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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要聞

中國改革開放參照的樣板是香港和新加坡。隨同鄧小平南
巡採訪的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回憶說，多造幾個香港和廣東
趕上亞洲四小龍是鄧小平當年的囑託。令人欣慰的是廣東二三
年前便已經超越了亞洲四小龍，而上海、廣州、深圳、蘇州等
城市的經濟總量正接近香港。

陳錫添說，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曾說過要把深圳建成
社會主義的香港。深圳2011年GDP已經過萬億，按照 「十二五
」規劃，五年後，深圳GDP有望超過香港。

當談到經濟發展問題時，鄧小平指出，亞洲 「四小龍」發
展很快，廣東要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亞洲 「四小龍」。他又
說，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物質和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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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
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春風浩蕩二十載。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東方風
來滿眼春》的作者、著名報人陳錫添先生。

《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的影響力，使得陳錫添
的名字和鄧小平南巡事件聯繫在了一起。提及二十年
前的那個幸運的春天，陳錫添依然激動不已。當年舊
事，歷歷猶在， 「直到今天，每當我回憶起鄧小平那
些極為精闢、透徹和重要的話語，我的感覺仍然是振
聾發聵、無法形容」。

南巡講話具歷史和現實意義
二十年來，懷着對鄧小平的深厚感情，陳錫添深

入研究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內涵。憑着傳媒人的職業特
性，他時刻關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時局的變化
以及改革的走向。

在陳錫添的記憶中，88 歲高齡的鄧小平思維敏捷
，記憶力強，講話邏輯性很強，沒有廢話。老人家談
及國家發展路向的每一句話，都高瞻遠矚，成竹在
胸。

陳錫添表示，鄧小平 1992 年視察南方是一件對深
圳、對中國乃至對世界都具意義深遠的大事件。小平
南巡講話20年來，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人都認真
貫徹落實小平南巡講話精神。實踐證明，20 年來，中
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強大了，進入世界強
國之林，人民的生活也富裕起來了，說明改革開放是
富民強國的一條必由之路。重溫鄧小平那些高瞻遠矚
、富含哲理而又針對性很強的談話，對我們正在進行
的改革和開放事業仍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打破姓 「資」 姓 「社」 枷鎖
陳錫添認為，鄧小平南巡講話首要意義在於打碎

了姓 「社」姓 「資」的枷鎖，促進了人們的思想大解
放。

鄧小平南巡前，改革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被
人扣上姓資的帽子。一說姓 「資」，為官者烏紗帽便
不保。當時每出台一個措施幾乎都要貼一個標籤，自
稱我姓 「社」不姓 「資」。那時的輿論對深圳的攻擊
很嚴重，說深圳是搞資本主義，廣東的幹部到北京開
會抬不起頭來，直到鄧小平到深圳後，給廣東的幹部
打了一劑強心針。

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提出了 「三個有利於」標準。
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
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
姓 「資」還是姓 「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
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
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

時至今日，陳錫添認為，鄧小平提出的 「三個有
利於」標準並沒有過時，它仍是我們判斷改革開放中

一切工作得失成敗的標準，應繼續堅持。不過，要結
合當前的實際來理解和掌握。

要繼續 「敢闖敢試」
鄧小平南巡講話鼓勵人們敢闖敢試，發展就是硬

道理！
陳錫添說，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在全國掀起了新

的一輪改革開放的高潮。鄧小平曾深刻地指出： 「深
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

陳錫添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改革開放的
潮流不可逆轉！中央對深圳經濟特區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並賦予深圳經濟特區 「當好推動科學發展、
促進社會和諧的排頭兵」的新使命，這為經濟特區在
新的發展階段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指明了方向。
深圳要繼續發揚 「敢闖敢試」的特區精神，以當年
「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當好推動科學發展、
促進社會和諧的排頭兵。

陳錫添說，中國過去幾十年來 「左」的干擾很嚴
重，危害巨大。小平南巡時，正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當時 「左」的思潮非常猖狂，用姓
「社」姓 「資」來干擾改革開放本身就是 「左」的表

現，當時還有反對資產階級思潮，反對自由化等等，
這些都是 「左」的表現。小平南巡講話是一篇反 「左
」的檄文，把這些 「左」的東西都粉碎了，為此後的
改革鋪平了道路。

他認為，當下的改革還要清除 「左」的思潮，根
據中國的國情逐步探索，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

加快中國現代化進程
陳錫添說，小平南巡講話的歷史意義還在於加快

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加速了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歷
程。

美國CNN電視台採訪陳錫添的時候曾經問過一個
問題， 「鄧小平不去南巡，中國現在怎麼樣？」

陳錫添回答： 「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是必然的，中
國不可能永遠都那麼窮。但是如何走向繁榮富強，如
何進行現代化建設？有了鄧小平的講話，時間加快了
。如果沒有鄧小平的講話，那麼中國還要苦苦探索，
在探索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曲折，會走回頭路，甚至要
付出很大的代價。鄧小平南巡講話指明了中國發展的
方向，掃除了障礙。」

20 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很強大了，人民富起來
。陳錫添表示，改革開放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內容
和不同的任務，但中國今後的改革之路還要發揚鄧小
平南巡講話的精神。改革要與時俱進，根據不同的歷
史環境、不同的情況、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來進行改
革。改革開放是沒有止境的。

