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 年 4 月，鄧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在瀛台與警衛官兵合影。（二排右三為作者。）



自  序

我出生在河北省大城縣（原河間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6 歲喪父，7

歲母親改嫁，我和弟弟跟著伯父三人一起生活，常年靠吃糠嚥菜度日。1938

年 8 月，我參加了八路軍，那時只有 12 歲，在一二○師三五八旅供給部當

勤務員，後當通信員和警衛員。在那戰火紛飛的艱苦歲月，有兩件事影響

和決定了我後來的軍旅人生。

一件事，是我與馬尾巴結下了生死情誼。當年，抗日戰爭環境嚴酷，

而我年幼體弱，行軍走不動，尤其是夜行軍，跟不上部隊，全靠同志們幫

我背背包或拉著我走，有時累得哭鼻子。後來我找了個“竅門”：拉著馬尾巴

行軍，這樣既省力又不拖累其

他同志。1940 年春，我旅奉命

從河北省調入晉察冀地區，要

通過日軍嚴密封鎖的鐵路綫，

趁夜從平川連續急行軍 120 多

華里進入山區。我當時就是死

死拉著馬尾巴不放，終於艱難

地越過了日本鬼子的封鎖綫，

馬尾巴救了我的命，否則，我

就有可能犧牲了。

另一件事，是 1942 年夏

隆堯科長鼓勵我學文化。我在

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供給部當勤

務員、通信員和警衛員時，夏

隆堯關心和鼓勵我說 :“你家

裡貧窮沒有上過學，你沒有文 本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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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毛主席在武昌蛇山。（左二為葉子龍，右二為作者。）



10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1978 年 12 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組織把我調回北京，徹底平反。

中央軍委任命我為中央警衛局副局長，1982 年兼中央警衛團團長，主要負

責鄧小平同志的安全警衛工作。早在 1965 年，我就曾隨小平同志、副總理

李富春、薄一波等乘專列火車視察大同、包頭、蘭州、青海和攀枝花等三

綫經濟建設。我在小平同志身邊工作也有二十多年，小平同志的理論武裝

了我，小平同志的工作精神激勵了我，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教育了我，人

民稱讚鄧小平領導中國人民富起來了。我永遠熱愛鄧小平同志。

我 1988 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晉升為正軍職，1991 年被授予中將軍

銜，晉升為副大軍區職，曾被選為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次全國代表大

會代表，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8 年 72 歲時離休。

我離休以後，不少媒體多次提出要採訪我，讓我寫文章回憶毛主席、

鄧小平同志，老領導和老戰友也常鼓勵我說：你跟毛主席、鄧小平同志那麼

作者陪同鄧小平在美國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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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陳雲關心小平同志訪美安危

