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世界”开业
邓小平成为他的首位客人

“明华”轮开业的日子定在春节，取名“海
上世界”。

1984年1月23日晚，袁庚突然来检查工
作，并单独向王潮梁交待：做好重大接待任务
的准备。

1月25日晚，袁庚又来了。当听到午餐可
以“要一点辣”时，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脱
口说出了一个“邓”字，便捂住了嘴。大家都意
识到来者何人。

王潮梁于是问：“能不能请首长题字？”袁
庚说：“恐怕不行，上面明确规定，首长来只看、
只听，不讲话、不题词。”见王潮梁很失望，袁庚
又补了一句：“你随机应变吧。”

“题不题是首长的意愿，准不准备是我的
事。”王潮梁叫人赶紧去买文房四宝。

1月26日11点15分，一列车队驶近邮轮
边，小平同志从一辆车上下来。王潮梁迎上去，
紧握着他的双手：“首长好，欢迎您！”小平同志
在全体员工热情有礼的掌声中，缓步登上“明
华”轮。陪同他的，还有杨尚昆、王震两位领导。

在咖啡厅听完汇报，小平同志登上甲板，
遥望对面香港新界，没有说话。

稍后，王潮梁引领小平同志到龙凤厅午餐。
这是“海上世界”的第一顿饭。席间，小平

同志喝了三杯茅台酒。询问小平同志女儿邓
林得知“他很少喝酒，看来今天很高兴”后，王
潮梁示意副总经理赵艳华上前，在小平同志耳
边说：“请首长给我们题个词。”

小平同志起身走向旁边铺上红布的小桌，
拿起笔，操着四川口音问：“写啥子？”大家转头
望着王潮梁。王潮梁脱口而出：“海上世界！”
小平同志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写完之后，准
备放下笔。

见没落款，王潮梁又赶紧说：“请首长签个
名，不签名不值钱。”小平同志笑了笑，又在题词
下面写下“邓小平题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日”。

就这样，小平同志在“海上世界”给深圳留
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笔”。

如今，王潮梁已是耄耋之年，“海上世界”
明华轮周围，也已经被更多现代元素的餐馆、
建筑物包围。

每当夜幕降临，海内外游客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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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闹笑话
“剑桥大学，建了多大的桥？”

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大楼
三楼，坐落着全国首个改革开放为主
题的博物馆——蛇口改革开放博物
馆。

5月 21日下午三点，一群“85
后”白领来博物馆参观。来到“干
部制度改革”区，讲解员说：这封信
是写给全国第一个招聘干部王潮梁
的。

“是的，那封信是主考官林鸿慈
写给我的。”提起这封信，王潮梁的思
绪回到了1980年。那时的蛇口，尽
管早已开始炸山填海，干部素质却

“让蛇口人难堪”。
据涂俏所著《袁庚传·改革现场》

一书记载：为办好蛇口工业区，交通
部从部属系统内抽调了很多老同志，
辅佐时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
指挥袁庚。这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
都是好同志，可身上或多或少地带有
浓烈的“计划体制”烙印。

这样的烙印，就闹出了一些笑
话。

第一个笑话：有蛇口干部询问来
访的美国朋友：“英国人说英语，你们
美国人说美语吗？”

第二个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访问
团访问蛇口，老干部问：“你们建（剑）
桥大学，主要建造了多大的桥？”

这些笑话，让袁庚感到悲哀。

寂寞的大学生
“那时什么都不准改、不能改”

袁庚为笑话“悲哀”时，作为武汉
长江航运科学研究所工程师，王潮梁
正在武汉感受憋屈与落寞。

1955年，王潮梁从无锡第一中
学毕业，考入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
1956年随校由南京迁至西安，成为
西北工业大学第一批学生。王潮梁
所在的55专业，后来成了我国第一
个直升机设计专业。1960年，大学
毕业后，王潮梁被分配到陕西兴平的
514厂，担任飞机制动系统的主管设
计工艺员。

“那时，什么都不准改，什么都
不能改。”王潮梁说，“这让我很憋
屈。”

1977年，交通部长江航运科学
研究所要研制气垫船，王潮梁又被
调到武汉，在船体室做设计。后
来，又被借调到长江船舶设计院，
搞起了游轮。

“从天上到水里，从飞机到游
轮，可要想把图纸变成产品，太难
了。”王潮梁说，在武汉，他同样壮
志难酬。

1984年 1月 23日晚，时任深
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
庚突然来检查工作，并向王潮梁交
待：做好重大接待任务的准备。

