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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79 年年 11 月月，，华盛顿美国国家华盛顿美国国家
美术馆里美术馆里，，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
建交的招待酒会正在举行建交的招待酒会正在举行。。中国领中国领
导人邓小平于现场发表演讲导人邓小平于现场发表演讲，，距离距离
他不远处他不远处，，站着一位斯斯文文的美站着一位斯斯文文的美
国学者国学者，，正安静地聆听他的发言正安静地聆听他的发言。。
这人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这人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
义义。。在傅高义的生命里在傅高义的生命里，，这是在物这是在物
理空间上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理空间上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当当
时的傅高义肯定不会想到时的傅高义肯定不会想到，，在在 2121年年
之后之后，，他会因缘巧合他会因缘巧合，，投身到一项投身到一项
浩繁的写作当中浩繁的写作当中，，这场写作会花掉这场写作会花掉
他他 1010 多年的时间多年的时间，，而书写的对象而书写的对象，，
就是此刻站在他面前演讲的邓小平就是此刻站在他面前演讲的邓小平。。

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
的一次严肃尝试的一次严肃尝试

说起来说起来，，傅高义与中国结缘傅高义与中国结缘，，
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
费正清曾于二战前费正清曾于二战前，，在清华大学短在清华大学短
暂地学习了一年中文暂地学习了一年中文，，回到美国之回到美国之
后后，，费正清主张美国大学要培养出费正清主张美国大学要培养出
更多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更多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傅高义傅高义
是费正清亲自物色并着力培养的学是费正清亲自物色并着力培养的学
者之一者之一。。在在19611961年至年至19641964年的三年年的三年
间间，，傅高义被要求集中学习中国历傅高义被要求集中学习中国历
史史。。而实际上而实际上，，傅高义对上世纪二傅高义对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一些对一些
传统的中国小说比如传统的中国小说比如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

《《西游记西游记》，》，似乎更感兴趣似乎更感兴趣。。
傅高义第一次来中国是在傅高义第一次来中国是在 19731973

年年，，此后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
一两次一两次。。除了身临其境除了身临其境，，傅高义对傅高义对
中国的了解还有很多途径中国的了解还有很多途径，，比如哈比如哈
佛大学有不少中国人佛大学有不少中国人，，包括中国学包括中国学
生与访问学者生与访问学者，，这些人都成为傅高这些人都成为傅高
义的交流对象义的交流对象，，在与他们的聊天在与他们的聊天
中中，，傅高义不断地傅高义不断地““抵近抵近””中国中国。。
在中国之外在中国之外，，傅高义对日本也拥有傅高义对日本也拥有
浓厚的研究兴趣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曾出版了他曾出版了 《《日日
本第一本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新中产阶级》》 等著等著
作作。。

20002000 年年，，在韩国济州岛在韩国济州岛，，傅高傅高
义问他的一位朋友义问他的一位朋友，，如果要帮助美如果要帮助美
国人理解亚洲的未来发展国人理解亚洲的未来发展，，应该做应该做
点什么点什么？？这位朋友告诉他这位朋友告诉他，，那就应那就应
该认真地研究中国该认真地研究中国，，研究邓小平研究邓小平。。
那次谈话后不久那次谈话后不久，，傅高义下定决心傅高义下定决心
不辞劳苦不辞劳苦，，要以要以 7070岁的高龄岁的高龄，，写一写一
本关于邓小平的书本关于邓小平的书。。