1978年 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組織將我從江西五七幹校調

回北京徹底平反。中央軍委任命我為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主管小平同志和其

他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警衛工作。

1979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去看望陳雲同志（時任黨中央副主

席），當時他正坐在沙發上看報，我高興地上前與他親切握手說：陳雲同志

你好啊！我十幾年未見你老人家，我很想念你，近來身體好嗎？他笑著對我

說：我已是古稀之年啦，身體還好。你坐下，我已知道你從江西幹校調回來

了，任命你為副局長。我聽身邊工作人員講，你是因走資派被批判勞動改造

的。從 1974年起你就逐漸又當上排長、連長、副校長和副書記，你進步還

挺快的呀。

我開玩笑地對陳雲同志說：我老老實實地接受革命同志的批判和勞動，

不然怎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戰綫來呢。

陳雲同志看著我笑了，說：我聽秘書說派你跟隨小平同志訪問美國。

我說：是的，我感到安全警衛任務既重大又艱巨。

陳雲同志嚴肅地對我說：當年毛主席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中央領導同

志們幾次開會研究，均不同意毛主席去重慶，因為蔣介石心狠手辣，不知

殺害了我們多少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中央擔心他的安全沒有保障。毛主席

為了國家不顧個人的安危，說服中央領導同志：蔣介石三次發來電報邀請我

去重慶進行停止內戰和平談判，我要是不去會失禮，在政治上會引起國內外

不好的反應和議論。蔣介石公開邀請我去重慶談判，他不敢暗害我，我也不

怕他！毛主席最後作出決策，指定劉少奇同志總管負責黨中央及社會部的工

作，由警衛員陳龍、葉子龍、龍飛虎等護衛毛主席赴重慶。在周恩來副主席

領導下，雖遭遇許多險情但都化險為夷，毛主席安全回到了延安。如今，美

國政府友好地邀請我們，希望中美人民友好往來，但作為領導身邊的警衛人

員，就要了解美國國情和現狀。美國兩億多人口，有一億多人有槍支，社會

狀態複雜多變。他們從建國以來有四位總統被暗殺：林肯、加菲爾、麥金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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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港譯甘迺迪），還有傑克遜、羅斯福、杜魯門和福特等幾位總統

遇刺倖免於難。我對你們講這些就是讓你們警衛人員高度重視、盡心盡力、

在從未接觸過的複雜環境裡集中精力保證小平同志的安全。全黨全國人民都

注視著小平同志的安全。你們要做到護守小平同志“驚險去，安全回”，這

將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我邊聽邊記，陳雲同志對我的信任、重託和指示，我感到非常的親切而

又極為重要，牢記在心中，為我隨小平同志訪美做好安全警衛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高了思想認識。

回來後我把上述情況如實地向楊德中局長和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凌雲同

志做了彙報，他們聽了很感動。大家一致認為陳雲同志的講話十分重要、有

針對性，我們表示一定要盡心盡力、認真貫徹執行，確保小平同志訪美的安

全，不辜負陳雲同志的期望和重託。

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在一起。



22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訪美工作領導小組

中央決定：由副總理耿飈、方毅、陳慕華和外交部部長黃華、公安部副

部長凌雲等同志組成領導小組，負責小平同志訪美期間的安全警衛工作事

宜。由耿飈副總理負責主持會議，佈置相關準備工作。

耿飈副總理說：這是我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引起世界關注。

小平同志訪美受到美國政府和人民的非常重視和熱烈的歡迎，並竭力宣傳訪

問的重要性。國際媒體紛紛評論宣傳報道小平同志訪美是亞洲和世界和平新

的里程碑。小平同志訪美，也會面對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尤其是美國自由

買賣槍支，社會治安不穩定，我們要認真研究，精心組織，前後方配合，採

取有力措施，確保小平同志訪美的安全。

方毅副總理說：既要把小平同志的安全交美方負責，我們又要做好護

作者到北京西郊機場迎接陳雲同志。（左二為楊德中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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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證小平同志的安全。

會議確定由黃華外長負責組織小平同志訪美先遣組。

這些會議內容是凌雲副部長向我傳達的。

小平同志訪美先遣組

黃華外長決定：由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衛永清、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我局

警衛處副處長滕和松等組成先遣組赴美國與美方國務院禮賓司司長杜貝爾

夫人、白宮國家安全助理奧克森伯格、安全局負責國賓安全官員泰勒和凱利

（會說中文）及有關官員在白宮內舉行會議。雙方就落實鄧副總理訪美的時

間、地點、安全規格等事項，達成共識。

凌部長和滕和松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就安全警衛設想向泰勒、凱

利提出要求：一、鄧副總理訪美期間的安全必須由美方承擔；二、鄧副總理

近身的安全警衛由我方和美方密切配合，嚴密部署，確保萬無一失；三、鄧

副總理的安全警衛工作要與外交禮賓活動安排緊密結合。泰勒表示：完全同

意凌部長的三條意見，我安全局已向鄧副總理前去訪問的地區和城市下達了

命令，一定要集中精力嚴密部署，保證鄧副總理安全。

凌雲副部長說：感謝美方的支持配合和承諾。雙方高興地握手告別。

幾天後，先遣組回到北京，凌雲同志任代表團助理兼警衛組長，我任代

表團成員兼警衛副組長。他打電話跟我說：我和滕和松打頭站回來了，請你

召集警衛人員傳達通報小平同志訪美的工作情況。我說：好，盡快傳達，我

們早做準備。我第二天召集中央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滕和松、李德華、馬盼

秋、李桂華和小平同志的警衛員張寶忠、方毅同志的警衛員羅玉元開會，我

先向凌雲副部長介紹了參加會議人員的姓名，他熱情地與大家握手問好，介

紹了先遣組赴美情況：我們與美方負責國賓安全的美方安全局官員泰勒和凱

利在白宮內舉行了會談，美方很重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保證小平同志訪

美期間的安全，承諾負責安全保證。我們態度誠懇，對他們表示信任，相信

他們一定會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小平同志的安全和這次訪問的圓滿成功。泰勒



24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表示，感謝中方對美方的信任，美方將對鄧副總理這次訪美的安全負責。泰

