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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賀、黃兩位校長出身背景，並不相

同，賀校長曾任河北省議會議長，身材

不高，但很有魄力：來台後，陳廳長請

他出來，任建中校長，或可嚇阻建中對

面的植物園成群太保，敏功校長並在師

大授課，退休後仍回到師大。

賀校長赴美定居，黃校長則在師院

任教期間，赴澎湖公幹，不幸心臟病突

發身亡，實在令人心痛。學生們得知惡

耗後，奔走相告。他在校時，離學生並

不近，如今，學生們痛在眼前。

我們知道的，遍佈全省的省立高

中，無論男女校，幾乎個個都是傑出的

高中，而且更難得的，都各有特色。這

是台灣高中的成功，也是台灣競爭力的

根源。

就以離我們最近的台北市來說，便

有建中、北一女與師大附中等三名校，

再加上成功與北二女（中山），成為台

北「五傑」，名揚世界大學校園。

再往南看，赫赫有名的新竹中學，

諾貝爾獎得主的產生地。除了辛志平校

長有盛名外，彭商育老師，也是名師。

他的「獨家」數學教科書，曾被應屆全

省高中畢業生視為聯考祕寶，書被「偷

渡」至台北市書店，迅即被考生搶光。

竹中畢業生，每談及「老校長」，

臉上就會出現光彩，這是教育的光輝。

就在聯考競爭激烈的考場，秀出

「竹中」，考生就是保証金榜題名。是

世上罕見的高中畢業生，以母校為榮。

正如北部的一女中、建中一樣，中

南部也有突出而具有代表中學學府。中

部就以台中一中，南部就以高雄中學為

代表，同樣出色的，為台中女中與高雄

女中。它們有相同處，亦有相異處，成

功的道理則一。

它們是如何地成功，倒可成為博士

論文題目：〈台灣的中學教育，何以辦

得如此成功？〉

教育的三階段：小學中學與大學。

中學恰居於鼎立的地位，其重要

性自不待言。西人視為橋樑地位，至為

中肯。昔年教育家之作為，可為借鏡。

（作者為前中央日報社社長）

從王丰的一篇文章說起
傳記作家王丰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透

露，他在北京巧遇一位大陸元老級的外

交家，兩人不約而同地談到蔣經國治理

台灣的貢獻以及他對兩岸和平所付出的

努力。對方有感而發地說，如果經國先

生能多活兩年，兩岸形勢可能有翻天覆

地的變化。因為鄧小平在某次私下場合

曾不勝唏噓地向他透露，經國先生在世

的最後一年，其實「雙方已經談得差不

多了！」（註1）經國先生晚年雖有宣佈

解嚴、解除黨禁報禁和開放大陸探親等

措施，但證之兩岸問題之錯綜複雜，所

謂「談得差不多了！」，會有「翻天覆

地的變化」等說法，恐怕不是「言之過

早」，就是「言過其實」。蘇起在他的

新著《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中，也不

無感慨的指出，在1988年前，國民黨與

共產黨之間雖然偶有「密使」及函件往

返，但雙方不僅沒有互信，也沒有內部

的準備。（註2） 
在八０年代初，中共確實出現了

相當積極的「謀和求統」的努力。就蔣

經國而言，他對此未嘗沒有種種瞻顧，

但卻也難說不抱接觸試探之心。因此，

和平使者、秘密信差乃應運而生。除前

述六節所述及的人物外，旅美學人的投

入又成為一個重要的篇章。這些穿梭兩

迢迢密使路之七

旅美學人穿梭兩岸忙
▓舊庄居士

岸，受到兩岸政府禮遇、尊崇的學者，

憑其學術光環，不斷往來於北京、台北

兩地，受到兩岸領導人的破格接見、會

談，扮演了某種性質的傳話角色，多少

對兩岸的和解政策，起了相當程度的升

溫作用。

熊玠一枝獨「秀」
在八０年代的旅美學人中，有所

謂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四大金剛」之

說，此即熊玠、高英茂、丘宏達和陳慶

（一說為翟文伯）。他們是兩岸的「驕

客」，對兩岸和平交流或傳話有不同程

度的貢獻，尤以熊玠更是一枝獨秀。

熊玠，祖籍江西，1935年7月23日出

生，河南省開封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

業，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新聞系碩士、哥

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紐約大學政治

系終身教授，1977年加入美國籍，前後

▲台北市明星高中之一的成功高中。

▲熊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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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紐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該校政治

