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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文集（1980–1989）》共四卷，約九成的文稿為首次

公開出版，是迄今為止最系統、最全面的趙紫陽文獻彙編。

《文集》匯集了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十年間

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函和批語共498篇，約180萬

字，並首次展示了若干重要歷史文獻的原件，具有極高的史料

價值。所有文稿由原趙紫陽辦公室部分成員和相關工作人員根

據第一手原始文獻資料集結而成，來源可靠，忠實於原件，編

排規範。

文集全面地展示了1980年代中國高層所推行的各種政策及

其背後的困境、博弈和突破，涉及經濟、政治、黨務、外交、

國防、教育等各個方面，完整而具體地呈現了中國改革初期

「摸著石頭過河」的全過程。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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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曾

任廣東、四川省委書記，1980年代先後擔任國務

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當時最重要的中共

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關鍵

推動者。

《文集》為研究趙紫陽和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

不僅為反思中國1980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文獻基礎，對世界範

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比較研究也具有重大價值。這套文集的出

版，使我們對中國1980年代改革的認識從模糊、碎片、猜測，走

向清晰、完整、真實。對中國和世界的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第一卷（1980–1982）：978-962-996-806-9 

第二卷（1983–1984）：978-962-996-807-6

第三卷（1985–1986）：978-962-996-808-3 

第四卷（1987–1989）：978-962-996-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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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有什麼看點？

■	 498篇原始文獻，九成首次面世

■ 多篇影響中國命運的里程碑式文件

■ 系統、準確、權威的巨型一手史料庫

■ 全景還原「中國崛起」之初的幕後曲折

■ 深度折射1980年代高層政治博弈

■ 多幅重要文件的原件手跡以及珍貴歷史照片

■ 涉及數百位參與和見證中國改革開創期歷史的中外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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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趙紫陽在遼寧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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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資產階級民主畢竟比封建主義進了一
步。如果連資產階級民主形式都不講，豈不是向封
建主義後退了。

—談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1980年9月）

趙紫陽說過什麼？

過去往往是用唐僧念緊箍咒的辦法對付孫悟空，以
後要用如來佛的辦法，讓他在自己手板心裡活動。

—談搞活企業（1981年7月）

執政黨如果隨便開支票許願，最後沒做到，比不許
這個願要糟得多。寧肯少許一點願，最後做的結果
超過。我看對關係人民生活的事情，要切切實實去
做，大話少講。

—談國務院工作（1980年10月）

……要用科學方法，不要搞運動。

—談學習上海發展經驗（1981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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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
是大膽探索。

—談保護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1986年3月）

我們說自己是真民主，但是我們也有不民主，不能說
成真民主。過去的選舉，是沒有選擇的選舉，很難說
是真正的民主。這個問題不能迴避，搞社會主義必須
解決這個問題。

—談政治體制改革問題（1987年2月）

對文藝界的方針問題，……我有個基本主張，根據多
年的經驗教訓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輕易表揚什
麼，支持什麼，也不要輕易批評什麼。這樣的方針才
能夠持久。……中國的事情就是你越管他越想看，越
說這個不能看他越看。

—談思想宣傳工作安排（1988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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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趙紫陽文集》看中國八十年代改革

導讀：許成鋼（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長江商學院教授）

《趙紫陽文集（1980–1989）》四卷是深入理解 1980年代中

國改革以及趙紫陽所做貢獻的完整文獻。本文列舉幾個角度，

希望有助於讀者把握文集的重點。

為什麼要回看八十年代改革？

文集展現了趙紫陽在整個 1980年代參與領導中國改革過程

的全貌。理解中國經濟和政治的走向首先需要理解中國的經濟

改革，而中國經濟改革最關鍵的階段就是 1980年代，這是奠

定了中國改革基礎和未來體制發展方向的時代。

此外，以全球視野觀察共產主義國家的制度變革具有重要

意義。這種變革有兩個基本模式，一個是蘇聯東歐模式，另一

個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模式，越南和古巴大體上都是仿照中國

模式進行變革。在保持一黨執政的情況下，極權體制如何轉向

威權體制？理解這個重要問題，就必須懂得中國八十年代的改

革是如何發生的。

怎麼讀這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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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趙紫陽也是改革的總設計師？