勒說：卡特總統已下令聯邦安全局負責鄧副總理的安全，整個安全工作將在

安全局的統一計劃和指揮下組織警察、情報各方面力量完成。

凌部長說，先遣組和美方確定了小平同志訪美的具體日程安排和細節，

小平同志訪美乘坐中國民航波音 707飛機，飛行路綫：由北京飛上海停留加

油後，飛經日本上空，穿越太平洋到美國安格雷季機場停留加油後，再飛華

盛頓。在美國，小平同志訪問的地區和城市有：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

西雅圖。

華盛頓之行是小平同志訪美的高潮和重點。美方安排小平同志住在靠近

白宮北門西邊馬路對面的美國國賓館。當晚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總統助理

布熱津斯基設家宴宴請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卓琳。

第二天上午 9時，卡特總統將在白宮南草坪舉行歡迎儀式，歡迎儀式後

與美方安全局官員交談。（左二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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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副總理在白宮與卡特總統舉行會談。中午出席國務卿萬斯舉行的午宴。晚

上 7時，卡特總統在白宮設國宴招待小平同志、方毅副總理和代表團成員，

以及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

我們警衛組主要任務是：精心組織小平同志、方毅副總理近身警衛，確

保安全服務工作。凌部長說：我和孫勇同志與美方安全局的泰勒官員保持

溝通、互通情況、密切配合。保證小平同志安全，既要依靠美方，更重要是

依靠自己，這是黨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帶來了小平同志訪美的資料和敵情通

報，請你們學習、了解情況，有針對性地做好安全工作。

我說：凌部長講得好，我們將認真地學習，這對我們做好小平同志訪美

的安全警衛工作非常重要，很有幫助。滕和松你和凌部長打前站，請你談一

談我們如何與美方配合做好警衛工作？

滕處長說：我向美方提出鄧副總理外出活動時，我方在前衛車和後衛車上

應各有一位警衛人員，我警衛人員乘車離主車近一些，住房要靠近鄧副總理，

我方派一人跟美方打前站。美方都同意了。小平同志中午和夜裡休息都要在門

口派人值班，要帶上兩支手提衝鋒槍，晚上值班用。美國社會治安混亂，隨便

買賣槍支，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嚴防敵特破壞，確保小平同志安全。

我說：向美方提出的事宜都解決了，提出的安全措施可行，我都贊成。

根據凌部長的講話和滕和松的彙報以及提出的安全措施，我提出以下意見：

一、外出參觀活動時由滕和松、李桂華在前開道警衛，視情況可遠可近；

二、我和張寶忠一左一右護衛小平同志；三、李德華照顧卓琳同志；四、馬

盼秋在後護衛，羅玉元護衛方毅同志；五、凌部長在後護衛組織指揮；六、

要特別注意小平同志上下車時的安全；七、我坐美方後衛車、滕和松上前衛

車；八、中午和晚上小平同志休息時，張寶忠在內廳沙發上休息，門外設一

人值班；九、羅玉元在方毅同志的內廳值班休息；十、凌部長是我們這次出

訪的安全總指揮，要聽他的指揮和領導，發現問題及時向他請示和彙報。總

之小平同志訪美的安全工作艱巨，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盡職盡責，確保小

平同志安全回到北京，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凌部長最後說：今天會開得好，大家照此準備和執行。



26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學習小平同志訪美資料

凌部長送來的有關小平同志訪美資料和敵情通報，我都組織警衛人員進

行了認真的學習閱讀。尤其是敵情部分，我都抄錄下來，並組織隨訪警衛人

員學習，重點是分析敵情通報。小平同志的訪美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高

度重視和熱烈歡迎，按國家元首規格接待。美官方竭力宣傳這次訪問的重要

性。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國際輿論也認為這是戰後國

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是促進亞洲和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與小平同志訪美，對當時的台灣地區國民黨是一次沉重

