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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話
執行一樁尚未完成的遺願

這本《文集》收入的文章，雖然雜七雜八的什麼都有

點，不過所談的主要問題，對我來說，其實是在執行一樁遺

願－－我父親的遺願。

我父親紀登奎於 1988 年 7 月去世，至今已經 18 年了。因

為患急性心梗，他去世得很突然，在臨終之前，其實並沒有

給我留下什麼遺願；因此，是我自己把它當作父親的一樁遺

願的。當然，也不是這些年來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做這件事；

不過，這樁事卻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就是說，祇是一直在

想著這件事，讀書、閱讀報刊、有時與人討論，都想著它。

說起來，這已經是將近 20 年前的事了。1986 年底

1987 年初，春節放假，我回北京探親。那時我在山東省內

燃機質量監督站工作，幹的是給企業發金牌、銀牌、合格證

那些個事，一出差就是半月 20 天；因為在基層，又是業務

工作，對社會上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事，消息很閉塞。回到北

京，才聽到人們議論紛紛，說胡耀邦又出問題了，感到很吃

驚。

父親自 1980 年辭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已經五、六

年了，於 1982 年分配到「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事情也

不多。因此，晚上也就和我們一起看看電視。

有一天晚上（我沒有核對日期，但記得很清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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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公佈胡耀邦犯錯誤和免去總書記職

務的那個晚上），看完電視後，我隨父親到他的書房裡聽他

聊天。那時我已經知道他的這個習慣：他並不是要對我講什

麼，也不是要聽我講什麼，甚至也不管他的聽眾是否聽得

懂，祇是他在想著什麼問題的時候，有個人在他的身邊聽

著，似乎可以對他思考問題、理清思路有點幫助。

用語言來幫助整理思想，這樣的習慣對政治家，可能並

不相宜；不過，有時候他也一個人默默地沉思；而他這時對

所選擇的聽眾，似乎也專門找那些聽不懂的人來充當，我後

來聽說，他原來的一位警衛員，就聽他說過不少。

父親開講了。一開始，他仿佛在自言自語：「噢，還是

老辦法。原來以為，這一次也許會換個辦法，比如以健康原

因什麼的……；還是老辦法，總要說個什麼錯誤才行，不是

左了，就是右了，……這一回的名堂，題目是自由化」。

接著，他講到黨內對胡耀邦事件的一些反映：一位文藝

界的領導人（當時他說了名字，可是我忘了），吃驚得很，

說：「一覺醒來，唉呀，仿佛天都變了，好像又回到1957 年

反右派的時候了。聽廣播裡的那些話，『資產階級代表人

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連語言都是一

樣的」。

父親評論道：「此人在文藝界的領導人裡，還是個『延

安派』呢。你看，連他都是就這麼個感覺。」父親接著說：

他問我形勢會怎麼發展，我對他說，作為朋友，我勸你一

句，這種情況下，你還是不要出風頭的好；最好也不要呆在

北京，到外地去，躲幾個月。目前這種局面，恐怕連半年也

很難維持。

說完「他的朋友」的事，父親又說：「那些個話，老

人們聽著，都熟悉得很，還是他（父親這時沒有說誰，不過

我想他大概是說鄧小平同志）抗日戰爭時期的那些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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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進步力量，團結中間力量，打擊頑固勢力』……，還

是對付張蔭梧那些磨擦專家的一套辦法。他腦子裡印象深

的，還是那個時代的一些思想，所以到了關鍵時候，一著

急，看家本事就拿出來了」。

－－父親說的「那些個話」，可能是指當時報刊上的什

麼文章裡的話吧，我沒看過，後來也沒查過。不過抗日戰爭

時期，我父親是「冀魯豫」的幹部，鄧小平同志是「晉冀魯

豫中央局」的書記，我父親所在的那塊根椐地，是鄧小平同

志領導的，所以父親對小平那個時候的政策思想，大概比較

熟悉。

父親那時已經下臺五、六年了，大概是「無官一身輕」

吧，所以這時說話的口氣，像個「觀潮派」似的：

我倒要看看，這一回這個「反自由化」，他們可該

怎麼個反法嘛；農村改革，到 1982 年底，八億農民已

經都自由了呀……。

大概因為在「農研」工作吧，他又說到杜潤生：杜潤

生現在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啊，外國學者到中國瞭解

農村改革，找到杜潤生，就算到頂了，杜潤生現在是世界名

人了。可是，這個杜潤生搞農業，和毛澤東搞農業是一個搞

法，（他看出我聽不懂，解釋說）毛澤東搞農業，就是不搞

生產力、也不搞上層建築，兩頭都不搞，祇搞中間的一個生

產關係⋯⋯，現在杜潤生搞農村改革，還是這麼個搞法。杜

潤生到下面作報告，不要稿子，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商品

化」、「專業化」、「家庭承包」、「雙層經營」……，情

況很熟悉，很有思想，口才也好；缺點是，講農村改革，關

於上層建築領域的問題，農村地區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文

化建設……，這些方面的問題怎麼搞，他沒有講過，關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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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不夠。農研開會，有人批評農業投資太少，杜潤生怎

