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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節前的珠海處處洋溢着熱鬧喜慶。作為城市金融、旅遊、商業
中心的景山路，車水馬龍，熙熙攘攘。行走其中，似乎可以聽見，當年鄧小平
南下視察珠海，曾在路過這裡時，指着車窗外說， 「過去這裡是一條石頭鋪的
小路，還有一座小橋……」歷史的回聲依稀猶在，珠海的建設卻已滄海桑田。

談及珠海的改革開放，就繞不開梁廣大這個人。從1983年下半年調到珠海
工作，到1998年11月卸任，梁廣大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1984年冬天，鄧小
平第一次南行走進珠海，就是由梁廣大這個從普通銀行職員熬成珠海市長的農
民兒子接待的。 「兩次南巡之間顯然是一個因果關係。老人家兩次到經濟特區
視察，都是經濟特區建設發展最困難的時期，這兩個時期遇到的困難並不單純
是資金問題，而是來自上層建築的壓力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阻力，是思想上的僵
化、困惑、迷惘、混沌和猶疑。」談及當年那段歷史，年屆77歲高齡、主政了
珠海特區一半時間的掌門人，不假思索便滔滔不絕，似乎那些故事就發生在昨
天。

高興地冒出鄉音 「要得」
時針指向上世紀90年代，當時，剛剛有點起色的改革開放宏偉大業走到了

十字路口。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流言蜚語，憑空羅織了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
「一時間，人心有些迷惑，外商也顧慮重重，對是否來中國投資持觀望態度。

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下去，經濟特區建設能不能堅持下去，這個問題讓人十分
困惑。」就在此時，珠海人民又盼來了南行視察的鄧小平。

1992年1月23日上午，時任珠海市委書記的梁廣大乘坐拱北海關新下水的
902號緝私船到深圳蛇口碼頭，迎接小平來珠海視察。一看到車隊來了，梁廣大
立即走上去，雙手握住小平的手說： 「鄧書記，我們盼你來，盼了很久了，珠
海人民也盼你來啊！」小平說： 「我也想來看看你們呀！」

在緝私船前艙會議室坐下，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將廣東省地圖打開，就
匯報起工作情況。鄧小平聽了，高興地冒出一聲四川鄉音， 「要得，廣東20年
要趕上亞洲四小龍。我們不僅經濟要搞上去，社會風氣、社會秩序也要搞好，
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現在的問題主要是 「左」
之後，由梁廣大匯報珠海經濟特區的情況。梁廣大說，當時他迫切希望能

夠掃除特區幹部的思想困惑， 「我不想粉飾太平，我一開口就講問題，我也不
怕因此 『丟官』。正是在坦誠的交流溝通中，老人家才說出那麼多振聾發聵的
真理。」

梁廣大說，當時首要的問題是政策不穩定，朝令夕改，不少外商都持觀望
等待的態度。沒等他匯報完，鄧小平馬上接過這個話題批駁起來，他說： 「現
在的問題主要是 『左』，但也有 『右』， 『左』是根本的。有些理論家、政治
家拿着大帽子嚇唬人，他們打着革命的旗號，很有欺騙性。 『左』的東西在我
們黨內很可怕啊！」

說到這裡，鄧小平小女兒毛毛插話道， 「你在歷史上幾起幾落，就是受
『左』的迫害。」鄧小平舉起右手，伸出三隻手指說， 「三次啊。」

梁廣大接着說，現在還有人指責經濟特區搞兩極分化。鄧小平馬上說，
「我們不是搞兩極分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帶動大家富。過去我們搞

了幾十年了，大家一起窮能搞得起來嗎？先富帶後富才能共同富。」
鄧小平每說完一段，船艙裡就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大家把手掌都拍紅

了。一些長期困擾着我們的發展難題，老人家不假思索便邏輯清晰地把道理說
得十分透徹，說明他對這些問題早已深思熟慮，成竹在胸。他的話揭示了問題
的本質，像陽光一樣驅散了我們心中壓抑已久的陰霾。」梁廣大回憶說，隨後
大家便敞開心扉，無拘無束，繼續向鄧小平匯報，交談，有說有笑，氣氛十分
融洽，直到船在珠海九洲港碼頭靠岸。