文集充分展示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人與改革的關係。

可以從中看出，鄧、胡、趙三人是中國改革共同的總設計師。例如，

在改革已經開始的階段，鄧尚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此時趙和胡

已經在主動推動改革，並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改

革初期，中國面臨很嚴重的財政危機，急需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來度

過危機，趙紫陽為此做出重要貢獻；更長遠地看，趙紫陽是設計以

地方政府分權的方式，解決地方政府激勵問題機制的主要設計師，

對於推動改革有重大作用。

鄧趙分歧

鄧趙分歧在文集中有兩點體現得十分突出。

■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推動與抵制

最大的分歧就是關於 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文集第二卷可以

看到趙紫陽如何在政治困境中用消極怠工、尋找藉口的方式，抵制

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努力讓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不要拖緩中國的經

濟，不要傷害希望推動改革的人。文集第四卷，趙以中共總書記的

身分總結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訓。運動是鄧小平發動的，雖然要服從

鄧小平的領導，但可以看出趙並非完全追隨鄧。

■	政治改革的名與實

趙和鄧的分歧還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雖然鄧小平有政治改

革的意願，但趙紫陽設計的具體政改方案往往違背了鄧小平保守的

政治原則。這些改革方案中，有進步的部分，為中國的改革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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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也有缺陷的部分，源於趙本人認識的不足以及制度對他的束

縛。這樣的內容在文集的第三卷和第四卷都有體現。

趙紫陽是怎麼討論問題的？

各卷裡都可以看到，十年間趙紫陽和國際經濟學界、世界銀行

來往密切。在開放剛剛開始的階段，他如何與國際經濟學界專家討

論問題十分值得關注。文集中可以看到，他著重分析中國面對的問

題，著重學習經濟科學、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著重學習外來經驗

和教訓；基本上看不到他面對外國學者和世界銀行的官員時，宣傳

自己的偉大。這種基本的面對問題的態度和思維方式是決定了經濟

改革能繼續向前走的關鍵。上述問題在第一卷的〈會見世界銀行代

表團的談話〉、第三卷的〈會見世界銀行首任駐華代表林重庚時的

談話〉、第四卷的〈同弗里德曼的談話〉和〈在會見世界銀行副行

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菲雪時的談話〉等篇目中都可明顯看出。

趙紫陽的重要改革設計

文集的精髓在於全面展示了趙紫陽對重要改革設計的貢獻。

■	農村改革、推廣土地承包制

趙紫陽在 1980年就任總理時，鄧小平尚未鞏固權力、成為實

質的最高領導人。而此時，趙紫陽和副總理萬里已經開始向全國全

面地推廣土地承包制，農村改革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並為其打

下良好的基礎。這點在第一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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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全國性的商品流通

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允許個人進行長途販運。長途

販運既是土地承包制的產物，又是市場發展必走的一步。但是在改

革前和改革初期這都仍定為「非法」。在文集第一、二卷可以清楚

地看到當時趙紫陽如何在困難的政治和法律環境下，尋找空隙保護

農民從事長途販運的權益。第一卷中展示，趙紫陽在權力可及的範

圍裡努力讓農民可以合法地從事長途販運。第二卷中，趙紫陽已經

鞏固了自己的陣地，改革也已經鞏固了最基礎的部分。此時，趙開

始對長途販運進行正面的、直接的政策性鼓勵。當年允許乃至鼓勵

個人進行長途販運，對農村和城市市場的發展，以至於此後鄉鎮企

業的發展，都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	推出財政包幹制，建立地方政府激勵機制

趙紫陽新任總理時，在面對嚴重的財政危機的情況下，推出了

財政包幹制。財政包幹制使地方的財政利益和市場化改革方向一

致，削弱了試圖恢復中央計劃經濟的有權有勢的人群的政治力量，

成為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重要部分，在當時條件下平衡了中央和地

方的利益。文集為深入分析這一改革早期體制存在的問題提供了重

要資料。四卷文集各卷均有大量篇幅討論財政包幹制度：推動和執

行在第一卷；修正、改善在第二卷；大量的總結在第四卷。

■ 建立經濟責任制，推動企業改革

如何建立國有企業的激勵機制也是經濟改革的重大問題。趙提

出的經濟責任制以農村的土地承包制為模型，推廣到國有企業，

則是以承包制為核心的激勵機制。在文集的所有四卷，尤其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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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二卷都有大量文字討論經濟責任制。經濟責任制的利弊，如

今已經很清楚。雖然它本身並不能有效解決所有國企的激勵機制問

題，但對於在起步階段的中國改革來說，曾經起過積極作用。

■	提出沿海經濟開發、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趙提出要「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提出學習四小龍的經驗、

