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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菲律宾拒不参与背叛联合国这一行为，因 

此，它将投票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國或使它在联合国取 

得席位的任何提案。

58，由于込个问题的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它属于 

宪阜巧十八条第二项的范围，并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1668 (乂^^号决议所确定的先例，我代表团谨耍求大 

会主席作出裁决：即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 

都是应有云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亟要问题。

59,在支持込项兰分之二规则方面，我们认为一 

九六一年千二月十四日法国代表贝拉尔先生在联合国 

大会第十六质会议的发言中的论点是最有力不过的 

了，我引用他的发言如下：

"怎么能认为改变中国代表权这样一个复杂 

而又引起争论的问题不是属于宪窜第十八条范围 

内的'重耍'问题呢？正如前天我们的喀麦隆同事 

十分恰当地指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已达十二年之久，难道送个事实不鼠明确地说明 

它的函耍粗吗？"〔第一0毛义次会议，第209段。〕

贝拉尔先生继续说：

"在我看来，存在着一个奇异的矛盾。一方 

面，宣称这个问题按它本身的性质，很可能引起 

极为严里的反响！而另一方面，文把它缩小为仅 

仅是个程序问题。。〔同上，第2扣段。〕

贝拉尔先生又说；

"在我前面发言的一些代表的讲话中，有许多 

论点是支持这一意见的。我仅从一九六一年千二 

月四日锡兰代表所发表的雄辩有力的讲话中，引 

用这一有特殊意义的段落：

"'由于这些原因，在込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 

一个程序问题…"，它是一个触及到亚洲和整个世 

界的战争与和平的最根本的问题。'"〔同上〕

贝拉尔先生最后说：

"大会有充分理由决定送一争论中的问题是 

重耍的。我们认为，大会有或任这祥做。"〔同上， 

第2。段。〕

60,主席：我宣布发言报名截止。为了适当地 

组织大会的工作，我谨提请代表们注意第1898(XVIII) 

号决议中关于改良大会工作方法的(扔段。已把这项 

决议作为大会议事规则附件四而复制了。有关段落如 

下；

"各主席……除其他事项外，应，

"化）敦促各代巧按发言人名单上所列的次 

序发言，但未能按次序发言者除非与 

其他代表商妥更换发言次序，通常改 

列于名单的末尾;"。

我准备遵守这项合理的程序。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散会。

第一兰屯四次会议 /戸^.巧予户

一九六五年")--月---日星期四上午卡时云十分纽約

主席：阿明巧雷，范范尼先生（意大利）

议程项目102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权利(续）

,亚辛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认为，对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不应有任何怀 

疑，也不应产生任何争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能够而且应代表中国込个伟大国家，这并不是 

因为我国同中国有若友好关系，而是因为首先这是符 

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特别是联合国的利益的唯一解 

决办法；其次，送是唯一合法的解决办法。

2,首先，这是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特别是 

联合国的利益的唯一解决办法。联合国的创始国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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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力图使这个组织具有普遍性。送些年来，联合国 

在普適性方面确实取得了进展，而且现在很淸楚，如 

巧我们巧正巧望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并希望有效地实施 

其原则，那末，这种普遍性是必不可少的。

3，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克不允许世界四分之一 

"上人口在联合国里享有有效的代表权，而根据宪 

巧，联合国不仅把自己看作巧其会员国的代表，而且 

是人类基本利益的保护巧，并有责任维持和平与安 

全。

4，在由于技术发展而成为越来越小的当今世界 

上，许多匪大的问题肅要普遍而不是部分的解决办 

法。对于如裁军问题，或者其他任何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巫大问题，如巧仅仅满足于一项部分的解决办法， 

而不努力达成一项普遍的解决办法，这样做难道是正 

确或甚至有益的吗？很淸巧，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参加，我们在联合国的一切努力，特别是对有关人类 

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的努力，很可能导致徒劳无益和 

无效的后巧。

5, 此外，反对承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进入联 

合国并承担一个大國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所有 

责任，我们就是冒严亟损茜一个值得挥卫的巧本设 

想^我巧至要说是原则一的风险。我将称这个原 

则为巧髙团结的原则，或这个世界组织的最高统治集 

团的团结。联合国的性质本身耍求这种团结，否则我 

们必将落得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的结局，分裂的各方 

互不承认，甚至可能相互对立，它危及人类的共同利 

益，而却没有巧商的机构来挽救这种局面。

6, 我无须强调込样一种可能的危险。但是，如 

巧我们继续顽固地柜绝恢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权利，难逍我们有理由指责她发起成立另一个 

化界组织吗？因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一切权利是符合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这种承认 

将使这个大国能够发挥她应有的亞耍作用，并使她正 

视由宪巧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

7, 而且，从法律的观点来巧，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合法权利是完全正当的。的确，最基本的国际 

法原则和联合国的成规规定耍恢复这些权利。为了证 

明这个观点，首先必须阐明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代

表权问题和一个国家代表的全权证书问题。它决不是 

接纳新会员园的问题，因为中国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 

会员国。这也不是开除会员国的问题。不瞥怎么说， 

列在我们议程上的既不是接纳问题，也不是开除问 

题，而这两者都应采取特别程序。因此，问题就归结 

为：在政权巧迭后，谁有权在联合国代表这有关国家。 

除了遭到一国或几国所进行的外来侵犯的情况外，在 

国际生活中，特别是在联合国中，能够并且应当代表 

这个国家的一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一的政府不 

可否认应该是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并承担国际职责的政 

府。在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 

并同时能够代表中国。不能口它具有某种政治制度或 

社会制度作为它出席联合国的条件。莖无疑问，在今 

天，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完全是该园权限 

"内的事。它不过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方面，而且纯粹 

是行使自决权。只有本国人民才有权对该国实行的政 

治或社会制度提出挑战，因为按国际法规定，一个国 

家采用何种政治社会制度应由本国人民而不应由其他 

国家来决定。

8,联合国成立"来，它始终尊重其他情况一

其他所有情况中的这些准则。联合国一贯的作法是在 

一场政变或革命之后很短时间内，通常只有几天就毫 

不犹豫地承认这一新政权，只是留有时间核实某些事 

实，并判定哪个当局真正掌捏了权力，能够维持国内 

秩序并能有效地承担国际社会中一个政府的职责。多 

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整个中国大陆和邻近岛峭一 

贝有效地行使权力，维持了国内秩序，丝毫没有分崩 

离析的迹象。它在经济上已经取得显著的进步，在科 

学技术方面登上了核国家的高峰。在国际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世界各地区很多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友好关 

系。它參加一些国际会议，并在其中发挥了匪要的作 

用。我可举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一九五四年关于 

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和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 

关于老抱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为例。它和包括；个安全 

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许多园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它还和很多国家保持领事和资易关系。

9, 因此，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在国际生活中唯一能够而且应该代表中国的政府。