他花掉了他花掉了 1010多年时间多年时间，，终于写终于写
出来一本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20132013年年年年
初初，《，《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版由北京的中文版由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三联书店出版。。在这本厚厚的书在这本厚厚的书
里里，，傅高义表达了对于邓小平的钦傅高义表达了对于邓小平的钦
佩之情佩之情。。他写道他写道：“：“我尽力客观地对我尽力客观地对
待邓小平的言行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也没有掩饰我对
于邓小平的钦佩于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我认为他对世界
有着巨大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改变了一个当时
还承受着还承受着‘‘大跃进大跃进’’与与‘‘文革文革’’后后
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希望中国我希望中国
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
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在新书发布会的当晚在新书发布会的当晚，，我作为我作为
记者记者，，对傅高义做了一次采访对傅高义做了一次采访。。那那
次采访是在傅高义下榻的宾馆房次采访是在傅高义下榻的宾馆房
间间，，邻近北京三联书店邻近北京三联书店。。当我们推当我们推
门而入的时候门而入的时候，，一个瘦小的美国老一个瘦小的美国老
头从沙发上起身迎接头从沙发上起身迎接。。他西装革他西装革
履履，，面容清瘦面容清瘦，，头发已经花白头发已经花白。。他他
的眼睛很小的眼睛很小，，脸廓狭长而线条分脸廓狭长而线条分
明明。。他用流利的中文与我们打招他用流利的中文与我们打招
呼呼，，声音很轻声音很轻，，语调舒缓语调舒缓。。

那次访谈之前那次访谈之前，，我其实并不了我其实并不了
解傅高义解傅高义，，而且我猜测而且我猜测，，国内熟悉国内熟悉
他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他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但是没有但是没有
谁会想到谁会想到，，这位美国老头会随着这位美国老头会随着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出版而在中国变得的出版而在中国变得
名声鹊起名声鹊起，，同时同时，，也成为哈佛大学也成为哈佛大学
鼎鼎有名的鼎鼎有名的““中国先生中国先生”。”。他在北京他在北京
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面对听众与学者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面对听众与学者
潇洒陈词潇洒陈词，，在高校的礼堂里与教授在高校的礼堂里与教授
及学生谈笑风生及学生谈笑风生，，在飞来飞去的间在飞来飞去的间
隙里隙里，，接受一家又一家媒体的邀约接受一家又一家媒体的邀约

采访……如果你仔细阅读那本砖头采访……如果你仔细阅读那本砖头
似的似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你可能会产生你可能会产生
与我一样的感觉与我一样的感觉：：傅高义是实至名傅高义是实至名
归归，，他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与处世他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与处世
方式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文化、、风风
俗俗、、民情民情，，显得如此富有心得显得如此富有心得。。

傅高义谈吐严谨傅高义谈吐严谨，，常常会在交常常会在交
谈中停下来思索谈中停下来思索，，这个时候的他这个时候的他，，
两只手习惯不停地搓动两只手习惯不停地搓动。。说到中国说到中国
的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他说他说：“：“改革开放后的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中国，，发展变化非常了不起发展变化非常了不起，，只用只用
了了 3232 年时间年时间，，就超越日本就超越日本、、德国德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这种发展
速度举世罕见速度举世罕见。。如果按照这个速如果按照这个速
度度，，中国会在未来不久中国会在未来不久，，在国民生在国民生
产总值上超越美国产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成为世界第
一一。。有的美国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有的美国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
的事的事，，但也有人很担心这种超越但也有人很担心这种超越，，
但不管是哪一种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他们都开始关他们都开始关
注中国注中国。”。”

这种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源于中国的改源于中国的改
革开放革开放。。但是但是，，傅高义谈到傅高义谈到，，当下当下
的美国学者的美国学者，，对中国启动的这场改对中国启动的这场改
革革、、对于启动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对于启动这场改革的领导者，，
认识有些不足认识有些不足。。这也是傅高义写作这也是傅高义写作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的一个缘由的一个缘由，，他想告他想告
诉美国读者诉美国读者：：需要重新认识邓小需要重新认识邓小
平平。。傅高义评价说傅高义评价说：“：“一个拥有十几一个拥有十几
亿人口的大国亿人口的大国，，坚定地搞改革开坚定地搞改革开
放放，，没有前路可循没有前路可循，，一切只能摸着一切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石头过河，，一边实验一边推进一边实验一边推进，，这这
是需要胆略的是需要胆略的。。中国面对的是一项中国面对的是一项
苛刻的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史无前例的任务，，在此之在此之
前前，，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
成了经济体制改革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走上持续发展
的道路的道路。”。”

