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校对：步剑文 房产中介

乐安居房产满堂红房产置换代理有限公司

东门外大街店江南嘉园门面86559353 15189150555

开发区店新区幼儿园对面86881138 15189150555

急 售

看房电话：李先生 17712821999

灵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丹凤南路25号健康路6号
电话：86576815 15050871979

代办厂房、门面过户及贷款手续 13852929668

低价急售

联系：18952954668

宏源房产

急 售

金凤凰花园 4楼，
148平米，毛坯，独
立汽车库，108.8万

碧桂园27楼 91
平 米 精 装 修 ，
89.8万急售。

金安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联系：施先生 18352893293 刘女士 18921584373
公司另有精选房源千套，欢迎来电咨询

建平房产

地址：练湖新城斜对面 电话：13218362688

新市口文化城 5楼160平方 精装修 88.8万
新市口二楼门面房出售 250平方 新装修 250万
姜家综合楼4楼129平方 精装修 车库16平方 85万
健康路2楼170平方 精装修 三阳台 125万
海会新村 3楼 110平方 精装修 76.8万
海会新村 3楼 79平方 精装修 65.8万
天颐城3楼 127.2平方 毛坯 改合同 115万
新市口利宝小区第一排3楼209平方 精装修 120万
丹凤北路 5楼88平方 精装修 自行车库 55万
海会一村4+5楼复式208平方 精装修 136万
海会一村 5楼 125平方 精装修 93万
中山路 3楼 125平方 精装修 75.8万
新丹凤公寓3楼106平方 精装修 79.8万
丹凤南路3楼150平方豪华装修 合自行车库 95.8万
冠城园小区3楼145平方豪华装修车库11平方120万
冠城园小区5楼98平方精装修自行车库10平方69.8万
冠城园小区6楼98平方精装修自行车库15平方 60.8万
江南嘉园1楼三间51平方 毛坯 35万 改合同
锦轩华庭 7楼 165 平方 豪华装修 142万
锦轩华庭1楼179平方 景观房，毛坯，135万
普善人家2楼141平方精装修 有自行车库 98万
紫荆花园小公寓1楼 32平方 精装修 21万
金鼎城市花园 3楼 66.5平方 毛坯 38万
吾悦华府二期 8楼 135平方 毛坯 128万
恒大名都 2楼 135平方 豪华装修 119万
恒大名都 4楼 275平方 精装修 218万
恒大名都二期13楼 153平方 123万 改合同
恒大名都 13楼 143平方 精装修 116万
恒大名都 9楼 166平方 精装修 120万
天波城小高层10楼267平方毛坯车库16.5平方230万
天波城空中逸墅6楼7楼两层300平方豪华装修360万
城市绿洲18，19楼288平方毛坯，2个汽车位，1个自行
车库288万
豪门兰庭联排别墅540平方有大院子毛坯550万改合同
江南人家别墅 325平方 毛坯 大院子 500万左右
锦湖新村别墅 242平方 精装修大院子 300万
东方花园别墅380平方豪装停车场70平方左右460万
开发区东方电脑城 1楼 门面 32平方 32万
金鼎城市花园别墅 280平方 毛坯 319万
皮革商城门面一间三层实用面积 110平方 98.8万
商业街一间 四层 160平方 130万
金凤凰花园门面上下两间 108平方 168万
丹凤南路一间门面 57平方 175万