10.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意就表决送个问题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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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祗的程序幽明自己的立场。有人坚持认为一一而且 

臥前曾有一项大意相同的决议〔第叫^(文户/)号决 

化〕一这是一个巫要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耍有三分 

之二多数来决定。然而，这一论点是不符合各国平等 

的原则和宪卓弟'千八余的规定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 

它是由不正当的政治动机引起的，或者是出于法律上 

的误解。

11. 实巧上，我们面临的不过是一个代表权和主 

权证书问题。因此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问题，不能 

只是因为它渉及一个大园就被化为是属于宪章第十八 

条概念中的一个匪耍问题。一切国家在原则上都是平 

等的，这就意味替，除非有一条内容相反的规定，不 

然一切国家都应得到同等待遇，而且他们的问题都应 

按其性质用同样的表决办法解决。因而，不管涉及大 

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代表权和全权证书问题实质 

上都是相同的。它不是宪卓第十八条所指啤重巧问 

题，因为该条樂二项并未提及，而且在大会任何决议 

中并未确化它在本质上构成了新范蜗的亞要问题。

12. 必须强调指出，事实上，，宪巧第十八条第兰 

项并没有规定把某个具体问题定为重要问题，只是定 

下了问题的范畴。宪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制度是千分 

公正的，它的目的在于避免作出武断的决定，并确保 

客观地行使该条第兰项所认可的决定权力。

13. 在宪章第十八《巧二项中提及的任何问题，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未必都逝要。例如预巧问题被认 

为是里要问题！它们的确是巫要问题，不瞥所涉及的 

摊款是五美元还是几百万美元。而一个国家的代表权 

问题，不论它涉及大国还是小国，却是一个简单问题 

而不是重要问题。

14. 总之，我国代表团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园 

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我国代表团深信，只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才能够并应当代表中国。我们认为，该个问 

题不是宪章第十八条所指的重耍问题，因此应"简单 

多数来决定。不幸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 

国有权代表中国这一问题已拖延了多年；如巧再拖延 

下去，这将是一场灾难。

15. 哈巧先生^尼日尔许多代表团就本届会议 

议程项目102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权利"已经作了发言，我国代表团想继他们的发 

言之后，巧次对逐个问题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16. 众所周知，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 

是讨论了很久的议题了。这些年来围绕它展开了多次 

辩论之后，它却仍旧停留在起点上。必须承认，这一 

状况是由于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造成的， 

许多会员国似乎并不愿意按其本来面目来考虑该问 

题。

17. 我國代表团认为，莖无疑问，共产觉中国最 

终将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但是该国必须首先明确 

表明它忠于联合国宪章中特别是宪章的序言部分和第 

一、巧二巧中所规定的原则和理想。毕竞，该国藐视 

联合园的无可辩驳的事例还是很多的。

18. 我國在跟那些与我们保持相互友巧和谅解 

的国家进行合作方面，一贯是表现有诚意的。我们为 

自己规定并永远激励我们对外政策的哲理的这一行动 

方针符合卓有成效地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情况。 

这种友谊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至关紧要的，而没 

有送种友谊，就根本谈不上和平共处。

19. 现在，我们必须确认的我们时代显若恃点 

是，日益需要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并愿为 

促进共同繁荣采取一致行动。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拭来相互依存概念的产生所反映的理想的一种奉 

献。

20，确实我们认为，离开我们所期塑的和睦关 

系込个范围，我们就将一事无成。真正的革命毕竟不 

是由野蛮的暴力或雄辩的言词产生的，而是和改造人 

化1、尊巧人身，并唤起人们的最崇髙情操密切相关。我 

们认为，接纳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的条件，必须"送 

些标准为基础。

21. 今天，在若手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时，我国 

代表团不能不谈及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 

在尼日尔的丑恶行径，我们己经尝到了由北京策划和 

资助的颠覆活动的苦头。

22, 中国通过送种颠覆活动——我们在其他地 

方和其他场合也必须对付这种颠覆一来进行干预的 

幽灵，是我们恐惧和理应恍虑的根源，而它自然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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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否适当表示怀疑的主 

