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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我是這個政體的創建者之一，

這十幾年也算這個政體的守護者、責任

者，但我也是這個政體的受害者。每當

我看到樸方（註六）殘廢的身體，我就

在想，我們政體的名字叫中華人民共和

國，但共和國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是什

麼呢？應該是民主和法制。我們所缺的

恰恰是民主和法制！為改變現狀，這些

年我做了一些工作，這個問題並未解

決。

十幾年後，你們當政時也未必能解

決。其實，解決的辦法是存在的，這就

是向美國憲政學習。美國成為超一流強

國靠的就是這個東西。中國要成為一流

國家，也得靠這個東西。向美國學習，

應該理直氣壯，比別人差嘛，就應該承

認自己的不足。當然，這裡面有很多技

巧，不要急。但你們有責任去努力、去

學習、去實踐，這是歷史的責任。經過

幾代人的努力，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

建成一個權力來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

憲政國家。這也是孫中山的夢想。只有

這樣，才能說長治久安。

第二、臺灣問題。香港問題解決

之後，中國最大的統一問題就是臺灣問

題，臺灣問題之所在一是現在政體上差

距太大。解決這個問題我是看不到了，

你們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決。但我想有

三點你們要把握好：一是不到萬不得已

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大

陸的經濟要奮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

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

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政

之路。中國經濟上強大了，政治上又有

民主和法制的共和體，臺灣問題才有可

能迎刃而解。

第三、發展問題。上面兩個問題的

基礎還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而這個

問題的核心是發動老百姓去幹，而不能

只是政府去幹，要千方百計讓全國人民

的腦袋來代替總書記、總理的腦袋。我

們再聰明也聰明不過人民。我們的政府

管得太多了，要儘可能少管。經濟上，

老百姓和市場都比我們的計畫聰明。我

想，只要堅持開放改革，堅持以經濟建

設為中心，放手讓老百姓去幹，也就是

堅持不斷地發展經濟民主，每年增長速

度超過7%是有希望的。堅持下去，持之

以恆，等你們交班時，中國或許就成了

一個小康國家了。

第四、中美關係。中國對外關係中

最重要的是中美關係。回顧一百年來，

對中國欺負最少的大國就是美國了。退

回庚子賠款讓中國人去美國留學不說，

八年抗戰，美國的援助比蘇聯援助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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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遺囑」考
▓陳澤豐

楔子

晚近網路流傳許多歷史人物的遺囑

或日記，如秦檜、李鴻章、汪精衛、鄧

小平的遺囑和鄧穎超的日記等，其中尤

以鄧小平（註一）的遺囑最受人矚目和

討論。究竟真假如何？可靠性多少？這

可能是網路時代的茶餘飯後遊戲之作，

或另有所本，言人人殊。筆者做了一番

徵詢和考察工夫，希望有助於真相的釐

清，至少可供朋友間閒談之助。

遺囑內容

（1992年6月藍天白雲的上午十點，

景山後街鄧家小院）

人老了，清醒的時候越來越少了，

我想趁我還清醒的時候給你們交代些事

情。你們三人，只有瑞林（註二）跟我

快四十年了，從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也

熬成了六十多歲的老頭了。而慶紅（註

三）和錦濤（註四）你們兩位，今天算

是第一次面談。第一次面談就給你們交

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實，

我這輩子就是冒失過來的。

早年不到20歲，不懂法語、俄語，

身無分文就冒失去闖法國、俄國。回國

後，冒失地到馮玉祥軍隊去工作；後來

又冒失地去廣西搞百色起義，到蘇區又

冒失地被打成反黨分子；解放戰爭時冒

失地挺進大別山。八大以後，毛主席點

我當總書記，我卻多年不向毛主席彙報

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後，那就更冒失

了。那些事情你們都知道，我就不囉嗦

了。

我把你們找來，要向你們交代一

些我認為應該交代的話。你們知道，年

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來讓鄭必堅（註

五）執筆弄出個「南方談話要點」。很

多人講，這是鄧老爺子的臨終遺囑，或

者說最後的政治交代。這話不確切。我

今後是不會再說什麼太多的話了，但真

正的政治遺囑是不會像這樣弄得滿城風

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待怎麼能大張

旗鼓地宣揚。今天我倒想小範圍地真正

講一下我的政治遺囑，或者說真正的政

治交代。

首先，我對我們國家的政體現狀並

▲1979年1月1日出刊的《時代》週刊，鄧小
平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標題「鄧小平，
新中國的願景」。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強調「不改革開
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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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你們和我

