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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這件事，這種精神
1991 年，鄧英淘出版《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在
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時代高潮，售價四元的小冊子，精選翔實統
計、資料，數學深入，寓言淺出，妙語連珠天大難題：四小龍
的成功經驗如日中天；大象肌肉鍛煉得再發達，學不成跳蚤那
樣蹦。203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 16~17 億的高峰（照現在的
勢頭，印度屆時可能超過 20 億）。單憑這一條，「我們無法
依靠經典的發展方式實現自身的現代化。」
經典的發展方式是美國，人口不到全球 5 % ，消耗世界
能源的四分之一。2009 年，中國汽車市場超過美國，世界之
最。痴人說夢《大國崛起》，真金白銀歷歷在目，真作假時假
亦真，是福還是禍？
在動物世界裡，高居於食物鏈頂端的猛獸（如老虎），
一隻就可以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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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金融危機，世界第二大 GDP 一蹶不振。亞洲金融危
機，小龍小虎偃旗息鼓。倘若大象想改吃肉，首先獅子不答
應。所謂經典的發展方式，必須窮兵黷武，方可弱肉強食。美
國軍費開支佔世界一半，八百個軍事基地全球一体化佈滿。冷
戰結束了，大中華紅塵熱客物慾橫流，美麗尖沙漠風暴金戈鐵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 1991 年，第 11 頁。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 1991 年，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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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熱戰一天沒停，熱火朝天。一
個軍工高科技，一個金融軟實力，前一個制高點支撐後一個制
高點。山姆大叔不僅越發牢牢掌控能源、原材料，而且越發借
助美元霸權，金融「財技」滿世界洗錢；直到自己玩大發了玩
成海嘯，照樣還不是吃草的搶著買單？  說到底，生產力決
定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生產方式，物質基礎在
不可多得也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和原材料。經濟越發展，資源
越稀缺。用一點，少一點；你多用了，我就嫌少；這是非戰爭
不能現代化的根本原因。中國真想和平崛起和諧社會，不僅在
制度、體制上不可能照搬西方、照搬美國，而且在能源、原材
料，在最基本的發展方式上，「面對當今的世界，她似乎註定
只能另闢蹊徑。」
這是鄧英淘 20 年前的眼光。為了回答自己杞人憂天的挑
戰，鄧英淘致力尋求「新發展方式」，多年持續、高度關注、
到處搜集能源、材料方面科技進步的最新進展，尤其水利工
程、太陽能、風能、生物能源、海水淡化、清潔燃燒、沼氣、
可降解塑料、太陽能陶瓷等等，與資本主義不可持續發展的窮
途末路相對照，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的大同理想相聯繫，
與時俱進，調查研究改革開放中的重大實際問題，苦苦求索具
有理論創新意義的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模式、特色道路。
1998 年，根據《當代思潮》對郭開的兩篇採訪，本書第
一篇文章，鄧英淘從介紹雅魯藏布江調水的宏偉設想入手，為
我們超越經典的發展方式，舒展開再造一個中國的廣闊前景。
南懷瑾老人家在香港看到文章，拍手叫好說：有氣勢，文字也
好！當時任職廣東的王岐山利用職權，特殊安排鄧英淘赴港，
住南老師處詳談。老人家倡議發起「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究考
察委員會」，香港國際文教基金會資助開辦。鄧英淘回到北
京，我們找郭開多次懇談，找水利泰斗錢正英、水利部長汪恕
 推薦梁曉：〈誰來養活美國？〉《世界是平的嗎？》第七章，（香
港）大風出版社 2007 年。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 1991 年，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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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多次請教，懇請業界權威出面，扛大旗推動千秋偉業。始料
