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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革大转换后的中国 

 

1976 年—大变幻之年 

 

“也许人会认为这是迷信，但 1976 年从年初开始就是黄沙袭人，有一种不祥之兆。”一

位关系亲密的中国记者说的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上，1976 年可以说是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历史性大变幻的一年。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相

继去世，对我这个一直把这两位的去留作为焦点来看“动乱的中国”的记者来说，真是晴天

霹雳。 

 

周恩来去世与天安门事件 

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也明朗了，在此我只想以 1976 年发生的一

些重大事件为中心，加上当时笔者的心情，尽可能地再现出来。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享年 78 岁。第二天 9 日一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出了联合公告。从电视里看到吊唁的场面，不分男女

老少，领导人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代表们在告别周总理遗体时，泪流满面的情景和

那呜咽之声，鲜明地反映了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同月 15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追悼会，邓小平第一副总理致悼词。根据周总理的遗言，骨灰撒向了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中

国大地上。 

2 月 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华国锋副总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副总理）就任“代总

理”。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同月 3 日提议的。当时一般舆论推测“代总理”不是邓小平，就

是“上海帮”（后来的“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张春桥（当时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二副

总理）。但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暗示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从那以后，邓小平的消息也中

断了。  

4 月 5 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般称“四·五运动”）。同月 4 日的“清明节”（祭奠祖

先的日子）的前几天开始，为悼念周总理的去世，群众开始到天安门广场集会，4 日那天数十

万人的群众在人民英雄记念碑周围，向周总理遗像献花圈，朗诵诗词。这些花圈在当天深夜

被当局撤走了。为此，激怒的群众在第二天的５日与警察和民兵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双方出

现很多负伤者的惨事。 

中央政治局断定这次骚动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幕后指挥。4 月

7 日撤消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同时宣布了党中央的决议，任命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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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兼总理。据说这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提议。 

 

邓小平与江青的路线斗争 

记得那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在欢迎以中国对外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为团长的

代表团访日的欢迎宴会上。我在北京当特派员时，曾亲眼目睹过邓小平的实力和工作迫力，

于是我把当时最大的口号“斗私批修”引作例证，对王会长说，文革急进派的“上海帮”（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各氏不也有必要要“斗私”一下吗？ 

那时，围绕着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发出的“三项指示”（简略地说是①阶级斗争；②安定团

结；③经济发展），从 75 年后半期开始文革急进派的江青女士（毛泽东的夫人）与实务派最

高领导邓小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意见。邓小平认为，“这三项指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是我

们工作的纲领,哪一项都不能少。”江青一些人却谴责这是“业务的台风”，“经济的台风”，“资

本主义的复活”，并主张，“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领”。这个阶段，文革急进派已经占了优势。 

对我这“不谨慎”的提问，王炳南尽管面部稳健沉着，但没作回答。中国大使馆的一位

高级官员见此状况，马上走近我，对我说：“吉田先生，不要忘记四个字。”我问他，“四个字

是什么？”他说：“中日友好。”我马上反驳道，“正因为想到日中友好才直率提问的。”这个

人当时在媒介关系方面，掌握着“生杀与夺之权”。从那件事以后，一直到“上海帮”即“四

人帮”被抓起来那段时间里，中国大使馆主办的招待会，我一次也没被邀请过。虽然这是一

件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但在“政治风云”里确实是太过敏和太残酷了。 

 

毛泽东的去世与“四人帮”的逮捕 

中国的灾难还在继续，而且在逐步升级。 

7 月 6日：与毛主席一起缔结了人民解放军的元老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朱德去世。 

同月 28 日：以河北省唐山地区为中心发生大地震。死亡人数达二十四万两千多人，负伤

人数达十六万四千多人。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去世。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位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

命史上集荣誉与矛盾为一身的巨人，走完了他 83年的生涯。党中央宣布“服丧一个月”以此

来悼念毛主席。“伟大舵手”的去世，不但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阶层，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都