的打擊，美國國內一小撮反華勢力不能容忍也不甘心。我搜集了一些信息：

一、美國一個極端組織揚言，要做一些使鄧小平永遠難忘的事；二、旅美的

親蔣組織和“台獨”勢力準備收買流氓打手，並脅迫一些台灣留學生和華僑

在華盛頓等地組織“遊行示威”，進行挑釁；三、台灣高級特務稱要在鄧小

平訪美時“給點顏色看看”；四、在美國的蔣方人員正策劃收買“意大利槍手”

企圖暗害鄧小平。

大家在學習討論中都感到敵情嚴重、任務重大，表示我們一定提高警

惕，時刻防止敵特暗害。如遇險情挺身而出，用生命保護小平同志的安全，

這是我們的職責和決心。

專機脫險

1979年 1月 28日上午，小平同志乘坐中國民航專機波音 707離京赴美。

我組織小平同志身邊負責保健工作的吳蔚然院長和工作人員帶上皮箱和日常

用品提前登機。然後佈好路綫警衛，帶上小平同志的隨從警衛人員提前到住

地等待，做好出發前的準備。由警衛處副處長滕和松、李桂華、李德華乘前衛

車，我和王瑞林秘書、馬盼秋乘後衛車，由市公安局人員坐警車在前面開道。

8時左右，張寶忠隨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出門乘車去首都機場。路上部

署了路綫警衛，順利抵達首都機場休息室。下車時，送行的李先念、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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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陳慕華等中央首長和各界代表歡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高興地與他們親

切握手，然後步入休息室，與方毅副總理等領導同志握手落座。李先念擔心

地說：你這次訪美可不輕鬆呀。小平同志笑著點了點頭。

很快到了登機時間，小平同志說：好吧，我們上飛機。小平同志走在

前，大家隨後到了登機口，他笑著登上專機口再一次轉身向送別的人群揮手

致意。專機門關閉，大家紛紛落座，靜靜等待起飛。

這時上海發來天氣預報：小雨不停，大霧越來越厲害，專機不能正常降

落，需等待天氣好轉。這時徐柏齡領隊和尹洤庭機長急跑過來把上述情況報

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轉身向窗外望去，天氣很冷，停機坪上，歡送的中

央領導和群眾都站在那裡等待專機起飛，他對黃華外長、凌雲部長和徐柏齡

說：專機趕快離開停機坪去跑道上等待。

按小平同志指示，專機發動滑向跑道，送行人群離去。專機在跑道上停

留幾分鐘後又返回停機坪，小平同志與方毅、黃華、凌雲等下機到休息室坐

在沙發上耐心等待。過了 20分鐘左右，飛機還不能起飛，小平同志對黃外

長等同志說：這是國際訪問，對外都公佈了，美國方面都已經安排好了，耽

誤了行程怎麼辦？影響不好！上海不能降落，可以直飛日本東京加油後再飛

向美國嘛？黃華急忙找來徐柏齡領隊、機長尹洤庭研究。因為美國空軍派來

的駕駛員和領航員在上海等待登機同行，只能先飛上海，必須抓緊時間馬上

起飛。小平同志同意起飛，便第二次登機。我不時地到駕駛艙去了解情況，

駕駛員顯得都很緊張，因為隨小平同志訪美責任重大，不能出任何差錯。

專機經過濟南上空時，又收到消息稱上海天氣逐漸轉好，能見度上升到

800—1000米。大家才鬆了一口氣。不料當飛機剛飛入“上海走廊”時，大

霧又來了，再想改道東京已經來不及了，飛機只能“超標降落”。當時上海

虹橋機場設備也差，專機已經接近機場了，駕駛員陸洪明猛然發現飛機向跑

道左邊偏了，又急糾正一下，結果又右偏了。徐柏齡急忙提醒“復飛”，飛

機抬起頭急升入高空中。第一次降落失敗，大家開始變得緊張。這時經驗豐

富的徐柏齡挺身而出，換下陸洪明駕駛飛機在空中又轉了兩圈，第二次降落

終於成功了，專機安全著陸上海虹橋機場。機艙中大家高興地熱烈鼓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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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由緊張變成了歡笑。