研究所主任，美國當代美亞研究中心主

任，係美國政治學會、國際問題研究協

會、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國際法協會、

中國問題研究協會會員，與美國前總統

卡特、雷根有一定交往，並與美國國會

有密切關係。1979年曾參與起草《台灣

關係法》。

熊玠中英文俱佳，能言善道，極

富機智與幽默感。在學術上出版有專書

及論文多種，頗有成就。在台灣，熊與

王昇、李煥和蔣緯國等關係密切，常為

他們的座上客。北京亦多次邀他前往訪

問，先後與趙紫陽及鄧小平晤談，是一

位在兩岸之間十分活躍並受到重視的旅

美學人。

1988年8月，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見

熊玠。然而，熊玠在與鄧小平談話後，

即公開談話引述鄧的說法，因而在兩岸

均引發極大物議。首先，熊玠自稱，他

曾與鄧小平交流超過六小時，鄧對他表

示，中國的改革要經過三個階段（三代

領導人）：第一個階段，經濟改革（在

鄧小平領導下）；第二個階段，教育文

化改革（在江澤民領導下，1995年後孔

子和儒家學說重新回歸）；第三個階

段，政治改革（在胡錦濤領導下，因此

胡、溫在2005-2006年計畫中引入民主政

治）。

其次，熊玠大膽地透露，鄧小平

說，兩岸統一後北京可以接受中華民國

憲法和國旗、國歌等重大訊息。這是他

在1988年8月10日下午在「亞洲與世界

社」所辦的一項座談會上，提出這樣的

「驚人之論」。（註3）但不久中共新華

社即發表新聞稿，公開否認熊的說法。

熊玠的可信度因此受到極大質疑。但熊

玠自己辯解說：「我個人有三不：不為

中共做傳聲筒、不為匪作倀、不因為見

了兩岸的高層領導人而自以為了不起。

同時，我也不扮演任何角色，不代表任

何人，絕不為兩岸帶任何訊息。」

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熊玠適在

北京，下榻北京飯店，他表示曾與廣場

上的學生交談，幾乎所有學生都帶著耳

機，收聽「美國之音」對民主和自由的

宣傳廣播，其他地方的學生也在做同樣

的事情。返美後，熊玠發表談話稱，未

見天安門有學生死亡，引發不少人士之

嚴厲抨擊，認為熊為中共辯護。熊的可

信度又再受重創。

其後，據中共中央台辦主任楊斯德

（註4）回憶，鄧小平知道熊玠返美後中

風，馬上派人通知衛生部想辦法研究治

病，指定中醫專家研究配藥，然後將配

好的藥一箱一箱地往美國紐約送。熊玠

吃藥一段時間痊癒後，鄧小平又邀他於

九０年代初訪問北京，由江澤民會見，

十分禮遇。但此時台灣的王昇和蔣緯國

早已失勢，又因熊的言行，台灣對之愈

為冷淡，把熊玠當作拒絕往來戶，以免

給華府錯覺，以為熊在替台北與北京帶

口信，而旅美親台的學者亦多與其劃清

界線。

楊力宇會見鄧小平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

西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在談到

實現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一些設

想時，鄧小平說，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

一。和平統一以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

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

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

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

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

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

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

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

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

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

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區不同，

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

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

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

鄧小平說，祖國統一後，台灣特

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

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

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

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

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

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

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

留出名額。

鄧小平指出，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

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

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

現實。

鄧小平說，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

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

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

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

宣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

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鄧小平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

「九條」的內容和鄧穎超在政協六屆一

次會議上致的開幕詞，消除誤解。

楊力宇，江西人，1958年畢業於

國立台灣大學，1961年赴美，1970年獲

史丹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曾在舊金山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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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學及溫索普州立學院任教，並擔

