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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周恩来是现代史上伟人中的一位显赫人物。他为中国、美

国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至1976年，做为
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世界上为中国打开了一
个崭新的局面，建立了人类最高目标：世界人民的友谊。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仅有少数人为改造世界而做出了贡
献。没有他们，历史上重大的事件或许有不同的展现。这
些伟人当中有圣雄甘地，他以非暴力，将自由带给了印
度； 尼尔逊曼德拉，他为南非的和解和解放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马丁路色金，他在美国奠定了平等的最高标准。

然而在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现代中国，却还没有一位像其它
国家的英雄人物一样，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同等尊重地位的英雄。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目标是：改变这一空缺。



使命

许多人都知道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威严、力量和他伟大的形象。1972年为欢迎尼
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与他第一次历史性开端的握手，使长期蕴生的中国又开始了
史无前列的改变。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人民以他们勤劳和智慧的力量，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和社会、世界紧紧的
链接在一起。 90年代商业革命高潮的突飞猛进，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又一次
飞跃，使中国当今迅速发展的经济影响着整个世界。

1974年种下的这些种子，经历了20多年有目共睹的成长；今天，这一广阔的收获
成果令每一位中国人民深感到自豪。



中国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潜力，深知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中国仍面临着众多的挑
战。这些挑战是如何满足13亿人口的需求，这也将更需要环球世界上友好人民的
帮助。

我们的任务是，认真的聆听，深刻的研究，真正的懂得这个称之为‘中’国的这一
伟大国家的5000年历史，与他们和平共处，并肩合作，善意理解他们的观念。所
有这些细节是我们与中国人民交往的集中点，并以这些集中点的基础为起点，建立
我们之间信任的关系，友好的合作和稳固的发展。这就是《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
使命。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为人谦逊的周恩来故事，使历史再现，目的是能让每一位读者了
解到他的伟大精神。请见故事栏目中的几段情节。



参与者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是由中国和美国公民为和平事业共同努力而创建的，这些公
民熟谙多种政治、社交、文化、科技、以及沟通等专长。周恩来的家室成员也对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参与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和兢兢业业的工作，包括周恩来最
大的堂侄周华章，从小在中南海长大成人的侄女周秉德，侄孙女周晓芳和侄孙周
庆。

在当今的世界里，中国将站在国际大家庭领先的地位，这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让
全世界的人民了解到这位倍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要使全国上下以他为榜
样，继续以和平为最根本的基础，在世界上塑造这位中国的伟大人物。  通过全面
的对周恩来的学习和举办对他的纪念活动，人们会加深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并在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巩固世界和平。

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顾问成员

中美桥（ACB）投建《周恩来研究院》



亨瑞基辛格博士
在北京会见周恩来家室成员

2011年6月，在北京，美国前国务卿亨瑞基辛格与政府官员和媒体举行了多次会议，并介
绍他最新出版的“论中国”一书。

2011年6月25日，周恩来和平研究院代表，包括周恩来的家室成员，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北

京，他与中国前已故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曾多次在这里会晤，为中美之间长远的关系奠定了

基础。

基辛格博士表达了他对在国际上赢得认可的老朋友，周恩来的敬仰，并表示支持我们在中
美之间的和平工作。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年龄最大的堂侄周华章，他的妻子候云珍；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芳，

她的先生麦克诺斯，和她的哥哥周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近60年的公共生涯，周恩来

是我所遇见的最引人注目的人
物。简略，优雅，同他一双炯
炯有神的眼睛和面目表情，以
他卓越的能力和超人的智慧，
使他能够心领神会到他对手的
心里。“

摘抄于：亨瑞基辛格在《论中
国》一书







�划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有多项任务来实现这一最高的目标：

一。 周恩来和平奖

每年临近周恩来的诞辰，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周恩来和平奖的特别仪式。

年度奖励将授予符合周恩来确定的原则，生活俭朴、为人谦逊、尊重人民，以及为
和平事业创造出成绩的中国公民。和平奖也将授予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外国公
民，并特邀获奖者来北京参加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活动将向全国播放，并以其它
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加以报道和转播。

