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僑協雜誌》151期 2015年3月《僑協雜誌》151期

16 17

國領導人之一，在她後來和鄧小平的幾

次會面中，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對中國

社會發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令她由衷

地敬佩，同時鄧小平的幽默風趣也給她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陳香梅説，她印象中的鄧小平隨

和、幽默，但講話非常中肯，沒有什麼

客套話，説的都是很實在的話，樸實的

言語中透著真知灼見。

陳香梅説，1980年12月，她欣喜

地接到鄧小平希望她訪問北京的邀請。

當時已當選為美國總統的雷根知道後也

很高興，委派她作為他第一任特使訪問

中國，並寫了一封親筆信委託她帶給鄧

小平。與陳香梅一起訪華的還有一位

參議員叫泰德‧史蒂芬（Ted Stevens，

1923－2010），他曾是當年陳納德將軍

率領的援華飛虎隊的成員。陳香梅一行

於12月30日中午抵達北京，鄧小平當天

下午就會見了他們。

會見時，陳香梅的舅舅廖承志也在

場。鄧小平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引得廖

承志煙癮大發，忍不住伸手向鄧小平要

煙抽。鄧小平帶著濃重的四川口音笑著

對陳香梅説：「你可曉得你舅舅有『妻

管嚴』？」陳香梅當時迷惑不解，心想

舅舅不是好好的嗎，哪來的氣管炎？鄧

小平見她不解，便跟她解釋説：「你舅

舅是『妻管嚴』。你舅媽不讓他多抽

煙，一天只讓抽三根，所以你舅舅常常

偷我的香煙抽。不過我沒人管，每天三

包。」陳香梅這才恍然大悟，被鄧小平

的幽默逗笑了。

陳香梅在會見中把雷根總統的私人

信件交給了鄧小平。雷根在信中向鄧小

平表示，美國的對華政策將保持不變。

當陳香梅將這封英文信的內容翻譯給鄧

小平聽時，鄧小平連聲説道「很好，很

好」，並向陳香梅表達了希望雷根為中

美關係做出新貢獻的立場。

1981年元旦，鄧小平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為陳香梅舉行歡迎宴會，讓陳香

梅坐在第一貴賓的位置上，讓參議員史

蒂芬坐在次席。鄧小平説：「陳香梅坐

第一，參議員史蒂芬先生坐第二，因

為參議員在美國有百來個，而陳香梅

嘛，不要説美國，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

個。」鄧小平的幽默和風趣逗得大家哈

哈大笑。1981年1月2日，美國的《紐約

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主要報紙都

在頭版刊登了鄧小平和陳香梅握手的照

▲1980年12月30日，鄧小平接見陳香梅（左）
  、參議員史蒂芬（右）。

迢迢密使路之八

新聞工作者的兩岸統一夢
▓舊庄居士

陳香梅不平凡的一生
提起陳香梅，她是一位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公眾人物，她的一生充滿不