麼給大家解釋呢？（父親一邊說一邊笑）他說，國家計委歷

來是工業計委，我們要求給農業增加點投資，人家不給嘛，

咱們爭也爭不過人家，我看，咱們農研的工作，就給農民爭

點自由吧。……這話倒不假，八億農民的自由，杜潤生倒是

真的給爭來了。

父親在「農研」工作時，還承擔過分配給他的一個任

務：東歐國家關於「僱工」問題的政策、法規彙編。他利用

過去的老關係，讓我們國家駐東歐各國使館幫助搞的材料，

他親自整理編輯。他在「農研」當了幾年「研究員」，這也

算是他完成的一項「研究課題」吧。

在「農研」工作時，他也到基層搞過一些調查。談到下

去調查的情況，好像是貴州吧，他說：省政協幾位「三大改

造」之前的老工商業者，就是舊社會的老資本家，到基層視

察，在幾個私人企業看了情況、聽了彙報以後說，這些企業

現在的這一套做法，和我們過去辦企業的方法，沒有任何區

別，完全一樣嘛。

他還講了一個有趣的事，可能在《大參考》裡看到的

吧，是外國人對中國「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映：上海

一家外資企業的一位美國老闆，聽到我們「批判資產階級自

由化」，感到很不理解，兩手一攤，說：「你們中國人真奇

怪，一方面反對自由化，一方面又要引進外資，把我們這些

人請進來；我們來這兒是幹什麼的？我們這些人到這兒來，

就是專門來搞自由化的嘛！……」。

說到胡耀邦，他說：耀邦這個政治家，是個浪漫主義

政治家，話說的太多、太隨便，三天一個講話，五天一個講

話，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言多必失啊……。耀邦政治上還

是不錯的，他應該多管點政治上的事，多管管黨；經濟上的

事他不大懂，可他偏偏特別喜歡對經濟方面的問題表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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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有水快流」啦，「增百致富」啦，講的很淺、也很不認

真；還有這個工程、那個項目，亂批條子，到處許願……；

他講完以後，下面就打著總書記的旗號，來向國務院要錢，

搞的國務院很難辦，紫陽當總理，自然對他有意見……。

父親說：不過，現在中央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時候也不

一樣了，胡耀邦是總書記了，可他講了個「增百致富」，全

國各地，一半聽，一半不聽。薄一波說：「我聽到書記處吵

架，很放心；祇要書記處吵架、拍桌子，中國就出不了大亂

子。」父親說，薄一波這個話講得有點道理，就怕上面一號

召，下面大轟隆，中央鴉雀無聲，一點不同意見也沒有，那

就該出「五八年」、「文化革命」那樣的事了。中央有一點

不同意見，有什麼了不起嘛，沒有壞處的。

父親說：耀邦喜歡在下面跑，一天能跑十幾個縣，坐個

直昇飛機。陳雲批評他：你這麼個跑法，肯定要垮臺。陳雲

有些話講得很好，比如不唯上，不唯書，祇唯實；可是這個

「實」，到底是個什麼情況，你坐在家裡怎麼能夠知道嘛？

所以，陳雲對改革的態度，實際上有個認識論的問題。身體

不行了，下不去了，許多情況就不瞭解了。耀邦願意多接觸

基層，能聽到工人農民和基層幹部的聲音，可以少犯錯誤，

這一條總是好的。

說到胡耀邦出問題，父親說：這個事情，半年前已經

很清楚了。去年（1986 年）夏天北戴河會議討論政治改革

以後，趙紫陽當了「政治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這種人

事安排就很奇怪；原來，中央「經濟改革領導小組」的組

長，就是趙紫陽；現在，中央「政治改革領導小組」的組

長，還是趙紫陽；那麼，胡耀邦這個總書記幹什麼事呢？後

來，「13 大」的人事問題小組裡，也沒有胡耀邦，這就更

奇怪了，胡耀邦這個總書記，一不叫他管政治，二不叫他管

組織，還有什麼事情好管啊？他這個總書記不是要「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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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嗎？這種人事格局，顯然是一種非常安排，非常的人事安

排，意味著政治上的非常情況。這就是說，中央要出事了。

他歎了口氣：這個中央的最高層，裡面的名堂特別多。

每年過春節這個時候，都過不大安生，比較多事。這種情

況，似乎歷來如此，毛澤東的時候，就是這樣；文化革命的

時候，頭一年是「二月提綱」，第二年「二月逆流」，再過

一年是「楊、余、付事件」，也是春節以後……，這一回的

事，又是春節。原來以為，總會等到開「13 大」時再解決

吧，現在提前了……。

關於北戴河會議的情況，不知道他從哪裡聽來的，父

親說，去年夏天北戴河會議的時候，小平找常委的幾個人談

話，說：「廢除終身制，是我提出來的，我下，怎麼樣啊，

你們議一下。」耀邦馬上說：「好！我擁護。小平同志帶頭

廢除終身制，這個舉動，在中國歷史幾千年、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幾百年，都是一個創舉。歷史將為小平同志這個創舉樹