耍原因。

23, 在北京巧来一而我们这样说是有充分巧 

实恨据的一-一它的领导人所设想的那种类型的革命， 

化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國境之外扶植、组织并积极鼓吹 

的暴力武装革命，才是唯一有效的革命。

24, 根据他们的行动来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坚信 

他们的"革命实遊"的效能，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外 

输出这种实驗，他们怀若不可告人的动机，想从中渔 

利，从而满足他们夺取世界领导权的欲塑。因为，正 

如尼日尔共和国阿马尼-迪奥里总統阁下曾经说过的 

那样：

‘4……不但存在着右巧帝国主义分子，而且存 

在若伪装反对帝国主义，装扮成非洲独立的拥护 

者的赤色帝国主义分子"。

25, 鉴于我刚才所谈的一切一一我们保留在必 

要时详谈的权利一我们的立场仍旧是：共产党中国 

无论如何达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耍求。

26, 尼日尔只知道一个中國，这就是尼日尔政 

府与之保持极好关系的中国，这就是自联合国成立之 

日起一立在大会拥有席位的中国。正如我国外交部长 

最近在他一九六五年千月十一日的发言中说的那样：

"只耍中华人民共和国継续无视和平巧处的 

基本准则，只要它拒绝肆巫和实施宪覃的神圣原 

则，只耍人民中国继续干涉他国事务，我国就不 

能无余件地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第一王五五次 

会议，第段。〕

27, 马利查先生（罗马尼亚〉：从本厢会议的辩论 

中可"淸楚看出，大多数代表热切希塑改进联合国的 

职能，并捉商它的效力。十分明思，巧一步必须是恢 

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28, 罗马尼亚政府一切教促应采取这一步驟，这 

是理性、國际法伴和联合国的利益所要求的。罗马尼 

亚外交部长科尔内巧，没内斯库先生在本巧会议这个 

讲坛上阀明我国的立场时说过：

"拒不恢纪这个伟大国家，一个联合國创始会 

巧国的应有地位，巧一种非法的行动，送只会损

蕾联合国。象裁军、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类重大问

题说明，只耍联合国继续得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

口的代表所能作出的巧献，实在很难想象它能找

到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王五王次会议，第

7^支。〕

29，把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样一个简单而裤 

楚的问题摘巧如此复杂、面1全非和含糊不巧，巧少 

见的现象。

30, 不可否认，我们正面临若一种十分不正常 

的非法的局面。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并按宪章第二 

十立条规定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菲国的中國， 

事实上却被刹夺了任何会员国都享有的派自己的代表 

参加联合國的基本权利。这严巫违反了一致认可的国 

际法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制定并应用的巧本行动原则。 

极据这些原则，在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存在若一种 

必不可少的关系，就是说，必须硫保每个会员国在联 

合国有其席位，而占据席位者又必须从有关国家政化 

那里取得全权证书。联合国成立二十年來，这一原则 

一直巧备会员国代表权的基础。在此期间，在每一个 

政权或政府巧迭的情况下，大家始终如一地巧彻这一 

原则。

31, 单单涉及中国时，込《原则就被忽视了。 

那些切该國代表的身分加有巧位的人，他们所提交的 

全权证书并非来自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率实上他们 

代表不了任何人。因此，蒋介石的使者没有合法的权 

利占据保留给中国的席位，而且在本组织中没有他化 

的事儿。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化表才有资格占据込 

个席位，并代表中国讲话和行事。这里唯一要解决的 

问题巧，也巧把这《代表权的巧本原则运用到中国这 

个情况中去，从而恢复法制。

32, 根据一致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家应由对 

该国领上行使有效而稳定的权威的政府、由实际孽权 

的政府来代表。巧失送些特性就必然耍停止在国际关 

系中代表一个國家的资格。根据联合國宪巧，这一原 

则的巧耍性就巧加明显了。

33, 宪章中关于各会员国承担其应尽的义务 

及它们硫能屈行送些义务的条款，化严格巧亞这个巧 

则成为发挥联合国正常作用的一项必嬰条件。认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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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反的原则将造成一种基于虛构的局面，而联合國 

的决定将成为仅仅表达其應塑的一纸空文，而且无法 

付诸实施。

34, 我国代表团认为，出席大会的权利并不是 

外界赐予的权利，更不是根据主观标准给良好品行颁 

发的一种奖品，或巧是对投合某些人满意的某种品质 

的一种剛谢。

35, 我们所巧做的是，抛弃一切主观态度，把真 

正的问题纯朴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 

代表权问题。这个会员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拥 

有屯亿人口。

36, 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勤劳顽强的人民创 

逝了源远流长的物质文明，而且据说中国农村的主要 

特点是归功于人而不是化赖自然。在地充满变迁的历 

史中，中國人民饱尝饥娥和贫困的痛苦，它经历了由 

于经济不发达和社会不平等而造成的动荡时期。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社会不公正，动员起过去受 

压迫群众的用之不竭的力巧，并把他们团结在中國历 

史上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巧力之中，送种巧力正 

在改造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并建设一个伟大的工业 

國。如果正在巧导和组织在中国生活中发生的这场深 

刻的历史性改造的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那末谁有 

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呢？

37, 在云十个世纪里在哲学、法律、科学、技 

术和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中涌现出许多学派和流派， 

它们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传统和他们对世界文化的 

贡献。在这些丰窗传统的基础上，人民民主政权己创 

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各个部 

口为中国人民的创造才能开辟了广阔的活动领域。

38, 在过去千六年里，一贯坚决抵抗殖民主义 

干涉和压迫的中圃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性成就，化 

们充分认识自己的责任、作巧和尊严。

39, 这就是中华人民巧和国，它是中国的民族 

恃点、中国的一切权利及其不可分割的领±的继承 

人。

40，台湾岛不过是该国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谁能设想或同忌外国的占领或某种伪机构的设立构成 

权利的來源？

41. 提化用"两个中国的问题"来解决中国代表 

权问题会使目前的非法性增加了巧为严重的非正义 

性。而雜谬的是，现在提化这个问题的國家，正巧一 

百年之前为自己解决了 "两个美利坚合众國"巧题的國 

家。

42, 美国对台湾的军巧占领，如同用军事基地和 

武装力窗对亚洲领±实行包围一样，只是同一政策的 

征兆。这种政策主要臥武力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并 

反映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中。鉴于这样的先例，我 

们难料理解，怎么能把耶名加于一个在自己的国王外 

面既无军队又无军事基地的国家身上？

43，大会关于中园代表权问题的讨论记录，表 

明了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具有似是而非的性巧，它们由 

于缺乏论据而被用来作为权宜之计。

44, 第一年讨论这个问题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 

员会。委员会聚会反而证实自己无能为力。由于毎年 

都采用推迟讨论的"延期"战术，千年来大会一直未能 

讨论这个问题。九年前，延期的解决办法不再能获得 

云分之二多数。四年前，在这种解决办法几乎无法巧 

得甚至简单多数时，送个问题才被列入议程，这时反 

对者们的策略是否决关于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决议草案。当票数越来越减少 

时，他们便在已放弃了的阵地后面挖掘新战该。一九 

六一年，在看出多数国家将通过込一公正的解决办法 

时，有人要求要有云分之二的多数。

45, 这一简短的叙述部分地表明必然要朝若帷 

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发展。它也揭示了反对该解决办法 

的人所提出的论点越来越具有似是而非性。

46, 今天，在大会内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些反 

对的人便进行有倾向性的攻击和徘谤，并力图把问题 

转移到一个与目前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并不属于联合 

国职权范围的方面去，这是空不足怪的。

47, 关于在通过一个解决办法时采用什么办法 

的程序性问题，我们支持那些主张采用简单多数规则 

的代表团。送样，我们就符合宪章第千八条(吉）的巧 

神和文字了，该条确定大会表决中"简单多数决定的 

一般规则。巧条第二项明确规定了这一规则的例外情 

况。读一下该条规定就能淸楚看出，巧些例外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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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包括一个国家的代表权问题，因而一般规则必须 

应用于本例。

48, 在"简单多数通过的一项决定造成并保持 

这种局面之后，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己分之二 

多数，这等于是争辩说，一个简单多数就足"违反联 

合国宪軍，但巧巧回到法制上来却谎巧巧云分之二多 

数。

49, 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巧关机 

构中的合法席位产生了许多后巧：它们损雷国际社会 

的利益，降低本组织的威型，并限制它解决人类所面 

临的亟大问题的能力。

50，因而，从法伴观点来看，联合国本身的形象

遭到了损毁，该组织的主要职能之------ 促进国际

法和法制一一就不能不遭到严重阻巧。在一个根据各 

国主权平等原则创立起來的国际组织歧视对待它的一 

个会员國时，这个组织难迸能够促进对这一原则的轉 

重吗？

已1，本组织的所有目标都巧针对世界范围的，而 

且高悬于本讲坛之上的徽记象征巧对普遍性的向往。 

在人类的四分之一无法参与我们巧力的巧况下，我们 

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吗？

52, 在全面裁军的领域里，任何现实而有效的进 

展都取决于是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它的观点 

考虑在内。得不到世界上五个核国家之一的送一国家 

所巧同的任何解决办法会有效吗？

53, 至于有关国际安全的问题，虽然本组织必须 

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宪章所规定的作用，然而一个世 

界大国、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亚洲大国的席 

位却空缺了千六年。一个世界性组织没有中国参加就 

又增加了一个矛盾。

54, 中国的缺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即一个国际组织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受到了损宙。 

