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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敬愛的薄一波老 

—  

  

 
2007 年 1 月 15 日﹐薄一波老走了。在隨同的訃告裡﹐有其子

女贈送的《送別》紀念卡。紀念卡的封面上是薄老坐在籐椅上的

一張照片﹕雪白又濃濃的壽眉﹐紅潤的臉龐﹐花白的頭髮中泛著

些許青絲﹐一臉燦爛而又慈祥的微笑。我曾在王震老身邊工作過

十多年。作為對於老一輩十分敬重的晚輩﹐回想起接觸薄老的那

段年月﹐回想起他與我直接服務的王震老的親密交往﹐很難自已。 
我是 1982 年底到中南海工作的。早晨上班比較早﹐晚上下班

比較晚﹐常常遇見薄老一早一晚在散步。薄老走得不緊不慢﹐警

衛員在身旁拿個收音機﹐便他邊走邊聽。炎熱的酷夏或是溜寒風

的嚴冬﹐幾乎從未間斷。那時﹐工作是忙﹐但主要是青春年少﹐

自己還不知每天鍛煉身體的重要。見薄老鍛煉﹐只很是佩服他老



人家的毅力和堅持。我們這些年輕人﹐路過老人家散步時﹐總是

提前下了自行車﹐推著走過。他見了﹐常常說﹕“嗨﹐別客氣﹐

你們走你們的。”慢慢薄老也認識我了﹐有時打個招呼﹐叫聲“小

李子”問﹕“王老最近在忙些啥﹖”“他身體怎麼樣﹖”有時索

性停下來﹐問一點國際國內的大事﹐似在考問﹐也似自己在思索。 
1982 年 9 月﹐薄老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並且排在副主

任的第一位﹐主持日常工作。在 1985 年 9 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

會議前夕﹐中央決定提議王震老進中顧委﹐並任副主任。那天﹐

王老從中南海開會回來﹐帶回的文件讓整理﹐我發現擬定的副主

任的名單中﹐王老排在第一位﹐薄老排在王老之後﹐仍任常務。

但又發現王老用鉛筆把薄老圈到了自己的前邊。王老見我若有思

索﹐笑了﹐說﹕“是我堅持的。薄老可不簡單﹐他是個老資格﹐

黨的八大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常常列席政治局常委會。他文韜

武略出類拔萃﹐要不能在閻錫山那裡開出一片新天地﹖他是黨﹑

政﹑軍﹑群﹑財﹑文等項工作樣樣行。我哪能排他前面﹖”但後

來在公佈選舉結果時﹐王老仍然是排在副主任的第一位。王老

說﹕“薄老很謙虛﹐他堅持這麼排。我們倆都堅持﹐推來推去。

但他說他是常務﹐有這個權力堅持這個提議。”王老一臉無可奈

何的樣子。這就是老一輩﹐見了榮譽謙讓得如此真摯。而現在的

個別年輕幹部爭榮譽﹑爭位置﹐甚至不擇手段﹐這就是所謂的“代

溝”嗎﹖想起王老這次對薄老的評價﹐可不可以這麼說﹐薄老走

了﹐也就是以毛主席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裡的最後一位重要

成員走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薄老和王老都十分支持小平同志領導的

改革開放大業。1984 年春天﹐王老陪同小平同志到深圳﹑中山﹑

珠海﹑廣州﹑廈門﹑上海等地走了一圈﹐回來後給中央寫了一個

陪同考察的報告﹐概述了小平同志沿途的談話﹐並談了一些感想

與建議。黨中央很快在政治局範圍內印發了這個報告。根據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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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提議﹐198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6 日﹐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

