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宾与基辛格： 凝视与较量
基辛格展开旋

风式穿梭外交 ，试图

操控拉宾

1975年 3月， 基辛格国务卿

回到中东试探政治大气候， 开启

了一场国际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

漫长冒险 。 人们称之为穿梭外

交———他旋风般地随时往来于埃

及和以色列之间， 劝说以色列总

理拉宾和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下

一步谈判。 在基辛格马拉松式的

日程表上， 时间安排复杂得令人

费解， 他会在白天最不可思议的

时间到达耶路撒冷， 然后在晚上

一个古怪的时间飞往开罗。 他往

来乘坐的波音 707飞机是林登·约

翰逊任肯尼迪的副总统时用过的。

由于会谈可能在一天当中的

任何时候进行， 而且往往匆忙展

开，因此人们神经高度紧张。拉宾

很快发现自己承受了过度压力，

他感觉到基辛格正在诱导他答应

让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从西奈半

岛撤军， 且撤退程度超过了他的

预期；另一方面，埃及方面迈向和

平的步子也没有达到他可以接受

的程度。总之，他感觉到基辛格正

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向埃及总统展

示， 美国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搞

定以色列。

不知疲倦的基辛格提出了让

步和交换条件，他或甜言蜜语，或

激昂顿挫，或虚张声势，或威胁恫

吓， 有时候甚至还会不惜力地自

嘲一番来取悦主人， 缓解紧张的

气氛。一次会议上，拉宾始终坚持

萨达特要在政治上做出实质性举

动， 来换取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奈

半岛做出相应撤退， 此举引发了

激烈争吵。

拉宾拒绝让步， 他的执拗让

基辛格极为愤怒。 基辛格的副手

乔·西斯科是个永远保持冷静的

人，他提议休会，让法律顾问们尝

试在语言上做些巧妙的让步。其

他人忙去了， 基辛格开始调侃自

己， 努力缓和紧张的气氛：“伊扎

克，你知道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

我可能不一定掌握其中的微妙之

处。刚到美国时，我花了好长时间

才弄明白‘maniac’（疯子）和‘fool’

（傻瓜） 不是什么亲切的称呼。最

近 ， 我提出教叙利亚总统哈菲

兹·阿萨德说英语。我告诉他，如果

你让我教，那你就是第一个会说德

国味儿英语的阿拉伯领导人。”

这种谦卑的智慧———拉宾自

己不具备这种品质———确实缓和

了气氛，于是会谈继续进行。

怒视 、凝视以及

密室较量

在基辛格往来穿梭的日子

里， 媒体怎么写基辛格都觉得不

过瘾。报纸头条称他是超级明星，

相信他有能力干出些当代外交史

上闻所未闻的大事。 无论他走到

哪里， 都有成群结队的国际媒体

记者跟在后面。 其中最享有特权

的是 “基辛格 14 人团”———他们

都是华盛顿的资深记者， 国务卿

在他的老旧专机的机舱最靠后的

部分为他们留了 14 个座位，因而

得了这个绰号。 虽然空中旅行很

不舒适，但他们可以假装“高级官

员”，独享参与国务卿在空中举行

的非正式、 不具名的深度吹风会

的机会。

一天深夜，“14 人团” 中的 7

名记者溜达进大卫王饭店的咖啡

厅，当时我正在那里和几个记者闲

聊。所有人都是一副长途飞行之后

没倒好时差、满脸憔悴的样子。

记者们围住这 7 个人， 抛出

五花八门的具体问题： 拉宾是不

是真的拒绝让出西奈沙漠吉迪和

米特拉两个山口的通道？ 他是不

是仍然坚持要用 “永久结束交战

状态”模式换取进一步撤军？如果

拉宾拒绝让步， 基辛格是不是真

的威胁要回华盛顿， 责怪以色列

毁了他的使命？

他们提问时紧张的语气 ，真

实再现了烟雾缭绕的总理办公室

中会议室的气氛———精疲力竭的

谈判者徒劳地寻求打破他们身陷

其中的僵局。我进屋的时候，基辛

格把一张地图推给对面的拉宾总

理， 嘟嘟囔囔地抱怨道：“看在上

帝的分上， 伊扎克， 给我画条底

线， 看看你们到底准备在西奈半

岛撤多远。 无论什么时候我去见

萨达特，他都会立刻给我答案！ ”