不及的後來，我們起名「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
替未能真正成立的「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會」印《工作通
報》，有限發送數十份 ⋯⋯，  接著，像過去搞課題一樣，
分工協作讀書惡補、專家訪談、座談會研討，鄧英淘率「三老
漢戰鬥隊」，展開了馬不停蹄的實地考察和密集寫作，藏東、
甘寧、赤峰、三峽、陝北、新疆、貴州、黑龍江、青海、山
西、遼寧、湖北 ⋯⋯，先後出版《再造中國》、《西部大開
發方略》，肖夢幫忙編輯《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西部大
開發調研實錄之二》。
2003 年 7 月 1 日，香港 50 萬人上街遊行。我赴港突擊調
研，彙報提綱〈再造一個香港〉。好友「海歸」新塑料，拽著
老崔辦公司，不可開交。「三老漢戰鬥隊」剩下一個鄧英淘，
孤軍奮戰繼續跑，湖南考察、安徽考察、黃河中下游考察、吉
林考察、河北考察、山東考察、江浙考察、蒙東考察、蒙西考
察、寧夏水土資源考察、山東可再生資源考察 ⋯⋯
越考察越專業。但凡治水題目，每次調研歸來，鄧英淘都
帶回一籮筐現實問題，拜訪林一山，促膝切磋；然後，帶著更
深入的問題和更充沛的自信，再出發。毛澤東管林一山叫「長
江王」，鄧英淘稱他「大禹之後第一人」。老八路打鬼子受傷
身殘志堅，荊江大堤、丹江口、葛洲壩、三峽論證，外行變成
內行，「他負責的工程都取得了成功，在重大技術問題的決策
沒有一次失誤紀錄」。  林老晚年雙目失明，精神矍鑠，思
 歷時十年的各期《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會：工作通報》，以及
經濟文化研究中心辦的《調查研究通訊》，可見經濟文化研究中心網
站：www.ecrcass.com。
 上述圖書可見大風網站：www.strongwind.com.hk。
 楊世華主編：《林一山治水文選》編者的話，新華出版社1992 年；
另可參見楊世華主編：《葛洲壩工程的決策 — 林一山治水文集之
二》，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5 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宣傳新聞中心
編：《林一山與長江人》，武漢出版社 2001 年；盧躍剛：《長江三
峽：半個世紀的論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林一山：《中
國西部南水北調工程》，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1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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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敏捷，江、河、淮、漢，如數家珍。素不相識的兩代人，因
為《再造中國》忘年「知遇」，一生治水絕學，不僅傾囊相
授，而且隔代激發、昇華！
2008 年 1 月，林老 97 歲高齡仙逝。新華社消息：「林一
山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習近平、賀
國強、回良玉、李源潮、華建敏、陳至立和谷牧、遲浩田、錢
正英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
2007 年 12 月，鄧英淘根據七年時間 50 餘次訪談錄音整
理、寫作，然後唸給老人家「審聽」，不僅編輯出版了 20 章的
《林一山縱論治水興國》， 而且總結提高過去理論聯繫實際
的諸多論著，凝練出林一山署名的臨終新著：《河流辯証法與
沖積平原河流治理》！鄧英淘撰〈後記〉交待這本科學專著的
寫作過程，「外行領導內行」聞所未聞，匪夷所思，感人肺腑：
此時，林老雙目失明已有近十年了。
為此，我們採取了以下寫作方式。首先，由林老口授
這部書大體應該是什麼內容；其次，由我據此擬出一個寫
作大綱及各章節細綱，再唸給林老聽，逐章節討論，並提
出修改意見；然後由我依此分章寫出草稿。
每章的內容大體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一是林老以
往的著述（如《林一山治水文選》），約佔本書內容的
50%，其中絕大部分已公開出版，採用摘編的方式納入本
書。二是 2003 年 5 月至 2006 年 3 月的後 20 餘次訪談，由
林老口授和我整理，並經林老審聽，約佔本書的 40%。三
是根據寫作提綱的要求，由我查閱補充某些相關資料及數
據，約佔本書的 5%；四是為保持全書體例的連慣性，由
我做了一部分文字處理，約佔全書的 5%。