               北京人民大会堂



二。 北京参观中心

在中国的各大都市，上海、天津、淮安、重庆、绍兴、南京、延安、武汉、沈阳和
其它城市，均有纪念周恩来重要一生的博物馆或故居。

目前在北京首都还没有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周恩来纪念馆。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个小
展室里，陈列着仅仅一小部份有关周恩来生前用过的物品和他所做贡献的图文简
介，然而公众更需要的是一个规划完整的、每日对外开放的参观中心。 

我们对《周恩来和平研究院》这一重要计划献以承诺。这座研究院将建立在北京市
中心，在天安门和故宫附近。院所设计不像是大理石和宏伟丰碑的建筑，而是淳朴
简洁的庭院式参观中心，映照出总理的谦逊，人格和他俭朴的一生。这个建筑将模
仿北京传统胡同中的四合院，内有花园、树木、茶室和朴素的贵宾接待室。设置图
书室、资料查询室、研究室、小放映室和会议室，另设一套周恩来风格的茶桌和座
椅，给众人分享。总理自己也会对这一低调的庭院似如到家的一种舒适和亲切。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在北京的参观中心也将设置展览厅和博览廊，展现他一生个
人的笔墨诗书文集，创造互动学习他一生的伟大精神和传奇故事。这将吸引来自中
国和世界的人民，研究使者，学者和年轻的后代们，让他们能够详细的了解和体验
到周恩来光明磊落的一生，并以他为模范，将所学到的精神应用到当今世界面临挑
战的现实中去。



三。图书出版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是周恩来的侄女

周秉德，她从小在中南海西花厅长大，受到总理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养育，她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更重要
的是，她与总理零距离的生活在一起，就象亲生女儿
一般的体会，她明白总理高度的、少为人知的刚强性
格和对待家室成员更严格的作风。她写了一本非常珍
贵的书《我的伯父周恩来》，并已在中国发表；然而
这本书除了俄文还没有以其它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发
表过。这一点也会很快的改变，现今在美国居住的，
精通中英文的周晓芳，正在翻译她大姑的这一本书。

《我的伯父周恩来》将会在美国出版，并连同其它国
家的文字，把这一精辟的记录带给全世界人民。 

周恩来年过高龄的堂侄周华章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周
老多年积攒了大量的史实文稿，记录了他年轻时代七
叔对他在职业生涯上的影响，对他的关怀和指导，并
通过在生活的细节中，如何体验到叔叔为人的谦逊，
崇高的品德，和至高的精神。他的一生深受叔叔的感
染，而且他也是按照叔叔的顿顿教诲去做人和做事
的。这部情节细腻让人深思和对总理怀念的回忆录，
将是在许多有关周恩来书籍中的一部具有深远意义和
价值的亲情家室篇。目前，他的女儿周晓芳也在翻译
这本回忆录，并将在美国和其它英语等国家后继出
版。



四。举办周恩来世界展

《研究院》将准备几部流动展品，展览板块，网视互动，特制纪念品，影视、灯光
和图文并茂简介。工作人员连同这些展品将旅行到世界各地，并在大型博物馆、图
书馆里巡回展出。

通过在世界上的展览，更多人民将了解到周恩来，积极的介入《研究院》其它更多
的计划，包括年和平奖，图书出版，资料库以及参观中心，我们将欢迎并邀请他们
来北京进行参观和学习。 

“周恩来以他优雅和超群的儒家圣贤之智慧的交谈，令人感到和蔼可亲” 摘抄
于：亨瑞基辛格《论中国》一书



五。 和平研究院世界互�网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将与世界上相同的组织联网互动；包括：马丁路色金教育研
究院； 卡特中心；檀香山斯巴克马促纳卡和平研究院；圣雄甘地非暴力研究院；
尼尔逊曼德拉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美利坚和
平研究院；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斯道克河姆国际和平研究院。

所有这些组织将荣获邀请到北京，参加周恩来和平颁奖仪式晚会。

所有的单位包括尚待确认的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立和平进程的理
解，不仅仅只是避免冲突，而且还要有正当的秩序，和平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或
以大的形式，或以小的形式，或以官方的形式，或以民间的形式，跨越着各种边
界。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作用是将连同世界人民的力量，以保证我们的后代拥有一
个和平的世界。 



 在夏威夷檀香山��2011年《�洲
�合作�	》午餐盛会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已向中国大陆代表团发出了邀请函，参加2011年11月11日
在檀香山举办的午餐盛会。