万家房产
地址：乔家巷（人民医院东边）电话：15952838828；18652838816

金丹阳房产

地址：水关路外贸楼6号 电话：15896373196

泓佳房产

水关西路新香草苑北侧 13912848668 微信同号

天波城15楼140平方精装138万/电梯6楼118平方毛坯独库96.8万
天波城21楼140平方双层独库汽车位132.8万/电梯3楼137平豪装少住146万
天波城7楼景观房142平方毛坯独库141万/4楼130平方精装独库108.8万
天波城8楼85平方精装83.8万/1+2楼215平方精装汽库花园215万
天波城6+7楼空中别墅292平豪装车位360万/紫荆花园1楼103平精装63.8万
天波城电梯3楼195平方精装车位独库188.8万起多套/195平方车位独库170万
天波城3+4楼+汽车库216平方精装168万/3+4+5+汽库265平方精装198万
天波城联排别墅220平方毛坯汽车库217-238万
天波城别墅275平方毛坯大花园双汽库268万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0-310平毛坯汽车库408万起4 套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5平方精装修大花园汽车库448万4套
天波城独栋别墅380平方精装大花园698万/吾悦华府别墅310平方406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450平方毛坯大院汽车库1118万/500平方临湖独栋1600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620平方毛坯4个车库998万
白金瀚独栋别墅 350平方 毛坯 380万/联排275平方毛坯汽车库238.8万
御珑湾10楼235平方毛坯汽车位226万/汇金天地12楼106平毛坯89.8万
恒大名都20楼125平方精装106.8万/大亚第一城20楼88平方新装97.8万
吾悦华府28楼景观130平新装155万/府前星座3楼136平精装独库132.6万
藏龙御景16楼140平方毛坯168万/幸福三区4楼125平方精装86.8万
吾悦华府30楼136平方毛坯131.8万/御珑湾洋房10楼148平新装148万
金鼎城市花园8楼108平方精装86.8万/ 天福花园1.5楼101平方精装修68万
海宇花园4楼80平方精装独库45万/东方盛世17楼142平方毛坯99.8万
东方商城门面2间2层200平方198万/5楼136平方精装修76.8万

天波城2楼142平精装独库119万送车位/电梯2楼157平豪装独库145.8万
天波城1楼113平独库大花园92.8万/电梯3楼142平方毛坯独库129.8万
金凤凰花园3楼125平装库89.8万/府前星座3楼101平方精装独库95万

华南新世纪花园店 开发区吾悦店

特价凤凰郡28楼157平改合同116.8万单价7400元/平
凤凰郡22楼167平毛坯改合同122.8万
世纪豪都景观楼王4+1楼210平毛坯148万
教师新村5楼92平中装无税59.8万
丹金家园5楼88平精装无税65.8万
丹金人家10楼94平豪装中央空调地暖85.8万
紫竹园多层5楼95平精装带独库无税81.8万
紫竹园8楼103平毛坯三室有税85.8万
领秀花都多层5楼108平毛坯三室无税92.8万
昆仑华府13楼127平毛坯有税90.8万
中山路宏云公寓3楼83平毛坯带大露台67.8万
市中心阳光花园3楼149平精装92.8万
新世纪花园5楼130平中装带独库108万
锦尚名都15楼128平精装有税118.8万
锦尚名都1.5楼108平精装带独库99.8万
锦尚名都6+7带电梯147平豪装实用200平178万
滨河凤凰城6楼88平毛坯有税83.8万
滨河凤凰城6楼132平毛坯有税141.8万
滨河凤凰城5楼162平毛坯改合同147.8万
稀缺和园小高层-1+1带院子208平改合同172万
和园小高层4楼155平毛坯改合同129.8万单价8350元/平
和园高层14楼24楼144平毛坯改合同114.8万
锦绣熙城6楼113平毛坯改合同83.8万
锦绣熙城2楼133平毛坯92.8万6楼96.8万
锦绣熙城1楼110平毛坯带花园 有税 93.8万
名都新贵16楼141平精装无税126.8万
美亚华悦小高层17楼95平新装无税91.8万
翡翠林15楼103平毛坯无税77.8万
恒大名都26楼83平精装有税78.8万
吾悦华府18楼115平新装无税128.8万
吾悦华府9楼135平豪装三室采光好149.8万
吾悦华府19楼135平毛坯有税136.8万
普善人家12楼92平精装三室73.8万
普善人家10楼116平新装无税110万
普善人家11楼133平精装无税110.8万
御珑湾高层9楼167平毛坯改合同133.8万
御珑湾楼王大平层10楼238平带汽车位235万
御珑湾小高层11+12 224平毛坯162.8万

阿丽房产
联系电话:86572727 13376186000

地址：江南嘉园4幢西8号门面 地址：四牌楼菜场东侧自来水交费斜对面电话：13951275659

步步高房产

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房源信息的
筛选是第一步，也是以后生活的答
案。购房者肯定不想在看中了一套房
子之后得知房屋“已经出售”或者是
都完成交易了，才知道这套房子不能
正常交易。只要遇上房源问题谁不会
窝火呢？不论如何，二手房真假房源
的辨别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房天下
小编搜罗了二手房房源真假识别方
法，让那些假房源无所遁形。