按照上述方式每寫完一章，即給林老唸一至兩遍，林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87393/6789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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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這本書，這件事，這種精神

老聽後提出修改意見，再由我作文字修改後作為初稿。從
第一章至第六章，進行了約一年時間；在 2006 年下半年，
這個稿子送與長江水利委員會徵求意見。長江水利委員會
組織力量專人負責分章的修改，並徵求了其他方面的意
見，於 2006 年 12 月提出一個修改討論稿，參與此稿修改
工作的同志有（以章為序）：潘慶燊、陳華康、殷瑞蘭、
余文疇、史立人、陳濟生，陳華康等匯總核改。我在此基
礎上再次修改，於 2007 年 2 月返交長江水利委員會再次徵
求意見。長江水利委員會張美德同志據此作了再次匯總修
改，並於 2007 年 7 月下旬返交於我，我於同年 8 月下旬增
補了兩個附錄及後記，作為初步定稿，並由文伏波院士作
序，是成本書。
按照原來的程序，此稿還應經林老審聽後最終定稿，
但林老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完成這一工作，實為憾事。故
由此而致的一切遺漏失誤之處均應由我負責。
理論聯繫實際，誰不會說？西部大開發，各色研討會燈紅
酒綠，高智商智囊出謀劃策，思想解放再解放，政策放寬再放
寬，跟拉斯維加斯的國際慣例接軌，紅燈區開賭場，高科技擔
保繁榮娼盛！我們到陝北考察治沙，定邊石光銀、靖邊牛玉
琴，兩個全國勞動模範，兩個大字不識沒文化，悶頭犯傻跟沙
漠較勁兒，腦筋不轉彎二、三十年，兩家樹林 30 多萬畝。上
哪兒找不著一、二百個這樣的文盲？— 不到四萬平方公里的
毛烏素沙地，早成沒處下腳的森林公園了。 ⑪ 人退沙進，學
⑩ 林一山：《河流辯証法與沖積平原河流治理》後記，長江出版社
2007 年，第 187~188 頁。
⑪ 寡婦牛玉琴，一戶治沙 11 萬畝！石光銀原來生產隊長，組建公司種
了六千萬棵樹，治沙 20 萬畝。他專門帶我們參觀幾片楊樹密不透風，
因為被政府規劃成「生態林」，間苗都算違法「砍伐」（詳見本書〈陝
北生態建設考察報告〉；更詳見楊瑩整理：〈一戶治沙 11 萬畝！— 靖
邊縣農民牛玉琴訪談紀要〉、〈聯合 190 戶貧困戶治沙 20 萬畝 — 定邊
縣農民石光銀訪談紀要〉；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
研實錄》，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年，第 351~3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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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媒體呼天搶地的老大難，這麼簡單一道算術題。什麼理論聯
繫什麼實際？從石光銀家出來，巧遇沙塵暴，別說根本看不見
路，連方向都迷失了。
我的持續胃疼，從新疆考察驅車狂奔 8500 公里開始。青
海調研的司機師傅脾氣艮，一路不敢輕易申請放水。實在憋不
住了喊停車，我卻尿不出來了。從此，「活人不能讓尿憋死」
的普遍真理，一再失靈 ⋯⋯。2009 年 4 月，鄧英淘胃癌出血，
大動手術。那以後才知道，他小時候患過肺結核；農村插隊十
年，落下胃潰瘍；多年奧抗顯陽性，不宜過度勞累 ⋯⋯。可我
們每一次實地考察，都是鄧老漢牽頭，從省到市、到縣、到鄉
鎮、到村莊、到工程現場，一行人每到一地，握手寒暄，討論
提問，吃飯研討，喝酒劃拳掰腕子，稱兄道弟拍肩膀，談笑風
生，精神抖擻，一分鐘不閒著。凡結識過鄧英淘的，你們說，
誰比得了他的鐵板身子骨兒和過人精力？總算，有南懷瑾老人
家表彰了：你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還有疲勞呀。
西部什麼都不缺，只缺水。西部不調水，現有的人口和生
產力規模都難以為繼，遑論「大開發」呢。一件早晚非幹不可
的事，一件眼看毫無希望的事，一件與自家 GDP 不搭界的事，
鄧英淘把聰明才智、身家性命都豁上了，費力不討好，如醉如
痴，樂此不疲。班固著《漢書》，按「聖人、仁人、智人 ⋯⋯
愚人」的品級高下，排列〈古今人表〉。只會流臭汗的愚公（一
定也不識字），居然和「立萬世法」的商鞅平起平坐，公輸般、
齊桓公、扁鵲、孫子、吳起、蘇秦、張儀、司馬錯、宋玉、范
睢、孟嘗君、春申君、秦始皇、呂不韋、李斯、荊軻等等各行
各業的頂尖人物，統統等而下之一、兩個級別，什麼道理？
在北京就喜歡四處爬長城。走大西北調研，一路總能不斷
遇見長城，明長城、漢長城、秦長城。記得再清楚不過，玉門關
外漢長城，風和日麗，萬里無雲，荒無人煙，斷垣殘壁，兩千年
前的狼糞、黍稷稈，煌煌光明，萬籟俱寂，英淘說話的聲音顯得