在午餐盛会中，我们将放映夏威夷和在美国的中国社区和他们创业的历史，将他们
的成绩再现给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此次活动特邀发言人有：周恩来故居淮安纪念
馆馆长张谨；美国著名的奥伦巴菲特经济治学作家玛丽巴菲特。

夏威夷的商家和企业家们将有机会与中国访问者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外交
会议以外的一次盛情的聚会。《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将正式向公众宣布它的成立。



�来源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建设，将从世界各国的和平爱好者的个人私募融资投入。

在十年的计划中，将创建中国和美国个人、公共组织、企业等的年度捐款基金，并
每年将所有的赞助者列入基金计划。

在一年一度的周恩来和平颁奖大会中，将把每年有突出贡的个人、集体、组织等邀
请出席颁奖典礼的晚宴，他们的名字将列入到在京的展览中心，研究院官方网站，
和在文章出版上发布他们的名字。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土地和成本建设需中国中央政府的捐助， 所有日常运行
和工作人员的经费，将从该研究院举办的活动项目中，由美国和中国的私募基金中
发放。 

随着时间的发展，研究院将建立一个约2000万美元（1.3亿人民币）的遗赠收入。
这一遗赠收入将保证每年约6％的利润收益。每年按照240万美元（15.6千万人民
币）的预算中，一半的开支将从遗赠收入中支付出，加之出版书籍、影视营销的收
入，该研究院将确保几十年中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它的使命。

\



事迹

周恩来不仅与尼克松第一次历史性的握手，这次国际高度关注握手的本身，又有一
段乒乓外交的历史。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参加与中国队的比赛，如果没有周恩来神
奇般的帮助，也难于实现。周恩来爱好打乒乓球，他从这小小的乒乓球中，看到了
它象征的重大意义，每一个人都会理解：人民与人民之间可以成为朋友，竞争对手
也照样可以成为朋友。

在两国之间的初次交往之后，其中有一位中国队员送给一位美国的比赛竞争对手一
份礼物。这在当时是违反纪律的，一些迅速来自北京的评论中：这位乒乓球队员将
受到严厉处分。

周恩来闻悉后，立即停止了处分。他不允许将这个普通的个人友谊情感当作矛盾的
溯源。他知道这一小小简单的举措已种下了和平的种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文革期间，当中国困入到极端的政治政策时，周恩来在幕后默默不断的保护着国
家。他帮助了成千上万受到牵连的人民，保持对党派公开的沟通。通过他的帮助和
耐心的开导，促使告终这一艰难的时期。周恩来在他政治的力量上，推动和平，不
主张导致更严重冲突的强烈抵制。

即使是总理的亲属也并不总是受到他的保护，有许多的亲人被下放到农村和最艰苦
的地方工作。他杜绝他的家室成员因为他而有任何的特殊照顾，他的亲属当中也有
人遭受到了更不幸。

在特别的情况下，有些烈士们的后代需要保护而又没有其它的办法时，周恩来就亲
自从危机中将他们收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参加的一个政治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拘捕的一位领导人也同
他一起站在一个讲台上。

这时，在这场 激烈的，可能会导致暴力的批判会中，周恩来静静的站在主席台
上，背向人群。

他一直站到每一个人都安静下来。然后，他转过身向大家说：“我们不敌对我们的
兄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别是对中国这一巨大的国家，在全国面临自然
的灾害期间，周总理时常是迅速亲临现场，就像
一位普通的农民与当地平民百姓站在一起，帮助
灾区的救援工作，聆听百姓的困难。在北京，他
总是要求要保证听到群众的需求。

他与民众谈笑风生，与他们共舞，提高和鼓励大
家的积极性，回忆难忘的过去，畅谈美好的未
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总理乘坐飞机与几位同志和他们的家属从一个
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飞机飞到高山峻岭时遇到强
烈的气流，促使飞机急剧颠簸和坠落滑降。总理
和其他几位同志都穿好了救生衣，这时，他听到
了一个小女孩的抽泣。原来她的座位底下没有救
生衣。总理马上走到小姑娘身边，将自己的救生
衣脱下来，帮助小女孩穿上，并安慰她要勇敢，
不要怕和担心。飞机上的全体人员都争着把自己
的救生衣给他。他却阻止了他们，并让每个人保
持镇静。过了数几分钟，飞机终于避开了险境，
安全平稳的降落在目的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恩来清楚的预见向西方开放国家工业和贸易的政策。