家的一些個人問題。先說我家吧！我家

現在不發愁，樸方服務於殘疾人，三個

丫頭都有自己的事幹，我擔心的是質

方，他是一介書生，不善與外人交流與

投機，不能讓他從政或搞理論研究，他

要經商就由他去吧！但你們要幫我監管

他，不能讓他搞大，做一個普通人最

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員了，你重點

就去軍隊發展吧！努力做好澤民同志的

部下。另外是關於你們兩位，雖然都50
歲上下，但你們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

本領，在「蘇東」問題爆發後，我曾給

政治局說要：「沉著應對，穩住陣腳，

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絕不冒頭」，這

話也適合於你們，尤其在澤民他們主政

時，你們要用這20個字去做好助手。今

後當你們主政時，這20個字仍是做大事

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後面再送你們四

個字：「有所作為」。

問疑

看了上述的內容之後，你可能疑

信參半。本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求真精

神，筆者先後請教了四位學者專家，且

聽他們如何說法。

學者甲：台灣政治學者，對三民主

義、孫中山思想、國家發展和兩岸關係

有濃厚興趣，並且造詣深厚。目前除在

大學任教外，一度出任監察委員。他極

為肯定的指出，這遺囑可信，因為與鄧

小平的南巡講話脈絡一貫，精神相通。

學者乙：大陸學者，共青團出身，

與黨關係良好，在大陸近代史學界屬大

老級人物。他透露，鄧的遺囑早在十多

年前便已流傳，他也一直密切注意。但

他強調三點：1.找不到任何證據，可以

證明遺囑的真實性。2.遺囑的內容與中

共領導人後來的執政路線並不相符。

3.遺囑的出現，與最近兩岸關係的和平

發展，並無必然關係。

學者丙：大陸學者，近年來因研

究蔣介石，發表多部專著，而在兩岸近

代史學界聲名大噪。他首先說，大陸最

近情勢是思想嚴格控管，既向左轉，又

向後退，經濟路線則儘量寬鬆，亦即

「加強政治專制／促進經濟發展」，也

就是一般所稱的「政左經右」。近來大

陸各地集結不少政壇失意的「軍二代、

紅二代」，高調唱起昔日紅歌，大造聲

勢，唱紅是虛，謀權是實；民間底層掀

起懷念毛的平均主義氣氛，背後是「仇

富」，進而想均富，本質是階級鬥爭。

在意識形態界，「極左」訴求回歸毛澤

東主義，然毛左的極端主張卻讓既得利

益者首當其衝，而自由主義學界則是借

習近平的「憲政夢」，意圖廢掉中共一

黨專制政體。他斬釘截鐵指出，此遺囑

是偽造的，理由如下：1.查閱《鄧小平

文選》，並無收錄。2.與中央政策相違

背。3.網路消息不可信。其他諸如《鄧

穎超日記》亦假。

學者丁：大陸學者，家學淵源，

專攻近代史，後起之秀。他也認為，遺

囑有問題，可能是反對派藉此附會依

託，假的成分居多。1.與鄧小平的風格

不符，也就是鄧遺囑中所說，「真正的

遺囑是不會像這樣弄得滿城風雨的」。

2.與中共中央的文化有違，誠如鄧遺囑

內所強調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待，怎

麼能大張旗鼓地宣揚」。3.網路消息看

多！抗美援朝與美國打仗，是金日成和

史達林加給我們的。美國是第一強國，

中國的發展和統一都繞不開美國，世界

和平和發展也離不開美國。現在為了穩

定和發展，我們只能是韜光養晦，絕不

冒頭，沒辦法，我們能力不夠，手段有

限嘛。到了你們那一代，辦法可能會多

一些。我們要學習美國憲法，美國人會

不開心嗎？為了國富民強，我們黨讓人

民當家作主和富強的理想不變，但名字

是否也可以考慮改成人民黨、社會黨之