展现中国大地上的这展现中国大地上的这
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场波澜壮阔的变革

在写作之初在写作之初，，傅高义翻阅了不傅高义翻阅了不
少别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书少别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书。。但到但到
后来后来，，他感到他感到，，历史事件容易梳历史事件容易梳
理理，，而了解邓小平的想法却最为困而了解邓小平的想法却最为困
难难，，因为邓小平没有留下日记因为邓小平没有留下日记，，傅傅
高义又无缘与他当面交谈高义又无缘与他当面交谈，，所以一所以一
切只能依靠间接的材料与采访切只能依靠间接的材料与采访。《。《邓邓
小平年谱小平年谱》》 的出版的出版，，曾给傅高义的曾给傅高义的
写作带来不少方便写作带来不少方便，，但也仅限于帮但也仅限于帮
助他了解到助他了解到，，邓小平在某个时间做邓小平在某个时间做
了什么事情了什么事情。。至于邓小平为什么那至于邓小平为什么那
么做么做，，当时的考虑是什么当时的考虑是什么，，他却不他却不
容易搞清楚容易搞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02000 年以年以
后后，，7070 多岁的傅高义开始频频奔波多岁的傅高义开始频频奔波
于中国大地于中国大地。。他去过邓小平留下了他去过邓小平留下了
足迹的很多地方足迹的很多地方，，包括四川广安包括四川广安、、
江西瑞金江西瑞金、、太行山太行山，，还多次奔赴成还多次奔赴成
都与重庆都与重庆——那里是邓小平任西南那里是邓小平任西南
局领导人时的办公场所局领导人时的办公场所。。每到一个每到一个
地方地方，，傅高义都尽量去参观那里的傅高义都尽量去参观那里的
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从中找寻过往年代的从中找寻过往年代的
气息气息。。他还通过种种渠道他还通过种种渠道，，与那些与那些
熟悉历史情况的人交谈熟悉历史情况的人交谈，，这些人包这些人包
括一些历史人物的家人括一些历史人物的家人、、秘书秘书，，也也
包括研究历史的学者包括研究历史的学者。。1010 年来年来，，受受
访者粗略估计有访者粗略估计有 300300 多位多位，，这个名这个名
单里还有李光耀等中外政要单里还有李光耀等中外政要。。

有时候有时候，，被采访者会言说各被采访者会言说各
异异，，但这正是令傅高义着迷的地但这正是令傅高义着迷的地
方方，，他会兼听并蓄他会兼听并蓄，，然后自己慢慢然后自己慢慢
去揣摩产生差异的原因去揣摩产生差异的原因。。写作的过写作的过
程程，，也是研究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他不断地发他不断地发
现新课题现新课题，，反过来又促使他去了解反过来又促使他去了解
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比如比如，，在开始写作的一在开始写作的一
两年两年，，他发现陈云对于邓小平的作他发现陈云对于邓小平的作
用很重大用很重大，，他们有着奇妙的互补关他们有着奇妙的互补关
系系。。于是于是，，傅高义花了一年多的时傅高义花了一年多的时
间间，，专门研究陈云专门研究陈云，，阅读关于陈云阅读关于陈云
的资料的资料，，并且采访了他的秘书朱佳并且采访了他的秘书朱佳
木木。。这本书虽然命名为这本书虽然命名为 《《邓小平时邓小平时
代代》，》，但傅高义要写的远远不止一个但傅高义要写的远远不止一个
人人，，而是一群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伟大的时是一个伟大的时
代代 。。 傅 高 义 要 展 示 给 读 者 的 是傅 高 义 要 展 示 给 读 者 的 是 ，，
19781978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波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波

澜壮阔的变革澜壮阔的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到底是如何发生
的的，，由谁主导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影响又如何。。