平凡的經歷。

大時代出英雄兒女，要瞭解英雄兒

女的風雲際會，不能不先對他（她）們

的傳奇一生，稍作回顧。

陳香梅1925年生於北京，七七事變

後前往香港，香港淪陷後又隻身前往昆

明。當時陳的父母都在美國任職，希望

她們姐妹六人都能到美國讀書，但陳香

梅決意留在中國。1944年，19歲的陳香

梅加入中華民國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

同年在嶺南大學取得文學士（主修中

文）學位。她自1944年至1948年擔任中

央社記者，並為上海的《申民日報》供

稿。

由於陳的英語流利，在擔任中央

社記者時被派往採訪陳納德，兩人因而

一見鍾情，她並於22歲時（1947年）與

時年54歲的陳納德結婚。她和陳納德育

有兩女陳美華、陳美麗（皆由宋美齡起

名，並為蔣夫人乾女兒）。陳納德於

1958年病逝美國，終年65歲。

陳納德的逝世並未對陳香梅的事

業造成打擊。1963年她受時任美國總統

甘迺迪委任，成為第一位進入白宮工作

的華人。1963年至1968年間，她也為美

國之音工作，擔任電台的廣播員。1965

年她成為中央社海外特派員，直到74歲
（1999年）為止。另一方面，她自1958
年至1999年亦成為《台灣新生報》駐美

特派員。1967年陳女士榮獲韓國中央大

學頒發榮譽文學博士。

陳香梅和廣東客家的廖家還有一層

親戚關係，廖仲愷是陳香梅外祖父廖鳳

舒的胞弟，喊他為舅公，其子廖承志則

是舅父，呼女兒廖夢醒為醒姨；雙方往

來甚為親密。這一層親戚關係，也有助

於陳香梅往後與大陸幾位領導人，如鄧

小平、周恩來等的會晤。

記者出身，勤於筆耕的陳香梅，

著作不輟，中、英文出版作品甚多，

其主要有《一千個春天》、《陳納德

與我》、《半個美國人》、《風雲際

會》、《繼往開來》等書，文筆流暢，

故事動人，可以當小說看，也可以當作

回憶錄細細品味。

陳香梅替雷根送信給鄧小平
1980年底，應中國大陸領導人鄧

小平的邀請，陳香梅以美國總統當選人

雷根特使身分訪問中國（同行尚有來自

阿拉斯加州、時任美國國會聯邦參議院

共和黨副領袖的泰德‧史蒂芬參議員伉

儷），成為鄧小平的座上賓。

陳香梅女士在2004年8月接受新華社

記者專訪時，談了她對鄧小平一些難忘

的記憶。她説，鄧小平是她最尊敬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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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武裝統一，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

