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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中華民族振興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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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沒見過鄧英淘﹐但已經“認識”他十幾年了。在 1990 年

代後期的多期《參閱文稿》中﹐鄧英淘的名字不斷映入眼簾﹐2 我
看到的是一位聰明睿智的學者。接著是 1998~2003 年“三老漢戰

鬥隊”連續作戰《再造中國》﹑《再造中國續篇》﹑《西部大開發調

                                     
1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再版）﹐（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2 年。 
2 例如﹕鄧英淘﹑姚鋼﹕〈產業就業重組與城鎮化進程〉﹐《參閱文稿》No. 98~6﹔
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國際問題》研究組﹕〈再造一個中國 — 溯天運河簡介及其

意義淺析〉﹐《參閱文稿》No. 98~15﹔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水利自

由調配與國土整治的幾個問題〉﹐《參閱文稿》No. 99~3﹔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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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實錄》﹑《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二》四本書﹐3 隨後是“鄧老

漢”獨力堅持到 2009 年的《工作通報》﹐4 一篇又一篇﹐我見證

了一名為理想堅持不懈的鬥士。但是﹐直到現在﹐在參與製作鄧

英淘癌症晚期大手術後三年所出三本書期間﹐5 在反復核對《新發

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再版書稿時﹔在仔細揣摩他的訪談〈鄧英

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後﹐“功成不必在我﹐會有人繼續搞下

去”﹐6 我才真正認識了一個忘我的人﹑一個純粹的人。 
“正心誠意”﹐方能“格物致知”。從 1991 年初版《新發展

方式與中國的未來》開篇提出質疑﹐一直到 2012 年鄧英淘最新訪

談稿中歸納成形兩大核心內容﹕一是以生物質能結合太陽能﹑水

能等永續能源的“分佈式能源體系”﹐配合調水﹑西部大開發和

就地城鎮化﹐足以解決中國現有人口和生產力分佈嚴重不均衡﹑

難以為繼的矛盾﹔二是一旦實現前述“建設生態的發展方式躍

遷”﹐克服了能源資源稀缺的局限﹐超越了市場經濟的桎梏﹐必

然推動社會形態進步﹐在人類社會配置﹑運營資源的“市場機制﹑

科層機制﹑互惠機制”三大機制的各種混合體中﹐讓平等互惠機

制越來越居於主導地位。有了這兩方面的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歷代仁人志士追求的“平物我之情﹐息天下之爭”﹐7 才有可能從

                                     
3 上述著作信息詳見大風網站“相關推介”欄目（www.hkstrongwind.com）。 
4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ecrcass.com/ECRCASS/ 
cttb.htm）。 
5 除 2012 年再版的《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另兩本分別為﹕鄧英淘﹕《再造

中國﹐走向未來》﹐（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0 年﹔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

方式躍遷》﹐（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1 年（詳見大風網站﹕http://www.hkstrongwind. 
com/catalog/828ca30e-af93-4d84-99eb-7239ae9bdc0e.aspx）。 
6 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

國的未來》第 012 頁。 
7“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曾國藩﹕〈《王船山遺書》序〉﹐

涂小馬﹑崔泳準選註﹕《曾國藩文選》﹐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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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變為現實。鄧英淘和他 20 多年來殫精竭慮的七本著作﹐讓我

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

化之路”8﹐並非遙不可及﹗ 
 

 
早在 1980 年代﹐中國學術界還在對出口導向﹑“雁行結構”

津津樂道﹐內陸腹地都羨慕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努力追趕日

本﹑“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的步伐時﹐鄧英淘已經預見

性地反復強調﹑並從理論上論證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沿

襲西方發達國家的“經典發展方式”而真正實現現代化。9 他的論

據﹐包括比較中國與世界的資源佔有量﹐比較發達國家美國﹑前

蘇聯﹑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耗﹐包括以各種統計數據給中國算小賬

和給世界算大賬。10 其中﹐“跳蚤與大象”的比喻十分形象﹕一

隻跳蚤﹐跳起來可以達到自己身高的二百倍﹔比較同樣形狀的肌

肉﹐某一動物的體積比跳蚤大一千倍時（粗略地看近似於一頭大

象）﹐則只能跳到 0.2 倍於自己身高的高度。如果有人對大象提出

這樣的勸告﹐“與跳蚤的相對彈跳能力相比﹐你的跳高成績太差﹐

因此必須好好努力﹐爭取早日趕超跳蚤﹐理由是你的肌肉比跳蚤

                                     
8 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第 216 頁。 
9 參見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 1991 年（為統一起見﹐