類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關係馬上

會改善。總之，到了你們那一代，手段

會多些，辦法也會多些。你們也要開明

些，靈活些，要有所作為，不要像我們

這一代人這麼僵化和死板。只要為了國

家人民利益，實事求是地去做，就經得

起歷史的考驗。

第五、「六四」問題。「六四」問

題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社會成本很高。這個問題，今後會有人

來翻舊帳。說你動用了軍隊，也死了

人，責任是躲不掉的，但也還有更大的

歷史責任，則在於國家前進了，還是倒

退了？國家是混亂破敗了，還是穩定發

展了？真正對歷史負責的人，不怕這種

責任。尤其要做領袖，更得要有擔當。

到了你們那一代，也不知會出什麼樣的

事情，或許是，或許是七四。但你們一

定要有對歷史和國家的責任感，實事求

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只要對中國進步

發展有利，該怎麼幹就下決心去幹。回

答「六四」這類問題，根本的方法不是

去爭論，而是實實在在把國家搞好，讓

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有人告訴我，

黨內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

麼標準衡量。論文才飛揚，我不如毛澤

東。論意志堅定，你們可能比不了我。

但論科學理性，論勤奮努力，論民主開

明，可能會是你們的長處。總之，不要

怕事，不要怕禍。要敢闖、敢幹、敢負

責任。當然，也不要一朝權在手就惹事

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幹實事，

敢負責。有了這種態度，歷史也會對

「六四」有一個理性的說法。

第六、制度建設。除了政改要在

憲法制度上下大氣力外，還有黨內、政

府內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恆的建設。

像今天我們只能在小圈子裡選領導班

子，小圈子選你們。這是歷史條件，沒

有辦法，但這辦法絕不能長期下去，最

終領導人還是靠人民來選，不能靠小圈

子和槍桿子，最好是從基層的民主建設

抓起，今後我們再也不是槍桿子裡出政

權了，也不能僅靠槍桿子來維持政權。

古語說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實

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來維

持和完善政權，你們要有這種觀念，今

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稅收來養政權。你

要老百姓養你，你就必須去代表民意和

服務民意。這事從上到下搞風險大，但

必須實驗，不搞的風險更大。合理的辦

法是從下到上慢慢演進，先把基層工作

做通，農村包圍城市，這樣風險較小，

就像我們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一樣，先

從農村基層的大包乾抓起，而後是鄉鎮

企業，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

革。制度改革也可以這樣去摸著石頭過

河。不要急，但也絕不能不去開拓進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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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監聽各國風暴