拉宾刻意用强调的语气回

答：“亨利， 以色列和埃及一样是

个民主国家。 我不会由人任意指

挥。 那两条通道是牵制埃及人入

侵以色列的关键。 我只有在得到

内阁的最终认可之后， 才能给你

底线。 ”

“那需要多长时间？ ”基辛格

轻蔑地问。

“上一次内阁会议开了 10 个

小时。 ”拉宾挑衅地答道。

基辛格扔下手里的钢笔。“你

知道吗？我不想知道了。你在地图

上想怎么画都行。 ”

大家突然陷入沉默： 没有人

走动，甚至没有窃窃私语，直到一

名美国安全人员轻轻推门进来。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基辛格， 耳语

道：“先生，您把它落车上了。 ”他

手里拿的是一副眼镜。

基辛格对他怒目而视， 好像

在轻蔑地说，没我允许，谁让你靠

过来的？

那位安全人员遭到羞辱 ，顿

时僵在那里， 手拿着眼镜不知如

何是好。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

思·基廷过来解围，他接过眼镜起

身递给桌子对面的乔·西斯科，后

者把它递给基辛格。 在确保了这

种自下而上的传递顺序后， 国务

卿把眼镜放进口袋， 收起桌上的

纸，嘟囔了一句“我走了”，便向门

口走去。他看上去很沮丧，知道这

次使命已经失败了。

“亨利！ ”拉宾低沉的声音中

包含感情。基辛格转过身。两人相

互凝视着。

“你心里很清楚，我们一直以

来每一次都做出了让步，”拉宾怒

气冲冲地说：“你知道， 我们已经

接受了你关于‘不使用武力’的措

辞， 其含义比 ‘永久结束交战状

态’要弱得多。 你知道，我们已经

同意交还西奈半岛的油田。 你知

道， 我们已经原则上同意撤回到

两条通道的东部。你知道，我们已

经同意让埃及军队从目前的位置

往前推进，让他们占领缓冲地带。

为了你的使命能够获得成功，我

们已经展示了这么多善意和灵活

性———并且将我们自己置于巨大

的危险之中———就这样， 你还要

指责我们破坏你的使命， 而不是

去谴责萨达特的不让步， 这完全

是歪曲事实。 ”

基辛格听完转过身，一言不发

地走出会议室。 以色列谈判团队相

互交换了下惊愕的眼神。 拉宾立刻

拿起电话指示助理打电话给内阁成

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信员送来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一份

紧急信件。 拉宾念道：

基辛格已经通知我， 他的任

务即将搁置。我想表达的是，我对

以色列在谈判过程中的态度感到

非常失望……为确保全面保护美

国的利益， 我已经下令重新评估

美国的中东政策， 其中包括我们

和以色列的关系。

这是一封极为蛮横的外交公

文，内阁部长们静静地听着，只觉

得嗓子发干。 拉宾心里当然很清

楚，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大家脸

色阴沉地讨论着事情的后果，悲

观地评估未来形势。这时，一名助

理进来告诉总理， 基辛格打电话

来问他是否可以立刻过去一趟。

拉宾走进指挥室， 基辛格正

在那里喘着粗气， 努力让自己保

持镇定。

“伊扎克，我是来告诉你，总统

的那封信跟我毫无关系。 ”他说。

拉宾点上一根烟， 透过打火

机的火焰看着基辛格，说：“亨利，

我不相信你。 是你让总统写这封

信的。 是你自己口述的。 ”