本文中的引用均出自大風出版社 2012 年版）。其實更早是在 1988 年﹑時年 36 歲

的鄧英淘所發表的文章（鄧英淘﹕〈在雙重壓力下選擇長期發展方式〉﹐國家體

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中國﹕發展與改革》1988 年 1 月號）﹐乃至更

早的未公開發表的 1986 文章中﹐鄧英淘關於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路已經成形。 
10 推薦參閱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一章〈雙重壓力下的選擇〉﹑

第三章〈資源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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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粗壯。”11 恐怕大家聽了都會哄堂大笑﹐嗤之以鼻﹔可是﹐中

國跟著比自己人口尺度小了一﹑兩個數量級的日本﹑亞洲“四小

龍”亦步亦趨﹐怎麼倒順理成章了﹖ 
鄧英淘一針見血地指出﹐“經典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是那些先

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少數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大大領先﹐並以全世

界資源為己用﹐因而不存在物質限制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12 類

比食物鏈上的“什一法則”﹐更發人深思﹕“高居於食物鏈頂端

的猛獸（如老虎）﹐一隻就可以控制數量比自身多一至兩個數量

級的食草動物。設想一下﹐如果兔子都變成猛獸﹐那麼結局將會

如何﹖”13 20 多年過去﹐美國總統奧巴馬明確告誡﹐“如果超過

十億的中國居民過上和澳大利亞﹑美國人現在同樣的生活方式﹐

那麼﹐我們所有人都將處於非常悲慘的境遇﹐很簡單﹐這個地球

根本無法承受。”14 站在“先發展”﹑既得利益者的角度﹐話說

得理直氣壯。問題是﹐既然有《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15 

憑什麼人類世界的“豺狼虎豹”生下來就該吃香喝辣﹐而“兔子

綿羊”長得越肥﹐就越活該成為被捕食的目標﹖﹗16 

如今﹐中國一年給全世界出口幾十億雙鞋﹐17 外匯儲備連年

                                     
11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16~17 頁。 
12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237 頁。 
13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22 頁。 
14 2010 年 4 月 14 日﹐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臺採訪時如是說（Face to face with 
Obama﹐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0/ 
s2872726.htm）。 
15“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見美國《獨立宣言》）。 
16 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七章〈誰來養活美國﹖〉（香港）大風

出版社 2007 年。 
17 例如﹐2005 年﹐中國出口電扇 5.4 億臺﹑DVD 播放機 1.46 億臺﹑各類鞋 69 億

雙。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八章〈07~08 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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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界紀錄﹑都突破三萬億美元了﹐18 汽車銷量世界第一了﹐石