立一個偉大的紀念碑。小平同志帶頭下，我也下。」接下

去，冷場了。趙紫陽說了：「現在馬上下，恐怕還不行吧，

小平同志還得再搞一段吧。」會後，就有人去小平同志那裡

告狀，說耀邦有野心啦，等等。父親下面的話，好像是他的

評論：「你看，擁護就是反對，反對就是擁護，事情就是這

樣。你擁護，是擁護人家下臺嘛」。

父親又說到中央的一些人事情況，主要是胡耀邦免職以

後總書記的人選。我哪裡知道那些隱晦曲折的事。父親祇是

自顧自地說，有的大概是他聽到的一些信息和議論，有的可

能是他的評論，我分不清、也記不住。

薄一波是父親的老上級，可他似乎對薄一波有意見：

薄一波，薄老啊，都 80 多了，還想怎麼樣呢？……前些時

候，他捎信叫我去一趟，我沒有去。我不去，這種時候，中

央的大人物，一個也不見。



�� ��

趙紫陽是他的老戰友，他們相識很早，年輕的時候就

在一起，一直關係很好。可他對紫陽也有意見：這個紫陽也

真是的，關鍵時候，粘粘糊糊，是個粘窩窩；中央這一次的

事，他的話雖然說得很婉轉，但態度還是清楚的，這件事，

他將來怎麼向歷史作交待嘛。他要是不接這個總書記職務，

就給小平出難題了，小平怎麼辦呢？他就不好辦了……。

－－我聽父親的老戰友說過：你父親這個人過去就是這

樣，年輕氣盛，鋒芒畢露，臧否人物，不管不顧的。看來，

老戰友說他的這個毛病，所言不虛。父親自己也曾說過，他

下臺的時候，小平同志和他談話，說的也是：「登奎同志

啊，你的缺點，就是太鋒芒畢露了；我呢，我的毛病，也是

鋒芒畢露」。

他當時說的話，我記得的，還有這麼幾句：楊尚昆，是

當過北方局書記的，有能力。……看來要搞成一個「老人政

治」了，可是剛講了「廢除終身制」，怎麼給黨內交待呢？

⋯⋯離「13 大」祇有七、八個月了，這「反自由化」剛開

張，要轉彎子，再「反左」，沒有時間了嘛，「反右」這麼

一直反下去，這個「13 大」能開成個什麼樣子呢……？

父親又談到改革：改革開放這件事，小平是正確的。

即使歷史出現曲折，改革遇到挫折，也不能說改革開放是錯

的。對外開放，不管有多少問題，出多少洋相，還是應當開

放，關起門來搞，總不是個辦法。學生們鬧事，說：「十月

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個斯大林模式。」這個話不能說

沒有一點道理。斯大林搞的這個榜樣，帶了個不好的頭。毛

主席可能並不喜歡那個「斯大林模式」，曾經講了個「十大

關係」，那些話講得很好、都不錯，可是實際上，這「十大

關係」，哪一個「關係」，他也沒有處理好。小平同志搞改

革開放，這在歷史上是站得住腳的。

他又對小平同志發表評論：在黨的歷史上，小平在路



�� ��

線問題上是不欠什麼賬的。毛澤東正確的時候，小平是跟毛

澤東的。後來毛澤東搞錯的事，小平有點賬，也不多。文化

革命被打倒了，人家自然沒有賬。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搞

了個歷史決議，總的來說，處理得不錯，同蘇聯人對斯大

林的問題相比，處理得要好的多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光是把斯大林罵了一通，對斯大林 30 年的歷史，不作一點

分析，這不是個辦法。改革開放如果搞得好，鄧小平的歷史

地位也許會超過毛澤東。改革開放搞得越成功，毛澤東在社

會上的影響還會小；什麼時候改革開放出問題了，遇到挫折

了，人們就又想起毛澤東了。

父親又對「改革」進行評論：改革八年了，怎麼評價？

我看，經濟上成績很大，政治上損失慘重。經濟基礎變了，

上層建築不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適應，於是，經濟基

礎腐蝕上層建築，商品經濟這個經濟基礎，嚴重地腐蝕著我

們這個黨。腐敗，從農村的大隊黨支部，一直搞到政治局委

員的家裡去了……，前一段時間一些高幹子女出問題，就是

這個原因。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把這個黨搞壞了，事

情可就大了。

小平的想法，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經

營管理，加上「延安作風」和革命老傳統；這樣搞法，恐怕

不行，起碼是不夠的。……他又說到了列寧：列寧的說法，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再加國民教育，再加什麼

來的……；就是說，把他認為的好東西都加在一起，事情就

這麼簡單嗎？這種辦法，就能行嗎？

－－父親對馬列的經典還是看過一些的，可他對列寧一

些話似乎有點不以為然。毛主席剛去世的時候，他大概看過

列寧臨終前的一些文章，記得那時父親說過：列寧在一篇關

於工農檢察院的文章中說，為了防止黨中央發生分裂，要增

加工農出身的中央委員。列寧的文章，我看了好幾遍，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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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想不明白，增加一些工農出身的中央委員，就能防止中