台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

個區，還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中

共十分願意、十分贊成國共第三次合

作，中國這件事要台灣海峽兩岸的領導

人和人民來決定。希望台灣的領導人眼

界放寬點、看遠點。統一中國，是中國

人民的希望，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傅朝樞是何許人？一般讀者恐不甚

了了。

傅朝樞（1926年─2002年1月29
日），又名曼平，中國江西省修水縣三

都硤口（今太陽升鎮三甲店村）人。早

年曾在山西省軍政領袖閻錫山處工作，

1946年赴台灣。

1976年8月，時為律師的傅朝樞接掌

夏曉華的《台灣日報》，任董事長。因

為向台灣省政府財政廳借錢不遂，《台

灣日報》與黨外運動人士聯手批評政

府，引起當局不滿。1978年8月，國防部

總政治作戰部授權黎明文化以新台幣2億
元收購《台灣日報》，並允許傅朝樞全

家結匯新台幣5億元匯往香港。

傅朝樞1980年轉赴香港創辦《中

報》及《中報月刊》，開張首日邀請了

新華社、人民日報、大公報等要員參加

慶祝酒會。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

證實，北京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資助傅

朝樞的《中報》。1987年4月21日，香港

《中報》宣布停刊。傅朝樞離開台灣之

後，多次前往中國會見政要，1981年8月

26日，在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會見時，

鄧小平提出解決香港、台灣問題的「一

國兩制」方案，是一國兩制概念首次公

諸於世。

傅朝樞1982年又在美國創辦《中

報》。台灣認為《中報》是中共統戰工

具。美洲版《中報》因在1989年5月支

持鄧小平鎮壓北京學運，遭編採人員集

體辭職抗議，讀者和廣告客戶也群起杯

葛，導致銷路和收入都大跌，同年9月16
日宣布停刊。傅朝樞2002年1月29日病逝

於紐約長島，享年76歲。

傅朝樞為何從台灣到香港辦報？曾

與他合作過的陸鏗，在他的《陸鏗回憶

與懺悔錄》有生動的交待：

「時間是1979年，自稱出身律師，

在台灣曾經營《台灣日報》的傅朝樞，

挾重金從台灣到了香港，他衷心繼續其

在台灣鑽營拉攏、怪招疊出的手法，到

香港『大展鴻圖』，先說服台灣有關方

面准予自台結匯出550萬美元，在香港創

辦以《中報》為名之民營報紙，並向其

在台當道友人表示，要以中間面貌為國

府反共復國效力。」

由於《中報》於1980年代於香港標

榜「不左不右，允執厥中」，是個新事

物，而且香港社會風聞傅朝樞挾重金到

港，大展拳腳，他又從《明報》挖走了

▲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接見傅朝樞時，
首提「一國兩制」。

片。

在陳香梅眼中，鄧小平讀書很多，

對各方面消息都很關注，所以資訊很靈

通。她還特意舉了一個例子：「他在

1979年1月訪問美國時能隨機應變，非常

了不起。你看他在德克薩斯戴上一頂牛

仔帽子，吃牛排，顯得非常適應美國的

環境，展示了中國領導人的形象。」陳

香梅説，鄧小平會見過數位在任和卸任

的總統，如雷根總統於1984年和老布希

總統於1989年訪華期間，鄧小平都與他

們進行了會談，為中美關係的發展起到

了非常大的作用。

北京之行結束後，陳香梅又來到

台北，受到蔣經國的接見。陳香梅重新

把雷根的外交政策講清楚：只有一個中

國，這是個大前提！可是，對兩方面的

意見我們都可以採納，都可以考慮，都

可以聽。

記者問陳香梅說：「在這之前，

凡是到過大陸的人，台灣方面不歡迎；

接近台灣的人，大陸也不歡迎。您打破

了這個僵局。台灣對您是什麼態度？」

「對我很好！」陳香梅爽快地說，「因

為他們覺得我做事情是大公無私，我也

沒什麼要求，我就希望雙方能夠溝通，

能夠接近，大家友好嘛！」

「當時台灣有人說，香梅，妳是

不是投共了？」陳香梅聽後大笑，「是

講笑話，是講笑話！」陳香梅又回憶

說：「那時見鄧小平，鄧小平曉得我要

到台灣去，他說，妳應該讓那些已經在

台灣的人，讓他們回到大陸來探親，這

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我到了台灣就對經

國先生講，經國先生說『可以考慮』，

他這個人還算滿開明的。後來，經國先

生很快就宣布退伍軍人可以回到大陸探

親。」

歸納而言，陳香梅與美國共和黨

歷任總統交好，與中華民國政府也素有

淵源，加上舅父廖承志為中共高層，故

在1980年代大陸剛開放之初，陳香梅理

所當然擔任起三地「特使」。1980年底

雷根剛當選未就任前，她擔任特使赴北

京與鄧小平會晤；蔣經國總統在位時，

她力薦開放讓離家四十餘年的台灣老兵

回大陸探親，並協助取得中共高層的默

契。

可惜的事，陳香梅把政治和商務混

為一談，1989年她不顧台北官方大員的

一再勸阻和讓步，組織了一支包括台商

在內的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經濟貿易考

察團到大陸訪問，覲見中共權貴，與鄧

小平、楊尚昆等人談通商。有人說，這

無異是她在台海兩岸政治評價的「最後

叫賣」，從此利空出盡，一方面北京早

已洞悉她在華府的利用價值逐漸褪色，

另方面台北也恨透她的挖牆腳作法，開

始相應不理，讓陳香梅陷入了「識時

務」與「搞投機」的混沌之中。

鄧小平接見傅朝樞 首次提出「一

國兩制」
緊接著，鄧小平於1981年8月26日在

北京會見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樞時，首次

公開提出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一國

兩制」構想。

鄧小平說，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

以採取獨特的模式，社會制度不變，台

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不降低，外國資本不

動，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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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當記者。1996年，李登輝總統回美國

