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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缘何屡拒蒋介石“出兵”朝鲜 

林 泓 
摘要：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为确保台湾，反攻大陆，曾屡次向杜鲁门政府请求出兵朝

鲜，协助美国作战。然而杜鲁门为了避免引发美中、美苏冲突，防止台湾“陷落”以及盟国

分裂，加上与蒋介石素有结怨，对其军队的作用持有怀疑，故对蒋介石屡次“出兵”请求均

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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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为确保台湾，反攻大陆，曾三番五次向杜鲁门政府“请

缨”出兵朝鲜，协助美国作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从军事角度考虑，极

力主张“邀请”蒋介石军队赴朝“助战”。但杜鲁门权衡再三，最后均婉言拒绝。

直至朝鲜战争结束，蒋介石也未能派一兵一卒赴朝参战。其缘由何在？本文将从

战后国际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台关系、杜鲁门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等多角

度、多层面地进行深入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避免美中、美苏冲突 

杜鲁门政府以综观全局的眼光来看待远东朝鲜战争局势，认为蒋军出兵可能

导致美中冲突，甚至美苏对抗，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杜鲁门政府竭尽全力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中国发生冲突。因为美国的

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在亚洲；对手是苏联，不是中国。战后，美国从全球战

略考虑以及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确立了以欧洲为重点，以苏联为对手的称

霸全球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称霸全球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全力保存它的有生力

量，用于加强欧洲的战略防御，以遏制主要的敌人苏联，而不愿把力量浪费在边

缘地区。如果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同中国的人力资源打消耗战，势必

会削弱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力量，“不仅将把欧洲暴露在苏联军队面前，还可能在

欧洲大陆美国兵力最薄弱的时候，引来一场攻击。”[1]“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

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

遭到孤立。”[2]再说，纵使美国有庞大的兵力，也无力既屯兵欧洲以威慑苏联，

又大规模用兵于朝鲜战争，它难以在欧亚两线均衡部署军事。因而要确保欧洲，

就必须在亚洲实现战略退却，收缩在朝鲜的兵力。“不能让朝鲜的行动扩大成为

一场大战”，否则将严重削弱其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因此，朝鲜战争一

爆发，美国就急于使朝鲜战争局部化，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中国发生交战。 
同时美国也担心蒋军赴朝会招致苏联的介入，从而扩大战争，甚至引发一场

新的世界大战。二战后，美苏关系由战时的盟友变成仇敌，美国控制了西欧，苏

联控制了东欧，使欧洲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前沿阵地，

随即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世界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坚持欧洲是战略重点，欧

洲仍是美苏争夺的主战场，避免在亚洲朝鲜扩大战争，与苏联发生冲突。杜鲁门

认为，苏联准备与美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而美国却还没有准

备好打一场世界大战，因为战后美国军人大复员，总兵力已减至不足 120 万，而

且在世界各地还要承担众多的防卫“义务”，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调兵遣

将只能削弱该地区的防御。所以每当就朝鲜战争问题做出决策时，杜鲁门不忘警

示大家：“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为苏联人提供借口，以致把自由国家都投入大规

模的全面战争中去。”[5]而麦克阿瑟却力邀蒋介石出兵援朝，这岂不是为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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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杜鲁门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相反，苏联背地里倒是

期望朝鲜战争的扩大，因为在这场冲突中，它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投入“一

兵一卒”，而使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朝鲜遭到大量消耗，让美国“在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和错认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3]自己却可以养精蓄锐，坐收渔

人之利，这完全符合苏联的利益，却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值得庆幸的是，杜鲁

门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稳坐在克里姆

林宫里。”他坚持“只要这些敌人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

将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4] 
美国人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担心使用蒋介石军队，很可能会招致中共