專機滑行到停機坪後，我隨小平同志到駕駛艙，小平同志握著徐柏齡的

手說：你們辛苦了，感謝你們。小平同志下飛機時受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彭

沖、書記嚴佑民、王一平、鍾民等領導和迎接的工作人員的熱烈歡迎。彭沖

書記緊握著小平同志的手說：好驚險啊，我們為你的安全都揪著心。小平同

志非常高興地說：這不是安全降落了嗎？他親切地與市委領導握手，並向工

作人員揮手致意。隨後，市委領導陪同小平同志步入貴賓室休息片刻，請小

平同志和代表團成員共進午餐。

專機加油後，徐柏齡帶領機組人員和美國領航員做登機準備。隨後全體

人員登機。小平同志高興地與彭沖、嚴佑民、王一平等熱情握手告別，登

上專機，站在機艙門口向送行的人不停地揮手致意。專機離開了上海直飛美

國，由美方領航。當地時間 1月 28日凌晨，專機抵達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安

作者隨小平同志、卓琳同志在訪美專機上。（左一為作者，右一為錢嗣傑。）



隨小平同志訪美 29

格雷季空軍基地。當地正下著中雪，由於機場設備先進，用機車迅速清理跑

道後，專機得以安全順利降落。

我駐美聯絡處柴澤民主任和夫人、美駐華聯絡處伍德科克主任和夫人、

美國務院禮賓司司長杜貝爾夫人、安全官泰勒、凱利等從華盛頓趕來迎接小

平同志。小平同志愉快地與他們一一握手。安格雷季空軍官員請鄧副總理、

方毅副總理、黃華外長等主要成員到基地大廳內休息，並準備好了糕點、水

果、紅酒、咖啡等食品。專機加油後小平同志與基地官員握手告別，同前來

迎接的人員一同登上專機，飛行七個小時到達華盛頓。

美國東部時間 1979年 1月 28日 16時 30分，專機到達華盛頓安德魯斯

空軍基地降落。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官員到機場迎接，還有華

僑代表 200多人迎接。

小平同志一下專機，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就迎上去握手說：

歡迎鄧閣下訪問美國。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乘美方防彈車，我方警衛員分別

坐前衛車和後衛車，方毅、黃華與代表團主要成員乘小車，工作人員坐大轎

車直奔華盛頓國賓館。

路上警備森嚴，警車開道，摩托車護衛，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安全順利

住進國賓館總統房間。我派人在門外值班守衛。方毅副總理、黃華外長、凌

雲副部長均住在同一樓層。原安排我住三樓的單間，我讓給了醫務人員住，

同靠近小平同志住房的我方警衛擠住一塊，便於護衛。

我和滕和松找美方安全官凱利了解察看國賓館的安全警衛情況和部署，

他帶著我們到處看看，邊走邊做講解。國賓館樓不大，看了上下樓和地下

室，每層都有便衣二三人守衛，賓館由武裝警察守衛，警察都帶著槍支警

棍，馬路斜對面有警車守衛。凱利對我們說：這次安全警衛佈置比以往都

嚴，用人也多。從二樓到外面馬路的上下車處，設置旋梯布棚通道，這樣能

保證出入安全。你們看了有甚麼意見和要求告訴我，由我向泰勒彙報解決。

我說：謝謝你對我們的配合，雖然我們兩國的制度不同，但我們在保衛

國家領導人安全警衛工作上嚴謹認真的態度是一致的，我們既是同行又是朋

友。這次鄧副總理訪美，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採取嚴密措施保證安全。希望我



30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們密切配合及時互通情報，保證鄧副總理安全。

凱利笑著對我說：你講得好，我如實向我的上司泰勒彙報，我願意做你

們的朋友。我握住他的手說：我們不僅是朋友，也是警衛工作的戰友。凱利

既有警衛工作經驗，又會說中文，後來他隨美國總統列根、布殊等多位高官

訪華時，我們都因工作關係多次遇到並和他在宴會上同桌吃飯，談笑風生，

這是後話。

布熱津斯基宴請小平同志

衛永清司長通知我：1月 28日晚 7時，美方總統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家設

宴宴請鄧副總理和夫人卓琳，冀朝鑄翻譯跟隨去，我們都不去，你要做好準

備工作。我即通知泰勒、凱利，他們已知道此事並佈置了路綫和現場安全警

