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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
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
且找人起草&

%&

月
&

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
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
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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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五七
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

+,

$有&

这个风气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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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党的生
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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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他
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 讲点理论的重
要"&他说%这个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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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
前途命运问题& 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
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 加强法制&他
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
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
余悸&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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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民主管
理 %民主监督 &工厂工人监督 %农村社员监
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
空话& 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
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
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
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
定调节&他说'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

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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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
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
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
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

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 他批评了
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
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
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
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

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
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
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
部分先富起来% 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
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
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
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 在批评了无
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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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项
目*

&!

从哪里引进*

'!

定在什么地方*

(!

定哪个
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
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
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

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
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
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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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
体的谈话% 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
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
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
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
稿子的过程中% 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
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 责任到人的问
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
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
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
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
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
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

$)

元
少了%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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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
城市 &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 %大有可为 &他
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

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 为什么
我们不搞 +北京西山 (石景山都应规划 &新
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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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

*

间房子
+)

平方米 %相当半年工资 %分期付款 &日本
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 相当一部汽
车&新加坡房租相当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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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日本
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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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
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
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
内容&他说'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

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
个问题& 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
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
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
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
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 %他
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 并且说要研究国际
法))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
见也谈得更具体& 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
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
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

! 行了% 就这样拿出去吧"% 起草工作就完成
了&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 关于这个讲话稿%那
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
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
是他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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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 我的孩子们能取得今天的成
绩%在于施展才华的同时%始终没有背离! 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身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必
须懂得'对一个人来说%才华很重要%但更为
重要的是他的品格& 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有同
时具备正直的品格(浓浓的善意(温暖的人情
味%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人%才能得到他
人真心的信任与追随&

说说我那
.

个孩子吧&

大女儿庆信%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麻省
理工学院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 现在在韩国
中央大学担任化学系教授&

大儿子京柱%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曾
任马萨诸塞州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 现任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二儿子东柱% 中学毕业时就曾获得备受
关注的美国总统奖* 在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
位后%他继续深造%同时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医
学博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博士学
位&

三儿子洪柱%完成哈佛大学学业后%留学
英国牛津大学% 后回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
深造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之后受到耶鲁
大学法学院的邀请% 成为该学院首位韩裔客
席教授&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洪柱曾在
克林顿执政期间出任助理国务卿% 主管人权
事务%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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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广为韩国民众所知&

二女儿庆恩%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后% 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现
任耶鲁大学法学院临床法学客席教授& 她和
洪柱兄妹俩人均被聘任为法学院的客席教授%

据说这在耶鲁大学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庆恩
还是耶鲁大学聘请的首位非白人的女性客席
教授%这使得她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人物&

小儿子定柱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社会
学系毕业后% 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纽约视
觉艺术学院转攻美术学专业% 并获得了美术
学领域的最高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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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孩子们的经历% 的确很容易给人们
留下! 才华卓越"的印象& 但我深知%他们能够
获得如此成就%不仅因为才华%更因为具备优
秀的品格&

现在想来% 我真的为教育孩子花费了很
多精力%因为教给孩子才技简单%但教会他们
做人不易& 初为人母的时候%我希望能把孩子
培养成一个优秀的韩国人& 但随着孩子们在
美国一点点地长大%我的想法也在逐渐改变&

我不再关心孩子该成为韩国人还是美国人%

而是希望他们能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国际
公民& 我把注意力转回来%把眼光放开%开始
探索更有价值的教育理念% 并试着让孩子们
亲自去寻找答案&

然而答案却近在咫尺% 谜底正是儿时母
亲的一句教诲'! 才华不可凌驾于品格之上& "

换句话说就是%孩子一定要先成人%再成才%

品格永远比才华宝贵& 这成为我们一直以来
向孩子们强调的价值观念&

说真的% 卓越的才华未必就能成就一个
人%反而更容易成为成功的绊脚石& 我见过太
多才华出众却缺乏修养的孩子% 他们才智过
人%却由于背负着过多的期望%又获得了太多
的掌声%往往看不清自己%过分地相信自身的
能力%变得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 这样的孩
子%即使拥有再出众的才华%也很难得到他人
的尊重&