油進口世界第一了……中國面對的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

也是前所未有地嚴峻。19 此時再認真體會鄧英淘在《新發展方式

與中國的未來》開篇就提出的“三體問題”﹐20 不得不為他的遠

見卓識所折服。正如 Peter Nolan 在英文版序言中所說﹐“這本書

面世至今已經 20 年了。今天再做回顧﹐且結合中國 20 年來的發展﹐

我們才得以瞭解這本書的全部意義。”21 
 

 
聰明和遠見誠可貴﹐更讓人感動和欽佩的﹐是他對真理的探索﹐

鍥而不捨的忘我堅持。考慮創新發展方式﹐西部大開發﹐調水﹑種

草﹑新能源……鄧英淘孜孜以求小 30 年﹐目標只有一個 —“為了

多數人的現代化”﹗ 
中國歷來就不是滿世界殖民掠奪的豺狼虎豹。“偏偏大象﹐雖

然吃草﹐從不欺負任何小動物﹐愛好和平﹐可是卻有一條﹐豺狼虎

                                     
18 2002 年初中國全部外匯儲備才 2174 億美元﹔2006 年僅一年就增加了兩千多億

美元﹔2007 年﹐僅上半年就增加了 2663 億美元﹔2008 年第三季度﹐外匯儲備總

額已達到 1.9 萬億美元﹔2011 年 3 月﹐突破三萬億美元（中國人民銀行﹕〈黃金

和外匯儲備報表〉歷年）。 
19 推薦參閱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 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第四章〈中國

崛起根本挑戰〉﹑第五章〈迎接內憂外患“共振”〉﹐（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 年。 
20“三體問題”﹐概要地說﹐就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方式選擇﹐以及國際

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這三者的“綜合解”（詳見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

的未來》導論）。 
21“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作者開始討論鄧英淘書中的主題。但在綜合分析﹑詳細的

政策建議以及哲學深度方面﹐幾乎無人能與鄧英淘比肩。”（Peter Nolan﹕〈英文

版序言〉﹐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085﹑0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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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誰也惹不起﹗”22 怎樣才能當上自強自立的“大象”﹖鄧英淘

告訴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卻又“人多地少”﹐癥結在於“人多

水少”﹔其實也不是真的水少﹐而是水資源利用率低。“我相信﹐

只要少數發達國家把持大部分油氣資源﹐這個國際大環境不改變﹐

中華民族要想現代化﹐西部調水這件事﹐一定會有人做﹗”23 
就為了這個信念﹐他從給人牽線做雅魯藏布江調水課題﹐到自

己上手“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牽頭調研﹑訪談﹑寫考

察報告﹔從不懂水利﹐到“關鍵技術環節一定要親自搞清楚﹗”再

到主筆完成“長江王”林一山最後一本水利專著……鄧英淘與林

一山寫書的故事﹐不能不說。兩人由《再造中國》調研訪談而識﹐

七年 50 餘次促膝切磋﹐忘年知交。鄧英淘通過訪談錄音整理﹑寫

作﹐讀給雙目失明的林老“審聽”﹐主編了《林一山縱論治水興

國》﹔而且﹐總結昇華林一山理論聯繫實際的若干論著﹐經過“說

提綱﹑寫稿﹑讀稿﹑改稿﹑再讀稿﹑再改稿……”趕在林老逝世

前一個月﹐主筆完成了有圖﹑有表﹑後附兩個純理論附錄﹑15 萬

字的林一山著《河流辯證法與沖積平原河流治理》。24 由於各種

原因作者不能親自動筆﹐經助手記錄再修改﹑出版的書﹐並不鮮

見。但是﹐為著探索真理的共同目標﹐過去素不相識﹑自身學術

領域迥異﹑相差 40 歲的兩代人﹐如此這般撰寫頂尖科學著作﹐而

且能夠隔代激發﹑昇華﹐足以載入史冊﹗ 
2010 年一本《再造中國﹐走向未來》﹐忠實記錄了鄧英淘十

                                     
22 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

中國的未來》第 012 頁。 
23 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

中國的未來》第 014~015 頁。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編﹕《林一山縱論治水興國》﹐長江出版社

2007 年﹔林一山﹕《河流辯證法與沖積平原河流治理》後記﹐長江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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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奔波的 23 次實地考察﹐哪怕只看目錄﹐已能窺見他馬不停蹄跑