出兵朝鲜或进攻台湾，从而引发同中国人的全面战争，而一旦中共参战，谁也不

能保准苏联不会进攻欧洲。国务卿艾奇逊审时度势，坚决反对蒋介石军队赴朝参

战。他说：蒋军赴朝，会招来中共在朝鲜或台湾的干预，甚至两面都来。[6]如

果蒋介石军队一旦在朝鲜战场出现，中共就可能决定参战，因为他们可以趁此打

击蒋介石的军队，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试图进攻台湾时蒋介石难以自卫。

[7]1950 年 6 月 29 日，在美国务会议上，他力排众议，再次反对蒋介石出兵。

他强调 6月 28 日中共声明不只是一种恫吓，而是他们打算出兵的前兆。“如果

蒋介石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

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将使美

国军深陷远东而不能自拔,甚至“失去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机会”。[8]杜鲁

门强烈地意识到：蒋介石冀在挑起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战，使朝鲜战争演变成为

美中战争，甚至美苏对抗，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美国恰恰力图避免与中共、

苏联发生正面冲突。为此，杜鲁门一再告诫那位连连请求援兵的联合国军司令麦

克阿瑟，不能让蒋军赴朝参战，应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规模内，避免中美冲突，否

则会极大地损害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鉴于此，尽管实际上朝鲜战局极其需要外部

援助，但杜鲁门仍然表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介石入朝。这是杜鲁

门拒绝蒋介石出兵的根本原因。 

二、避免台湾“陷落” 

台湾位于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中央，是这一岛屿防线的重要一环。在美国

传统防御线上，台湾被视为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它对美国在西太平

洋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战略防御中极为重要的

战略支撑点。虽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失去亚洲后便会破坏美国全球战略

的平衡。为了不使自己在与苏联对抗中失去平衡，美国在亚洲对苏联采取战略防

御姿态，试图通过对台湾的有限援助，保持台湾有限防御能力，以达到遏制苏联

势力东扩，维护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地区的战略利益。若失去台湾，将使美国从

阿留申群岛以下的西太平洋防线形成一个重大缺口，对美国的战略防御产生不利

的影响。其次，台湾的战略价值在美国失去中国大陆之后显得尤其重要。若一个

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湾及其附近岛域，将会对美国在日本、琉球群岛、马来西亚、

菲律宾的利益构成威胁。而且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它物质的主要来源地，切断这

一来源，日本将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此，美国军方得出结论：通过外

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以保证它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

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9] 
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错误地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共将解放台湾都是在

执行苏联全球战略方案。如果美国在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美国

所占领的日本将被南北夹攻，东南亚各反共国家将受到极大威胁，美国的西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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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防线将被折成几段，其在远东的防御圈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不仅将打击美国在

亚洲部队的士气，而且还会威胁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

且不愿看到的。因此，朝鲜战争一爆发，杜鲁门迅疾派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去

保卫台湾，并对美国西太平洋海岛防御圈“重新划线”，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

线。目的有二：一是使台湾成为“美国西太平洋门户的后卫”，充分发挥其在美

国太平洋防御链条的作用。二是使它成为侵朝战争的“侧翼”，牵制朝鲜战场，

以减轻联合国军压力，促使朝鲜战局朝有利于南朝鲜方向转化，改变亚太地区的

军事力量对比。 
考虑到台湾的安全与防务，杜鲁门政府坚决反对蒋军赴朝，因为使用蒋军只

能为中共军队找到一个进攻台湾的口实，完全不符合美国“保台”政策基点。艾

奇逊强调，美国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正是因为台湾是“最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

之一”，现在，“一方面是在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岛屿，而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理

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10]蒋介石军队一

旦出兵赴朝，会削弱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共就会趁虚而入，解放台湾，美国

将陷入两面作战，而美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两场局部战争，这样台湾陷

落将不可避免。因此，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军事上考虑，蒋介石军队的任务只宜

集中力量守护台湾，不宜越海出兵，“以免台湾之防务因而发生严重之威胁”[11]

这样，既无助于朝鲜战争局势的转变，还可能导致台湾陷落，甚至危及太平洋防

御体系和海上交通线，严重削弱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故杜鲁门给予拒绝。 
三、避免盟国分裂 

盟国对美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李奇微曾说，尽管盟国提供的兵力不多，

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

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12]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欧盟国虽然一致同意干涉朝鲜，并派兵参加“联合国

军”。但他们在对朝、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一直存在分歧。他们“把北京看作是潜

在的朋友，可以在亚洲抵消苏联的力量。”[13]不愿把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

题扯在一起，不愿帮助美国“保护”台湾，更反对在朝鲜使用蒋介石军队。盟国

认为蒋介石军队赴朝肯定会激怒中共，“增加和共产党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

险，”甚至还可能导致苏联的干涉，或中共进攻台湾，“其结果会演变成一场全球

战争”，盟国对将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甚至全球战争的可怕前景感到惶恐不安。

其次“美国卷入亚洲的长期战争会威胁到保护欧洲大陆这一首要任务”，会有损

于美国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有损于太平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利益，他们希望美国