母校康乃爾大學訪問時，曾引起大陸方

面極度不滿。年屆78歲的陸鏗，仍像一

匹永遠奔馳的野馬，追到綺色佳，寫出

〈李登輝訪美的八得二失〉等一系列精

彩文章，有聲有色。

陸鏗體型高壯，聲音宏大，下筆更

快，著有《麥帥治下的日韓》、《胡耀

邦訪問記》、《風雲變幻下的鄧小平時

代》、《人間佛教的星雲》、《中國的

脊樑─梁漱溟紀念文集》、《鄧小平的

最後機會》、《陸鏗看兩岸》和《陸鏗

回憶與懺悔錄》等書，以內容和時代脈

搏緊扣而感人，令關心國情和兩岸關係

者不能不讀！

胡耀邦接受訪問 引發軒然大波
198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

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陸鏗的訪問，交

談兩小時，結果引起了軒然大波。

陸鏗在訪問後於《百姓》發表了

兩萬字的〈胡耀邦訪問記〉，不料這篇

訪問，成為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三大罪

狀之一。按〈胡耀邦訪問記〉，約分六

個部分：台灣問題、人事安排、軍隊問

題、鄧力群與胡喬木、新聞政策、人權

問題。胡在談台灣問題時，承認中共如

對台用武，還沒有力量。

他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沒有

力量。」甚至透露：「連封鎖力量現在

也還不夠！」其次他又說：「再七、八

年，上十年，我們經濟上強大了，國防

的現代化也就有辦法了，台灣的廣大人

民要求回來，就是你那個少數人不願意

回來，那對你就要帶一點強制性了。」

據陸鏗解讀，這一段話，可視為

中共武力犯台的規劃，不僅台灣反應強

▲198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右）在北京中南海接受陸鏗的訪問。

鼎鼎大名的總編輯胡菊人，胡菊人又找

陸鏗這個被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視為異端

的記者作搭檔，因此這個報尚未出版就

引起各界的重視。創刊第一天銷路六萬

份，這在香港來說，也是空前的紀錄。

可惜，好景不常。出報之始，就

遇到了政策上的衝突。據陸鏗回憶：

「老傅所擁有的黃金美鈔，再投胎五次

也用不完！他先在台中辦《台灣日報》

興隆一時，終被經國強迫收購。他挾鉅

資先去香港，後到紐約，又辦起《中

報》來，儼然是台灣《聯合報系》的勁

敵，海峽兩岸都不敢小覷。其所以然者

是傅老闆此君雖獨裁專制，但是知人善

任。重金禮聘之下，所網羅的包括胡菊

人、陸鏗都是一時豪傑。他們如能和衷

合作，對兩岸三地真是無堅不摧。但

是他們就是不能『合作』，更不能『和

衷』。其所以然者，便是一個要當老

闆，一個不願當夥計。」

陸鏗說，像傅這樣的角色，卻是

第一次遇見。難怪國民黨、共產黨都要

心甘情願地為他獻金，成為海峽兩岸關

係中的一個特殊的「傅朝樞現象」。中

共為了對台統戰，飢不擇食，聽傅朝樞

胡吹一通，竟信以為真。不僅供給近2
千萬美元外匯（陸鏗得自新華社香港分

社社長許家屯的親口證實，因為許本人

便是經手人之一），1981年還由鄧小平

接見，新華社報導時稱傅為「台灣名

流」，香港新聞文化界為之譁然。繆雨

在《東方日報》指出，「張三李四，阿

狗阿貓，炒家撈家，九流政客，超級

龜公，皆說成名流，鄧副主席都樂於會

見，握手言歡，合影留念。」徐復觀更

引王安石〈讀孟嘗君傳〉一文評中共統

戰：「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

不至也。」據悉，北京後來亦承認，大

量外匯供傅朝樞揮霍，實為「敗筆」。

而傅能把海峽兩岸兩個政權都騙倒，正

是動亂時代的一個邪門的表徵。

陸鏗的傳奇一生
陸鏗，號大聲，筆名陳荊蓀，1919

年7月生，雲南保山人。他的一生充滿

傳奇。1940年，他已當上中國國際廣播

電台助理編輯兼播音員。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成為中國派往盟軍總部的戰地

記者，曾到過希特勒的總理府辦公室，

後來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代理

總編輯兼採訪主任。1947年，他揭露孔

祥熙和宋子文兩家公司利用特權賺取豐

厚外匯，得罪了蔣家，蔣介石親自逼他

講出消息來源，作為記者要保護消息來

源，陸鏗不但始終沒有透露半句，而且

在蔣面前慷慨陳詞，終於保住自己未受

處分。

1949年雲南已由中共解放軍控制，

但陸鏗卻乘坐雲南省主席盧漢小舅子運

鴉片的飛機到昆明，希望可以接回家

眷，結果被中共關在獄中4年。其後在

大陸反右運動，又被關了18年。到1978
年再次從獄中出來時，中共為了落實政

策，同意他到香港辦傳媒，當時便與胡

菊人合辦《百姓》半月刊。

陸鏗曾於1981年來過台灣，但因

撰寫過把蔣經國和鄧小平相提並論的文

章，以及為文建議「蔣經國先生不要連

任總統」的主張，被列為黑名單，情治

單位認定他是中共派出來的間諜，對台

負有特殊任務。陸鏗其後移居美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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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蔣經國1985年視察金門時，特別提