衛工作，準備好了汽車。在郊外，我和滕和松商定，提前吃晚飯，組織隨衛

人員乘車，我和張寶忠隨小平同志進房內，其他人在車上待命。

晚 6時許，經過 15個小時飛行的小平同志來不及倒時差，只簡單換了

一下服裝，就催促工作人員趕緊安排出發，前往華盛頓郊外維珍尼亞州的麥

克萊恩，參加布熱津斯基的家宴。談起這場家宴的由來，可以追溯到 1978

年 5月，布熱津斯基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商談中美兩國關係如何進入全面正

常化的有關問題時，在主要內容都取得共識之後，小平同志曾設午宴款待這

位美國來客。席間，布熱津斯基提到如果鄧副總理訪美，屆時也到他家中吃

一頓美國式的普通家宴。如今小平同志到美的第一站選在布熱津斯基家中也

算如約赴宴。

在美方禮賓司長陪同下，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 6時 45分乘車抵達布熱

津斯基家。布熱津斯基夫婦在門前迎接，握著小平同志的手說：我很高興邀

請閣下來我家中做客。說著就一同步入小別墅內。我和張寶忠跟著進入房

內，別墅內有會客室、小餐廳、衛生間。我讓張寶忠在屋內守衛，我走出房

間到外面察看情況，在門口遇到凱利，他說：這裡離國賓館 32公里，是郊

區，靠近小山坡，是個二層樓小別墅，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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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圍著小樓轉了一圈，武裝警察佈得很多，嚴密守衛著，警車也在外

面守護。我對凱利說：你的現場警衛和路綫警衛佈置得好。他說：就是要嚴

密才保安全。

我第二次進別墅，看到小廚房內正忙呢，廚師是布熱津斯基的夫人，服

務員是他的兩個女兒，她們樂顛顛地端著盤子穿梭往來，一家人都忙著準備

晚宴。我又到餐廳望了一眼：桌上擺了六個小菜、大小麵包、奶油果酪、紅

白葡萄酒和各種飲料、水果。

晚 7點準時開宴，布熱津斯基拿出多年前多勃雷寧（前蘇聯駐美大使）

送給他的伏特加，向小平同志舉杯說：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歡的佳釀向你致

敬！我聽到裡面不時傳出的說笑聲，杯盞相撞的清脆聲，感慨地對張寶忠

說：這才是真正的家宴。

晚上 8點整，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由布熱津斯基陪著走出來乘車，安全順

利地回到國賓館休息。不可否認那是一頓愉快的晚餐。在這一席家宴中，卡特

總統雖未在場，但它實在是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正式展開會談前的一場小小預演。

歡迎儀式上發生的事件

1月 29日上午 10時，卡特總統在白宮南草坪舉行正式歡迎儀式。鄧小

平副總理的到來，受到美國官方和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但是，

一小撮敵對勢力卻一直在暗中蠢蠢欲動。

我代表團成員方毅副總理、黃華外長等提前到達，我們護衛著小平同志和

夫人卓琳乘車來到白宮，卡特總統和夫人迎上去熱情地握手，一起步入歡迎

儀式台上。10時整，樂隊奏響中美兩國國歌，鳴禮炮 19響（這是超規格的副

總理級禮賓安排），儀式開始了。五星紅旗第一次飄揚在白宮上方。正當卡特

總統致歡迎詞的時候，離講台左側五米處記者群裡突然冒出一女子，揮舞著手

大聲呼叫。在記者群中的特工人員立即上前卡住她的脖子把她架了出去。卡特

沒有中斷講話，儀式照常進行。未過幾分鐘，記者群中又冒出一男子揮動拳頭

大喊大叫，當即被兩位特工上前用胳膊鎖住脖子拖了出去。卡特總統講話仍未



32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小平同志在白宮南草坪出席美國總統卡特舉行的盛大歡迎儀式。

小平同志在卡特總統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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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在場的人們都未亂也都不動聲色。發生這兩件突然襲來事件，美方特工