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把中國的沿海融入

進國際市場，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和十四個沿海開放城

市。此問題在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中都有清晰的表述。

■	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趙紫陽直接推動了和十三大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第四卷中有

許多內容。重要改革事項包括不能「以黨治國」、必須黨政分開；

削弱中央書記處和政法委系統的權力；各級政府部門逐步裁撤黨組

等等。但此後的政改進程舉步維艱。

總結

從文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程是怎麼走過

來的。沒有這個文集，我們對趙紫陽的瞭解是非常不系統、不完全

的；我們對中國的改革是怎樣發生的、將來的中國會怎樣變化等重

要問題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偏差。這個文集將大大地改進我們的

認識。

以上角度供參考，更多內容有待讀者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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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趙紫陽參加檢閱解放軍北京部隊和空軍的軍事演習
從左至右：李先念、秦基偉、鄧小平、胡耀邦、楊得志、趙紫陽、華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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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國務院總理後第一次會見香港新聞
界人士的談話摘要

■ 擔任國務院總理後首次公開未來的政策

方向

■	 提出「中國式社會主義」，強調堅持社會

主義制度同引進國外先進經驗相結合

■	 趙說：「從某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不是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到極端，我們

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的大徹大悟。」

趙紫陽擔任總理後的施政宣言

〈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

揭開政府機構改革序幕的報告

〈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報告〉

就任總理以後，首次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會就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所作的報告

■ 文革之後，中國國務院為適應改革開放

的新形勢，需進行重大機構改革

■ 報告揭開了政府行政機構改革的序幕，

為此後政府系統精簡機構、提高效能、

轉變職能打下基礎

1980. 9. 15

1982. 3. 2

那些影響中國發展道路的關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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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了解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情況，可

結合〈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進展情況和三項

議案的說明〉及〈關於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

革委員會的意見〉等文

開啟高新技術迅猛發展進程的講話

〈應當注意研究世界新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 

在國務院召開的新技術革命座談會上的講話

■	 這次講話開啟了中國此後高新技術迅猛發展

的進程

■	 趙紫陽率先從國家政策的層面提出要應對世

界新產業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趨勢

■	 延伸：了解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政策背景和

執行過程，可結合《文集》中發展中國高新

技術的「八六三」計劃等相關文獻

■	 這封信對中共中央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起了決定性的作

用

■	 趙紫陽就中國計劃體制、價格改革和國家領

導經濟的職能三個重要問題提出了新的建議

■ 建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胡耀

邦、陳雲、李先念的一致贊同 

經濟體制改革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通信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1984. 9. 9

1983. 10. 9

那些影響中國發展道路的關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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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考察時的講話要點

■	 通過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實地考

察，趙紫陽提出了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 

構想

■	 構想對於中國形成沿海經濟開放地帶、帶

動內地經濟發展、加入經濟全球化等，起

了關鍵作用

■	 延伸：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

過程中成為世界工廠，造成了環境污染、

勞工保障不足等問題

規劃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講話

〈關於沿海經濟發展的幾個問題〉

1984. 12. 20

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七次會議上
的談話要點輯錄

■	 政改研討小組形成的意見包括：對中央委

員、候補中央委員實行差額選舉；在一些

地方實行政務公開，開展對話協商等

■	 成果是形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

其主要內容被寫入十三大政治報告，許多

舉措被決定在十三大後開始展開

■	 延伸：實際的政改進展十分艱難

探索政治體制改革路徑的七次內部談話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1986. 11. 7– 
1987. 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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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務院總理身分召開的最後一次國務院全
體會議上的講話

■	 十三大召開後，趙紫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

記，卸任總理職務；這是他在國務院總理工

作交接會上的臨別講話

■	 講話將在國務院的八年工作體會概括成一

句話：「以改革總攬全局」

■	 他以此囑託國務院要繼續堅持改革方針

總理的告別講話

〈以改革總攬全局〉

1987. 12. 1

遏制通貨膨脹的綱領性講話

〈在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

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屆三中全會所作的工
作報告

■	 之前幾年的價格改革時出現了明顯的通貨

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一些地方出現搶

購商品等現象

■	 為遏制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報告提出將

1989和1990兩年的工作重點放到治理經濟

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逐步建立市場經

濟新秩序

■	 延伸：價格改革帶來的一系列影響也引發

了國內外經濟學界對於經濟改革的討論和 

爭議

1988. 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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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們的生活開始改變⋯