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密切注视着这颗巨星陨落后的中国的去向。 

10 月 6 日：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突然被逮捕了。其理

由是他们动员了一部分军队企图发动夺取政权的军事政变。第二天，10 月 7 日宣布了政治局

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及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并准备提交到党中央全体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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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认。  

“在这接二连三的大变幻中，就是‘四人帮’被抓起来这件事是一件大喜事，心里憋闷

的东西总算给抖出来了。”——这是在本章开始提到的那位中国记者的感想。那时，我在东京

做编辑工作。记得当时我很冷静，觉得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上方宝剑”在手的华国锋政权 

周总理去世后，华国锋在二月份就越过邓小平及“四人帮”成员，从第六副总理一跃提

拔为“代总理”。在 4 月的天安门事件后，又升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及总理，一下子就登上了

“二号人物”的位子。“四人帮”被逮捕的第二天，又被任命为党中央主席及党中央军委主席。

在不到一年的大变幻中，成为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为一身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华国锋是文革派，但他逮捕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一致的“四人帮”，在当时，有不少人感

到意外。其实，华国锋与“四人帮”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他出身于山西省，很早就在毛主席的故乡湖南省工作。文革当初，他克服了尖锐复杂的

路线斗争，在湖南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功劳和手腕得到了高度评价，被上调到中央，

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在 73年第十次党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75 年 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被任命为副总理。 

促使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是与已故周恩来总理有着亲密关系的叶剑英、李先念、聂

荣臻等中央领导人。他们听从毛主席，但与“四人帮”是划清界线的。加上毛泽东警卫班的

班长汪东兴和被称为军队内文革拥护派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合作，使得逮捕成功。  

 

大转换时期的缓冲材料 

回顾一下 1976 年，有 4点记忆犹新。 

① 两位顶梁柱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去世； 

② 邓小平再次被批判为“最大的走资派”，虽然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其“党籍”

被保留； 

③ 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就被逮捕； 

④ 华国锋在毛主席的“上方宝剑”之下一跃升至顶峰。 

这 4 点中①和③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了，剩下②和④，而且结果是②恢复后超越了④。其

原因是，华国锋依靠晚年毛泽东的权威和“上方宝剑”，并把其作为“金科玉条”来掌握政权；

而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是靠自己的才能，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 的原则，两

人之间存在着“实力之差”。 

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华国锋的存在是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时代到来之前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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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里，不可缺少的“缓冲材料”。这和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过渡到赫鲁晓夫时代期间曾诞生过

年轻的马连科夫政权的情景很相似。 

历史上的现象说明，这情景是带来时代大转换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它，新时代的到

来就难以顺利地得以实现。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 

 

有关中国的事情想写下来的太多了。在这儿，只就 1966 年中期开始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这一点，简单地谈一下。这是我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

感觉。也是作为那期间曾对其作过有关报道的一名记者的反省和辩解。 

 

文革当初即吃惊又感动 

说句真话，对站在巨大中国的顶峰上的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有不少记者即吃

惊万分又感动不已，笔者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听说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中曾生死与共的毛泽东（党中央主席）和刘少奇（党中

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两人之间出现很大的分岐时，确实对中国将走向何处有过一种恐

惧感。但我更觉得，在中苏严峻的对立中，中国如果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支撑

着这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这些人民群众就一定要成为主人公才行。 

看到“红卫兵”大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挺身而起，自己也觉得中国要防止社会主义变

质，要打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除官僚主义的弊害，由下至上给政府施加

点压力，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当时掌握党中央实务，负责组织运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刘少奇。

党的机构从上到下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在文革发动后大约过了一年,即 67 年 6月,文革执行机构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如下发

言,使我的这个看法更加深了一层。 

“文化大革命有思想斗争、夺权斗争、培养革命接班人三个目的,还要依靠绝大多数的人

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及大多数的干部。连接这三个目的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是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接着说，“建国十七年以

来,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掌握的，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得到了改善，但头脑中的旧思

想还存在。如果不加以改造，政权也好、经济基础也好，都有变质的危险。” 