三天后，一列车队驶近邮轮边，
小平同志从一辆车上下来。王潮梁
迎上去，紧握着他的双手：“首长好，
欢迎您！”小平同志在全体员工热情
有礼的掌声中，缓步登上“明华”轮，
走进C甲板咖啡厅。

在咖啡厅听完汇报，小平同志
登上甲板，遥望对面香港新界。

稍后，王潮梁引领小平同志到
龙凤厅午餐。

这是“海上世界”的第一顿饭。
席间，小平同志喝了三杯茅台酒。
在王潮梁示意下，副总经理赵艳华
上前，在小平同志耳边说：“请首长
给我们题个词。”

小平同志起身走向旁边铺上红
布的小桌，拿起笔，操着四川口音
问：“写啥子？”大家转头望着王潮
梁。王潮梁脱口而出：“海上世界！”
小平同志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写
完之后，准备放下笔。

见没落款，王潮梁又赶紧说：
“请首长签个名，不签名不值钱。”小
平同志笑了笑，又在题词下面写下
“邓小平题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
日”。

就这样，王潮梁促成了邓小平
南巡时的首次题词。

据历史资料记载，蛇口工业区
指挥部共设 7 个组，编制 25 人。
直到1979年上半年，工业区指挥
部专职干部却仅有5人。总指挥
袁庚曾自嘲，“自己的管理干部满
打满算还没有超过一桌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人
事管理制度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统
调统分，由国家统一安排，国家干
部和技术人员不能自由流动，基本
上是“死水一潭”。一个干部要系
统内部调动，需上级主管单位许可
和支持。若想从别的系统或单位
寻求支援，更是这山放了那山拦，
重重阻隔重重关。

从 1979 年 5 月至 1980 年年
初，半年内袁庚打了 6 次报告给
交通部，收效甚微。1980年 1月
25日这天，第一次转机出现了。

据《袁庚传·改革现场》一书记
载：当天，原交通部副部长郭建视
察后三日，交通部科技司司长高原
和交通部科技情报所所长冈森、研
究员林鸿慈一行三人造访香港招
商局。期间，袁庚向冈森感慨：“蛇
口有地，也有钱，人才奇缺。我总
在想，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一
些有志之士，再培训成需要的企业
管理型人才。”

袁庚的想法，得到了高原、冈
森的认可。

第二次转机，发生在1980年3
月26日。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
的“广东福建两省汇报会”上讲话，
谈到蛇口用人问题，提出了一个崭
新的概念——“择优招雇聘请”。

两天后，袁庚写信给谷牧，寻
求书面支持。谷牧在信上批示“我
同意。据此同有关方面交涉。各
方均应支持你们。”

拿到尚方宝剑，袁庚又继续寻
求交通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支
持，正式着手谋划如何打破“干部
私有制”。

袁庚为此下了四步棋。
第一步“冻结”。向交通部提

出“对非专业人员、分配的大专生
和一般行政干部，一律停止调进蛇
口工业区”。

第二步“造势”。设法借助媒
体力量，让外界了解蛇口正在实施
人事制度改革。并在内部上下形
成紧迫感、危机感。

第三步是“招聘棋”。赴北京、
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采取组织推
荐、自荐、公开登报招考等办法，全
国范围搜罗人才。

最后一步棋是“培训”。袁庚
认为，要开办一个外向型的工业
区，一定用经济知识、管理知识武
装人才的大脑，将人才塑成可用
之才。他提出办企业管理干部培
训班思路。1981年 4月20日，交
通部情报所林鸿慈应袁庚之邀来
到蛇口，筹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
班。

这个培训班后来被称为“蛇口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共计48
人，全是理工科大专院校毕业。这
批学员中，就包括王潮梁。

1938年出生于江苏无
锡，1960 年毕业于西北工
业 大 学 飞 机 设 计 专 业 。
1981 年，他成为蛇口工业
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第一
个招聘干部。1983 年，担
任蛇口工业区海上世界股
份公司总经理。1984年1
月，他促成了邓小平南巡时
的首次题词。