1980年代初，中國政府開始強化

一胎化政策，計劃生育成為基本

國策。1990年代中期，人口自然

增長率降至1%以下並持續降低。

然而，計劃生育造成的強制墮胎、

兒童權利、獨生子女教育等問題

引發爭議。2015年，中國全面實

施二孩政策，一胎化就此終結。

■	〈計劃生育政策要放在科學判斷

的基礎上〉1981. 9. 10 

啟動一胎化政策

八十年代改革使人們的生活

發生了大大小小的變化。從某

種意義上說，今日中國的眾多

成就與困境，都發端於八十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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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們的生活開始改變⋯

1980年代的環保以保護西部生態

和扶貧為重點。當時提出的「良性

循環」或「可持續發展」在此後的

發展過程中被忽視，是造成如今東

部地區嚴重工業污染的重要原因。

■	〈堅決制止亂砍森林和濫佔耕地〉

1982. 10. 8     

■ 〈停止生態破壞   實現良性循環〉
1983. 10. 18

開始有環保意識

1983年，為了應對開放和高新技

術浪潮，趙紫陽提出中小學應加強

外語和計算機教學。直至今日，外

語和計算機技術仍是中小學教育

的重點。

■	〈從中小學開始加強外語教學和

普及計算機知識〉1983. 12. 16     

學習外語和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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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改革始於 1980年代，由

國家全包、「吃大鍋飯」，通過

「利改稅」、「廠長負責制」等措

施，使企業自負盈虧、擁有更多自

主權。經過九十年代以建立現代企

業制度為目標的全面企業改制，如

今國有企業基本實現了從政府行政

機關的附屬向市場主體的轉變。

■ 〈理順經濟和提高企業素質需要

研究的一些問題〉1984. 2. 11     

國有企業自負盈虧

長假與旅遊如今已是生活中的尋

常之事。趙紫陽在 1980年代初

指示開發的九寨溝和張家界，也

早變成了旅遊勝地。而旅遊景區

的開發、旅遊市場的創立、中國

人旅遊習慣的形成，都源於那個 

年代。

■ 〈視察湖南時的談話要點〉
1984. 3. 10 –3. 16

旅遊成為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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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擁有私家車對中國普通

家庭來說仍只是天方夜譚，而趙紫

陽準確地預見了汽車工業的高速

發展和私人買車的巨大需求。2015

年，中國私家車總量超過 1.24億

輛，平均每百戶家庭擁有 31輛。

■	〈我國汽車工業面臨大發展的新

形勢〉1984. 7. 27     

私家車興起

1987年，趙紫陽主持政治改革設

計。他主張「黨政分開」而非「黨

政分工」，解決以黨代政的問題，

以實現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

型。此後，包括黨政分開等政改

措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實施。

「八九」之後，政改完全停滯，30

年間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明

顯變化。

■	〈關於黨政分開〉1987. 10. 14     

黨政分開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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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政府放鬆對民間文藝團

體的控制，趙紫陽在講話中說：

「……文藝團體可以不搞國營的，

自由組合」，「什麼戲要禁演，

只要不犯法一概不管，至於能不

能賣到票，那是他們的事，我們

也不管」。這正是文藝市場化的

開端，如今蓬勃的影視、文化市

場，正是始於當時。

■	〈黨對於具體文藝作品要少管少
介入〉1988. 1. 7

文藝市場開放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城鎮居民住

房是由國家投資建設和單位分配

的。1987年，中央政府提出建立

房地產市場。此後，「住房制度改

革」迅速深化，居民開始可以自由

購買住房。1990年代中期，房地

產業成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助推

劑，然而也產生了經濟泡沫和房價

過高等問題。

■ 〈下決心把住房制度改革搞好〉
1987. 12. 21     

可自由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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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民營科技企業聚集中

關村，探索科技成果迅速市場化的

途徑。趙紫陽專門指示成立調查

組，探索這一民間形成的新興發展

模式。如今，被譽為「中國硅谷」

的中關村總產值已超過 3000億元

人民幣，是中國迅猛發展的民營高

新技術的縮影。

■	〈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

報告的批語〉1988. 3. 2     

高新科技興起



26

文件原件中能讀出什麼？

1

2

4

3

《文集》公開了多篇重要文獻的原件，帶讀者回到歷史現場。



27

1. 鄧小平用紅色鉛筆批示：「完全贊成  五、五」。「小平」
兩字上畫圈，表示本人已看過。「圈閱」是中共領導人的
一種批閱方式，1948年由毛澤東所創立。

1987年初，中共黨內保守派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4月 28

日，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了幾個月來反資產自由化的情況，鄧讓其
就這個問題做一次講話。此為趙 5月 4日準備的講話提綱，正式開
會是在 5月 13日。