放重獎科技人員 「衛星」
在珠海期間，鄧小平參觀了多家企業，屢次表達出對科技人才的重視。他

說， 「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都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麼樣，都可
以回來，回來後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告訴他們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
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為加快發展我國科技和教育事業多做實事。」

梁廣大接過話題說， 「你一貫重視科技人才，我根據你的指示，我們準備
在今年三月召開推動科技進步大會，對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

要給予重獎，獎給他們小轎車、洋房和100萬現金等重獎。
」鄧小平聽後即伸出右手大拇指說 「我贊成！」梁廣大說
， 「我們國家出去的科學工作者和留學生都是懷念祖國的
。」鄧小平回應道， 「這很好呀，要把他們吸引回來！」

其實，重獎科技人員的想法梁廣大早已有之，但因在
當時過於超前而引發爭議。得到鄧小平的首肯後，梁廣大

一掃顧慮。1992 年 3 月 9 日，梁廣大就在珠海放了
一顆重獎科技人員的 「衛星」。那天，珠海隆
重舉行全國首例科技進步突出貢獻獎勵大會
，珠海生化製藥廠廠長遲斌元從梁廣大手中
接過價值29萬元的奧迪小轎車鑰匙、三房一

廳的房產證和26萬多元獎金。一石激起千
層浪，重獎科技人員的做法波及全國，掀
起一股崇尚科學、尊重知識的熱潮。

1992 年 1 月 27 日，鄧小平一行來到珠海與澳
門僅一箭之遙的拱北口岸，登上粵海大廈最高處
的旋轉餐廳眺望珠海與澳門。謝非指着近在咫尺
的澳門，說， 「你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構想即將變
為現實。」小平聽罷，微微點了點頭。

城鄉改革基本政策不能變
這時，梁廣大給小平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試辦經濟特區前，珠海有不少人外流到香港、
澳門。有一個生產隊長，一早起來吹開工哨派工
，吹了多次還沒有人來，才發現隊裡六、七十個
勞動力，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一夜之間全跑了
。經濟特區創辦以後，珠海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
天好，過上了小康生活的日子，原來外流的珠海
人，也紛紛回來了。跑出去的都回來珠海定居了
，現在還有些澳門女子嫁到珠海來。」

小平聽了，笑逐顏開，馬上說， 「這好嘛！
這說明社會主義能戰勝資本主義。」他還舉安徽
「傻子瓜子」的個案說， 「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

，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
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以為政策變了。有了
這一條，中國就有希望。誰反對改革開放，就讓
他去睡覺好了。」梁廣大回憶道，說這番話時，
鄧小平的神態異常冷靜。

隨着餐廳慢慢旋轉，澳門風光徐徐展現在鄧
小平眼前。面向開埠400多年的澳門，回顧幾千年
人類社會歷史，小平深情地說， 「一些國家出現
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

鍛煉，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
失敗了，哪有這回事！美國人說，蘇聯垮台了，
就輪到中國了，中國就要做給他看看。」

小平囑特區就是姓 「社」
即將下樓時，毛毛告訴小平，樓下聚集了很

多群眾， 「大家都想見一見你！」小平高興地說
， 「我一定去見見他們。」從大樓頂的旋轉餐廳
乘電梯到了一樓，小平步出電梯走出大廳面帶微
笑健步向人群走去，掌聲如雷鳴般從四周響起，
幾千人用不同的方言不約而同地喊出同一句話，
「小平你好！小平你好！」

小平微笑着，揮動着右手，緩緩地向從四面
八方匯聚到珠海經濟特區開拓創業的特區人致意
。特區人也用自己最熱情的姿態和最誠摯的心聲
向這位德高望重、無私無畏的老人表達着內心最
崇高的敬意。掌聲一浪高過一浪，直至目送車隊
遠離了視線，人們還久久不願意離開。

7天的視察，珠海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說， 「不是有人議論姓 『社』姓 『資』的問
題嗎？你們就是姓 『社』。」言及於此，他還特
地轉過頭對梁廣大說， 「你們就是姓 『社』的嘛
，你們這裡就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梁廣大也向老人家表態說， 「鄧書記，你這
幾天作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指示，我們一定堅決
貫徹到底。」小平立即回答說， 「我的指示，還
有點用處，我的用處就是不動搖。」