史諾登事件餘波盪漾
▓李本京

美 國 政 府 頭 號 敵 人 — 史 諾 登

（Edward Snowden）於2013年6月揭發

美國國安局偵查作業後，國際間一片譴

責白宮聲。雖然監聽他國人士行為不是

今天才有，然而監聽對象包括美國親密

的西歐大西洋公約成員，則實在說不過

去。也應了那句老話：「你有美國做朋

友，那還需要敵人嗎？」半年瞬間已

過，美政府仍要重操舊業。這世上唯一

超強在國際社會上說了算，儘管他國呼

天搶地反對，也是枉然。

這不由得讓我們懷念早期一些有

紳士修養的美國政治家們風範了。遠在

一百年前，白宮就在紐約設立了一個秘

密辦事處，名字就叫「黑屋」（Black 
Chamber），是美國首座官式竊聽站，

它的官式名稱為「密碼局」（Cipher 
Bureau）。它化身為商業機構，實際上

卻是專門竊聽他國人士間訊息的政府單

位。這一單位負責電訊密碼之解讀，為

美國政府貢獻不小，然而到1929年卻在

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議下

關掉了。他的理由是「紳仕們之間是不

看他人信件的」（Gentlemen do not read 
each other's mail）。

時至今日，華府的紳仕們已不易找

到，滿街皆是政客，其所行所為當然就

不紳仕了。這次令人不安的是，此竊聽

事件明明是件事實，卻拖了四個月，國

安局長才於2013年10月29日在國會作證

時，承認幹了這種不長進的事，且其涵

蓋範圍既廣又深，令大眾都傻了眼。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柯拉普及國安局

局長亞歷山大在國會作證時承認，取得

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的一億七千萬筆

電話通聯記錄。他們倆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並未自行偵得，而是這些國家提供

的。他們還正言「竊聽外國領導人是情

蒐作業的基本方針」。

謊中謊 無法自圓之說詞

聽到這兩位美情報頭子如此自辯，

真是荒唐到不可思議。重要的是他們倆

同聲地說，這樁事白宮也知曉。如此一

來即知，歐巴馬和他的前幾位白宮主人

也均知情，美國從上到下一條鞭式地竊

聽情蒐，確實令世人相當不安。

誠如共和黨參議員柯琳絲所言「朋

友不會竊聽朋友的」（Friends do not spy 
on friends）。看樣子，華府對敵人與友

人是不分的，這才令人傷心與驚心。事

實上，當國會議員在檢視有關竊聽文件

時，均有相當程度的不安。

然而在國際政治上，冷酷的現實

揭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隔牆有耳」

（Walls always have ears）。國際間真的

毫無情義可言，要不歐巴馬也不會將他

心愛的黑莓手機棄置不用。

美方將責任推給西歐諸國後，這

看即可。

多餘的釐清

早在2003年，中央社發了一則電

聞，批露幾點：

1.鄧的遺囑是有所本的，它來自作

家沙士撰寫的新書《遺囑》，描繪鄧

小平在1992年經過半年的考察、思考和

反覆徵求他人的看法，最後用中國方式

留下了遺囑。挑選了胡錦濤、曾慶紅以

及鄧的秘書兼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王瑞

林，做為江澤民以後的決策核心圈。

2.同時，規劃了十年以後的憲政之

路，並暗示鄧小平雖然辭世，他還再影

響中國。

3.遺囑中鄧小平對政治局提出二十

字的接班方針，此即「沉著應對，穩

住陣腳，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絕不冒

頭」。

筆者要特別指出的是，遺囑內容

所提到的六大問題，都十分勁爆而不可

思議，尤其是改國號、改黨名的問題，

強調向美國學習憲政，「政治民主和法

制」，台灣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等等

說法，過去是很少聽到的。最近習近平

拋出的「中國夢」，堅持的是「三個必

須」、「三個共享」與「三個自信」，

追求的是「強國、富民、強軍」，而

避談民主法治。真正的民主，應該向

「社會放權」，而不僅止於「人大舉舉

手」、「政協拍拍手」、「黨委揮揮

手」、「政府動動手」式的民主。

網路消息有時固然真假參半，不可

盡信；但未嘗不是民意的一種反映，時

代的一縷心聲脈動。

註：

一、鄧小平（1904-1997），原名鄧

希賢，四川廣安人。1920年9月赴法勤工

儉學，1926年7月轉赴莫斯科，1927年回

國。

二、王瑞林，鄧小平秘書兼中央軍

委辦公廳主任。

三、曾慶紅（1939-），江西吉安

人，1989年隨江澤民進京，任中共中央

辦公廳副主任。

四、胡錦濤（1942-），出生於江蘇

泰縣，199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書記處書記。

五、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

人，1982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特別助理兼政治秘書，1992年任中共中

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六、鄧小平共有三段婚姻。第一任

太太張錫媛因難產而去世。第二任太太

金維映被李維漢橫刀奪愛。第三任太太

浦瓊英（卓琳）相繼生下五名子女，長

女鄧林；長男鄧樸方，在文革時期被迫

害致成殘廢；次女鄧楠；三女鄧榕，又

名毛毛；鄧質方是鄧家老么。（作者為

史學工作者）

▲鄧小平、卓琳夫婦及其長子鄧樸方、長女
鄧林。攝於19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