 

阴暗面的报道 

但正如盾有两面一样，文革也有不少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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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是，根据出身不同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指的是工人、

农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文革中起推进作用的“红卫兵”的大部分都是从这些

人的后代中选拔出来的。而被扣上“黑五类” 帽子的人则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

分子及右派分子，这些人总是批判肃清的对象，而且还要牵连到他们的后代及“同族同党”。 

给最底层的“红五类”增大发言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出身不好牵连到子子孙孙不

能说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做法，而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天命观”的表现。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弊害不断增大。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就是把民主派人士及知识分子，甚至

自己阵营里的人也当作敌人，如剥竹笋皮似的，周围有才能的人都纷纷逃得远远的。 

“四人帮”借助毛泽东的权威，挤进了权力的中枢机构，他们擅长搞政治宣传，但没有

把此用于现实中去的能力。他们尽搞形而上学的理论，脱离了广大的干部群众，为了强行推

之其理论，搞独裁政治。他们的主张是一味搞阶级斗争，实际上生产处于瘫痪状态。连在过

去任何一次大动乱中都指挥缩小打击面打开难局的毛泽东本人也已经几乎失去了对“四人帮”

控制的能力。对这些内情，我们是否进行了准确充分的报道呢？扪心自问,苦言难衷。 

 

“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有句古语叫“穷则变，变则通”。1976 年可以说是文革路线走到了“穷途末路”的一

年。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去世，和不久的“四人帮”的下台。 

毛泽东留下的“你办事，我就放心”的遗言，使得华国锋成了其接班人。华国锋下决心

逮捕了“四人帮”，但同时又尽力宣扬自己是毛泽东忠实的接班人。他继续提倡在“无产阶级

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的理念，即“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一定要坚决执行;凡

是毛泽东指示的一定要坚决照办。”华国锋以此作为领导纲领，说明了他能力的有限。 

时代要求变化，使得曾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而只保留了“党籍”的邓小平得以复活，

这就是“变则通”。这给新时代的到来打开了通道。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共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决定性的措施，对“天安门事件重新进行评价”，使得文革路

线得到纠正。在那次全会上，还作出了把今后的最大任务放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

国防、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决定，从此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与政治思想放在首位的文革时代

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我们潜在的意识中已强烈感到，狂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结束了。文革时的那

种“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扩大生产力”的想法应该改变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先进的生

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高生产力应该是最优先的课题。 

 

从反省到搞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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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迫使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被林彪和“四人帮”吹捧为神的毛泽东进行重新评

价。在中国内部也有人指出，文革时代应看作是“十年灾害时期”，毛泽东本人在文革时期领

导上的错误是,①采取扩大阶级斗争的左倾政策；②把自己凌架于党之上，助长了“个人崇拜”

之风，等等。新的领导班子吸取了这沉痛的教训，所以要求不搞阶级斗争，要政治上安定团

结，特别是要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 

当时的实情是，中国人年均所得只有两百美元前后，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把

经济翻一番作为最大课题。经济措施方面提出了在农村允许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贸易，在全国

范围内，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经营管理，与国外搞合资企业，等等。不但如

此，还制定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控制政策及提倡晚婚的婚姻法。这一切都显示出

十亿中国人的现代化摸索已真正地开始了。 

 

要多方面看问题 

但在新的领导班子面前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自身内部

出现的新特权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在批判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和封建的官僚主义后，在领导

班子内部仍然有人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亲戚等。在升学、就职及

国外留学等方面尤为突出，不少人呼吁“应该平等地给每个人机会。” 

另外有报道说，高级干部子弟犯了罪竟有斟酌处理的现象。不得不承认，“有权就有一切”

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延留到文革时代，即使是在搞“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还大有人在。 

不管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但它能动员起那么多的年青人，其背后不是有一种对中国

那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的批判吗？如果对官僚主义不进行认真的反省，只强调搞经济现代化，

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再现不正的差别结构现象。 

在一直注视动荡的中国的动向时，我不断反思觉得，不能忘了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来观

