的第四倒

项目 o

?夫定如氓。

糊其梭踢阑代炭圈通知主席，踢阑希望将苗圃列入表泱泱

辙草果睁粟槽的国家名单内。参阔第八五二次舍辙，第二段。

忡晦恪哥代表团通知主席，摩洛哥原概衰撞。

j是程项 目 二十七

聊合圆j丘柬巴勒斯坦蝶民救湾工赈庭;

(a) 工赈庭主任辍告害;

(b) 聊合圆糠横援助巴勒斯坦费臣民之提

案:秘番景所提文件

特拉政治委翼舍辗告害 ( A/4342 )

依撑或事规则第六·十λf艇的规定，诀远不苛椅特

拉政治委员命权告者。

特故政治委员命权夺员 Mr'. Tettαmanti C 阿根廷)

提出核委员命根告番，然、斗在铃宫如次:

八七.特:鼓政治委虽食丰民告虽 Mr. TETTA

MANTI (阿根廷):需求筒短坦克，我只要拉委虽食

在停止甜甜七天梭，耀怆十二月八日遭遇印度及巴基

斯坦雨代表圈提出的前正泱蘸草案，主在草案正文主i~最

;博聊合圃近柬巴勒斯坦黠民救渭工服鹰的委任期限:~

臭三年，业陡二年届满睁加以榆甜。此外，草案辑:瞬

合国巴勒斯坦阳题和解委虽舍楠糟努力，以期贾抽大

舍诀蘸案一九四(三)第十一段的规定;草案业促铺

注意工眼膳财政不穗肤况，敦促各政府考虑所能捐助

或增加捐款的敏额，碑工眼撞得以孰行其方案。

八八.泱蘸草案以七十一票酣嘻温遇，只有一圃

襄槽，粟榷者简以色列。

八九.我要指出，哥斯大黎加代表圈在投票俊挠，

该代表圃本来是要股票赞成诀蘸草案，而且是要在表

泱正文第四段恃襄攘的。

九O.主席:大食现在表诀恃琵政治委虽舍丰民

告害 (A/ 4342)所翰的诀蘸草案。

法域苹素以八十祟姆零遭遇，亲榷才t.- o

jL一 . Mr. COMAY (以色列) :以色列代表团

曾在特技政治委虽舍〔第一七一灰舍蘸第二十一段〕

解黯核代表圃投票反射本泱蘸草案正文第四院因比在

表诀整锢泱蘸草案恃襄槽的理由。我只顾在本大舍董

市，璃了所已挠明的理由，第四段是我圃政府所不能

接受的。在特殷政治委虽食罩漏表诀第四段睁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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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团代表圃粟撞，那锢事贾表示各圃割怆蔷段普通蘸案阔)j任工眼庭委任期限及工作情形的坦起，我WS所

感到不安。投的票不舍的那些规定有任何保留之意。

九二.以色列代表圈也想重申3本代表圈赞助诀千千在四咛四十五分营生命

第八五二次啻蔬

卢:IU且也年十二月十日革期四午战四咛陆的

主席: Mr. Victor A. BELAUNDE (础鲁)

j主程项 目 二十六

棒阁问题:聊合圆睁因就一且善後

事宜委虽食丰民告警(喷完〉

第{委具啻辄告警( A/4307) (蜻克)

一.主席:现在精锡荫代表蛮言，锡商代表想

在操句简短的话，挽明他在表诀辑圃问题恃所探取的

立塌。

二. Sir Claude COREA (锡商) :昨天阔啻〔第

八五-;j{舍蘸〕表诀蘸程项目二十六牌圃阳题的盹候，

本代表圈由胎换食以致投票措秧，本人{茧颐藕比横啻

表示遣憾。我1F~投票赞助第一委虽啻辄告警CA/4307 )

昕勒诀蘸草案保圈错棋。我1F~原幌粟撞。

三.本人提出比项罄明以正相锚，以免有人提舍

本代表圃在委虽啻费表罄明饿反大食星在行表诀前那倒

期国内提更初衷。

1益程项 目 五十九

阿青号及利亚问题

第{委具啻辄告害 ( A/4339 )

四. U. THANT (榈甸) :本内表圈租不顾意不

必要的拖延大舍番蘸。我1F~弄常切望大食依照诀蘸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精束。但是我顾向大舍提出

一面呼辙。正如各代表圃所知道的，阔;除阳雨a利亚

罔题的困弃诀蘸草案棠耀第一委虽售温洒J 1.且照旨在草

案明快未必能灌大官通通。我俩是遣锢诀蘸草案提提

人，酣意温i屈一幅植和、有盆)5(和僻的泱雷草案J {:串以

一锢磺艇的重献，桔束我1FS阔世道烟项目的智蘸。ill!

弗集圄以外的若干代表圃也表示中目似的意且。

五.刚才午蘸梭，理详集圃辞牺甜甜遣捆问题，

可能明天要提出一锢捂氯~内容均属温和的新诀穰草

案J ~主~草案大舍可能予以洒遍。

六.篇使那些代表圄黝快撞倒项目的甜甜有恃罔

作成精榻的重献，我根攘蘸事姐剧第七十六懈的姐定，

提前博遣锢项目的时揄展期到明日(十二月十日)午

1巢， 我jF~睡信此我展期不致拖延舍捞逾越一九五九年

十二月十二日~定日期。

七.本人辅荷大舍崽然赞同本人提案。

八.主席:牺甸代表要求展期黯揄目前甜瑜的

项目，比萌勤蘸符合蘸事规则第七十六悔埠定，核{悔

?得:

H除原勤融入外，得有代号里二人啬言赞成器勤

蘸s二人费言反苦苦言在勘器虫，随使该勤蘸腮立即付1

表诀"。

::11. Mr. ZEINEDDINE (阿拉伯聊合共和圃) :

大食内悦姆人民封比萌勤蘸。{且儒j瞌丑街比罔踵费生

任何油滑起且，本代表圃P.Xa脂附蘸道锢勤蘸。在比|悻

段，封拾行将提出的诀蘸草案的内容，我W~暂不表示

意且一一本代表圃戒其他代表圃均同一一但15角膜期

茧明日午俊辩瑜的勤蘸，服革模大肯接受。

一O . ~比阳雨:a利西阳踵的费展情形下，言午多

代表圈感怯圃|靡的回切及棵厚的黄任在克念，喝刀造成

果擅方式的聊合圃行勤，藉以暂助窗事圃解诀其困雕，

道是很自然的。因比，正和温去情形一棒，展期搏输

是恰富的。因属在本届宙中亦曹有温展期辩瑜，而揭

去各届青也曾费生颠倒的事情。操我看，本届青槌儒

--:!JZ展期楠揄极之此我更有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