遍大江南北的調研足跡﹕藏東﹑甘寧﹑赤峰﹑三峽﹑陝北﹑新疆﹑

貴州﹑黑龍江﹑青海﹑山西﹑遼寧……在當前的城鄉經濟﹑生產

方式和全球經濟“三重大變局”下﹐2011 年《新能源革命與發展

方式躍遷》一書﹐繼續思考“今後二﹑三十年﹐大多數中國人足

何食﹖豐何衣﹖樂何業﹖安何居﹖”科學論證“我國的能源供給

完全可以建基於可更新能源之上”……25 

本次重印《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加入的重頭戲 —〈鄧

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訪談稿﹐就是鄧英淘身上插著導管﹑

輸液管﹐瘦得皮包骨﹐卻在病房裡侃侃而談﹐26 然後發燒﹐病情

稍穩定之後再訪談﹑改稿﹐再發燒﹐以常人難以想像的堅強意志

力﹐在幾個月內趕出來的。王小強感嘆﹕“只要有 1％的可能﹐就

值當付出 250％的努力探索。二百五的愚公精神。”27 
 

 
 
纏綿病榻三年﹐鄧英淘仍惦記著寫“分佈式的能源體系和就

地城鎮化”﹐充分利用基本均勻分佈的太陽能﹐通過種草開發生

物能源﹐讓走入高耗能和污染誤區的石化型農業﹐回歸分佈式的

本源﹐“把農業改變成不僅提供人吃的能源﹐而且能夠供給大多

數中小城市的能源﹐農業產出的空間一下就擴張了十數倍﹐大部

                                     
25 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代序〈三重大變局〉。 
26“重病之人能說什麼﹖竟無一字涉及生死﹐自始至終有關未來﹐滿打滿算盡是思

想。”（羅點點﹕〈漫談分佈式能源及發展方式〉﹐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

國的未來》第 079 頁） 
27 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

中國的未來》第 0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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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都可以現代化了。”28…… 
1﹑突破規模經濟的桎梏 
幾百年來﹐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基礎﹐“大工業生產﹐少數

人現代化的基礎﹐說到底﹐在於規模經濟。”小規模分散幹不了﹐

成本高沒競爭力。可如今﹐《投機賭博新經濟》﹐西方經典發展

模式自己也陷入“百年一遇”的危機﹐市場經濟根本找不到出

路。從美國歐洲不斷加碼的鉅額援助﹐限制金融業高管的工資﹐

打擊金融市場投機行為﹐29……一直到 2012 年 2 月美國聯邦和多

個州政府與五大銀行達成協議﹐銀行要為收回違約借款人的房產

時“不正當獲取借款人房屋﹑侵害借款人權益”﹐賠償約幾百億

美元﹐30 — 美國“黃世仁”不但不能強迫楊白勞還錢﹐還得自認

倒楣﹐為自己追債的“不當行為”向楊白勞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2008 年以來琳琅滿目的救市措施﹐又有哪一樁是“市場機制”在

起作用﹖歐美衣食父母“財富效應”大縮水﹐中國“世界工廠”

出口導向難以為繼﹐亟需啟動內需﹐又繞不過 13 億人口“消費不

足”的難題。歸根結底﹐經過 30 多年“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發

展﹐大多數人的現代化始終未能實現﹐而且貧富懸殊加劇﹐與少

數人的“超級現代化”形成鮮明對比。 
面對這樣的國內﹑國際形勢大變局﹐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

                                     
28 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

中國的未來》第 025~027 頁。 
29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年﹔王小

強﹑梁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

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9 年。 
30“該和解協議或許是美國政府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借款人救助計劃﹐……包括 59
億美元的現金支付和 191 億美元的借款人還款減免”（Shahien Nasiripour﹕〈美國

政府與五大銀行達成四百億美元和解〉﹐FT 中文網 2012 年 2 月 10 日﹐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00104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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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去﹖ 
反觀分佈式能源體系﹐恰恰可以在中國內陸百分之七八十的