央分裂嗎？為什麼？我看不出這個話有什麼道理。

父親說：對胡耀邦的事，人事方面的恩怨糾葛，祇是

表層的因素；深一層看，是因為改革，如果和改革聯繫起來

看，中央出這樣的事，恐怕不是偶然的。蘇聯出了個「葉利

欽事件」（指當時戈爾巴喬夫批判葉利欽並撤銷他政治局委

員的職務），中國出了個「胡耀邦事件」，為什麼搞改革的

社會主義國家，都出這樣的事，這是偶然的嗎？改革過程中

的這種政治現象，值得注意，應該好好想想。

父親一向很健談，已經三四個小時了，可父親卻似乎越

談越來了精神，他又說到理論：要保證改革的成功，一個重

要的方面，是要把理論問題解決好。現在理論上的提法，鄧

小平的概括，叫「兩個基本點」，一個基本點，是「堅持四

項基本原則」，另一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搞活」。

父親的神態和語氣，仿佛坐在他面前的我，就是小平

同志，要向「兩個基本點」的發明者慷慨直陳、面折廷爭：

這個說法不行。你這「兩個基本點」，黨內的認識統一不起

來嘛！一部分人擁護這個「基本點」，另一部分人擁護那個

「基本點」；擁護這個「基本點」的人，不贊成那個「基

本點」，而擁護那個「基本點」的人，又不贊成這個「基本

點」……。

這種「兩個基本點」的理論，看來恐怕不行，不能解

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在實踐中，兩個基本點老是打架。雖

然中央一再強調兩個基本點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但在現

實的政治生活中，兩個基本點仍然在打架。這個「兩個基本

點」的理論，是個打架的理論，是個「二元的理論」，就是

說，是個「分裂的理論」。理論上搞不好，不是小問題。理

論上的分裂，會產生政治上的分裂；而政治上的分裂，還會

導致組織上的分裂。這「兩個基本點」，在理論上自己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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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打架，是自相矛盾的，在改革實踐中，會不斷產生激烈的

衝突和磨擦……。

他的語氣似乎沉靜一些了，接著說：

對「胡耀邦事件」，更深一層看，問題就出在這「兩個

基本點」的理論上。中國改革的實踐，在這「兩個基本點」的

夾擊下，共產黨已經犧牲了一個總書記，胡耀邦；中國改革如

果不把理論上的問題解決好，以後還會有人要犧牲在這「兩

個基本點」的磨擦和夾擊之下。胡耀邦這個總書記，工作難搞

啊，他搞的，是一種「夾擊中的奮鬥」。中國改革如果不把理

論上的問題解決好，「胡耀邦事件」還會重演的……。

我全神貫注地聽著，在震驚之餘，插了一句：改革是

否一定要把理論搞清楚，列寧不是說過，布爾什維克黨在反

對沙皇的時候，要麻痹大資產階級，在反對大資產階級的時

候，要麻痹小資產階級……。

父親接口便說：理論必須有說服力，才能站得住腳，

才能使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你說的那個「麻痹」的辦法，

恐怕不行。我們這個國家，就有那麼一大批人：黨校、馬列

學院、政研室、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你養活了那麼一

大批人，他們這些人，就是吃這碗飯的，他們的工作，就是

專門要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對這些人，你必須給他們一個

明白的說法。不然，你叫這些人整天幹什麼呢？像你說的，

「麻痹」他們？那算是個什麼辦法！

後來我想，父親不同意列寧的話，也許是古人講的「以

正治國、以奇用兵」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和治國的道理，是

不一樣的。可在當時，我卻感到十分茫然，半晌沒吭氣，而

後，一臉疑惑地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父親又接著說：多種經濟成份，六中全會決議上已經提

了。過去是領導人個別講的，這次是寫在黨的決議上。不是

你說的那個提法，「綜合經濟基礎論」，一個時候，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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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提法也不同，意思是一樣的。國家經濟、集體經濟、

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私人經濟，都有了。私人經濟就是民

族資本嘛，允許外國資本進到中國來，順理成章，也就應該

允許民族資本在自己的國家有一席之地。資本主義在中國還

有點積極作用嘛，不一定要把資本主義搞得那麼乾淨，五種

經濟成份共存嘛。

中國革命，是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以後，理論

和政治路線才真正解決了。那一段時間，我們黨幹得很好，

這是實踐已經證明了的。後來，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把多

種經濟成份搞掉了，出了許多毛病，搞的不好。

現在講「堅持毛澤東思想」，可是，什麼是「毛澤東思

想」？現在的說法是，凡是正確的東西，哪怕別人的思想，

祇要是對的，就都是「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的思想，祇

要不對，就不能算在裡頭。這個說法，恐怕不行。毛澤東思

想，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嘛。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