40年40人
系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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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时的首次题词

“我是袁庚捅开‘干部私有制’时，被他搜罗到蛇口的人之一！”对于37年前人生轨迹的改变，王潮梁把“账”记在了袁庚的头上。
王潮梁家里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张1984年的老照片，拍摄地点在蛇口“海上世界”明华轮上。

““小平同志走在中间小平同志走在中间，，最左边那个穿西装的是我……最左边那个穿西装的是我……””那时，王潮梁任明华轮“海上世界”总经理。邓小平来视察，他负责接待工作。

王潮梁王潮梁，，今年今年8080岁岁。。原蛇口工业区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原蛇口工业区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981年，蛇口工业区首开全国招聘用人制度先河。作为全国第一个招聘干部，王潮梁于1982年4月从武汉调到蛇口。

“这个干部没有级别，但能当总经理。”王潮梁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他是参与者和实践者，更是这个好时代的幸运儿！

打破“铁饭碗”
全国首个招聘干部王潮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梁波深圳摄影报道

他是“跳槽”第一人

从武汉到蛇口
“首吃螃蟹者”最晚去报到

“那天，我正在准备出差，去无锡做实验。”
王潮梁说的那一天，是1981年8月15日。时任
长江航运总局工程师王志远托人给他带来了一
张小字条。上面写着：海员俱乐部3号房有人想
见你。

是谁？王潮梁在给王志远打电话后才得
知，原来是深圳蛇口工业区在武汉公开招考工
程技术人员，考场就设在海员俱乐部。

这年，王潮梁43岁。
1981年8月16日至17日，蛇口工业区首次

在武汉长江航运局的海员俱乐部张榜招考干部。
两天时间，三门考题：英语、国际知识和论

文。论文题目是《试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袁
庚出的题。

笔试成绩出炉，在50多名应聘者中，王潮梁
名列第一。又经过面试，成绩优良。主考官林
鸿慈推荐：是个人才，录取！王潮梁成为蛇口工
业区第一次面向全国招聘的武汉考区唯一录取
者。

好事多磨！当林鸿慈竭力推荐王潮梁时，
长江航运科研所却坚决不放人。

1980年代，没有商调函，没有单位同意，不
给签发档案，任何人都没有调换工作单位的自
由。“没有户口和粮油关系，领不到粮票，吃饭都
成问题。”王潮梁说。

王潮梁只好写信给林鸿慈求助。
林鸿慈在给他的回信中，转述了袁庚的话：

“……不知他有没胆量，开个头。那里不肯调，
就辞职。我这里收。我就想有一两个同志来开
这个先例……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就希望我们
能捅开‘干部私有制’。现在人才浪费的问题太
严重。人在本单位不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不让
调。这个局面不打开是不成的。”

最终，在各方干预和帮助下，长江航运科研
所终于同意放人。时间已是1982年4月。

作为全国第一个招聘干部，却是最迟到“蛇
口黄埔军校”报到的学员。从招聘考场到正式成
为蛇口工业区一员，王潮梁花费了9个月时间。

接待员到总经理
没日没夜地忙，却非常充实

经过培训，王潮梁南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
接待员，每天骑着自行车，接待形形色色的外
商、港客和内地人。

闲暇时，王潮梁发现，工业区规划图画得很
不专业，他自告奋勇“来试试”。两天之后，工整
的规划图放到指挥部的桌上，引来赞声一片。
于是，王潮梁的岗位换到了指挥部。

随着蛇口名气越来越大，每天来访者最高
可达一万多人。

“没有酒吧，没有娱乐场所，根本留不住客
人。很多外国人和香港人早上来，晚上回香
港。”王潮梁说，工业区正准备兴建深圳第一座
五星级酒店南海酒店。

得知广州远洋公司邮轮“明华号”即将退
役，蛇口工业区用300万元人民币买下它。“明
华号”由法国制造，1962年由总统戴高乐剪彩下
水，船高9层，有263间客房，606个床位。有游
泳池、酒吧、舞厅，就是一个现成的宾馆。

1983年11月19日，王潮梁被“海上世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聘为首任总经理。

王潮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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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开“干部私有制”
袁庚下了“四步棋”

破冰 题词
王潮梁家里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张1984年小平同志视察蛇口时的老照片。

王潮梁在“海上世界”明华轮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