人員處置及時果斷，前後也只有幾分鐘。接著小平同志致答謝詞，鏗鏘有力的

講話後，卡特陪同小平同志檢閱了三軍儀仗隊，結束了歡迎儀式。

卡特與小平同志步入白宮橢圓形的外交接待廳進行正式會談，美方總統

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當時卡特最看重的外交家）等三人參

加，我方有小平同志、方毅副總理、黃華外長參加。這是小平同志在白宮同

卡特總統舉行的首次會談，就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

我們警衛人員在外等候，利用這段時間，我們與美方警衛人員一起合影

留念。雙方會談中午結束，國務卿萬斯設午宴招待鄧副總理、方毅副總理、

黃華外長。小平同志致祝酒詞：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勝

利，因為它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意願和利益，而且對於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十

分重要。午宴結束後，我們護衛著小平同志乘車安全地回到國賓館。我對警

衛人員說：大家看到了歡迎儀式上出現的突發事件，我們要時刻提高警惕從

中吸取經驗，一定要做好小平同志的近身警衛，保證安全萬無一失。這件事

我們也親歷了，要學習美方特工人員的本領，遇事不慌，處置果斷。

下午，小平同志同卡特總統在白宮舉行第二次會談，雙方就國際形勢交

換了意見。

在白宮盛大國宴上

1月 29日晚 6時許，卡特總統為鄧副總理在白宮舉行了盛大國宴。我代

表團主要成員參加，我和滕和松、張寶忠、駐美使館小陳（二秘）與美方安

全官泰勒、凱利等人被安排在一個桌上。

5時 30分，我們護衛著小平同志乘車來到鋪著紅地毯的白宮北門。門

外禮兵林立、莊嚴肅穆。卡特總統和夫人迎接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一同步入

宴會大廳，樂隊奏歡迎曲，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落座後，卡特總統致歡

迎詞，接著小平同志致感謝詞。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兩國曾在三十年間相互

處於隔絕和對立狀態，現在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終於過去了。我們兩國社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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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我們要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兩國關係。我們相

信，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友好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國的發展，也必將成為

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的強大因素。小平同志的講話不斷地被熱烈的

掌聲打斷。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小陳對我說：為鄧副總理舉行國宴，美方極為重視，精心策劃，細心安

排，還專門派人來使館了解和徵求意見，問鄧副總理的生活習慣，喜歡吃

甚麼飯菜等。我說：宴會佈置整潔莊重，每個桌上都擺放著一盆珍貴的山茶

花。有紅色的、有粉紅色的，非常漂亮，我們國家只有雲南省有，很鮮艷喜

人，想不到在白宮宴會看到美麗的茶花。小陳說：這些山茶花是特意從卡特

總統家鄉佐治亞州運過來的。我一看宴會菜單（中英文）：每位一個拼盤、

洋蔥頭牛肉湯、小牛肉排、辣椒炒牛肉（中國菜）、烤火雞肉等。餐桌上擺

放著：啤酒、白蘭地、藍帶酒類、果汁、可樂等。竹籃裡放著各式各樣的麵

包、菜、黃油、大盤水果。主桌上專為小平同志放一瓶茅台酒。這些都顯示

出美方的精心安排和高度重視。

國宴開始了，廳內貴賓們有說有笑地互相敬酒。席間，我一直在等泰

勒、凱利過來一起吃飯，想敬他們酒呢，可他們從始至終都站在主桌後面

守衛著小平同志的安全，我看了很受感動，他們對警衛工作的敬業精神，

值得我們中國警衛人員學習。美方不知從何途徑聽說小平同志愛吃小牛

肉，於是在小平同志訪美期間幾乎每頓飯都為他準備了小牛肉。後來有位

記者問小平同志：您這次來美國最大的印象是甚麼？小平同志操著四川口

音開玩笑地說：小牛肉啊，小牛肉！頓頓都是小牛肉！在場的人聽了都開

懷大笑。

這時我聽到了刺耳的高音喇叭和亂喊亂叫聲，我忙去找凱利問：外邊發

生了甚麼事？他有些緊張地說：反華右翼分子遊行示威衝到北門前，安全局

正下命令調動武裝警察和防暴隊來組織和驅散遊行示威人員。我說：你能陪

我去看一下嗎？凱利說：我陪你去白宮二樓看看。白宮北門外馬路上擠滿了

各色的人群和警察，混亂成一團，擁擠廝打，亂喊尖叫！遊行示威人多（有

兩千多人），警察人少，有些失控。凱利對我說：國內外的反華勢力勾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