在这一方面，那些背日梦寐"求速立一个世界组织的 

创始者们，倒比今日那些阻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 

利的人要先进得多。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 

念日时所提到的书籍中，有一本埃默里克，克哲塞的 

著作。①尽管当时欧洲刚刚波过了中世纪，人们的视

@《新西尼亚巧》，一六二兰午出版。

野受到种种限制，然而他却专0捉供了中国参与筹建 

一个世界组织的计划，那还巧一六二二年的事呢！

55, 在一个对四分之呈的人类来说，加速经济和 

社会发展是中也问题的世界上，中华人巧共和国参与 

讨论经济、贸易、社会巧文化问题将有极大的益处，因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进行紧张而积 

极的活动。

56, 经遊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为解决当代 

世界垂大问题作出贡献，而且它曾支持这些问题的合 

理解决。不应忘记，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 

内瓦协议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下达成的。很 

巧楚，今天，为了结束美国在越南造成的对世界和平 

充满危险的局势，我们还必须回到日内瓦协议上来。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栽军问题的速议 

是众所周知的。我想提一下，它曾侣议巧开世界最商 

级会议，讨论全面魏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切缔 

结一项禁止化用核武器协议作为初步目标。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正式宣布，在任何时 

候任何惜况下中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国际关系要 

求巧必要立即恢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 

"便使本组织能够实现它的法定目标一一成为各国实 

现它们共同目的而努力的协调中也。伟大的中国人民 

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将会加强本组织，并使本组织 

在掉卫国际和平和合作方面发挥巧大的作用。

59，罗马尼亚代表团化为，大会必须结束这种无 

助于提商它的威望和行动能力的局面。现在是现实主 

义思想战胜一些人的顽固不化思想的时候了，这些人 

想要阻挡世界的前进，并且按过去的世界而不是今天 

的世界来看世界。无视现实就会陷入很久拭前一位哲 

学家指责过的错误中，这位哲学家说:"最严巫的神经 

失常奠过于把事情看成他一相情愿的那样。"

60, 对罗马尼亚代表团来说，这次投票将是一次 

对本组织、它的未来"及它在巧大国际问题面前按宪 

章的普遍和客观原则基础行动的能力的信任投票。

61. 库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六四年 

十月十日，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在开罗会晤， 

一致通过7如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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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贝尔格莱徳会议的速议，会议耍求联合

国大会恢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并承认它的

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62,在作出送一决定时，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 

府首脑无疑充分恵识到这一决定给联合国带来的各种 

后巧，而且意识到込一决定对国际方面现存的各种潮 

流的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和在法律、政治及实践上所起 

的跋响。决不可轻视这项决定。因为它是在全面审査 

各种问题之后才作出的，而这些问题谎要在国际一级 

来宜布如此巫耍的决定。

63, 国家或政府首脑了解在这里会遇到困难，送 

些困难一般是有人为了明显的原因，反对完全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國政府占有宪窜赋予它的席位的合法权 

利。

64, 关于接纳中国的合法代表进入这个世界讲 

坛的问题，无论是根据宪章或联合国惯例还是根据有 

关的国际法，都找不出任何论据可凹证实这一论点： 

即在某个国家政权发生巧迭，而新政权对该国领±取 

巧并且维持充分的权威和控制时，就可喊把该政权的 

代表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不管是在联合国内还是在 

联合国外。正如我已说过，宪章中没有一条规定能说 

明，仅仅由于一个会员国的顽固反对，就可凹把一个 

独立主权国家的真正合法代表关在本组织的大口之外 

这一事是正滿的。

65, 在宪章或议事规则中，没有一条规定能说明 

这一世界组织应继续按过去方式行使职能是正确的； 

如果按照那种方式将会有损于联合国现在要处理或试 

图解决的问题本身。代表六亿五千多万人民的政府缺 

席本身，遲不可能取得任何解决办法的。无论是在宪 

草中还是在任何政治文件中，都没有一条规定能为这 

一不正常的局面辩护。

66, 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来说，自从一九五 

六年五月口来，我们就一直十分淸楚地表明，大会正 

在审议的込一问题并不是接纳一个新会员国的问题， 

而纯粹是全权证书问题。多年来，己经充分显示了这 

个一巧立场的巧效性，而任何反对完全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权利的论点，尽管出自诚意却完全 

站不住脚。

67, 这一项目直接由大会来审议的事实本身，就 

巧无疑问地证明了大会不是在接纳一个新会员国：否 

则，根据宪章第四条的规定，应该首先在安全理-菲会 

进行込一讨论。

68, 込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或忽视的事实本身 

使我们巧为深信,这是一个实在不需要如此煞费苦也 

的问题。审议这一项目的适当场所是全权证书委员 

会；如巧是按照这个办法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大会可 

"对那些目前占踞若中国席位的人的全权证书是否有 

效表明自己的态度。

69，这是大会面临的真正问题，而且我们竖信， 

并没有人要求大会根据目前込一项目评价一个会员国 

代表品行的良恶和动机的好坏。

70, 中国是一个创始会员国。大陆中國是真正 

的实际的中国！尽管出自诚意却无法争辩说，因为二 

十年前签署宪章的是另一个人，我们就可凹不接纳六 

亿五千万人民的代表加入我们的行列。

71, 在我之前几乎每一个发言人都驳斥了那种 

认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将会 

导致不和而不是和睦的谬论。

72, 看来确实十分奇怪的是，有些代表说，无法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伞之下坐 

在一起，但是感到可巧与同样込些人在其它地方关起 

口来坐在一起谈判。另外，有些会员国和中国进行巨 

额贸易交易并因此相互得益，然而在込个世界组织里， 

你又会发现同样送些人，代表着同样的政府，却投票 

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拥有合法席位的 

合法权利，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②见文件^八763，巧九节。

73, 我就不再一一列举所有国际性或地区性的 

重大问题，它们的解决办法最终将取决于大会作出接 

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积极而勇敢的决 

定。越来越多的国家投票赞成作出这种决定的率实本 

身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实际性，并表明各国越来越认识 

到把中国的合法代表拒之于本组织口外的深涵影响。

74,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点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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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否认不了，但是它的巫巧性并非来自它应有呈分之 

二多数的观点。它的匪要性来自并且基于它本身的巫 

耍性，切及它的解决办法对未来的意义和政治影响。

75，认淸这些巧实，并且不耍用程序花招来掩盖 

主要问题，这对联合國的未来巧有好处的。巧们认为， 

这场辩论中的程序方面是极不匪耍的。问题的巫耍性 

在于它对世界和平与固际关系的严巧駭响，在于它对 

解决某些紧迫问题的严亟駭响，而这些紧迫问题是由 

于在物质方面迎到损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影响的不幸 

后巧造成込一不正常局面而形成的。

76, 因此，如果我们确实是在谋求和平口及和 

平解决込些问题的话，那末除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國，从而开始扭转目前局势 

之外，没有巧他的途径。

77, 鉴于上述狸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将 

支持最后捉交大会的、化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园及其机构中的合法权利的任何决议草案。