縣鎮﹐構造不受規模經濟制約的產業基礎。村﹑鎮﹑縣﹑城﹐人

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昇級版自然經濟自給自足。配合調水和就地

城鎮化﹐實現《西部大開發方略》所提出的生產力佈局和人口（同

時也就是消費市場）向西部轉移﹔再加上充分利用西部資源礦產

蘊藏豐富的地理特性﹐根據戰略性資源的實際分佈﹐重點開發一

些資源工業重鎮。31 如此點﹑線﹑面結合﹐有唾手可得的能源﹑

有礦產資源﹑有人口﹑有市場﹐全面推進的西部大開發﹐該能釋

放出多大的長程性內需﹖ 
同時﹐鄧英淘在 2012 年的訪談中反復強調﹐自古以來人類配

置﹑運營資源﹐採用的其實都是組合型機制 — 是市場機制﹑科

層機制﹑互惠機制在現實中的不同組合﹐“每個社會的各種組織﹐

都是這三種機制的混合體﹐不過比例調配得不一樣﹐各有側重而

已。”如果在經濟基礎層面上﹐有了分佈式能源體系和就地城鎮

化作為著力點﹐實現建設生態的發展方式躍遷﹐必然作用於社會

上層建築。由此﹐既能突破市場機制作用範圍越來越小的明顯局

限性﹔又因為不需要大規模生產﹐而得以避免科層機制的“彼得

原理”陷阱 — 在一個老化的科層機制裡﹐每個人最後都會上昇

到他力所不能及的位置上﹔最終﹐使講求合作﹑制度安排精巧﹑

相互關係和諧﹑激勵與制衡匹配的互惠機制﹐重新佔據越來越重

要的地位﹐讓具有道德制約關係的互惠“黃金法則”再度煥發出

                                     
31 推薦參閱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五章第五節〈宏觀

生產力佈局的調整〉﹐文匯出版社 2001 年。書中提出的關鍵是就地採礦﹑冶煉和

加工﹐提高加工深度﹐“把西部建設成為一個從資源開發到加工生產到市場消費

的循環經濟體系﹐一個新的經濟重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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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般的光輝。32 
2﹑“參天地之化育”﹐讓稀缺資源不再稀缺 
最關鍵一條﹐合理開發利用廣泛分佈的太陽能和風能﹑永續

利用的水利能源﹐全屬於“參天地之化育”﹐並不破壞生態﹐而

是通過現代科技強化自然循環中對人類生存發展有利的部分。如

都江堰水利工程﹐哺育成都平原兩千年﹐灌溉面積還能持續擴展﹐

“從解放初的兩百萬畝﹐擴展到一千三﹑四百萬畝﹐有可能擴展

到兩千萬畝”。33 如果能配合調水﹐在中西部地區廣泛建設各種

類型的“都江堰”﹐不用再你搶我奪分佈不均﹑而且越來越稀缺

的一次性能源資源了。34 生產資料的來源﹐同樣並非只能依賴一

次性礦物資源的“華山一條道”﹐來自大農業範疇的生物原材料

可以承擔更重要角色﹔35 配合循環再用的經濟﹐雖然表面上產出

                                     
32 例如﹐“中國今後互惠機制的發展﹐我感覺﹐應在很多企業推行現代工人合作

制。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資本賬戶﹐這是節制資本的最好方式。”關於互惠機制﹐

及其與市場機制﹑科層機制的對比﹐參見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

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032~051 頁。 
33 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

中國的未來》第 022~023 頁。 
34 例如﹐加拿大的油砂被形容為“髒”油﹐存在於瀝青﹑砂土﹑粘土的高度粘稠

混合物之中﹐與傳統的石油開採相比﹐需要耗費更多的水和能源﹐並且對當地環境

的污染更嚴重。“加拿大當地擔心石油開採破壞環境﹐國際社會憂慮此舉會加速氣

候變化。”因此﹐加拿大的石油儲量雖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沙特阿拉伯﹐但兩國

的石油開採量歷來不可同日而語（參見孟安琪﹕〈加拿大向中國兜售石油“美夢一

場”﹖〉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758-A-Canadian-pipe- 
dream-）。— 這說的是過去﹐跟每桶開採價格僅幾美元的“井噴”原油比﹐跟幾