應當堅持前一個階段經過實踐檢驗的那些正確的毛澤東思想

嘛，後來那個錯誤的毛澤東思想，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呢？

⋯⋯比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你能說它

不是毛澤東思想？如果我們今天還要堅持的話，是不是還要

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呢？還有，如果認為「三大改造」

還要繼續堅持的話，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後產生出來的資本

主義經濟成份，現在對這些東西怎麼辦？再搞一次「三大改

造」，把它們消滅嗎？

父親還講起他在農研工作時的一件事：有一年的關於農

村「一號文」裡，關於允許黨員僱工問題，好像是萬里提出來

的；陳雲堅決不同意，如果不刪掉，文件他就不批發。這個問

題，大家自然都很關心小平同志是個什麼態度，後來，杜潤

生傳達小平同志的批示，意思是：對黨員僱工，堅決反對，不

能允許。但是，又明確交待，鄧小平的這個批示，不准向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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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存檔。當時，人們聽了以後，很吃驚，都愣住了。

我問，寫了批示，又不准傳達，這是為什麼呢？父親

說，不准傳達，是小平同志怕傳達下去以後，影響下面致富

的積極性。我問，那他又為什麼要寫這麼個批示呢？父親

說，小平同志會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畢竟是一個

大國的共產黨領袖，如果將來這樁事出了問題，不要說他沒

有講過話啊，白紙黑字，有言在先，存了檔的，不要說他沒

有明確態度。

已經淩晨三點了，父親有點倦意了，他似乎有點漫不經

心地說：

改革的理論問題，說起來也不難解決。就是少奇

說的那個辦法，把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再延長一個時期嘛 

……。

從晚上九點到淩晨三點，父親滔滔不絕地講了六個小

時。那個晚上他談的，自然比這還要多，不過我能記起來

的，就是這些。

1987 年冬，我出差路過北京回家，「13 大」已經開過

了。父親似乎還在想著他那個事，他又說起「理論問題」，

不過主要是介紹情況：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也像社會上那些玩世不

恭的議論一樣，拿它「開涮」：社會上流傳的話，初級階段

是個筐，什麼東西都往裡裝……。不過對這個嚴肅的話題，

下面的話還很「正經」，他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趙

紫陽提出來的，小平很讚賞，中央討論時，大家也都贊成，

說：我們不要像蘇聯人那樣老是吹牛，先說「向共產主義過

渡」，又說「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現在又要往後退；我們

就說個「初級階段」吧；退一步，回到「初級社」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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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搞個「初級社」就行了。－－聽父親的口氣，這些話好

像是政治局會議上說的，不知他從什麼渠道聽來的，可能是

李先念告訴他的吧。

他說：「兩個基本點」，前面又加了「一個中心」，變

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了，作為「黨的基本路線」。

這也是趙紫陽提出來的，小平對這個補充後的「提法」，十

分滿意。

他還談到「13 大」前的「形勢」：「5.13」一篇講話，

就把「反自由化」的勢頭扳回來了，保證了「13 大」有一

條改革的路線，紫陽幹得不錯。－－半年前關於趙紫陽是個

「粘窩窩」的話，他也許覺得有點不妥，這一段話，似乎對

他的老戰友的印象有了改變。

1988 年 5 月，又是出差來京，在家裡見到父親老戰友

的子女來看望，聽說她在部隊搞政工，父親就拉住人家討論

「什麼是社會主義？」，大概他是想瞭解部隊對政治教育

的反映吧。其實那丫頭稀裡糊塗的，可父親卻很認真。在家 

人看來，這也見怪不怪了，有時候，他甚至會很認真地和家 

裡祇有十五、六歲的小保姆討論農業的「價格政策」，向她

詢問農村的糧食和農產品的價格。作為父親，他在家裡歷來

沒有多少「爹道尊嚴」，所以我妹妹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口

頭禪便是：「爸爸真好玩兒！」

兩個月以後，父親突然去世了。他才 65 歲，體力還那

麼健旺、精力還那麼充沛、思想還那麼有活力，可天有不測

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他的去

世還不怎麼痛苦。

因此，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聽他說的最後的

話，是關於他的老戰友趙紫陽：「這幾年搞經濟改革，紫陽

學經濟很用功，辦法也很聰明，叫僱人讀書，知道手下的青

年人裡，誰讀過什麼書，什麼亞當．斯密，什麼社會市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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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理論，什麼凱恩斯、弗里德曼……，出差的時候帶著，坐

火車、坐飛機，有點空閒，就聽人家講課，日積月累，慢慢

就懂得不少了。紫陽學經濟，學得很有成績，現在很不簡單

了……」。

關於趙紫陽的這些情況，我不知道父親是從哪裡聽來

的，不過我感覺，父親對他這位老戰友，可能有點羡慕，而

且覺得自己趕不上他的老戰友了；父親也在學經濟，有一

次看到我的一套企業管理的書，很感興趣，還叫我給他買

一套；在他桌子上，我看到放著本《資本論》，可好幾個月

了，打開的還祇有幾十頁，可能對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讀起

來很吃力吧。僱人讀書，父親過去也用過這個辦法，50 年代

搞工業的時候，他就在廠裡找幾個工程師，天天晚上給他上

課，數學、物理、化學、機械工藝、企業管理……，如今下

臺了，沒有權力和地位了，自然也沒有採用這種辦法的條件

了，所以，父親可能對他的老戰友有點羡慕。

我觀察，父親對他這位老戰友，似乎有點競爭的心理。

父親最後說的一句話是：「……不過，政治上搞大的局面，

紫陽他不行。」

這句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不知道父親為何對他

這位老戰友有這樣的印象，不過關於趙紫陽，他曾經講過這

樣一件事：文化革命的時候，趙紫陽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1966 年下半年，紅衛兵、造反派，鬧得天翻地覆，一撥一