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會議﹐討論進一步開放由北至南的大連﹑秦

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

廣州﹑湛江﹑北海 14 個沿海港口城市。會議也印發了這一報告。

薄老和王老都參加了會。那幾天﹐兩個老人家顯得都很高興。中

間的一天會上﹐王老帶回薄老在會上用便籤給王老的一封短

信﹕“王老﹕看了你寫的隨同小平同志視察工作的報告﹐得益匪

淺﹗除得知小平同志在重大問題上的意見（在小平同志約談中﹐

我更加深了在你《報告》中某些觀點的認識）外﹔我特別感興趣

的（或感到深刻的）是﹕小平同志在視察中﹐處處扣住﹑想到黨

的重要方針政策﹐並加深﹑發揮﹐其中特別﹕一﹑對外開放政策

（在與我談話時特別講到與西方資本主義搞關係的意義）﹔二﹑

選拔三梯隊問題﹔三﹑翻兩番的意義等等。高﹗你的報告中作了

較細的敘述（談話行動的細節）……我建議加個按語﹐發各地。……

這是我的一點較深的感想﹐特此告知。我說的是否對﹖擬在同你

專此談話時奉告﹑詳細推敲﹗”此後﹐兩個老人家又專門幾次約

談了如何支持小平同志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問題。1993 年 4 月﹐

薄老在回憶這一情節時說﹕“有人說王震同志保守﹐套用陳雲同

志的話﹐那就是‘活見鬼了﹗’”王老進了中顧委﹐與薄老在同

一個大屋簷下辦公﹐兩人往來就更多了。兩人經常談話聊天﹐其

中主要話題﹐就是談論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和如何進一步更好地搞

好改革開放問題。 
薄老和王老對小平同志在糾正毛主席晚年錯誤的同時充分肯

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也是堅決支持的。1986
年 4 月 9 日下午﹐王老來到中顧委自己的辦公室對我說﹕“你去

看薄老在不在﹐我去看看他。”當得知薄老在外邊開會時﹐便

說﹕“你把在家的秘書找來。”薄老秘書董宏來了。王老對董宏

說﹕“聽說﹐薄老最近要到湖南岳陽﹐現在有些非毛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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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家鄉很少有人去了。薄老是毛主席﹑周總理﹑少奇那時

政治局的﹐又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打得最重的一個。建議

薄老到毛主席家鄉韶山去看看。少奇同志的家鄉也可走走。然後

照個相﹐發個消息。薄公去一下﹐也體現了他一貫的政治家的風

度。”事後﹐我聽董宏說﹐薄老本來就有此打算。董宏把王老的

話給報告了﹐薄老說﹕“英雄所見略同。”6 月 21 日﹐王震得知

薄老成行﹐即揮毫給薄老寫道﹕“湘人傳來信息﹐我公訪問毛﹑

劉﹑彭（德懷）老一輩故居”﹐這“是一件令人感奮的喜事”﹐“由

於你曾經是毛主席為首的最高領導集體的一位﹐尤有歷史意

義”。回京後﹐薄老即約又與王老見面。薄老對王老說﹐到毛主

席故居參觀人數最多的是 1966 年﹐290 多萬人次。1976 年以來﹐

逐年減少。1980 年達到最低點﹐23 萬多人次。1981 年後逐年上昇﹐

1983 年達 40 餘萬人次﹐1985 年多達 50 多萬。薄老說﹕“小平同

志真是偉大。1980 年答意大利記者問時﹐明確說﹐沒有毛主席﹐

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這句話﹐真說

到家了。”王老聽後很高興﹐他說﹕“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列主

義﹑毛澤東思想也很重要。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就是災難﹗”

江澤民同志在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

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驕傲﹐是我們國家的驕傲﹐

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我們對毛澤東同志永遠懷著深深的尊敬和愛

戴之情﹗”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的講話

中指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

想的偉大旗幟。”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指出﹕“我們要永遠銘

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

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

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

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薄老和王老當年對毛主

席與毛澤東思想的深厚感情﹐與嗣後江澤民和胡錦濤同志代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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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講話﹐的確是反映了全體黨心﹑民心和整個民族的心聲。 
薄老和王老還都十分重視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王