任亞洲學系主任，嗣任新澤西州西東大

學亞洲學系教授，並自1984年起兼任系

主任，係亞洲學會、國際研究學會、北

美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會員，及英國皇

家亞洲學社研究員。研究兩岸政治情勢

及兩岸關係多年，曾出版學術專書七種

及學術論文五十多篇，九十年代曾先後

出版三書：《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前奏、

發展、後果、及影響》（英文本，馬里

蘭大學法學院亞洲研究叢書  ），《風

暴之後：八九民運及其影響》（香港百

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及《海峽

兩岸關係文集》（香港新亞洲出版社

出版），其英文論文多出現於《亞洲學

報》、《中國季刊》、《亞洲事務》、

《亞美學報》等學術刊物。為一著名傳

記家，自1979年至1989年負責為世界

極具權威性的《大英百科全書》撰寫傳

記，先後發表蔣經國及李登輝之傳記，

並在《方克華格納百科全書》發表孫中

山、蔣中正、蔣經國等之傳記。楊氏並

蒐集資料，撰寫大陸民主運動人士魏京

生的傳記。

楊力宇曾為連戰作傳，書名是《有

容乃大：連戰從學者到閣揆之路》（商

周文化，1996）。曾多次在國內外著名

大學及學術機構（包括國際東方及亞非

學會、美國亞洲學會、中國研究學會、

國際研究學會、台北國關中心、亞洲與

世界社、大陸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

等）主辦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及擔

任評論員。

楊力宇自1988年起，即經常在「美

國之音」及「英國廣播公司」對大陸廣

播節目中發表對大陸情勢之評論。  作
者亦為一著名政論家，1980年代中期以

迄於今，前後發表政論近一千篇，其政

論重點為亞洲問題、兩岸關係及中華民

國與大陸之政治發展與外交情勢，多

發表於台灣《中國時報》、《商業周

刊》、《中央日報》、《聯合報》、

《新新聞》及《中國時報周刊》；美國

《世界日報》和《國際日報》，及香港

《信報 》、《明報》、《九十年代》、

《爭鳴》、《動向》、《開放》、《前

哨》、《當代》、《百姓》等刊物，亦

經常接受上述報刊之訪問，評論及分析

兩岸重大政治事件，並於八十年代在台

灣其他報刊（包括《自立早報》、《自

由時報》及《台灣時報》）亦發表甚多

政論。

1991年，楊力宇出任紐約聖若望大

學亞洲研究學院高級顧問，擔任其英文

刊物《美亞學報》之總編輯，推行全面

改革，提高其學術水準，約集世界著名

學者九十多人（包括歐洲十四人、亞洲

與澳洲三十一人，及北美洲四十九人 ）
組成編輯委員會，為學報撰稿或負責稿

件之評審。委員會幾乎網羅世界所有第

一流的亞洲問題專家，其所發表之論文

引起國際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常被海內

外學者引用。近年，楊力宇亦擔任聖若

望大學每年國際亞洲學術研討會之主

席，負責主持及組織此一會議。（註5） 
對鄧小平的這次會見，楊力宇留下

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鄧小平在解

決台灣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高度的原則

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更使楊力宇感到由

衷的欽佩。同年8月，楊力宇在香港《廣

角鏡》8月號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台灣

與香港》的文章，描述了他同鄧小平這

次會談的一些細節，他說：

在談到台灣問題時，他（指鄧小

平）特別提到「一個中國」的大原則。

他說，在這個大原則下，其他一切建議

和方案均可考慮、討論及採用。但他強

烈反對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因

此，他說，中國的許多行為是針對著美

國的「兩個中國」政策，而非針對台

灣，中國更無意孤立和打擊台灣。

因此，他希望國民黨與中共合作，

進行兩黨「對等談判」，努力完成中華

民族大統一的任務，對民族作出貢獻。

在談到具體的台灣問題時，鄧小

平提出，港台回歸是中國的重大任務之

一。在收回香港的主權後，中國將作適

當的安排來保持香港的穩定及繁榮。

（註6）
楊力宇在另一篇文章透露，早在

會見前一月，中共外交部已積極運作準

備排斥並取代台北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

位。他到達北京時，中共的行動已箭在

弦上，似有全面展開之勢。因此，當會

見開始時，他立即展開對中共排斥台北

亞銀席位之錯誤決策，要求北京同意台

北保留此一席位，楊力宇指出，中共的

兩項政策（包括不放棄對台用武），不

可能導致兩岸的交流和談判。

鄧小平首先拒絕了楊力宇的中共放

棄對台用武的要求（因認為此種承諾將

使中國永遠不可能統一），但卻接受了

保留台北亞銀席位的要求（台北必須改

用「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一類的

名稱）。鄧小平並暗示，中共誠意與台

灣合作，亦無排除台北加入或重返其他

國際官方經濟組織的可能性。他又提到

「中國統一的六點構想」，即「一國兩

制」的最早構想，俗稱「鄧六點」，似

乎希望楊將這些訊息傳到台灣。（註7） 
楊力宇係無黨派色彩的海外學人，

最近號召成立「美國僑學界超黨派聯誼

會」，於2014年10月底來台拜會朝野政

黨領袖，並獲馬英九總統接見。楊力宇

表示，APEC馬習會破局，主要是因為北

京無法接受馬英九以總統身分與會，因

為這會形成兩個中國；倘若明年5月前，

馬英九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分訪問中

國，包括前往南京弔謁中山陵，則一點

問題也沒有。若能進一步簽署兩岸和平

協議，發表和平宣言，則起碼要比中國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於2005年訪問大陸

有更大的突破。（註8） 

魏萼自稱不是兩岸密使
曾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在蔣

經國主政期間曾參與大陸決策事務的魏

萼，在1988年底，曾兩度與當時中國的

「政治強人」鄧小平密會。其後擔任北

京大學客座教授的魏萼，曾將當年的晤

談要點，送請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

所「當代中國檔案」存檔。

魏萼說：「我既不是兩岸密使，

也沒有政府的任務，純粹是以研究學者

的建言，為台灣找出路，為中國找希

望。」

魏萼，台灣宜蘭人，台大畢業後

赴美留學，先後獲得南伊大碩士、聖路

易大學經濟學博士，專長是中國農村發

展史、總體經濟學、經濟理論等，並對

中國問題感到興趣。回台後，先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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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國立中山大