撥，沒完沒了，到年底的時候，大概搞得實在應付不下來、

頂不住了。趙紫陽就對省委班子說：你們看這個形勢，我們

無論怎麼檢討，恐怕也是過不了關的；人家根本不聽我們檢

討，這些人就是要奪權嘛！這種局面，你們說怎麼辦？我

看，我們乾脆把權交給他們算了。於是，就把省委的大印，

那一堆木頭疙瘩，都交給造反派了。中央知道以後，很生

氣，周總理坐飛機專程到廣東，把趙紫陽狠狠批評了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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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省委書記，是中央授的權；不經中央批准，誰叫你把權

力交給他們的？！－－父親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聽了祇是

覺得好玩兒，那些高級幹部的規矩，根本不懂得；後來我

想，作為相知很深的老戰友，父親也許是認為，紫陽的缺點

是，面對複雜與困難的局面時，在必要的原則問題，尤其是

這些原則在實際中互相矛盾的情況下，將這些複雜的原則堅

持下去的意志力不夠堅強吧。

後來，我在尼克松寫於 1988 年的《1999：不戰而勝》

的書中讀到他對趙紫陽的評論：

趙始終熱情地擁護鄧的改革，……許多反改革的

強硬分子已不再干擾，但仍有一些人認為鄧的改革步伐

太快。在趙能完全鞏固其權力之前，他將繼續求助於鄧

調解他與保守派的爭執。一個尚未有答案的問題是，在

鄧最終離開舞臺後，究竟誰有代替鄧小平的實力和遠見

卓識。在共產主義國家，領袖祇能有一個。趙是否成為

這個領袖，取決於他能否在他已展示的經濟策略家的才

能之上，再成功地表現出政治策略家的技巧。

我想，對上面這段話的評論，如果我說趙紫陽辜負了尼

克松的期望，有人也許會產生一些誤解，認為我仿佛是說趙

紫陽是在策應尼克松的「和平演變」似的；所以我不妨這樣

說吧，父親對他這位老戰友的看法，和尼克松對趙紫陽的看

法，頗有些相似。對趙紫陽，父親竟然和一個曾經是美帝國

主義的頭子的人看法相似！這使我感到愕然。我實在想不出

事情何以竟會如此巧合的理由，我想，父親和尼克松，唯一

相同的一點，是他們在各自的國家，都是「犯錯誤下臺的幹

部」吧。

父親去世後，我調回北京。在精神的傷痛中，對父

親談過的話，幾乎忘光了。可剛辦完調動手續，就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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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父親沒有看到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他去世

已經快一年了。

可能是由於那場政治風波的刺激吧，兩年多前那天晚上

父親的談話，在我頭腦的記憶裡又被「激活」了。一段時間

裡，有這樣一個念頭，儘管我知道它可能有點片面，可是卻

像鬼魂附體一樣纏繞在我的頭腦裡－－

在「兩個基本點」的夾擊下，共產黨果然又犧牲了一位

總書記！

對「新民主主義」的關注，我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當然，在單位，也還有「研究課題」什麼的，可我的心思，

卻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我歷來還喜歡讀書，而且閱讀興趣很

雜，現在有了關注的焦點，於是，說得斯文一點吧，「上窮

碧落下黃泉」，不管讀什麼書，都自覺不自覺地和這個問題

聯繫起來了。「新民主主義」，成了父親留給我的一個特殊

的「研究課題」，我說的我在執行父親的一樁遺願，就是這

個意思。

1990 年春夏的一段時間，我集中地思考過同中國改革

有關的一些問題，也包括這個「新民主主義」問題。曾經將

思考的問題寫下一些文字，湊成 25 條，有近十萬字吧。寫

完以後，自然無處發表，也沒有打算發表，祇是寫給自己

的，主要是想在那場政治風波的強烈刺激之後，清理一下自

己被激情煩擾的紛亂思緒。除了給幾個朋友看過，就一直放

在那裡。

在這本《文集》裡，將最後一部分關於「新民主主義」

的思考－－「第 25 條」－－收入。這是十幾年以前寫的東西

了，有些思想和文字，連我自己看著也不大順眼，作為自

己對這個問題思考歷程的反映，算個紀念吧。不過，這個

「25 條」確實是那個時候寫的，有手稿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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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把它當作「社