南巡結束後，梁廣大覺得，如果能及早將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報道出去，讓
全國人民知道，讓世界人民知道，才有利於廣大幹部從極 「左」的、教條僵化
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從根本上拯救並捍衛改革開放大業，也有利於徹底粉
碎國際敵對勢力對中國的覬覦和陰謀，增強讓國外投資者下決心繼續在中國投
資的信心。

為此，梁廣大將香港《大公報》、《文匯報》、《澳門日報》的報社負責
人請到珠海，簡要向他們通報了鄧小平視察珠海一系列重要講話。隨後幾天，
香港《大公報》、《文匯報》、《澳門日報》均在頭版顯著位置或整版刊登鄧
小平視察珠海經濟特區到各企業、各單位及投資環境的20多張照片。一時間
，不僅在香港、澳門，也在世界各國引起很大震撼。外國紛紛轉載報道評論，
反響十分強烈。

時至今日，梁廣大依然堅信， 「兩次南巡正是文革以後中國上層建築和意
識形態領域裡的兩次大決戰，而經濟特區正是小平同志領導我們奪取勝

利的主戰場。13億中國人的命運被改寫和當今世界格局待重組
，都是這兩次大決戰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與梁廣大約訪的時間幾經更改
，顯示已然77歲高齡的他依然忙碌
。在略顯儉樸的辦公室裡，接待我
們的梁廣大腰板筆直、目光如炬，

只是講至激動處，會有幾乎控制不住的連聲咳嗽。
他說，他是對不流暢的空氣過敏。

濃重的口音，很容易聽得出他是土生土長的
「老廣」。在珠海政壇 16 年的他，是在中國五個

特區裡持續任一方要員時間最長的官員。他有個蜚
聲海內外的名號 「梁膽大」，據說是由胡耀邦、習
仲勳開始叫起的。這與他在珠海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有關，當時他搞的項目都是幾十億上百億元，從國
內銀行、國外銀行都敢借錢，在全國還第一個搞起
別人當時想都不敢想的土地收歸國有，以至上到中
央首長下到村裡漁民，大家都覺得梁廣大膽大。

改革步伐不能停止
敢想敢幹的梁廣大因為過於超前的大小工程一

度被人懷疑，他是為了私利將有些項目包給他的兒
子。為此梁廣大有個略帶幽默地回應： 「我要娶幾
十個老婆，才能有這麼多的兒子。」儘管民間對他
有評有彈，但不管怎樣，珠海從小漁村發展到世界
宜居城市，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下了梁廣大的烙印。

評點當下改革形勢，梁廣大依然大膽 「放炮」
。他說，現在還有一些 「左派」，對國家發展極不
高興。也有一些官員，沒有血性，沒有激情，只求
安穩不犯錯誤，以至縮手縮腳。而改革是不可能停

止的，這是歷史基本規律，越改越發展、越文明、
越和諧，人民才能越幸福。所以說，南巡講話對推
動今天的改革依然很有現實意義。

不過，梁廣大也有顧慮。採訪中提及珠海與深
圳的比較，他總是反覆強調， 「這些不能記，不能
寫，怕有矛盾。」如此看來， 「梁膽大」也難免有
「膽小」的時候。

那是一段風雲
激盪的歲月。1984
年和1992年，鄧小平兩下深圳
、珠海，考察改革開放最前沿
經濟特區的發展狀況，並發表了重要講
話。兩次南巡，都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
刻，兩次講話，都關係到執政黨和國家的前途命
運，關係到改革開放的大局。時任珠海市長、市
委書記的梁廣大，在鄧小平兩次南巡講話時都陪同
左右，見證了偉人改變歷史的時刻，他說： 「有人說我梁
廣大膽大，我膽大就是從小平這來的。」

誰反對改革開放 讓他去睡覺好了

《大公報》最先報道南巡講話

▲鄧小平說，我們的國家一定要發展，不發展就會受人欺負 資料圖片

▲鄧小平在參觀珠海亞洲仿真控制系統工程有限公司時發表談話 資料圖片

▲鄧小平高興地說，我要拉拉年輕
人的手 資料圖片

▶梁廣大表示，南
巡講話對當下改革
仍深具指導意義

鄭曼玲攝

▲1992年1月24日，鄧小平參觀珠海生化製藥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