能集中精力，加强欧洲防务。再次会使美国“疏远其它亚洲国家”，破坏美国在

亚洲的形象。[14]盟国担心使用蒋军，会使美国成为亚洲人心目中腐败政府的支

持者，将破坏亚洲小国对它的信任，丧失其在亚洲国家的威信。 
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英国，尤其担心美国置欧洲于不顾，在亚洲大干一场，

把战火扩及中国，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同时损害他们在香港殖民地

的利益。为此，英国首相艾德礼不辞辛劳赶赴美国与杜鲁门总统会晤，试图说服

美国不要扩大战争，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途径。同时要求美国在对中国大陆

采取行动前，必须事先与英国协商。再说，英国为了保持在华经济利益，维护在

香港的地位，于 1950 年 1 月 6 日率先承认新中国，同时宣布撤消其对蒋介石政

权的外交承认。为了使刚建立起来的中英关系免于受到伤害，英国表示，“不能

与台湾蒋军并肩作战”，如果接受蒋介石军队，那么英军将无法参加联合国军。

此外，联合国军中有些国家已承认新中国，有些国家又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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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都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加盟“联合国军”。 

杜鲁门总统也深知如果一意孤行，势必违背盟国意愿，破坏西方军事联盟，

影响联军协调作战，从而丧失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甚至危及美国在欧洲的

战略利益。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起用蒋军，无论从战术还是从战略角度来说，

充其量只不过有一点表面上的价值，其“结果却会使我们陷于孤立并丧失我们在

联合国中所拥有的在地位、领导和支持等方面的巨大好处。”[15]在这种情况下，

杜鲁门总统不能不顾及盟国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英国的立场，因为英国是美国

在二战时期最强有力的盟友，战后美国需借助英国巩固西欧共同防御战略。鉴于

此，杜鲁门一再表示美国不会因朝鲜战争而放弃或削弱在欧洲承担的义务，同时

也不想扩大战争，更不会接受蒋介石军队，保证和盟国步调一致。慑于盟国的压

力，蒋介石多次出兵请求，均被杜鲁门总统一一拒绝。 

四、怀疑蒋军作用 

美国向来对蒋介石军队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军队士气低

落、训练不良、不堪一击。那些被中共军队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决不比南韩李

承晚军队强多少。使用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根本不值得，对扭转朝鲜战局也未必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在朝鲜兵源紧缺，美国四处求援，但联合国会员

国有兵可派或志愿派遣者廖廖无几，麦克阿瑟一再请求蒋军赴朝增援，蒋介石也

一再向杜鲁门总统“请缨”，表示愿派一支 3.3 万人的精锐军队，帮助击退北朝

鲜的武装进攻，并声称这些部队将“携带着中国自己手中所有的最优良的装备。

台湾将派 C46 式运输机 20 架运输这些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可以在 5 天之内准备

就绪，候命待发。”[16]同时他还强调：他的军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

最快的友军”。[17]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联合国军一败涂地，蒋介石又吹嘘，

他的军队“能够制止中共对韩国之侵略”，“至少中共不能再在韩国发动任何新攻

势。”同时还一再表示“联合国只要有迫切需求”，“决不推避责任”，一定派兵赴

朝作战。[18]尽管蒋介石百般谄媚，跃跃欲试，麦克阿瑟声嘶力竭，呼吁援军，

但均遭到美国的拒绝。 

艾奇逊自始至终反对蒋军参战，他认为蒋介石跪计多端，想利用美国为它的

军队“谋取新的武器和物资”，他严厉指出，“蒋介石最好的军队对于抗击北朝鲜

的装甲部队没有多大用处。”[19]“这支部队是不可靠的，训练不善”，且新败之

余，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也许他们尔后给你惹的麻烦较之他们能帮的忙可能

更多。”三军参谋长也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尽管他自己说是他的最精锐的部

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像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