老晚年愛聽評書﹐喜愛上了袁闊成評說的《三國演義》。1985 年

12 月 27 日下午﹐他約薄老﹑宋任窮﹑胡喬木﹑鄧力群﹑英若誠等

同志一道在中顧委會議室會見袁闊成。王老先來個開場白

說﹕“《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

的藝術結晶。袁闊成等同志對它剔除糟粕﹐發揚精華﹐用評書藝

術形式介紹給億萬聽眾﹐這對提高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

有著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需要大一統﹐需要一個長治久安的局

面﹐袁闊成同志把《三國演義》中的這一道理講得很生動﹐給我

們這些眼睛不大好的老人以很好的享受。”他還說﹕“我們民族

有著豐富而又寶貴的文化遺產。有人搞民族虛無主義﹐貶低中國﹑

否定中國﹐主張全盤西化﹐人民群眾是堅決反對的。”胡喬木同

志在發言中說﹕“中華文化中有很多珍寶﹐當然也有糟粕。但現

在有的人對中華文化根本沒有研究﹐認為中華文化留給我們的只

有壞的﹐沒有好的﹐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都是錯的。

甚至連中國的人種都要懷疑。這樣的人還提出了‘低頭向錢看﹐

抬頭向前看﹔一切向錢看﹐才能向前看。’”胡喬木和英若誠同

志講過後﹐薄老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努力向上的民族﹐

是有骨氣的民族。為了發展自己﹐歷來是不排除外來先進科技文

化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認為外國的什麼

東西都比中國好。”“我們的政策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

富起來﹐是為了帶動大家都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某

些人講的‘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

是根本不同的。我的老鄉關雲長就不那麼愛錢。我們這些老頭子

不能守舊﹐但也不能認為老的什麼都不好。我們從小就不守舊﹐

所以才有了新中國。一切為金錢才是真正守舊。我們共產黨不是

苦行僧﹐我們說的是按勞分配。尤其是現在﹐要貫徹多勞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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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錢看﹐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

化﹐主張全盤西化的言行﹐實際上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搞

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是根本違背我國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的﹐是

為我國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袁闊成同志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

化傳統的精神值得肯定和表揚。”薄老這次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薄老和王老有著深厚的革命友誼﹐他們在生活上也相互關

心。1988 年 7 月間﹐王老去看薄老﹐回來後﹐帶回這麼一個小紙

條﹐上邊寫著﹕“起得早﹐睡得好﹐七成飽﹐小步跑（常跑跑）﹐

多笑笑﹐莫煩惱﹐天天忙﹐永不老 — 錄張群養生口決送王老學

習﹑長壽﹗一波。”1990 年 8 月 20 日下午﹐王老在北戴河去看同

住的彭真同志。我當時值班未去﹐下午 6 點 20 分左右﹐王老被警

衛攙扶回到駐地﹐隨即又在北京醫院駐北戴河的醫療點拍了片子﹐

診斷為左股骨頸骨折﹐決定很快回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治療。此時﹐

王老吩咐我說﹕“你即報告薄老﹐就說我骨折了﹐要很快回京治

療。”沒出十分鐘﹐薄老即趕到王老駐地﹐對王老說﹕“你生命

力很頑強﹐在戰場上九死一生﹐這次骨折在你一生中是個小坎坷﹐

我相信你能很快康復。”兩位老人分別時﹐緊緊把手握在一起。

王老也十分關心薄老。王老回到北京﹐躺在解放軍總醫院的病床

上﹐想到自己的痛苦和不便﹐對我說﹕“你給薄老的辦公室講﹐

要勸薄老拄拐杖。我這裡有﹐不知他喜歡什麼式樣。下邊要釘上

膠皮﹐防止滑。他很濃很長的眉毛﹐有個拐杖配起來﹐更有風采﹗”

薄老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後﹐又幾次到醫院探望。果然﹐如薄老所

願﹐王老生命力頑強﹐骨折較快地癒合﹐身體康復出院。 
1991 年 11 月間﹐王老又因患病住院﹐薄老經常讓秘書問候。

醫生不允許探視﹐一次﹐薄老特地趕到醫院﹐僅隔著病房玻璃看

了看王老﹐並囑咐我們工作人員一定要照顧好王老。薄老說﹕“現

在﹐國際國內形勢有大好的一面﹐也有複雜的一面﹐黨和人民需

 6



要王老這樣的人﹐要求他健康長壽。”1992 年 9 月﹐王老病情有

好轉時﹐兩位老人終於在解放軍總醫院見了面。儘管那幾年國際

風雲劇變﹐但交談中﹐可以明顯感到兩位老人堅定的理想信念不

改﹐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滿的信心﹐對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充滿無限的信念。這是兩位