在1974年，他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阐明了他对未来的视野。他说没有人意想到
中国会在20年中，经历了艰苦的奋斗，得到的发展和成就；并在今后的20年的
1994年，中国会建设成更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会看到中国将恢复它领导者
的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位总理兼外长旅行到过世界各个国家，
并进行友好访问，包括亚洲、非洲、欧
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等。他接触了许多各
界友好人士，并总以文化交流做为最好的
献礼，与他们长期保持着个人的友谊。
他创建了一个独特的院所：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这个组织运作在官方外交之外
的政界，目的是积极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
好关系，尽管在政治上有所分歧的国家和
人民。这一庄严的组织仍继续不断的稳步
向前发展到今天，总部座落在公园式的北
京，以及分部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国家。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荣幸的与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对接，并接受到他们给予的
赞赏和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尽管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权威和他英明的影响力，周恩来一生的生活都很俭朴。他从
不浪费，他穿的衣服补丁加补丁，鞋帽也是不能再穿了才会更换。他工资的一半补
贴给了家室成员，还精心照顾和抚养许多烈士孤儿。他的睡袍也是层层补丁，直到
原来的布料被多种颜色的补丁混合在一起后，几乎都看不见了

当他去世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分文的存款。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物品，也没有向
国家索取任何财物。他鞠躬尽瘁，平易近人，并将他的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尼克松写的回忆录中，他叙述了多年少被人知的秘密。这个故事情节发生在50
年代，当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相互存有敌意。国家首相约翰
福斯特杜尔斯在日内瓦的会议上，有意公开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他说只有在我和周
之间发生了车祸时，才可能会见面。 

外交的记忆深远；任何为民族而自豪的领导者们都很少能原谅这样的公然侮辱。尼
克松知道日内瓦发生的事件，因此，在1972年，他的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
场的第一步骤就是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以外交的传统，周恩来做为东道
国的总理，理先握手表示欢迎。
但是，尼克松快速热情地伸出了
双手，抢先握住了周恩来的手。
在他的回忆录中，尼克松说到他
想表达对周恩来的敬重和友谊的
诚意。

周愉快的露出了笑容，并接受了
他的手。他敏锐地察觉到总统这
一姿势所含有的意义，就像现在
有些人面对久不说话的对手。这
次访问进行的非常成功。

就这样，这次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成了一个具有勇气和宽恕精神的典范。



中国中央政府参与

我们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均有会晤， 并得到他们对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目标的赞同和支持。我们也将与教育部，文化部和北京市政
府接洽，需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高尚品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



“和平没有其它道路。和平本身就

是道路。” 

－－圣雄甘地

“正义永远是时候的。” 

－－马丁路色金

“如果你想同你的敌人建立和平，
你必须与他和谈。然后他才会成为
你的同盟。” 

－－尼尔逊曼德拉

“我们不再为战争所牺牲的人们而
祷告的这个时刻终将会到来 －－ 
那个时候，我们是为了生活在和平
所有的民族和人民而祝福 。” 

－－佛郎克马思，参议员在珍珠港
美国海军犹他号纪念杯上的铭言。

“我荣获三样珍贵的东西让我牢
记。第一是和善；第二是节俭；第
三是谦逊，从不与人争先恐后。

和善使人刚劲；节俭使人豁达；谦
逊使人超越。” 

－－老子 



�始�	
《美中桥》（ACB）是以和平和繁荣为基础的组织，它将
美国和中国人民链接在一起。

在两国的商业、科技、文化和媒体，我们选择的是友谊与
合作。我们的握手和链接，将促进世界的繁荣。 

我们有共同的宏伟目标，彼此共勉。

这就是《美中桥》（ACB）的幕后精神。

官方网站：http://www.americachinabridge.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www.zhouenlaiinstitute.com

电子邮箱： info@americachinabridge.com
联系人：周晓芳（中文）, 麦克诺斯（英文）

北京联系电话: 86-1366-125-8223
美国联系电话: 808-638-7100
网视电话: americachinabridge

翻译：周晓芳，协助翻译：周庆，顾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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