一样”。[20]而且，使用既无空军，也无海军的蒋军，还需动用美国运输力量和

后勤给养，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这些军队，即使赴朝，但“却

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

出现过。”[21]这对讲究实效的美国人来说，根本不划算，倒不如用来支持自己

的军队更为划算。杜鲁门更是气愤不已，他说：使用蒋介石部队“从来就一无用

处”，“我们过去曾送去大约 35 亿美圆的物质，结果 500 万的蒋军却在北京和南

京面向 30 万共军投降了，而共产党人又用那些美援物资把蒋介石及其部下赶出

了中国大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声称：想派遣蒋介石部队赴朝助战，“无论

如何我是不让这事发生的。”[22]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在朝鲜会有所作为。因为在美国人的潜

意识中，蒋介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领袖，他领导的军队腐败、战斗力差、士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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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不堪一击。即使出兵朝鲜，但在事实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没准还破坏联合国

军形象。因此杜鲁门自始至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出兵请求。 
五、不信任蒋介石 

杜鲁门从来就不信任蒋介石，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厌恶蒋介石，主要原因是美

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内战，因自身的腐败无能而导致失败，令杜鲁门大失所望，也

使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军事领导能力深表怀疑，以至心存芥蒂，不仅不同意增加对

蒋介石的援助，而且还规定美援要在美国顾问的严密监督下使用。蒋介石大为恼

火，寻机报复，1948 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蒋介石认为共和党的杜威一定会比

民主党的杜鲁门更加积极援助蒋介石政府，为了帮助慷慨的杜威竞选总统，蒋介

石派陈立夫、孔祥熙等携巨款赴美，为杜威竞选四处奔走、出钱出力。杜鲁门在

描述当时竞选情形时，更是怒不可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

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圆可花”。[23]他在获悉美国过去援助中国的钱

款绝大部分都落入他们的口袋时，曾气愤地骂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

是贼”，他们“每一个都该坐牢”。杜鲁门当选，决不会忘记蒋介石在其总统竞选

中的所作所为。对于蒋介石又是致信又是派夫人的各种求援，杜鲁门不加理会，

未予理睬。在他任期，始终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冷淡态度，甚至在蒋介石危难之

际，杜鲁门还决定由原来的“扶蒋”政策改为“弃蒋”政策。一方面试图“换马”，

寻找为美国所用的新的代理人，先是欲扶植“代总统”李宗仁；而后又鼓动当时

主持台湾军政大权的陈诚自立；再后来是扶植有美国背景的孙立人。另一方面抛

出落井下石的“美中关系白皮书”向全世界公开指责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其

领袖无力应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已失去人民支持”。[24]把国民党的

失败完全归咎于蒋介石。蒋介石大为愤慨，但考虑日后还要仰仗美国，故不敢声

张，只能在日记里痛骂杜鲁门“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

上留下莫大之污点”。[25]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虽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但他表示，第

七舰队在那里的目的是防止这场战争扩大化，一旦朝鲜恢复和平，第七舰队就撤

走。所以杜鲁门的真正目的是为美国的利益着想，避免蒋介石引火烧身，给美国

找麻烦。他仍然严格限制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方面拒绝给蒋介石以新的援助，所

提供的有限的援助仅是消极防止台湾沦陷，而非资助其反攻大陆，更不允许台湾

成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另一方面迟迟不派大使赴任，只让一位一等秘书代理在台

“使馆”馆务。杜鲁门表示，美国无意同蒋介石建立任何形式的密切关系，并成

为当时国务院的既定政策。可见杜鲁门对蒋介石的猜疑是根深蒂固的，他既无意

谋求和蒋介石的真正谅解，也无意利用蒋介石的军队。 
蒋介石如此热衷于出兵，其目的昭然若揭，意欲拉美国下水，使其卷入与中

共的全面战争，乘机反攻大陆，同时加强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由于

杜鲁门最终识破蒋介石出兵用心，故给予拒绝。为了避免蒋介石“出兵”之事干

扰朝鲜战争决策，杜鲁门最后以调整指挥权的名义，将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分开。

为此，蒋介石对杜鲁门耿耿于怀，直言不讳指责他，“因为恐惧苏俄和姑息中共”

而反对蒋军参战“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26]他认定：只要

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其出兵愿望就永远无法实现。 
虽然蒋介石处心积虑，屡次请求出兵被拒，但他仍是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

美国的全面保护。杜鲁门虽说对蒋介石颇有微词，但他从这场蒋介石“出兵”纷

争中，逐渐意识到台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以至对台政策由“弃蒋”转为

“援蒋”，加强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还明确表示要保护台湾，促使美国的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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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是以其自身国家

利益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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