78, 林曼夏民先生(泰国主席先生，看到你匪 

新和我们在一起并主持込个世界组织巧匪耍的审议， 

我首先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我们由衷的曹悦 

和欢欣。我还要补充说，我国代表团愿早日见到你扔 

掉拐杖，巫新恢巧身也健康。

79, 大会再次审议一个蒂耍对问题的各个方面 

进行最祥尽、最彻底审查的议程项目。一旦我们正在 

辩论的问题达成协议，它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 

正在处理的问题，不但对联合国的未来和效能，而且 

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生存都有极其巫要的影响。在我们 

目睹暴力、不和与冲突场面的当前国际状况下，我们 

不得不致力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送的确是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对所有会员

国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大事------件要求把这一项目列

入议程的提窠国充分承认的事，他们在他们的解释性 

备忘巧的第一段特别巧出，这一问题"对联合国的未来 

巧有头等巫耍性"第！投〕。

80, 现在我想简略地谈一下泰中两国人民之间 

的历义关系。我们泰園人的祖先来自现在中国的南 

部。我们的先辈曾经和中圆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自然 

而然带有他们古老文明和文化的许多特性。然而，由

于泰国人民生性耍过自由人的生活，他们就开始向南 

漂流到印度支那半岛上的诸河流域！在千己化纪，这 

种南迁形成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结果这些人就重新组 

成了泰民族。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泰王国一直保持着 

独立。屯个世纪的經长岁月只是在形式上把中恭两国 

人民分隔开来，至于传统友谊和种族亲缘的纽带，却 

并未由于时间的流逝而受到损窗。

81, 因此，基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 

拭及对送一讨论中的问题抱现实主义态度，我们泰国 

人民有一切理由希塑与我们的北方邻邦和平共处！在 

地理上，它们比出席大会的大多数国家人巧离我们巧 

近。但不幸的是，控制若大陆中国并声称代表六亿人 

民利益的共产觉政权，并没有表明与其邻国和胺相处 

的愿藍和倾向。事实上，它在对邻国领±凹及对远隔 

巫洋但它认为"革命已经成熟"的国家进行威胁、侵略 

和颠巧行径方面，倒积累了颇为冗长的记录。实际上 

在我们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古老 

信念的格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共产党人在朝 

鲜、老姑、越南、西臟和印度的侵略与扩张主义行径 

实在是太露骨了！他们沉迷于暴力和战争使人感到遗 

憾，他们醉屯、于使用武力实在令人可悲。

82, 在这方面，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而且我耍 

说轻举妄动地扶植并公开支持一个自称为泰国民族爱 

国战线的荒谬组织，该组织公开宣扬的目标是"解放" 

泰国人民。的确据报道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一确切地 

说就是陈毅一在数月前曾说过，今年年底之前游击 

战争会在泰国开展起来。我化泰国人巧自己的自由传 

统而自巧，我们不希望^的确也无任何必要一~被 

"解放"。这位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公然表明的意图，确 

实证明了他‘们耍控制并统治世界的我们込部分的欲 

望。这一政策路线对那些认为由于地理上的距离，他 

们国家可"免受这种险恶活动之害的我们朋友们来 

说，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83, 中华民国政府的记录中就无法找到这类侵 

略政策和行径。在当前込场辩论中，在我之前发言的

许多代表都已提到这样一个事实------ 个堕耍的事

实：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它的政府一 

巧忠实地履行宪草规定的义务与职责。另外，该政化 

有效地控制着一万四千平方英里即呈万五千多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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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止地，并且谁也不否认，它博得始终为抵制大陆共 

产党政权当巧统治而斗争的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对它的 

忠诚。因此，我们有什么权利采取实际上把中华巧國 

驱逐出联合国的行动？难道我们准备在所谓合法与正 

当的外衣下，把在台湾充分享受自由与独立的大约一 

千二百万人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个公开地、对抗性地嘲 

弄庄严地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一切原则和目标的大陆中 

国政权吗？在我们这些出席大会的人中间，谁也无法 

国称自己有权强迫送些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在随便什 

么政府的锋辖下生活。对于这个间题，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沉也自问，并且根据自己的良也作出回答。

84, 现在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共产党中国的领导 

人对各会员国严匪关注的某些国际问题所采取的总态 

度。我们还记得，共产党中国不但不赞成部分禁试条 

约的各项原则，而且对条约的缔结加"嘲讽与蔑视。 

在过去几个思期里，第一委员会的成员国代表团辛勤 

工作，并一致同意指导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谈判的一 

奪方钟。在没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巧一委员会同 

意，联合国各会员国

"确信，核武器扩散将危及所有国家的安全， 

并巧加难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 

军"6097，第 9 段〕。

并且应要求"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紧急审议这个问 

题"并商谈送一《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劑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先生一九六五年九月二 

十九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他说：

"中国希望亚非国家自己能制造原子弹，多有 

几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巧好。"

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陆中国的领导人再次不 

同意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一致意见，并事实上公开鼓吹 

扩散核武器的观点。我们确实不相信其他代表团能对 

陈毅先生的讲话作出不同的解释。

85, 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侵略主义的声明，充分 

证明他们不愿意依本宪章"一乘善恵履行其义务"。他 

们做不到"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蕾 

任何国家之领±完整或政治独立"。另外，我们如何能 

确信他们"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之行动，应 

尽力予口协助……"呢？

86, 他们对联合国及其秘书长进行的那些任意 

侮辱与搜骂的巧言，在送个世界组织的历史上是绝无 

仅巧的。难进我们仍然认巧准备赢奖送种敌对行为，并 

更加增强他们要求巧大权力的欲盛吗？他们为进入联 

合国所附加的条件至少说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和不 

必耍的。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郝无权对联合国及其会 

员国发号施令，而且我们决不能允巧自己或明或暗地 

去支持那些将惩办一个一页能够而且乐意風行宪章所 

规定的义务的会员国的措施并同时嘉奖一个一贯嘲弄 

联合国及其原则的政权的措施。

87, 大会上，许多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 

合国的代表团列举了一些支持自己主张的论点。有的 

说，必须贯彻普遍性原则。这些代表团也许忽视或决 

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送一普遍性原则将"牺牲一个 

现在和我们坐在一起的会员国政府为代价而得到巧 

彻。另外一些代表团辩论说，人们不能无视或忽视存 

在若一个控制若六亿人口的政府。我国代表团口应有 

的尊里态度告知大会，我们泰国人也明滿化意识到在 

中国大陆存在若这样一个政府。事实上，我们甚至比 

在座大多数代表更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确实无 

法忽视这样一个政权的存在，无法忽视它竭力和死也 

塌地推行侵略与扩张主义政策。相反，我们有责任密 

切注视它在我们国主上的一举一动，不然我们的存在 

本身和自由就将处于被取消的危险中。

88, 在当前辩论的过程中，我们还听到这样一 

种说法，即如果在会议桌上没有共产党中国的参加，那 

末，无论是对越南和平问题还是对控制军备问题，都 

不可能举行有怠义的谈判。泰国代表团对此并无异 

义。我们想进一步问一下，有谁阻拦它到会议桌上 

去？在越南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一再无视爱好和平国 

家口及联合国秘书长为谋求一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而 

作的一切努力。他们的言行一贯表明了他们在这方面 

的顽固立场和不妥协态度。他们在南越的最终目标是 

明确而不含糊的。他们想把自己选中的政府强加给南 

越人民。迄今为止，他们从未表明希塑或愿意接受除 

了完全控制整个越南之外的其它任何解决办法。他们 

權得，如果他们对无条件谈判的呼吁采取积极响应的 

态度，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就毫无阻碍了。缺少的不是 

讲坛，而是巧平的愿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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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裁军会谈的必要性， 