會性質」和「國體」來寫的，所以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可

以說是包羅萬象。有一段時間，我怎麼也搞不明白：這個

「所有制」是個什麼樣的問題？我總感覺這個「所有制問

題」也該有一套理論規範的。到處搜尋檢索的結果，我終於

找到了，原來它就是民法理論！使我有點驚訝的是，它不僅

是一門淵博精深、規模宏大的大學問，而且這個民法的歷史

如此悠久，竟然同孔夫子的年齡差不多了，它就是源於二千

多年前古代羅馬時的「羅馬法」。

歪打正著，卻收穫頗豐，可這樣一來，一段時間裡我的

學習和思考又搞到民法學裡去了。曾經對民法問題寫過兩本

書，《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律》和《產權與法》，也祇是在

民法的周邊有所涉獵而已。不過說起來，這兩本書，應該說

是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的副產品。幾篇有關民法的文

字，收入這本《文集》，算是「摟草打兔子」的收穫吧。

幾年以後，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有了一些新的心

得：毛澤東同志創立的「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在實踐中

獲得成功的「革命理論」，而且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憲法基

礎和憲政理論構架，也完全可以適應。

看來，中國革命的漫長歷史，並不像人們想的那麼簡

單，其思想內涵是很豐富的。當然，與人類智慧創造的全部

文明成果相比，革命時代的理論祇是它的一部分，而且應當

說還是比較單薄的。我想，在中國為改革與現代化的努力而

探索時，如果可以從我們黨自己的歷史傳統中找到現在和未

來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無疑應當十分珍惜，努力把它發掘出

來，並從現代的角度作出新的闡釋，在這個基礎上，用當今

時新的話來說，再進行「創新」。

即以「新民主主義」來說，也被毛澤東稱為「國體」之

論，既然在我們黨的歷史傳統裡原來就有，如果能夠符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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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我們國家現在和未來的需要，又何必捨近求遠，到外國

人那裡去尋找與追求什麼「全盤西化」的名號？毛澤東晚年

搞的「文化大革命」，捅了很大的亂子，也得罪了很多人，

就他和黨內的高級幹部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友誼

與情分而言，幾乎損失殆盡了。可是，毛澤東同志留給我們

的思想遺產，有一些東西也很寶貴，比如這「新民主主義

論」。

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到如今已經快 20 年了。

我深深感到：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 20 多年了，或許還需

要 20 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改革還來日方長，奮鬥正未

有窮期。作為中國改革的總體把握，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

問題，具有「綱舉目張」的地位，必須處理好。

解決之途，不須捨近求遠，而是近在眼前，從我們黨

歷史經驗的思想遺產中，就能夠找到可以繼承的東西。我思

考的一些心得，概括說來，如果借用一句中國的老話，叫做

「退一步海闊天空」：

黨的理論，回到「新民主主義論」；

黨的路線，回到「七大」；

憲政理論，回到《共同綱領》。

對於保證改革成功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是中國的特殊

優勢。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考，我所想到的主要內容，

在我的「十屆人大立法座談會」的發言裡。當然，當時在會

上祇是談了個題目和梗概，會後，全國人大辦公廳秘書處的

同志向我要稿子，後來修改補充的。這篇東西儘管還很不成

熟，不過我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基本都寫了。在這本《文

集》裡，算是點睛之作吧，起碼篇幅還夠數，有十萬字。

很長時間裡，生活在「兩個基本點」鋪天蓋地的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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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裡，老實說，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我時常感到相

當的孤獨和寂寞。況且，好歹我也是個黨員，還得守著「在

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絕對一致」的規矩。後來，在主要是黨

史研究的著作裡，我看到一些關於「新民主主義」的介紹論

述，有文章，也有專著。這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和寂寞了，

可是這些著作，還都是對歷史的敘述和評論，沒有將過去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同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聯繫起來。

看來，在「與黨中央保持絕對一致」方面，這些論著的作

者，起碼在思想上，比我的「黨性」要強。

也許是蒼天不肯負我吧，也可能得益於閱讀興趣很雜的

緣故，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偶然的機會，在汪東興

同志的回憶錄中，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可我有點不大明白：

此書名為《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為何載入毛

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的一段談話？不過這倒正是我

所關心的，那是毛澤東同志於 1965 年的 8 月 5 日同外賓的一

段談話：

《新民主主義論》是 1940 年寫的。我參加共產

黨，打了 13 年仗，在這 13 年之前還有六年，一共 19 年

的時間，才認識到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要採取什麼

政治綱領、文化綱領。花了 19 年的時間，你看，多困

難！認識客觀事物是多麼困難。

應當說，這段話給我們的感覺有點奇怪：1965 年 8 月，

中國那個時候，早已從「新民主主義社會」經過「社會主義

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可是在毛澤東這段談話 

裡，對他領導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並建立了「社會主

義制度」，似乎並沒有表現出什麼得意與驕傲；那個時候，

離他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時間祇有一年，毛主席的胸

中也許已經在醞釀著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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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對他即將發動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與深入」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沒有表現出充滿自信的豪情。