格外響：多錄點兒，帶香港給南老師看！多少次，我們瞻仰各
地各朝各色長城，徬徨、惆悵、震撼、感慨：一個民族，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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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連續幹上兩千年，因此，長城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
這本書，收集了鄧英淘十年奔波的 23 次實地考察報告，
尤其多篇調查研究與讀書學習、與專家討論，不斷激蕩突飛猛
進的新見解。雖然 54 篇中的 13 篇，分別有崔鶴鳴、薛玉煒和
我參加署名或執筆，全都經過鄧英淘發動、規劃、組織的討
論。譬如，黑龍江考察，是英淘看到鶴崗住房改革的報道之後
發動的。譬如，利用風能提水，對大西線調水的設計思路，可
能發揮「化腐朽為神奇」的特異功能，也是英淘的奇思妙想，
並首先完成關鍵論證的。
當然，這本書，從封面照片上也看見了，不止體現鄧英淘
一人的努力。首先「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從未明確
說過誰算成員誰不算。除了鄧英淘帶隊一如既往，每次都有不
同姓名參加實地考察。更有來不及感謝的更多人，參加討論，
整理訪談，繪製圖表，刻製錄像光盤，製作電視節目 ⋯⋯。衷
心感謝南懷瑾主持香港國際文教基金會、康典董事長粵海金
融控股、⑫ 王岐山勸廣發證券、陳元讓開發銀行先後贊助課題
經費；衷心感謝南懷瑾老人家，雖然主張超越工程調水的「天
一生水」，⑬ 一直關心、支持西部大開發的調查研究，1999 年
為《再造中國》作序，這回又給鄧英淘題寫書名，贊助大風出
書；衷心感謝張木生社長《中國稅務》雜誌社，不光報銷課題
經費，而且贊助辦公室和工作人員，幫忙聯繫，參加調研。⑭
水利部調水局副局長許新宜，⑮ 原本老崔老友，自然和「三老
⑫ 亞洲金融危機，粵海重組，粵海金融控股解散。康典現任新華人壽
保險公司董事長（推薦參閱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
戰》，（香港）青文出版社 1999 年）。
⑬ 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楊雙：《再造中國》序言，文匯出
版社 1999 年；和孫健一：〈中國古代人工降雨的科學探索〉，《香港
傳真》No.2010~23。
⑭ 張木生 2009 年 4 月年滿 60 歲，退休到中國稅務學會（推薦參閱張木
生：《超越左右說實話》和《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香港）大風
出版社 2007、2010 年）。
⑮ 許新宜後任南水北調局副局長、局長，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水科學研
究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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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戰鬥隊」頻繁往來多年 ⋯⋯
最後，衷心感謝鄧英淘。2010 年春節後，他再度住院。
本書最後一篇文章，註明日期 2010 年 2 月 28 日；實際上，
3 月 24日下午才改完傳我。4 月 15 日，白南生因胰腺癌離世。
鄧老漢來電話說，下一本書的題目叫《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
躍遷》；接下來，要寫完關於農村發展組的回憶 ⋯⋯。用自
己與天地人其樂無窮的戰鬥人生，鄧英淘告訴我們，拿什麼
判斷中華民族是否振興，真假崛起？不是蒸蒸日上的 GDP，
不是尾大不掉的外匯儲備，是一代又一代，修長城一樣傳承下
來，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愚公移山鍥而不捨的文化精神。
記得少年時期，由於受家庭和環境的薰陶與影響，我
最喜歡讀的書大部分與歷史、軍事、政治有關。那時自己
所向往的事業是鐵馬冰河、開疆拓邊 ⋯⋯；而這些歷史
業績中閃爍著永恆異彩的奇謀睿智，又激發了我對推理與
數學的歷久不衰的偏好。後來，儘管少年時代的志向為國
家命運的激變所中斷，但我為實現自己這種志向所做的準
備 — 歷史感和戰略觀，並沒有隨之而付於東流。
熙攘的爭鬥和浮華的言辭終歸是過眼煙雲。在這個風
雲變幻的世界上，惟有那腳踏實地，堅韌不拔，善於學
習、借鑒和創造，有眼光、有理想的民族才有將來。這個
道理對於個人來說，想來也不會例外。⑯
王小強
2010 年 5 月 10 日

⑯ 鄧英淘：《鄧英淘集》自序，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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