他们业己用爆炸自己的核装巧来表明自己全然不顾世 

巧與论。化而巧们并不绝塑，在下度期第一委员会巧 

手审议举行世界裁军会议问题时，我国代表团对举行 

这一会议对共产党中国为一参加国込事将不提出异 

议。到那时候，我们就可看到在全面彻底哉军这个巫 

大问题上，他们是否愿意放弃他们与绝大多数会员国 

的基本想法相抵触的国家目标。

90，联合国并不是一个教养院，也不是供政治 

科学家从事实验的实验室。我们担当不起可能发生爆 

炸的风险，因为这种據炸将会给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带来严重的后果。共产党中国对国际问题的一般行为 

和态度本身，就是它被接纳入和平国际大家庭的天然 

障碍。因此，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责任在于改正他们 

的宗旨和行为，"证明它们不是这样。如巧没有这种 

巧证，如巧在有关中华民园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上没有可口接受的解决方案，那末我国代表团除了反 

对把共产党中国拉入我们行列的企图之外，别无其他 

选择。

91, 菜方多夫斯基先生（波兰本星期一，大会 

开始辩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 

题。十五年来，込一问题一直被列入各屈会议的议 

程，而十五年来，大会始终未能从存在中华人民巧和 

国这一尊实中得出明确的结论。

92, 我认为，在本会议厅内，没有一个代表 

团一美国代表团也不例外一能够对谁是中国人民 

的巧正代表抱有任何疑问。然而年复一年地捉岀了各 

种人为而虛构的论点一有损大会啓严和智載的论 

点^来反对作出明确和唯一可能的决定。

93, 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 

危机。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大会工作中的促局，它 

几乎使联合国的活动完全陷于摊巧。今天，那些制造 

危机的人们一我们的组织目前仍在缓慢地设法从中 

恢复巧來^不现实地坚持把人民中国拒之于联合国 

大口之外，从而成为一场更深刻危机的经常性根源，它 

的危险后巧也许巧为深远。

94, 吐巧们坦率讲吧。在过去几年中，每个代表 

团在讨论和决定巫大问题时，郝必须牢记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存在与态度，尽管该政府的代表没有出席我们 

的会议。我们知迫，只巧这种缺化继续下去，我们的 

辩论就将是不完全的，而且我们的决定就没有充分的 

代表性，我们在世界安全与裁军方面的工作就缺乏充 

分的代表性，就不会充分有效。今天，中国席位的空 

缺已成为我们组织的一个明显巧点。因为在这些动乱 

的日子里，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联合国必须叱凹往 

任何时候巧加如实地反映世界的巧相。用美国杰出的 

一位律师约翰，己西特，穆尔的话来说，装出一前 

"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并未发生"的样子是无济于事 

的。

95, 中国革命结束了该园的封建剌据和对巧国 

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依赖。它消除了本国封建主和外 

国干涉者强加给伟大的中园人民的长期落后状态。在 

当代，中国巧一次能够在各民族中获巧它应有的地位； 

几千年来，由于中国人民込些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巧到 

了极大的丰巧。

96,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十分朝气勃勃和给 

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在短短的时 

间内孽蹈了现代技术。它业已成为一个核固家。离开 

了人民中國，任何显大的国际问题，特别是亚洲的问 

题，不可能巧到充分和顺利的解决。这一事实已为联 

合国内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许《国家所承认。

97, 正义的原则和国际法、联合国宪巧的规定凹 

及为了和平利益解决当代冲突的迫切巧求，已使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占有合法巧化 

成为刻不容缓的巧。随若时间一年年过去，各场辩论 

己经证明，没有任何法律的、巡辑的和政治的巧由可 

扣被有效地用来阻挡中国合法代表权的道路。

98, 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政治制度或 

政府形式的巧迭是展见不鲜的。然而，谁也不会认为 

这些巧迭会跋响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中规定的地位。衡 

盧国际组织中一个国家代表权的唯一有效的标准，就 

是该国拥有其政府所颁发的全权证书。事实上，细屯、 

观察这一问题的人将会发现，过去二十年内，联合固 

各会员国中曾经发生过一百五十多起不同性质的政府 

剧烈更迭事例。在毎个率例中，新政府的代表总是在 

联合国中获得属于自己国家的巧位。在遇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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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厨于程序性问题，由程序性决议来决定，并拭 

简单多数通过就行。在込些事例中，有没有为获得承 

认而提出先决余件呢？就我们所知，那是没有的。在 

联合国，我们发现许多会巧国相互之间没有外交关 

系，而且互不承认。

99，巧有巧者，在联合國的历史上，各会员国互 

相经常一我要说，太经常了一一发生武装冲突。然 

而送并不妨碍它们在込个世界组织中的代表权。相 

反，它们的会员国身分和出巧联合国倒能把它们的冲 

突从战场上带到会议桌上来。

100.涉及人民中国的代表权时所采用的没有先 

例的不同作法，送对我们组织来说，也许是一种痛昔 

和羞辱吧。因此，在受歧视的一方所遭到的长年政 

视，可能有损于对联合固的信任，这难道是出人恵外 

吗？

101，千五年来，美国一直在阻挽联合国按照原 

来的患图，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组织。只不过 

它的手法不同：有时用程序性动议来摘乱主耍问题， 

有时则粗暴地施加压力。但是它总巧顽固地阻挡中国 

进入联合围，而不瞥对联合国和世界本身会造成什么 

损失。事情的真相是，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权的唯一巧因足出于它对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 

度的敌视。十一月八日即上屋期一〔第一王六义次会 

议〕，辩论刚刚开始，冀国代表再次表明这一态度，他 

变本加厉地对人民中国进行空无极据和塞不相干的巧 

巧。这些巧页过去已经遭到了驳斥，今天我们坚决地 

巧斥它们。

102. 但是，我们现在审议的问题并不是某些国 

家的政策是否使另一些国家感到满意的问题。我们当 

中有许多国家并不持有相同的政治见解，这难道不巧 

事实巧？的滿，本组织从一开始就努力成为各种不同 

政治制度和解决各种分歧与冲突的会晤场所。在这个 

会议厅里，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 

是没有一个国家能仅仅巧它不同意另一國家的政策为 

理由就声称有权阻止该国在这里派有代表。自臥为是 

巧不好的，特别对自己历史上有不光彩记录的人更是

如山

103, 正足美國额占了中国的部分领王，它用武

力脏止台湾与祖国统一，它侵犯中国领空，并在它周 

圃设立军事基地，派逛成千上万的军队进入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接壤的地区。正是美国破坏了一九五四年关 