那 是 一 次 将 近那 是 一 次 将 近 33 个 小 时 的 访个 小 时 的 访
谈谈，，傅高义坦诚傅高义坦诚，，平易平易，，充满学者充满学者
风范风范，，说话也不艰涩难懂说话也不艰涩难懂。。他对他对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探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探
索索，，因此一当话题进入到他的研究因此一当话题进入到他的研究

领域领域，，就尤其显得健谈就尤其显得健谈。。有的时有的时
候候，，他甚至不满足于我们提出的问他甚至不满足于我们提出的问
题题，，因而主动地设置话题因而主动地设置话题，，以便于以便于
阐述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看法。。临结束时临结束时，，傅高傅高
义意犹未尽义意犹未尽：“：“那就最后再问两个问那就最后再问两个问

题题？”？”——然后然后，，他却一口气回答了他却一口气回答了
我们五六个问题我们五六个问题。。

再一次见到傅高义再一次见到傅高义，，是在那次是在那次
采访的一年之后采访的一年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
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那那
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云集云集
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优秀的专家学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优秀的专家学

者者，，可谓星光熠熠可谓星光熠熠，，高朋满座高朋满座。。在在
开幕式之后开幕式之后，，傅高义作为最先发言傅高义作为最先发言
的专家的专家，，登上了演讲台登上了演讲台。。那一天的那一天的
傅高义西装革履傅高义西装革履，，步伐矫健步伐矫健，，比一比一
年前在宾馆接受采访时年前在宾馆接受采访时，，更显得神更显得神

采奕奕采奕奕。。他脱稿用流利的中文侃侃他脱稿用流利的中文侃侃
而谈而谈，，言辞依旧谦谨言辞依旧谦谨，，却充满智却充满智
慧慧，，既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祝福既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祝福，，
也从一个学者的角度也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提出了自己
的期望的期望。。

他还谈到他还谈到，，从古典中国到当代从古典中国到当代
中国中国，，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转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转
向向，，也代表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代表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我我
们外国学者们外国学者，，基本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基本的基本的
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我我
们应该用我们能用的努力们应该用我们能用的努力，，跟很多跟很多
的学者一起向中国学习的学者一起向中国学习。”。”傅高义表傅高义表
示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难免会有难免会有
误会和错读误会和错读，，暂时也可能会有一些暂时也可能会有一些
困难困难，，但长期的方向是好的但长期的方向是好的。。他他
说说：“：“我们的交流有好处我们的交流有好处，，现在世界现在世界
上的问题太多了上的问题太多了，，但是没有基本的但是没有基本的
互相了解就没办法解决互相了解就没办法解决。。我觉得外我觉得外
国学者在中国也好国学者在中国也好，，中国学者在外中国学者在外
国也好国也好，，都有责任去实现这个梦都有责任去实现这个梦。”。”

那次汉学大会之后那次汉学大会之后，，傅高义还傅高义还
专程去了一趟清华大学专程去了一趟清华大学，，与清华的与清华的
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谈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谈。。那确实是一那确实是一
场精彩的智慧交流场精彩的智慧交流，，赢得了清华学赢得了清华学
子的热烈掌声子的热烈掌声。。傅高义在那次讲座傅高义在那次讲座
里里，，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品评中品评中
国历史国历史。。但是但是，，在对新中国一些历在对新中国一些历
史的评价上史的评价上，，他们有共鸣也不乏分他们有共鸣也不乏分
歧歧。。一年多来一年多来，，曾看到媒体上关于曾看到媒体上关于
傅高义的不少访谈傅高义的不少访谈，，他的看法被不他的看法被不
断重复断重复。。这一次清华对谈却颇有新这一次清华对谈却颇有新
意意，，因为傅高义要现场应对不同观因为傅高义要现场应对不同观
点的碰撞与交流点的碰撞与交流。。