通讀鄧小平1992 年南巡講話，着眼點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
。有些人認為鄧小平南巡講話沒有提及政治體制改革。陳錫添稱
，每一個歷史時期特定的背景不同，每一個偉大人物要在特定的
歷史時期只能解決當前的關鍵問題。要在特定的歷史背景理解鄧
小平的南巡講話。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於1988年價格闖關的失敗
以及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都陷
入了低谷。而幾乎同時發生的前蘇聯解體和東歐蛻變以及西方國
家對中國所實行的政治、經濟封鎖，更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困境。不少原來就堅持 「左」的觀點的人們開始宣傳，中國繼續
搞市場經濟的改革和對外開放，很可能會出現 「和平演變」。當
時的歷史背景，稍有不慎便把反和平演變當作中心工作。鄧小平
南巡講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讓中國的中心工作回到抓經濟
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這是鄧小平當時要解決的一個問題。讓
迷茫的中國 「撥開烏雲見青天」。

時易世變。陳錫添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到了一定程
度，政治體制改革要同步發展。現在重要的是落實胡錦濤總書記
所說的，要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鄧小平南巡講
話精神，去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子。

陳錫添稱，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深圳原來是經濟特區，
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也要爭當排頭兵。他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很
多，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更複雜，中國要在穩定的大前提下進行探

索。探索的同時，還是要發揚敢衝、敢
闖、敢冒險的精神。

美術編輯：劉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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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伴春早。
1992年的春天，鄧小平南巡，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事。時

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的陳錫添有幸成為其見證者和記錄者，他撰寫的著名新聞通
訊《東方風來滿眼春》，真實記錄了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時所做的重要談話，在中國歷史
進程的關鍵時期，向世界傳遞了偉人的聲音，帶來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

小平囑託：趕超四小龍
廣東發展可告慰偉人

陳錫添採寫的《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
深圳紀實》一文，發表於 1992 年 3 月全國兩會期間。
深圳特區報把當日的報紙寄到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人
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紛紛跑到廣東代表團找報紙，幾百份
的報紙被代表們一搶而空，隨後又陸續不斷地送了幾批
報紙，均被代表們搶走。有一件事令陳錫添印象深刻，
代表們看完報道後，紛紛要求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
告調整GDP增速。

陳錫添回憶說，1992 年之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
緩慢，當時GDP年增長速度只有4%左右。1992年3月
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所做的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發展速度6%的目標。鄧小平南巡講話要
求經濟要快一點，代表們認為，當年6%的增長速度太
慢了。兩會結束後，政府工作報告把 1992 年的經濟發
展速度由 6%修訂為 9%，而當年實際完成 GDP 增速
14.2%。中國經濟發展從此步入快車道。

鄧小平 1992 年南巡時，在離開深圳前往珠海的蛇
口碼頭上，忽然回過頭對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說了一
句， 「你們要搞快一點」。

陳錫添分析，鄧小平在中國經濟緩慢發展的當時，
提出 「要搞快一點」是有針對性的。快一點將經濟建設
抓上去，這是鄧小平對深圳的期望，也是時刻縈繞在心
頭的一件大事。但同時陳錫添強調，他理解的鄧小平要
求的速度不是盲目地快。因為鄧小平還說了一句， 「有
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
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

陳錫添認為，鄧小平指的速度有兩個含義，不是單
純的GDP增速，地方財政的增加也是一個速度問題。
小平提出的 「要搞快一點」，更重視內容，不是搞花架
子的快，那樣就沒有意義。

陳錫添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後來出現過熱的現象
，人們盲目追求快，這並不是鄧小平南巡帶來的後果，
這種快也不是鄧小平要求的快。恰恰說明沒有理解鄧小
平南巡講話的精髓。

陳錫添表示，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地方
政府頭腦已經清醒了，更注重發展質
量和財政收入的增加速度，這才是真
傢伙！

把中國經濟推上了快車道

陳錫添，廣東新會人，1941年
生，196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
聞系。曾任深圳特區報業集團總編
輯、第二及第三屆深圳市政協委員
，現任《香港商報》總編輯。主要
作品：《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
平同志在深圳紀實》、《風采集》
、《改革者的風采》等。曾榮獲中
國新聞界最高獎項 「韜奮新聞獎」
，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等，為國務院
特殊津貼專家。近年來，又獲 「中
國傳媒突出貢獻獎」 和 「建國 60
周年中國傳媒影響力人物」 獎。

【陳錫添檔案】

學南巡講話精神
促今日改革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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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的春天，鄧小平南巡發表著名的南方講話（鄧
楠後面為陳錫添） 資料圖片

▲陳錫添近照 黎冬梅攝

◀鄧小平視
察深圳皇崗
口岸，深情
地眺望對岸
的香港

資料圖片

在《東方風來滿眼春》一
文發表十年之後，陳錫添於
2003 年接受《南方周末》的

專訪時， 「坦白」他沒有把鄧小平
兩段很重要的談話寫上去。

一段是： 「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
清醒，不要影響工作。」這幾句話臨上版之前，陳錫添卻把它刪
掉了，因為當時正在搞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另外，小平同志還說 『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
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
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等，這些我都沒
敢寫。」陳錫添告訴《南周》的記者。

如此重要的兩段話，陳錫添為什麼 「不敢寫」呢？陳錫添解
釋說： 「當時我的思想不夠解放。」

也許今天的讀者已很難理解，陳錫添當時寫這一篇報道，
《深圳特區報》刊發這篇報道，也是需要勇氣的。鄧小平1月23
日結束在深圳的活動，而這篇報道刊出已是 3 月 26 日，隔了兩
個月。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在全國 「兩會」上還被一位領導
問及這篇文章，說 「你們的膽子好大啊」。

年內幕年內幕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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