去门店找房源比较靠谱
大多数中介都会在门店的房源展

板上写出这个门店（区域）内比较好
的房源，这部分房源大多数是中介公
司在某个周期内“聚焦”出来的，这
类房源无论是房源还是价格基本都是
真实的。

网络找房源要讲技巧
网络找房源是很方便，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了网络找房源。但是网络找
房源是容易出现假房源，我们应该怎
么避免被骗呢？找规模大正规的房地
产网站，这类网站一般客户体验感觉
比较好，信息完善，拥有完整的服务
体系，且更在乎自己的品牌价值，所
以比较值得信赖。

房源真假识别细节
1、看标题
内容主要包括中介公司、小区

名、区位特点、户型特点、房源卖点
等。一般来说，有认证的房源比无认
证的房源可靠性高。

假房源：不提具体房源特点，而
一味强调低价房源优点，是“钓鱼
房”的可能性高；“急售”、“业主
急”、“稀缺”等只是中介的宣传噱
头，真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2、查房价

同区的房屋价格应该大致在同一
水准，看到低于市场价许多的房源信
息，购房者要多加咨询，谨慎选购。

假房源：房价低于平均价 28%，
超出常理。要么是中介的虚假报价，
要么就是房屋本身存在问题，房主越
急于将房屋脱手。

3、观照片
完整的房源照片应该包括玄关、

客厅、主卧、次卧、厨房、卫生间、
阳台等，通过照片不仅要看到房子的
装修情况，还要能看出整体的户型结
构和房屋朝向。

假房源：缺少生活气息的照片需
多加留意，这种照片容易被复制和虚
假使用。中介很有可能直接挪用其他
新房刚交房时的照片，而隐瞒房屋存
在的问题。只有客厅和卧室照片的房
源很可能厨房和卫生间存在问题。

4、审描述
二手房的具体描述至少应该包

括，卖房者的基本信息，卖房原因，
房屋使用情况，房屋的产权情况等，
越详细越真实可靠。

假房源：只是纯粹简单粗暴地信
息复制，并未有任何房源相关信息，
可信度极低。一房源描述信息出现在
多个不同房源中，可以基本断定为虚
假房源。

二手房房源如何辨别？

订版
热线

13913429001
15952913677

紫竹园多层3搂58平独库59万
新市口6搂49平新装29.8万
丹凤南路5搂90平装修51.8万
华南4楼70平合库新装52.8万
华南3楼115平精装独库71.8万
迈村3楼119平三室二卫55万
紫竹园3号楼车库11平3.8万
东尼公寓26搂96平68.8万
东尼公寓20楼96平69.8万
东尼公寓11楼180平118万
香草苑5楼102平库74.8万

丹凤公寓5楼106平78.8万
荣城23楼138平毛坯168万
普善6+7精装160平库86.8万
珥陵门面330平优价转让
温州城东门面30平66万
吾悦门面1楼30平78万
吾悦门面2楼51平76.8万
江南嘉园门面53平79.8万
云阳小区3楼82平二室52万
出租：
凤翔花园5楼三室设全1800元

碧桂园25楼116平方毛坯北区110万
凤凰郡8楼138平方共11层改合同121万
天颐城6楼126平方共11层改合同118万
天颐城1+负1楼96+58平方毛坯138万现房
国信嘉园16楼116平方毛坯南北通透120.8万
荣城国际23楼117平方毛坯东边户118万
荣城国际15楼26楼123平方毛坯129万126万
荣城国际18楼16楼133平方133万142.8万
八佰伴南边4楼103平方精装76.9万
锦湖新村3楼94平方精装独库61.8万
阜阳老三村2楼65平方精装天然气44.8万
阜阳供电宿舍1楼3楼78平方装修独库49.8万
云阳小区2楼66平方新精装齐全52.8万
江南人家3楼87平方精装独库78.8万
世纪豪都2楼87平方精装独库84.8万
世纪豪都3楼113平方豪装户型佳134.8万
世纪豪都1+2+3楼250平方豪装院子283万
香草苑1楼101平方二室二厅精装独库76.8万