帮助人们了解这个改帮助人们了解这个改
革时代革时代，，了解这个时代的了解这个时代的
中国中国

最近一次采访傅高义最近一次采访傅高义，，是在北是在北
京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京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一次聊了这一次聊了
更多更多生活中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生活中的傅高生活中的傅高
义十分珍爱他的家人与朋友义十分珍爱他的家人与朋友，，他认他认
为自己最为享受的事情为自己最为享受的事情，，就是与就是与
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家人一起共进晚餐，，以及与老同以及与老同
学们聊天学们聊天。。除此之外除此之外，，他的时间他的时间
依然给予了工作依然给予了工作。。从哈佛大学费从哈佛大学费
正清研究中心退休以后正清研究中心退休以后，，除了每除了每
周几次的骑行锻炼周几次的骑行锻炼，，他把大量的他把大量的
精力投入到邓精力投入到邓小平的研究中小平的研究中。。他的他的
太太埋怨说太太埋怨说，，傅高义就是一个地地傅高义就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工作狂道道的工作狂，，退而不休退而不休，，对家务对家务
从来不搭不理从来不搭不理。。说到这里说到这里，，傅高义傅高义
的脸上涌起了幸福的笑容的脸上涌起了幸福的笑容——他并他并
不为这种埋怨而感到烦恼不为这种埋怨而感到烦恼，，反倒似反倒似
乎自得其乐乎自得其乐。。

从交谈中从交谈中，，基本上可以判断基本上可以判断，，
傅高义属于那类比较传统的学者傅高义属于那类比较传统的学者，，
他并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新理论他并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新理论
与新概念与新概念，，也比较反感过于琐碎地也比较反感过于琐碎地
开展学术研究开展学术研究。。他所秉持的研究方他所秉持的研究方
法法，，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

““知人论世知人论世”，”，讲究从经济讲究从经济、、政治政治、、
历史历史、、文化文化，，甚至山川地理等各个甚至山川地理等各个
因素切入因素切入，，逐步地接近研究对象逐步地接近研究对象。。
这也是他所强调的这也是他所强调的““全面的眼光全面的眼光””

““对历史背景与时代氛围的充分了对历史背景与时代氛围的充分了
解解”。”。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傅高义的写作并傅高义的写作并
不过分依赖纸上的材料不过分依赖纸上的材料，，而是倚重而是倚重
实地的采访与面对面的交谈实地的采访与面对面的交谈。。这样这样
的研究方式使他的写作充满了艰的研究方式使他的写作充满了艰
辛辛，，因为他得满世界去寻找那些可因为他得满世界去寻找那些可
以为他提供有效信息的交谈者以为他提供有效信息的交谈者，，但但
同时又充满了收获同时又充满了收获，，因为他总可以因为他总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捕捉到令他耳目一新在这个过程中捕捉到令他耳目一新
的信息的信息。。

““对于这本对于这本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您您
心中的第一读者是什么人心中的第一读者是什么人？”？”我问我问
他他。。

““我心中的第一读者我心中的第一读者，，是那些受是那些受
过一般教育的美国普通老百姓过一般教育的美国普通老百姓。。我我
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当当