到胡耀邦對記者發表談話，毫不隱瞞要

對台動武，號召軍民提高警惕，加強戰

備。連外國通訊社也將它解讀為中共

準備對台動武。美國國務院以最快速

度，於《百姓》上市的6月1日先將〈訪

問記〉中有關台灣部分及時譯出，接

著又於6月3日由聯邦廣播資訊服務處

（FBIS）全文譯出，並刊載於國務院發

行的《每日報導》（Daily Report）。

美國國務院並通過外交途徑為此而向北

京當局表示關切。他們質疑：鄧小平在

1984年10月1日中共建國35周年北京閱

兵時，還信誓旦旦說要和平解決台灣問

題，為何事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動

武呢？

陸鏗事後回憶，胡耀邦在談到台灣

問題時給人的總印象，仍是希望中國和

平統一，而外國記者捕風捉影，因而引

起軒然大波。事實上，北京領導人也曾

私下向翟文伯（第三世界會議基金會主

席）表示，那只是胡個人的意見，且是

在非正式場合說的，請台灣放心，和平

統一政策不會改變。（作者為史學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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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隨過葉公超大使
▓陸景武

電話徵召
一個仲夏的清晨，電話的聲響將我

吵醒。我拿起床邊的話筒，還未說出第

一句話，對方清晰的粵語已傳了過來：

「我是葉公超，你是陸先生嗎？」我連

忙回答：「我是陸景武」。葉大使直截

了當的說下去：「我請你現在馬上來見

我，我在台北市統一大飯店用早餐，請

你來同用早餐，見面談一談。」

我急忙起床梳洗，將鬍子頭髮弄得

清清爽爽，然後穿襯衫、打領帶、套上

西服，將黑皮鞋擦亮，照照鏡子，夠清

潔整齊了。出門招來一輛計程車，在車

程中我一直在猜想，葉大使為什麼要見

我呢？我只跟在父親身邊見過他，在父

親喪禮中，他來行禮，和我握手致唁，

我鞠躬答謝，他不算認識我，是誰替我

引見的呢？猛然記起好幾天前有一位世

伯曾不著意的問我：「景武，你的中英

文還好嗎？今年幾歲了？」莫不是他把

我推薦給葉大使？總之，我敢判斷，此

去不會是平常的事，一定是與我有關的

要事。

到了葉大使跟前，我首先向他鞠躬

道早安，他也很紳士的起身和我握手，

請我坐下。我注意到他隨著站起來的姿

勢把我從頭到腳都打量過，才開口說：

「我今早打電話給你，是想請你做我的

編按：作者係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英國雪利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博士，歷任台大、
政大、中國文化大學等校教授。本文節錄自其新著《陸景武回憶錄：開拓視野、美化
人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2014年11月。經作者授權發表，特此致謝。

秘書，每月薪水很低，只有三千五百元

（其實已不低，我專任教師的待遇還未

達此數），你願意做嗎？」我一聽真是

受寵若驚，名聲如雷貫耳、我崇拜的葉

公超大使竟然要請我當秘書？心中幾乎

是難以置信，連聲說：「不敢當，不敢

當。」葉大使揮揮手說：「你什麼都不

必多說了，我已瞭解你的情況，也看過

你中文和英文的文章，特別是你那本

《觀光英文》，做為大專學生的教材相

當不錯，這樣我才決定請你來做我秘書

的。你究竟願不願意呢？」我當然高興

的忙說極願意。

就是這一段簡短的會面對談，決定

我開始在他身邊效勞，直到他被蔣經國

▲作者回憶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本會104年僑生徵文
本會於去年舉辦「一個青年

僑生的夢」徵文比賽，有來自各

大學近百位僑生投稿，總計錄取

第一至四名及佳作十名，發出獎

金近十萬元，得獎僑生咸認僑生

徵文比賽應持續舉辦，鼓勵僑生

寫作，提升漢字運用能力，有助

於日後職場的競爭力。

本年僑生徵文題目概定為

1.我看台灣。2.我的台灣夢。3.在
台灣看台灣。請有興趣的僑生擇

一題目發揮，獎金如下：第一名

二萬元、第二名一萬元、第三名

八千元、第四名六千元。佳作十

名，每名各五千元。

即日起收件，九月底截稿。

一律以word檔交稿，標楷體14
號字、行距採最小行高，三千至

四千字，寄至cky@ocah.org.tw。

並請檢附護照、學生證影本，以

茲證明僑生身分。（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