老人的最後一次見面。 
1993 年 3 月 12 日﹐王老在廣州逝世。4 月 5 日﹐按照王老的

遺願﹐骨灰撒在新疆的天山南北。4 月 9 日﹐薄老秘書李靜通知說

薄老要見我。4 月 10 日下午﹐薄老召見﹐見面即對我說﹕“很可

惜﹐王老不該走的﹐他若活著﹐有很多事要做。”說完﹐薄老默

然半天沒有作聲。接著﹐薄老嘆了口氣後說﹕“新華社播發的王

老的生平寫得不錯。解放前﹐他的功勞﹐不再描述也清清楚楚。

問題是解放以後。還應該講得更多一點和更清楚一點。前幾天﹐

《人民日報》說﹐中宣部請我寫篇悼念王老的文章﹐在他們報上

發表。王老我是一定要寫的。但兩天內寫不出來。字數限制在三﹑

四千字內也不行。你先幫查找核對點資料﹐整理個初稿。”接著﹐

薄老與我談了從 1943年他開始認識王老直至王老去世的兩人間的

接觸與交往。1993 年 10 月 5 日上午和 1994 年 7 月 6 日下午﹐薄

老又兩次把我找去﹐補談“想起的新材料”。我很感動。薄老當

時已 80 多歲﹐為撰寫一篇紀念老戰友的文章﹐三次加起來與我談

了近四個小時。這近四個小時中﹐他暢談了與王老近 50 年的親切

交往﹐這些﹐基本上都收錄在 200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寫的

《領袖元帥與戰友》第三輯《一個性格鮮明的共產黨人 — 緬懷

王震同志》裡。除此之外﹐薄老還談到以下三個重要思想﹕ 
“我對先我而去的要懷念的領袖﹑元帥和戰友﹐都要寫一篇﹐

每篇大體都需要八千到一萬字左右。毛主席的﹐我已寫了兩篇﹐

少奇同志﹑周總理﹑朱老總等各一篇﹔另外元帥是一級﹐戰友是

一級。”“每篇文章最終都要達到我已發表的懷念的水平﹐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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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過不去。一般生平不要寫﹐就簡單幾句帶過。我不喜歡一

般地說幾句好話。” 
“年紀大了﹐有好處。許多事情﹐過 10~20 年有希望講清楚。

今天發生的事﹐今天議論﹐可能不行。認識一個人﹐不經過一定

時間﹐可能不準﹐優劣反正可能看不清楚。” 
“寫傳﹑回憶錄﹐都要實事求是。不要把長處寫成短處﹐更

重要的是不要把短處寫成長處。” 
我以為﹐薄老所談的以上三點﹐對立傳和撰寫回憶錄﹐應該

說﹐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另外﹐薄老還談到了 1963 年在昆明﹐他與王老談到的如何正

確對待同志特別是與上級間的誤解與委屈。我自覺有一定意義﹐

也一併錄此。薄老說﹕“同志之間會經常發生一些意見分岐﹐這

是矛盾的普遍性﹐你想躲也躲不開。如果是小事情﹐你可以糊塗

點﹐以糊塗求團結﹔如果是原則問題﹐那就不能讓了。但由於受

各方面因素制約﹐又統一不了認識﹐有時會使人很傷神的。這裡

關鍵是要正確認識﹐正確處理。”“對錯誤的東西頂不住﹐又不

願屈服﹐心裡生悶氣﹐這是自找苦吃。將相頂上堪走馬﹐公侯肚

裡好撐船。這個時候就要受得住委屈。我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先

記錄下來﹐讓時間和實踐來回答。過一個時期不行﹐就耐心等待﹐

再過一個時期。不要以為沒有翻身之日了。一個時期內﹐真理可

能是分不清辨不明的。但是﹐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真理終究

是要被歷史所驗證﹐被人民群眾所肯定的。有的領導﹐有很多長

處﹐但也有缺點錯誤。歷史不能由他一人說了算的。要經得起委

屈﹐也不要太發愁。內省不疚﹐何懼何憂﹖要豁達大度的﹐相信

問題終究能解決。” 
敬愛的薄老﹐您馬上要過百歲誕辰了。回憶並錄下上述不成

敬意的文字﹐以表達對您深切的懷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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