于印度支那的日内巧协议，继续公开侵略越南人民， 

残酷裘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对南越人民发动一 

场惨无人道的战争，并且阻烧他们行使自己的自决权 

和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巧美国一直在企困包围中 

国，而不是中国包围美国。美国仍在继续企图孤立中 

国，巧有甚者，它还企图把这种政策强加给本组织，然 

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速 

立了并且维续保持直接的接触。

104，是结束目前这种无法维持的局面的时候 

了。那些占据中国席位的人在这里没有他们的位宜， 

因为他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只存在一个中国，只有一 

个中国政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只有 

这个政府才有权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代表包括台湾在 

内的中国。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快，对联合国越有利，因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我们中间不仅使它的权利得到 

公正的对待，而且将增强联合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它 

将给我们的裁军谈判增添新的意义，它将为达成彼 

此郁能接受并且适用于全世界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 

因为谁也不能期堅一个伟大的国家，特别巧一个核园 

家，会毫无保留地接受自己没有积极参加而通过的决 

定。

卽曰.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國将为联合国及其专口 

机构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开辟新的领域。它将为真正普 

遍实施联合国的决定和洪议臥及实施在这些机构主持 

下缔结的条约和公约创造条件，在目前，这些对我们 

地踩上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说，还只是一纸空文。

106. 波兰大声疾呼，赞成立即恢巧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址联合国为自己的真正利 

益行动起来，结束这种越来越荒唐的不正常的局面 

吧！在拖延了千五年之后，我们应为联合国的利益，为 

国际合作的利益，为和平的利益解决这个问题。

107. 我们坚决敦促所有其他代表团和我们共同 

努力，在大会本庙会议采取明确的行动，"实现这一 

目的。

108.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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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表团和其他千国代表团一起，耍求再次审议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它已谋求 

为结來这一非法和不正常的局面作出贡献。这种局面 

继续下去，定会严巫违背宪章的宗旨本身并使建立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陷于雜疾。

109. —个大国，一个就其面积和人口来说是化 

界上巧大的国家，仅仅由于另一个大国认为在联合国 

听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声音不符合它的利益，就被 

剥夺了她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从权限惜况加 

口考虑，宪章一开始就给予中国一个与其在国际关系 

中的里要作用相称的大国的地位。送种地位，在法律 

上和现实中，今天都已大大加强了。只要提一下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核国家之一，而互没有这个核国家的积 

极参与，联合国所面临的、因而也是全人类所面临的 

最大问题一裁军问题就无法实现送一点就够了。

110，千六年前发生了政权巧迭，该政权遭到一 

小部分人在外国煽动和干涉的支持下的反对，这种更 

迭纯粹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且丝莖不影响该国实 

体和其绝对主权。在送一方面，国际法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部己确立了千分明疏的规则。主张联合国所犯的 

明显错误长期继续下去就巧无视国际法，就是嘲弄我 

们在此经常捉出并应在国际社会中普遍执行的法体规 

贝||。可是有人不断捉出一大堆捏造的、各种不同和完 

全不相关的论点，把某人的巧恶装成是站巧住脚的合 

法立场。人们在滔滔不绝地详述巧入联合国的条件， 

似乎中國一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宪巧的一个

签字国，公认的五大国之------ 需要被接纳加入联合

国。菲实还是有人违反法律规则，把该大国没巧派出 

巧正合法的代表的巧况强加给大会。

111，现在有人又提出送一论调，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并不致力于国际合作而且拒绝谈判。哲且不谈 

这些论调的荒谬性，难道创立联合国的宗旨不正是为 

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國际合作提供坚实的可能性，而 

不瞥它们的政权或意识形态如何吗？难道联合国的创 

立不正是为了提供建立接触的可能，从便努力解决那 

些棘手的间题吗？因此，有什么理由让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代表吃闭口莖？

112.但是巧人巧吿巧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巧

革命的鼓吹者。好一个伟大的发现啊！整个发展中化 

界不正在大力进行革命，切改变它们过去长时朋和巧 

多世纪巧来所屈居的劣等地位吗？为什么不让它有巧 

能砸碎锁链并从帝国主义铁蹄下站立起来呢？

11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的情况下对其意图 

进行的起诉谈到一旦它的代表和我们坐在一起，该國 

愿做什么或不撼做什么。但是，正如肯尼亚代表所 

说，每个会员国在联合国机构面前对自己的行动负有 

责任，这不是一项基本规则吗？那末又为什么要夸大 

想象的恐巧，并低估我们所拥有的实际保证呢？

114，同样，我们听到有人又试图进一步把这一 

问题揽混而在送个讲坛上叫峨：为化么在送法庭上只 

有辩护律师而无原告出庭！随若这一荒诞的叫嚷，还 

提出了一个问题：律师们有没有从原告那里得到明输 

的委托?该发言人所说的"法庭"是指大会，"俾师"是指 

捉出这个项目的代表团，"原告"为中华人民共和國。

115.然而先耍问一问题：谁告诉该代表，说我 

们在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在巧们坚持认为该 

大国的缺席给我们组织带来引人注目的严亞缺陷时， 

难道我们说的不是菲实吗？当然是事实。而且我们巧 

求纠正送个缺陷，与其说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 

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联合国，我们希塑见到它巧正具 

有普遍性，巧正能够为和平奥定厨广泛的巧础。

116，在国际关系这一危急关头一在核竞赛已 

达到了顶峰，在东南亚目前燃起的战火中，至少可" 

说已卷进了来自另一个大陆的二十万±兵，迅不用说 

巧他受窗者一我们认为已是到了不能采用暗喻和论 

战，而应认真考虑采用一切手段来缓和危急的国际形 

势的时刻了。正是本着这种憐神，我们联合提出了送 

项耍求；正是本若这种梢神，我们呼吁恢巧被揽乱的 

均衡。

117. 牺性在本组织口前石阶上的无辜的拉波特 

先生"及在他之前的奧里森先生的亡灵，应提醒我们 

大家对人类被撕裂的良也负起蓝任。

118. 塔拉己巧夫先生（保加利亚现在大会巧 

次审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 

题。同一九四九年"来毎年的情况一样，恢复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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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今年再次迴到了美利坚 