察这一点，也许这种说法有点陈腐。当然，对于邻国的苦恼和努力，我们一是要应该“热心”

地去看待，二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开始“自问自答”的中国 

 

中国纠正了文革路线，走上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成为这划时代出发点的是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即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大约一年

后的 79 年的秋天，我有机会又对中国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访问。那是在建国三十周年后不久，

对我来说是继文革初期、文革后半期的两次访华的第三次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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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力派邓小平会见 

那是朝日新闻社在接受了代表中国的报纸《人民日报》的邀请，在文革后派遣的第一个

采访代表团。当时的渡边诚毅社长任代表团团长，由政治、经济、国外报道、社会科学、摄

影等各部门的九名记者组成，由于笔者曾以特派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三年，故被任命为代表

团的秘书长。 

到北京不久的 10 月 18 日，实力派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接见中，他就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各种问题，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另外

朝日新闻社社长与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胡绩伟总编辑的交膝对谈也可以说是日中舆论界的最高

层会谈。 

访问地点，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我们还到了浙江、广东、湖南、广西、陕西及四川等

省，其报道在《朝日新闻》上分三十次作了连载，由于是在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候作

的采访，所以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每个记者又增写了一些新的东西，并进行了修

改润色，以《十亿人的现代化》为名整理出版为一本书。 

追忆往事，笔者只想把看到的和留在记忆里的一些有关中国变化的片断在此作个介绍。 

 

书店里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变化 

人们说，书店能敏感的反映社会现象。这次访问，使我对此深有感触。 

我看了一下北京王府井那家有名的新华书店，感到很吃惊，因为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

书籍。也许是“四个现代化”这个文革后最大课题的反映吧，有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

还有语言方面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历史书及长篇小说之类的。另外，像巴赫、莫扎特、贝多

芬、李斯特等这些在“四人帮”时代被“禁止”的西洋古典音乐大师的乐谱也摆了一大排。 

很多人进进出出，但在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人著作的柜台前，

看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使我想起以前两个情景。一是 1966 年秋天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

年时，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书店的情况。当时，不管是哪个书店摆的都是清一色的红塑料封

面的《毛主席语录》。 

二是我在北京当特派员时（1972 年～75 年）所看到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再次开始把目

光转向国外，但同时“四人帮”又操纵着文艺界，尽管书的种类比文革初期增多了，但还是

很单调。要说能象征这个时期的书籍，也就是有关批判孔子的“儒法斗争史”之类的书。跟

文革时代相比，第三次访华，简直给人一种隔世之感。 

 

漫画“讽刺与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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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出版的漫画增刊号《讽刺与幽默》令人耳目一新。从那年的春天开始发行，每

月一期，四页彩色画面。发行部数听说有五十万部，但每期只要一出来就一抢而空。那上面

把中国人自身的缺点，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活龙活现的表现了出来。“铁饭碗”就是杰作之一。 

“铁饭碗，金不换，一旦到手不愁吃和穿”。 

“铁饭碗”是指掉到地上也砸不烂的碗，意思是不会失业。按照日本的说法就是 “太师

爷加太阳旗”，指的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 

题为“春风帆影”的那副漫画，画的是用公款出差的国家干部在游山逛水时的情景。中

央用于农业的投资，一经省、地、县、人民公社等各级干部挪用后，轮到最后落到农民手里

的只剩“麻雀的眼泪”（少得可怜）那么多。“看风使舵” 则把人比作升了帆的船，东风来了

也赞成、西风来了也可以，讽刺那种“风派”人物。 

“顽症七例”也极幽默。此漫画列举了对上级溜须拍马、不可救药的“七种症状”。其中

有鞠躬鞠弯了腰的“虾型症”的人，也有眼睛只朝上看的“朝天眼”症的人。另外还有描写

只听一方意见而不听其它意见，以至于导致一只耳朵极其的肥大，而另一只耳朵则萎缩下去

的漫画。 

漫画增刊号里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干部一旦坐上了权力的宝座，就很容易搞官僚化，