2. 趙紫陽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採取了「明揚暗抑」的策
略：一方面重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深入，一方面又強調
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化，保護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這篇文件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明。

3. 趙紫陽用藍色墨水手書給鄧小平的請示。

4. 此處「學潮」為「八六學潮」。1986年底至 1987年初，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因不滿地方人大選舉問題上街遊行，引
發其他省市高校學生響應，要求當局進行政治改革。學潮
平息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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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是中國當代史不能忽視和遺忘的政

治領袖。受知於強人鄧小平，領導中國經

濟的改弦易轍，但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

卻遭到免職，長期軟禁，十五年後辭世。

異於官方編輯《毛澤東文集》的慣例，本書

編者對這些文獻未加篩揀修飾，根據原件

出版，它必定是今後研究趙紫陽主持中共

大政十年是非功過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

陳永發 Yung-fa Chen，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學者們怎樣評價？

這些令人驚嘆、未經審查的原始文獻為分

析趙紫陽在1989年學生運動中的行為及

辭職選擇提供了歷史背景。文獻證實了趙

的改革熱忱，急需推進的經濟改革使他意

識到基本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更重要

的是，這些資料使讀者理解，在歷史轉折

時刻的1980年代，共產黨領導人面臨的困

境，及其思考、分歧和決策。

畢仰高 Lucien Bianco，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

（順序按英文姓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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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至莊 Gregory Chow，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原趙紫陽與中國體改委
資深顧問

要瞭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旅程，《趙紫陽文

集》是最重要、也最特出的一部書。其內容之

豐富、議題範圍之廣超乎一般讀者的想像。

趙紫陽思維之敏銳堪比世界一流的經濟學

家。書中也表現了他在中國政治環境下當領

導的能力。

此文集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

寶貴的一手文獻。中國邁步走向經濟轉型和

全球崛起之路的時候，那些爭議巨大且矛盾

重重的政策博弈到底是怎樣發生的？任何希

望瞭解這段歷史的讀者，都不應錯過這些細

緻而生動的史料。

韓博天 Sebastian Heilmann，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總裁、德國特里爾
大學教授 

金耀基 Ambrose King，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前校長

1978年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是中共開啟國

家新運命的大歷史，趙紫陽是大歷史中第一

個關鍵十年的最主要書寫者之一。《趙紫陽文

集（1980–1989）》四卷是瞭解與建構這段歷史

不可或缺的資料，其意義是不待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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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文獻價值非同尋常，它對理解這一時期

中國的發展及趙紫陽的貢獻意義重大。文集

絕大部分內容屬首次公開發表，相關領域的

所有研究者都將由此獲益。鑒於趙紫陽在改

革初期的角色一度被淡化和忽視，這套四卷

本文集將通過可靠史料，還原趙的歷史形象。

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作者

從開拓型的省級官員到總理和總書記，趙紫

陽為開啟中國的改革歷程而鋪路，居功至

偉。時至今日，與趙決策相關的眾多重要資

料卻仍然無法為公眾所知；而這套收錄了豐

富官方文獻的文集恰好彌補此缺憾，令人讚

歎。有此文集，趙紫陽的貢獻和歷史地位將

得以被公正評價。

巴瑞．諾頓 Barry Naughton，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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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 Ezra Vogel，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

《趙紫陽文集》的出版是對學術研究的重大

貢獻。鄧小平欣賞趙領導經濟改革的才幹，

年輕的智囊學者們喜歡他問計求策時的公開

坦誠，國際頂級經濟學者讚歎他理解經濟問

題的深度。此文集中的眾多文獻屬於首次面

世，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如何艱難

轉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走出一條與其他

計劃經濟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對於文集編

者，我們深懷感激。

趙紫陽是共同開創和共同設計中國改革的三

個主要領導者之一。而這三個主要領導之間

的博弈決定了1980年代改革的面貌。中國今

天和將來的改革和發展都直接或間接與1980

年代改革奠定的基礎緊密相關。因此，這部

文集不僅是全面瞭解趙紫陽，瞭解他與鄧小

平、胡耀邦的互動，瞭解中國改革開創期的

重要文獻，也是幫助深入理解中國的改革是

怎樣發生的、將來的中國會怎樣變化等基本

問題的重要文獻。

許成鋼 Chenggang Xu，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長江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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