时跟我一起念书的小镇上的同学时跟我一起念书的小镇上的同学，，
后来大多并没有成为专家后来大多并没有成为专家，，也没有也没有
成为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忘但是我从来没有忘
记他们记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有兴趣来阅我希望他们能有兴趣来阅
读我的书读我的书，，并且喜欢它并且喜欢它。。因此因此，，我我
不大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不大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也不想也不想
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太复杂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太复杂，，因因
为我必须保证如我小镇同学一样的为我必须保证如我小镇同学一样的
读者能够读懂这本书读者能够读懂这本书。。我曾经把我曾经把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拿给我的那些同学们拿给我的那些同学们
看看，，他们读了以后告诉我他们读了以后告诉我：‘：‘你写得你写得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这样的反馈令我感到非这样的反馈令我感到非
常幸福常幸福。。我自信比其他的大学教授我自信比其他的大学教授
更为了解美国社会的底层更为了解美国社会的底层，，如果他如果他
们不乐意为这些底层人士写一点东们不乐意为这些底层人士写一点东
西西，，那么那么，，我却非常乐意我却非常乐意。”。”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 在美国出版以在美国出版以
后后 ，， 傅 高 义 说傅 高 义 说 ，， 社 会 评 论 方 面社 会 评 论 方 面 ，，
9090%%以上都是积极的评价以上都是积极的评价，，当然也当然也
有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有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而这而这
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些都是正常的现象。。至于一些美国至于一些美国
的中国学专家的中国学专家，，他们之中既有人对他们之中既有人对
这本书并不这本书并不““感冒感冒”，”，也有人真诚地也有人真诚地
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20122012 年年，，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莱昂内尔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盖尔伯奖，，这个奖专门这个奖专门
授予那些以英文写作的非虚构类著授予那些以英文写作的非虚构类著
作作。。在颁奖典礼上在颁奖典礼上，，携携 《《论中国论中国》》
参与角逐的基辛格博士对傅高义参与角逐的基辛格博士对傅高义
说说：“：“你赢得这个奖是对的你赢得这个奖是对的，，你写这你写这
本书不容易本书不容易。。祝贺你祝贺你！”！”

无疑无疑，，傅高义对他的傅高义对他的 《《邓小平邓小平
时代时代》》 十分看重十分看重。。他说他说，，哈佛大学哈佛大学
同年出版的同年出版的 100100多本书中多本书中，《，《邓小平邓小平
时代时代》》 在销售业绩方面是表现最突在销售业绩方面是表现最突
出的出的。。按照傅高义所言按照傅高义所言，，这本书本这本书本
来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来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但事实上但事实上
却让他在中国变得知名却让他在中国变得知名。。谈到这谈到这
里里，，傅高义笑了起来傅高义笑了起来：“：“有更多中国有更多中国
读者喜欢我的书读者喜欢我的书，，我当然更高兴我当然更高兴
了了！”！”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因为涵盖了丰富因为涵盖了丰富
的中外资料与研究成果的中外资料与研究成果，，为数众多为数众多
的独家访谈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的独家访谈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
探究与评论探究与评论，，被认为是国外邓小平被认为是国外邓小平
研究的重要著作研究的重要著作。。除了摘得莱昂内除了摘得莱昂内
尔尔··盖尔伯奖之外盖尔伯奖之外，，20132013年年，，在上海在上海
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傅高义傅高义
又被授予了又被授予了““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对于这本书对于这本书，，傅高义坦承傅高义坦承：“：“我我
的的看法在未来几年里看法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不会有大可能不会有大
的改变的改变。。但是如果以后能够采访到但是如果以后能够采访到
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我将我将
要不断修订与补充这本书要不断修订与补充这本书。。我的一我的一
个愿望是个愿望是，，几十年后几十年后，，那时的人们如那时的人们如
果想要了解这个改革时代果想要了解这个改革时代，，了解这个了解这个
时代的中国时代的中国，，他们会觉得读我的书是他们会觉得读我的书是
个不错的选择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这就是““中国先生中国先生””傅高傅高
义的中国雄心义的中国雄心，，他对于中国的求索他对于中国的求索
与书写显然不会停止与书写显然不会停止，，他与中国的他与中国的
缘分仿佛是一条汩汩溪流缘分仿佛是一条汩汩溪流，，将随着将随着
漫长的时间一起流淌漫长的时间一起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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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傅高义高义

让世界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让世界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
张张 健健

▲▲20152015 年年 99 月月，，傅高义傅高义

在波士顿家中接受新华在波士顿家中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社记者采访。。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傅高义与傅高义与 《《邓小平时邓小平时

代代》。》。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北京小学生褚焱在三北京小学生褚焱在三

联书店翻看联书店翻看《《邓小平时邓小平时

代代》。》。 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 20132013 年年 11 月月 1818 日日 ，，

《《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 中文版中文版

首发式在北京三联书店首发式在北京三联书店

举行举行。。 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