堕进特权阶层。这跟我所到之处听到的“中国的癌症是封建官僚主义”是一致的。 

 

注重明治维新要人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出发点。”“也许你会见笑，但明治天皇的‘五条誓言’

确实令人有一种新鲜感。”——在这次采访中几次都碰到对明治维新这么评价的中国人。那时

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选集》里“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那篇文章。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有不少进步人士，历尽千辛万苦，到西方各国寻求真理。” 

在这样开头的那段文章里，例举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的名字，并简单

介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近八十年中学习资本主义诸国的历史。要通读西方最新知识的书籍，

要大量派遣留学生，要废除科举制度，要设立西方的学校。——总之，“救国只有搞维新，维

新只有向外国学习。”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收到了效果，我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文章这样

论述着。但近八十年的努力以毫无收获而告终。因为一直被中国敬称为“老师”的资本主义

诸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学生”地位的中国的侵略。后来，中国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启发，

经过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寻求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来把

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拯救出来的道路｡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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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日渐增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也

慢慢地转为接近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国又开始向先进的资本主义诸国学习了。 

一位中国的要人这么说，“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已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他

还低声吟诵了“五条誓文”中的几句，像“应广开会议以论万机”，“应打破旧来的陋习立足

于天地的公道”等。这位老前辈曾在日本的最高学府里学过法律，在“民主与法制”这个中

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上，他研究起日本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来了。 

 

重新开始向资本主义学习 

回国后，我翻看了一下教科书，得知日本小学六年级“社会”课里，就开始学习“明治

天皇新的政治”了。教科书里把用文言写的“五条誓文”意译成口语体。 

1. 重大的政治问题，要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后，才作决定。 

2. 身分高的人，身份低的人，都要齐心协力努力工作。 

3. 要搞使全体国民感到满意的政治。 

4. 不拘泥于旧的习俗，按照正确的道理来行动。 

5. 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点，加强国家基本建设。 

写的都是些理所当然的内容，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日本，要与过去的封建时

代决别，开始走近代化道路的政治上及思想上的出发点｡ 

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把数千年来的封建的传统和文化一直流传到自己的最深部。

尽管说是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的残渣。

对这个巨大的邻国的人们来说，“五条誓文”的内容也许是值得引起某种新鲜感的东西。 

中国选择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道路——可以说，这是纵观资本主义诸国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事实时，无可避免的一种选

择。 

但是，无法否认，中国曾拒绝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能强有力地生存下来，而且在许多方

面还优越于社会主义。严峻的竞争原理、技术革新、制度管理、个人能力的发挥、以及各种

手续及法律的健全，等等，这些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财产”的东西都包含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 

从这里，我觉得能找到中国重新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的“螺旋式的回归”的真

意。 

 

华南“经济特区”的出现 

“学习资本主义好的东西”，这种精神也贯彻到了地方上。特别是在访问与香港和台湾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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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很近，很多与海外华侨频繁往来的华南地区的广州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在广东省革命

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主持宴会的那天晚上，同省的副省长兼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和

同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定石说，“广东省接受了建设现代化的特别任务。”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

“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 

要推进现代化，有必要改变一切过于高度集中在中央的那种状况，扩大地方自主权，引

进市场经济。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对外经济方面比其它地区具有有利条件的广东和与台湾隔

海相望的福建两省被批准可以进行特别经济活动。 

与香港接邻的广东省深圳被定为“经济特区”，除了欢迎华侨投资以外，还欢迎日本及欧

美各国到此投资，还可以建合资企业。利润的运用也给予很大的自主权。这是实现现代化的

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曾主任跟我们讲了这些后，又强调说，当前最主要的课题是对外经济活动怎样才能扎实

地走上轨道。同时，如果与香港、台湾及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得顺利进行的话，他还

希望，以此能为将来祖国的统一作贡献。 

总之,这第三次访华让人看到中国正在开始尝试着与文革时期完全不同的理念与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