基辛格大为震惊，开口吼道：

“你怎么能这么揣摩？你以为美国

总统是个受我摆布的傀儡？ ”

拉宾没回答。 他只是冷冷地

站着，一语不发。

基辛格气得发狂，愤怒地喊：

“你根本不明白，我是在努力挽救

你。美国民众不会赞成这么做。你

这是在逼我，堂堂美国国务卿，像

个卖地毯的黎凡特人一样在中东

四处转悠。 这是为了什么———为

沙漠里几百米的沙地讨价还价？

你疯了吗？我代表的是美国。你正

在输掉美国民意这一战。 我们的

循序渐进原则被扼杀了。 美国正

在对整件事情失去控制。 一场战

争可能就此爆发， 苏联人就会回

来， 那时候就没有美国军用飞机

来支援你了， 因为美国民众不答

应。”接着他的愤怒彻底爆发：“我

警告你，伊扎克，你得为破坏第三

犹太共和国负责。 ”

拉宾满脸通红地反击道：“我

也警告你，亨利，评判你的不是美

国历史，而是犹太历史！ ”

第二天上午， 两个人———长

时间来他们既是朋友 ， 也是对

手———把自己关在本－古里安机

场的一个房间里。 据拉宾后来告

诉我们， 他和基辛格进行了推心

置腹的感情交流。 拉宾再一次向

基辛格说明自己的真正想法———

虽然他意识到新的局面可能会恶

化下去导致战争， 但以色列不能

再做让步了。 这不仅仅会给他作

为总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还

使他作为个人，感到极为焦虑，因

为他觉得自己对每一名以色列国

防军战士负有责任，他们就像他的

儿子们一样。 实际上，当时他的儿

子就在西奈半岛前线，是一名坦克

排长，他的女婿是坦克营长，他深

知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那么基辛格什么反应？ ”我

们问他。

“我从未见他如此动情 ，”拉

宾说：“他也许想回答， 可是他情

绪太激动，说不出话来。他该上飞

机了， 我们各自在机场做简短的

告别演说。轮到他时，他激动得几

乎说不出话来。 虽然他对这次调

停失败很失望，但除了这些，我能

看出来，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

个美国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

飞机刚一起飞，国务卿就按照

习惯，向飞机后部的“14人团”做通

报。 他告诉他们，可以“不具名地”

指出以色列应为这次谈判破裂负

责；这次调停失败将不可避免地激

化中东矛盾； 现在很可能发生战

争，伴随而来的是石油禁运；苏联

又将重新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

的主导力量；欧洲会彻底抛弃以色

列； 美国民意会转过来反对以色

列，因为以色列浪费了签署过渡协

议的机会———这次机会是花费了

一年半才创造出来的。

听完拉宾的讲述———他是从

基辛格的一名随行记者中听来

的———我想起那幅著名的基辛格

博士心理画像： 当事情没有按照

基辛格希望的方向发展时， 他会

反应过度； 他生气的时候会任性

地发脾气； 他那权谋政治家式的

操纵手法； 以及他在所谓客观的

名义下，容易矫枉过正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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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私人史》是目

前唯一一部讲述以色列从建国

至今政治内幕的作品。 书中披

露了大量事关以色列生死存亡

的决策、 绝密军事行动和高层

和平谈判的惊人细节。 读者可

以领略到世界政要的风采，包

括贝京、拉宾、里根、卡特、基辛

格、阿拉法特、撒切尔、戴安娜王

妃等。 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政

治回忆录， 也是一面透视当今

中东事务的多棱镜。
《以色列总理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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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站在

21世纪人类理论思维的新高峰放眼全球和中国

发展大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是定力非凡

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充满定力的先进政党。

世界潮流滚滚向前，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正如习

近平同志所指出：“风云变幻， 最需要的是战略定

力；竞争激烈，最重要的是急流勇进；迎接挑战，最根本的是改革创新。”

中国要直面在多极世界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经受历史对执政能力和素质

的考验，须始终秉持坚毅定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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