芳草苑6+7楼98+52平方婚装独库88万
北香草新村3楼105平方精装合库68.8万
水云东村5楼106平方精装合库65.8万
水云东村1.5楼3楼103平方精装独库73.8万
兴隆苑3楼78平方装修齐全53.8万
兴隆苑2.5楼99平方精装独库68.8万
新世纪花园6+7楼200平方精装独库125.8万
新世纪花园6+7楼300平方豪装独库146万
惠泽园6+7楼150平方毛坯独库62万
练湖新城5楼125平方电梯房新精装99.8万
练湖新城2.5楼101平方精装独库84.8万
缇香花园1.5楼105平方简装79.8万
锦湖新村别墅220平方毛坯院子206万
缇香花园3+4+5复式楼278毛坯汽车库258万
缇香花园1+2+3楼230平方院子汽车库238万
缇香花园旁别墅300平方精装大院258万
东风新区别墅238平方毛坯大院220万出路好
东风中心村别墅288平方毛坯大院378万

华都锦城 28复式 175平 大露台 五房 128万
马家庄 3楼 86平 三室 中装 47.8万
双井巷 6楼 90平 三室 金装 52.8万
南桥花园 4楼 88平 新精装 有钥匙 66.8万
兴隆苑 4楼 100平 新豪装 设施齐全 独库 76.8万
香草苑 1楼 135平 精装 设施齐全 91.8万
世纪豪都 3楼 96平 三房 精装 98.8万
练湖新城 10楼 126平 精装 设施全 98.8万
荣成国际 23楼 117平 三房两卫 117.8万
江南人家 17+1复式 210平 毛坯 五房 141.8万
另有大量天怡公司工程房，和园，凤凰郡，南郡，面积120-180
平，价格85万起
江南人家 2楼 110平 三房 精装 1900元/月
江南人家 7楼 92平 两房 精装 1800元/月 多套

金谷苑 108平 四室 简装 70万
龙凤新村 80平 两室 精装 50.8万
东方苑 95平 三室 精装 46.8万
幸福小区 92平 三室 精装 62.8万
华南新村 79.5平 两室 精装 55.8万
国信嘉园 56.5平 两室 毛坯 58.8万
东方商城 96平 2房 普装 59万
海会新村 61平 两室 简装 43.5万
恒大名都 168平 四室 精装 125.8万
吾悦华府 125平 三室 毛坯 123.8万
太阳城小区 84平 三室 精装 56.8万
天福花园 101平 两室 精装 64万
昆仑华府 127平 三房 毛坯 95万
恒大城 112平 三室 精装 74.8万
马家庄教工楼 86平 3房 普装 55.8万
美亚华悦 108平 3房 毛坯 90万
佳景天城 105平 三室 精装 75.8万
众悦华城 93平两室 精装 63.8万
水云新村 110平 三室 简装 60万
百花新村 98平 三室 简装 62.8万
金鼎城市花园 130平 三室 精装 107.8万
翡翠林93平 三室 新装修 75万
东方盛世 98平 三室精装93万
御珑湾238平 六室 毛坯 230万
教师新村 91平 三室 精装 49.8万
金鼎花园 92平 2室 精装 54万
紫荆花园 103.4平 3室 精装 63.8万
恒大名都 110平 3室 精装 102.8万
信达香堤国际 144平 三室 毛坯 112万
凤翔花园 120平 三室 豪装 106万
华都锦城 83平 两室 精装 76.8万

六中旁1楼106平方精装大院子77.8万
鑫福苑5楼118平方精装独库户型好85.8万
普善人家6楼115平方新装未住三室二厅电梯
房99.8万
荣城15楼94平方毛坯96.8万
荣城国际7楼70平方毛坯74.8万
荣城国际1楼113平方毛坯采光好111.8万
荣城国际25楼113平方毛坯120万
锦绣熙城13楼133平方婚装几乎未住138.8万
云阳大桥3楼90平方精装独库56.8万有钥匙
金色家园5楼144平方精装118.8万
台阳小区5楼92平方精装56.8万
江南人家5楼86平方婚装独库74.8万
世纪豪都2楼107平方精装独库119.8万

练湖新城23楼90平方毛坯67.8万
练湖新城19楼90平方新装未住73.8万
练湖新城6楼130平方毛坯82.8万
练湖新城2楼130平方毛坯81.8万
练湖新城1楼116平方精装72.8万
练湖新城2楼125平方毛坯独库98.8万
国信嘉园9楼95平方毛坯97.8万
国信嘉园10楼56平方新装46.8万
国信嘉园11楼60平方毛坯60万
国信公寓8楼51平方37.8万
国信嘉园10楼95平方毛坯97.8万
国信嘉园5楼56平方毛坯二套改合同38.8万
41.8万