十美元的國際原油價格比﹐不划算﹔可如今﹐國際油價長期保持在一百美元以上﹐

油砂的開採成本不再“高”了﹑對環境的影響也抵不過經濟利益的誘惑﹐加拿大

政府可以滿世界“兜售”油砂了。 
35 例如﹐鄧英淘書中寫到﹐“一個人一生中﹐只要五棵樹就可以滿足穿衣的需要﹔

一棵樹可供應一個家庭一年對衣物﹑地毯和窗簾之類的需求。由木材製取的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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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沒有“浪費型”發展方式高﹐卻可以在大大地節約資源消耗

量的同時﹐實現相同﹑甚至更高的人民生活水平﹔36 …… 

這﹐才是老子所謂“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37 南

懷瑾有話﹐“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

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大

同篇》則是原則的敘述。……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

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

到這個美好的境界。”38 鄧英淘為我們指出的﹐正是這樣一條走

向大同世界之路。到那時﹐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互相往來

可以是為了樂趣﹐不再是勾心鬥角的各種利益交換。 
 
真理往往是最簡單的。“是不為也﹐非不能也。”39 散佈在

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建設生態的生產方式﹐例子俯拾皆是。治沙

的全國勞模牛玉琴﹑石光銀﹐兩個人治理了 30 萬畝沙地﹔40 瑞典

宣佈要在 2020 年建成“無油國家”﹔41 德國“目前已有 70 多個

                                                                                                           
絲﹐可代替許多產自石油化學的紡織原料”（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

來》第 221~224 頁）。 
36 參見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190~195﹑251~256 頁。 
37《史記‧貨殖列傳》。 
38 南懷瑾﹕《孟子旁通》﹐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第 229~230 頁。“春秋戰

國以前傳統的道家﹐是儒道不分家的道家﹐也可以說中國文化傳統的觀念就是個

道。……而孔子的所謂合於道家的修養的方法﹐倒是在道家的《列子》﹑《莊子》

裡說得很多。”（南懷瑾﹕《列子臆說》中冊﹐東方出版社 2011 年﹐第 244 頁） 
39《孟子‧梁惠王上》。 
40“如果有兩百個牛玉琴和石光銀﹐整個毛烏素沙地將無沙可治﹗”（詳見鄧英

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20.〈陝北生態建設考察報告〉） 
41“在《邁向 2020 的無油國家》宣言中﹐瑞典提出了將在 2020 年成為全球第一個

不使用石油的國家。……現在該國只有 32％的能源來自石油﹐比 1970 年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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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完全可以使用再生能源自給自足”﹔42 ……為何不能大規模

推廣﹖非要對西方經典發展方式的致命缺陷視而不見﹐一條道走

到黑﹖不是簡單的認識問題。做不做﹐既得利益說話。實際上﹐

發展中國家少數人早已提前實現“超級現代化”﹐物質享受﹑財

富的積累往往更甚於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43 鄧英淘多年來殫精竭慮﹐

不惜耗盡自己的生命﹐一再大聲疾呼﹕“依託新發展方式實現現代

化﹐是發展中國家的一次歷史性機會。中國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嗎﹖

應該說﹐捨此我們別無出路﹗”44 
 

                                                                                                           
大幅降低﹐石油替代率堪稱世界第一。瑞典也是全歐洲環保汽車銷售最好的國

家。……瑞典人很清楚﹐在一個石油越來越少也越來越貴的世界﹐替代能源將愈發

值錢﹐必須緊緊抓住這一機遇”（趙華﹕〈瑞典邁向“無油國家”底氣何在〉﹐《中

國石化雜誌》2010 年六期﹐http://monthly.sinopecnews.com.cn/shzz/content/2010-07/ 
23/content_840441.htm）。 
42“山風﹑小溪﹑動物糞便﹑廢熱等都可用來發電。……所謂百分之百綠能鎮﹐就

是能源供需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的社區。供照明﹑烹飪﹑暖氣﹑熱水之用外﹐生

產過剩的部分還賣給電網獲利”（陳美慧﹕〈走訪德國百分百綠能小鎮〉﹐《亞

洲週刊》2012 年 2 月 19 日﹐第 44~45 頁）。 
43《老子》第 33 章。 
44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第 256 頁﹔黑體字為筆者所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