學、淡江大學等機構任職或任教。

魏萼著述甚勤，一生共出版十六

本專書，包括與馬若孟（R a m o n  H . 
Myers）、賴澤涵合著的《悲劇的開始：

台灣二二八事件》（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另發表二百多篇論文。魏萼有

幾個重要的學術論點：第一、人民公社

不適合中國。傳統中國的農業經濟思想

應該回歸到私有制。農村的私有財產制

度，才能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提高農地

單位面積的產量。第二、從世界實證

的經驗，證明共產主義所實施的經濟政

策，不適合於中國，也不適合於世界。

中共所做所為是中國逆流，逆流不能行

之永遠。第三、台灣必須跟大陸接觸，

過去不接觸共產主義，是怕被共產主義

傳染。但環境潮流在變，政策必須改

變。中國大陸否定共產主義，順應中國

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必然趨勢。西方否

定共產主義，也是必然的趨勢。所以他

提出反對四個堅持。

當1987年11月，中華民國政府宣布

開放大陸政策後，魏萼在翌年9月初前往

北京。當時，負責接待他的中共中央台

辦主任楊斯德突然問他：「魏教授，你

有時間嗎？鄧主任想見見你。」

楊斯德所稱的「鄧主任」，就是

當時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

會主任的「政治強人」鄧小平。當時，

鄧仍兼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

長，當年4月始接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

則是領導小組副組長。兩位國家領導人

同時會見魏萼，在當時是極為特殊的安

排。

魏萼拋出「四個堅持」（馬列社會

主 義、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思想、共

產黨領導）是不是要考慮放棄的問題。

鄧小平聞言，臉色轉趨嚴肅，剛說完

「我們不放棄四個堅持，不是針對台灣

的，台灣如果從中國走出去，就變台獨

了。四個堅持如果拿掉了，西藏、新疆

先亂，這是不能丟的。」

鄧小平隨後又把話題拉回「四個

堅持」，他嚴肅地說：「四個堅持可以

適時的從憲法中撤走，僅保留在黨章裡

頭。我也決定先將馬、恩、列、史等四

個畫像從天安門廣場撤走，只懸掛孫中

山和毛澤東的畫像。」

雙方在晤談告一段落後，魏萼在

「北京廳」的洗手間如廁，楊尚昆隨後

也走進來。楊尚昆以濃濃的四川口音緊

張地對魏萼說：「教授，教授，鄧主任

今天講的話，可不能對外講哦，我也是

第一次聽到啊！」

事隔整整廿年，「四個堅持」並沒

有如鄧小平所願地從《憲法》中撤走，

▲魏萼（右）。

但馬、恩、列、史的畫像，確是從1989
年4月26日，「天安門事件」前夕，即被

撤離廣場。

據魏萼自述：「我1988年就訪問

了大陸，1988年去了兩次，1989年以後

去了很多次。第一次的時候跟鄧小平見

了面，鄧小平邀請我跟他會談，共進午

餐，第二次也是如此，所以跟鄧小平見

了兩次面，吃了兩次飯，談的話很精

彩。跟江澤民見面有十次，有時是我一

個人，有時是兩個、三個人，當然跟楊

尚昆一起見面的也有，江澤民很有智

慧。跟楊尚昆見面有十次之多，吃飯有

九次之多，其中兩次跟鄧小平一起吃，

一次跟江澤民吃，其他的都是他個人當

主人，還有兩三個客人，也有我一個主

客。其他的陪客也很多，像丁關根、楊

斯德、吳學謙、錢其琛、習仲勛，習仲

勛就是習近平的爸爸。」

魏萼雖然自稱不是兩岸密使，但因

為曾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又是「劉

少康辦公室」的成員，同樣是留美學

人，所以頗受北京方面禮遇看重。據魏

萼透露，鄧小平主動告訴他，蔣經國曾

託人帶來五項條件說，大陸方面允諾在

北京設立聯絡處（設在釣魚台賓館），

但不能發展黨務。至於誰是傳話人，有

可能是鄧小平在北京見過與蔣經國親近

的鄧文儀、嚴靈峯等老同學，也有可能

是冷紹銓、翟文伯等華裔學者，答案留

待以後揭曉。

旅美學人中為穿梭兩岸，僕僕風

塵的，除了上述熊玠、楊力宇、魏萼三

位外，知名者尚有冷紹銓、陳慶、朱永

德、張旭成、翟文伯、高英茂、田弘茂

等人。丘宏達是保釣運動的早期參與

者，曾多次公開撰文批判中共的專制集

權體制，雖曾受邀，但始終未踏上大陸

一步。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詳述。（作

者為史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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