还是需要强调'才华是必需的%但空有一
身才华是绝对不够的& 不仅如此%才华有时还
会变成害人害己的毒素%要多加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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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工厂关了大半 %

.),

的职工都
! 下了岗"%只拿

&),

的工资&开始他还不急
着找工作% 两个月后他发现银行里就剩了
**

元%还不够两人吃顿麦当劳的巨无霸&

过了两天% 董丹在报上看到一则招工
广告&一家五星级酒店征聘警卫%董丹穿上
了他最体面的行头去应聘&他刚晃进大厅%

就迎上来个女人%问他是不是应邀而来&他
点点头&她说他来晚了%会谈早就开始了%

说着就把他推上了电梯& 下了电梯穿过中
庭长廊%来到一间大宴厅%里面的宴会正要
开始&前方麦克风上方挂着条红布幔%上头
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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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靠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宴会
已经开始%他正好饿急了%就把面前盘子里
的东西全扫进肚里% 也不知道都吃了些什
么&他邻座的一个男人向他自我介绍%他是
. 北京晚报/记者%又问董丹是哪个单位的&

董丹只希望谁也别理他% 让他好好地白吃
一顿%随口回答他是. 北京早报/的&董丹吃
饱喝足了%正打算找机会开溜%那记者问他
要不要一块儿去领钱&什么钱+就那两百块
车马费呀%他们的! 意思意思"%劳驾大伙儿
跑一趟%把你的名片交给他们%他们就给两
百块%指望你回去写篇报道呗&董丹干咽了
几下口水'

&))

块0 等于他们下岗工人半个
月的月薪% 还吃得跟皇上似的

!!

不过就
是一张名片的事0

一出门董丹就直奔印刷铺子& 他挑了
最华贵的式样% 印了一大沓上头有某网络
传媒字样的名片&直到

&)))

年
*

月的这个将
要在他生命中出现转折的早晨% 吃宴会成
了他的正经营生&

他一面用块粗糙的毛巾搓背% 一面问
小梅% 信不信他已经把全中国的美食都尝
过了&她说她信&他说'! 有个菜我就从来没

吃过&"

! 什么菜+"小梅问&! 一口咬下去%吃不
出来&把菜单拿来一看%可吓着我了&"他隔
着水汽朝她看一眼 %! 你猜那菜是什么做
的+"

! 那道菜是用
%)))

个螃蟹爪尖的肉做
的&" 董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

个0想
想看%光是敲碎每个爪子%把里面的肉抠出
来得费多大工夫0 就是那些螃蟹的手指头
尖儿啊0那肉搁到嘴里%真他妈绝了&就像
把
%)))

条1 迷你2型鸡腿的味道全熬在那一
口里%简直美得让人受不了%鲜得都有点恶
心了&什么东西也赶不上蟹爪嫩%在嘴里就
像))就像))"他极力想要描述那口感%

那种吃在嘴里与舌头(口腔接触的细致%咽
下去在食道间经过时那种滑滋滋的感觉%

五脏六腑都为之称奇& 但他没有那么多词
汇&把他两口子受的教育加一块儿%连给父
母写封像样的信都不够% 得要请教字典才
行&

赴宴前董丹总要好好地来一番梳洗&

他一共有两件正式衬衫%一件白一件蓝%所
以就替换着穿&一年多前%他拿到印好的记
者名片当天%便向邻居们借了

%))

块%跑到
一家旧货店%花了

*

块钱买了副宽边平光眼
镜%又花了

&)

块买了个麦克风%接在一台基
本报废的录音机上&剩下的

+*

块%他用来买
了一个照相机遗体% 反正用不着往里头填
装胶卷&就那样%他改头换面%成了个专业
赴宴者&

此刻%董丹腰间围了条浴巾%冲过走
廊%回到屋里%留下小梅一个人拖地&他跟
小梅以及自己许了愿%一旦他从吃宴会里
赚够了钱%马上换掉他们的新婚家具%包
括那张床和这两张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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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席妈妈"全惠星博士用切身经验#娓娓道来独特的教

育见解#强调德胜于才#重视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培养#了解

孩子的成长规律#注重教育艺术#提倡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