合众国的强烈反对。

119.尽管美园代表用一位杰化的法学家和政治 

家惯用的技巧提出他的论点，可是除了那些事先却决 

定相信他的人之外，谁也不信他那一巧。这是不足为 

奇的。尽瞥送些论点"新的伪装岀现，但它们是从过 

去十六年积累的武器库中借来的，巧与历史发展和当 

代现实格格不入的。很明显，这些论点在込些现实面 

前站不住脚，经不起时间的考驗。

120，据美国代表戈徳堡先生说，美国政府反对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一个理由 

是，中国提出它进入联合国的一个条件是巧把蒋介石 

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是，如巧不把阴谋數夺合法 

权利的盗贼驱逐出去，合法权利又怎能恢复呢？即使 

是最高法院法官也不可能办成送件事，当然，除非他 

是一个鹿术师。

1211接着，戈德壁先生顽固地为蒋介石政权辩 

护，企图表明该政权所控制的领王大于至少联合国十 

八个会员国各自的领主，而且所控制的一千二百万人 

口多于至少八十三个^就是说，超过王分之二)会员国 

各自的人口。他就込样放肆地把蒋介石集团跟拥有国 

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相提并论。 

这种提法当然是企图塞进"两个中国"的理论，而它在 

此居然获得某些共呜。

122, 听了美国代表的论点，人们有权要问：究 

竟是谁在给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规定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难道不正是美国企 

图使人接受"两个中国"的理论，从而干涉该国内政 

吗？不瞥这种翅论对某些人具有多大的魅力，要想用 

它来克I民美国在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问题中所设置的人为障碍是徒劳的。过去，殖民主义 

者还能对某些国家分而治之并按自己的意爐奴役込些 

国家，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巧何况对中国进行送一 

试验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大 

国。

123. 象中国込样的国家对一个迄今试图无视她 

的组织进行批评是十分自然的。可是，正是美国给中 

国进入联合国规定条件，它赤裸裸地耍我们同意分割

中国。送种理论是如此荒谬，甚至遭到蒋介石愧佩政 

府的拒绝。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她的一个 

组成部分。而且二千多年前獎国签巧的两个国际

文件------九四吉年开罗宜言和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宣

言一也确认了送一点。

口 4，美国代表为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而提 

岀的另一个论点显然是说，中図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 

国家，因此它不具备成为联合国会员國的必巧条件。 

但是有必要消除在送个问题上的一切误解。中国并不 

是人们现在必须考虑接纳进入联合國的一个候选国！ 

它是本组织的一个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 

任理事国。化人立即想到的巧二个事实是，如果我们 

开始考虑各会员国的行为并判断它们是否仍能成为会 

员国的话，那末有许多会员国早就应当被开除出去了， 

而且首先就是美国。

125. 派自己的军队干渉他国内政的不是中国而 

是美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军队，并向多米尼加 

人民强加一个他们不需要的政府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派兵去灭绝南越人巧，也没有 

去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王。凹种种借口匙扎在世 

巧许多地方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美国军队，他们在 

许多外国领主拥有基地。最后，不是中国在干涉美国 

内政，而是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用金钱和军队 

为台湾愧佩政府撑腰，并把它捧为中国的代表。

126. 这种局势不可能维持长久。全世界都意识 

到，联合国如果要正常工作的话，那中国必须参加联 

合国的工作。再者，烧有趣味的是，人们注意到在安 

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反对恢复中国 

的合法权利。联合国在有些问题上无法找到持久而有 

效的解决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缺席的缘 

故。由于创始会员国之一中国的缺席，安全理事会无 

法正常工作。一九六四年十月，不结盟国家在开罗宣 

言中提出召开裁军会议⑨的建议，就是由于中国被排 

斥在联合国之外，而且无法参加栽军的讨论。显而易 

见，不管軟合国在解决裁军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多 

么值得赞许，只要中国无法参加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这些努力就绝不会取得圾后的成功。美国和其他参与

⑤见文件^/日巧3，巧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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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有关东南亚各种问题的 

日内瓦协议的国家当时不得不邀请中国参加送些会议 

的事实本身就巧明确地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权利。

127.中国不出巧联合国肯定不利于所有悬而未 

诀问题的解决。有关东南亚"及整个亚洲大陆的某些 

极为巫大的问题耍能获得解决，若没有中国的参加，碗 

实是难切想象的。

口 8，麾无疑问，只要中国不参加，联合国的工 

化就会受到严巫的阻碍。有人企图"提出中国出席定 

将会带来困难来打动各国代表团。不过困难是存在 

的，它们是当代现实的产物，而且不会仅仅因迴到联 

合国的无视而消失。相反，如果联合国继续忠于宪章 

和自己所规定的目标的话它必须正视它们。联合国之 

所&存在，并不是为了拒绝正视这些困难和逃避困 

难，而是为了正视困难和克服困难。

129. 随若日子一天天过去，问题已越来越淸楚： 

恢么中园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 

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立即解决。企图拖延恢 

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是企图为解决我们时代 

的巫大问题设岛新的障碍。对那些从造成的紧张局势 

和目前的冲突中获利的人來说，这样做也许巧巧利 

的。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和世界和平来说，这样做足 

不能允许的和危险的。

130. 保加利亚人民巧和国一如既往，支持立即 

恢复中国在联合固的合法权利。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 

那些至今仍在犹豫不决的国家巫新考虑自己的态 

度，并对恢么中国的合法权利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立 

场。在投票贊成恢纪中国合法权利的时候，他们将不 

仅大大有利于联合圓，化其能集中其一切努力来解决 

我们时代的紧迫问题，而且也将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作出贡献。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散会。

第一二4:1五次会议 口!革安

一义六五年—月—"日星期四下午王时纽约

主席：阿明托雷，范范尼先生（意大利）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索拉诺.洛佩斯先生（巴拉 

圭）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102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权利(续）

1. 埃斯科瓦尔，塞拉巧先生(萨尔冗多〉：萨尔

冗多代巧团想对今巧大会正在审议的项目发表一些盧 

化。我们都知迸，这个恼人的问题己讨论多年，而且 

在大会、安全理巧会口及联合国巧他机构里已进行过 

充分辩论。

2, 多数国家一直决巧主张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代表，保巧國民党中国的代表。现在，这个同样的 

问题再次"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权利"的议程项目被捉出来。如果拭込种措词来表 

明这个项目，那么它似乎是一个容易得到解决的简单 

问题。据说，迄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一~接受北京政 

府代表的全权证书的程序问题。然而，如巧我们再仔 

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捉摸一下这类行动可能具有的 

含义，我们就会发觉这个问题的纪杂性巧众所周知 

的，重要性是绝非一般的，而且叟找到一种公正而圆 

满的解决办法也是困难的。

3，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不断捉出来，不仅在 

联合國，而且在世巧各地的报纸上都引起了热烈的讨 

论，并引起了全世界公众的关切，所巧这些都说明了 

送个问题的恃殊垂耍性。

4,我们认为，不能把送个巧题巧成足一个不太 

巫要和纯厨程序性的问题，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实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