在這段談話裡，對他建國以後的這些「豐功偉業」，毛澤東

連提都沒有提，卻在那裡懷念他的《新民主主義論》。

看來，毛澤東回到哲學了，他不是作詩，而是在講認

識論，這個時候，詩人的激情看不到了，他的思緒冷靜、平

和、理性、深沉。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作為領導中國革命

的領袖，他在政治理論方面的思想創造，祇有《新民主主義

論》，是真正靠得住的。

因為，當毛澤東說「認識到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的時

候，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不會不知道這句話具有的分量；所

以，對當年《新民主主義論》中論述過的中國「要採取什麼

政治綱領、文化綱領」，他還是有點把握的。－－起碼比他

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要有把握的多，否則的話，他

也不會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似乎面臨著一種莫測的兇

險，竟然預兆不祥地說什麼要準備和馬克思和列寧一起「被

打的粉碎」那樣的話了。

說起來，當年毛主席的著作印了那麼多，對「新民主主

義」，知道的人還是不少的。不過，如今人們說起「新民主

主義」來，首先是覺得那都是些「歷史舊賬」和「老皇曆」

了，而且許多人印象比較深的，大都是解放初期毛澤東批評

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話。因此，關於「新民主

主義」的「知識產權」，似乎從此以後，就由毛澤東轉讓給

劉少奇了。就連我前面介紹的父親那個晚上的談話，說到

「新民主主義」時，他提到的，也是劉少奇。看來，這「新

民主主義」的「知識產權」，真的已經轉到少奇同志的名下

了。

不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畢竟是毛澤東創立的，

而且像他上面那段談話裡講的，「花了 19 年的時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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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困難！認識客觀事物是多麼困難。」我們看到，毛主

席這段話，說得如此樸實平易，並不難懂；而且他老人家去

世已經 30 多年了，可是到了今天，我們能夠確實地知道，

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毛澤東的心裡是怎麼想的嗎？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這句話如今幾乎已經成為人

們的口頭禪了。毫無疑問，毛主席確實不是神，否則他也不

會死；可是，他老人家的思想，像他用兵一樣，卻真的有點

「神」。所以直到今天，到毛澤東的心靈深處探秘，仍然是

一件有著無窮魅力的事情；看來，要認識究竟什麼是真正的

「毛澤東思想」，恐怕我們同樣會感歎：「你看，多困難！

認識毛主席是多麼困難。」

實際上，和認識毛主席同樣困難的，而且和認識毛主席

有密切關聯的，是認識我們的黨和國家的歷史，這當然主要

指的是「毛澤東時代」。如今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晚年發動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黨中央已經作了結論。可是，毛

主席為什麼要發動那場「文化大革命」呢？他老人家真正的

想法究竟是什麼呢？在今後的很長時間裡，恐怕我們還會有

不少未解的謎團。

即如我們這裡談的「新民主主義」吧，迄今為止，我

的思考，祇是認清了它適合中國改革在憲政方面的要求。不

過，有一個問題仍然難免使人迷惑：「新民主主義」的理

論，無疑是毛澤東同志創立的，即使是「黨的集體智慧」

吧，毛澤東在中共領袖中也比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多的智慧和

心血。可是，在解放初期，他為何匆匆忙忙地進行「社會主

義革命」，要把剛開了個頭的「新民主主義」消滅呢？毛主

席當年費了那麼多心血，難道他就不珍惜自己思想創造和革

命實踐的成果嗎？難道毛澤東就不知道，他後來講的「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有那個時代經常掛在

嘴上的「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道理，若說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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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卻是「社會主義」取代了他自己在理論

和實踐上創立的「新民主主義」嗎？

－－說起來，倒是毛澤東當年創立「新民主主義」時政

治上的老對手王明，卻始終沒有忘記這件事，並且仍然耿

耿於懷；30 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糾纏在「文化革命」的

漩渦裡，人們大都已經把這段「老皇曆」忘記了，但是王

明於 1973 年在蘇聯寫文章，攻擊毛澤東的主要話題，還是

「新民主主義」。

到了 1965 年 8 月，「社會主義」取代「新民主主

義」，早已經「生米做成熟飯」了，毛主席卻又頗為深情地

唸叨起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來；但是，不到一年以後，他

就發動了稱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的「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

那麼，他老人家上面這一番話，僅僅是懷舊嗎？可我

們都知道，毛澤東歷來是「厚今薄古派」，當張奚若批評他

「藐視古董，迷信未來」時，他坦然承認，毫無慚色，反以

為榮。難道他老人家真的是因為年紀太大，有點老人心態了

嗎？不過從他暢游長江展示的萬丈雄心來看，又不大像。

對「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實踐歷程，我

們的黨史，目前基本上還是以陳述歷史事實並依當年的「宣

傳口徑」來作解釋。可是，精心編制的所謂「宣傳口徑」，

就是領袖們真正的決策動因嗎？要知道，我們黨是很會「造

輿論」和「搞宣傳」的。領袖們的決策動因，又是基於什麼

樣的歷史背景和客觀情勢呢？諸如此類，還有許多問題尚待

進一步的探索和思考，才能得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因此，對「新民主主義」這個「研究課題」，儘管我的

思考也有一些心得與收穫，但頭腦裡還有不少疑惑得不到解

答。所以我說，我執行的這樁「遺願」，還「尚未完成」，

需要繼續去搜尋檢索、思考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