练湖新城
5楼82平婚装独库75万
19楼90平新装73.8万
23楼90平毛坯67.8万
22楼95平豪装79.8万
1楼116平简装72.8万
1.5楼125平毛坯独库91.8万
2.5楼（小高层）132平豪装108万
7楼（小高层）123平精装115万
5楼123平精装独库未住96.8万
3楼130毛坯79.6万 南北通
6楼130平毛坯82.6万
6+7楼138平精装独库82.8万
6+7楼138平精装独库88.8万
6+7楼165平毛坯独库72.8万

风雅尚都2楼116平毛坯独库76.8万
荣城国际1楼113平毛坯112.8万
荣城国际15楼95平毛坯97.8万
荣城国际25楼117平毛坯122.8万
荣城国际7楼70平毛坯73.8万
国信嘉源9楼95平毛坯97.8万
江南人家电梯5楼139平精装113.8万
锦湖科委楼4楼107精装公库64.8万
江南嘉园6楼109平精装送阁楼61.8万
港建大楼3楼90平装修独库56.8万
普善人家6楼115平新装未住99.8万
锦绣江南6+7楼206平毛坯72.8万
幸福里30楼105平毛坯改合同97.8万
凤美新村5楼85平简装51.8万
开泰苑5楼119平精装83.8万

阜阳老三村3楼52平2室精装采光极佳31.8万
阜阳老三村3楼65平2室精装设全无税39.8万
东风新村私房60平米楼上下楼下装修新46.8万
伊甸园5楼84平3房中装学区房45.8万
凤凰新村3楼71平精装设全阳光充足48.8万
金宛新村4楼75平老精装合库实验学区房48.8万
正则学校门口无线电厂宿舍楼6楼103平49.8万
惠泽园6+7楼97+38平4室毛坯独库49.8万
小定船4楼78平精装独库前无遮挡52.8万
天福花园5楼73平二期框架客厅朝南精装54.8万
云阳小区5楼78平3室新装修2年设全56.8万
海宇花园2楼82平精装满5年独库8平58.8万
兴隆苑4楼100平精装双阳台独库正则学区58.8万
金香花园5楼90平新框架房精装独库无税59.8万
健康园4楼83平3室新装未住合库无税63.8万
新市口商业广场4楼120平3室精装66.8万
练湖新城7楼18楼94平毛坯电梯房满2年66.8万
城河大厦6楼150平精装设全拎包即住无税68.8万
北香草新村3楼106平精装满5年公库68.8万
华南园中园4楼90平3室精装设全独库73.8万
千禧花园4楼95平3室精装实验学区房73.8万

天福花园6+7楼190平6楼7楼单独的进户75万
练湖新城1.5楼132平毛坯厅朝南采光极佳76.8万
鑫福苑5楼113平精装设全大东窗无税78.8万
恒大名都25楼83平朝南婚装拎包即住79.8万
练湖新城17楼113平毛坯飞机户型位置极佳79.8万
新香草苑2楼99平多层精装南北通透独库82.8万
练湖新城13楼128平3室2卫毛坯客厅朝南83.8万
练湖新城2楼100平多层精装南北通透独库 84.8万
练湖新城23楼29楼131平毛坯客厅朝南80.8万
缇香花园2楼4楼105平毛坯南北通透独库89.8万
华都幸福里10楼106平3室全新毛坯过户93.8万
练湖新城4楼125平多层飞机户型独库满2年95万
云阳小区4.5楼129平毛坯房龄新双阳台独库95万
香草苑2楼133平精装三房朝南满5年 98万
紫竹园1.5楼132平多层毛坯客厅朝南独库102.8万
紫竹园11楼133平3室2厅2卫婚装满2年123.8万
天颐城和园16楼157平4室2卫毛坯改合同128.8万
荣城国际18楼133平毛坯客厅朝南南北通透133.8万
香堤国际15楼144平4室新精装未入住135万
和美丽景17楼137平前无遮挡豪装地暖设全无税150万
缇香花园3+4+5楼278平汽车库35平毛坯2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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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首要的
问题是“四人帮”必须解决。

解决“四人帮”有两种方式：
一是正常的党内斗争方式；
二是采取“非常手段”，又称

“特殊手段”。
第一种方式，那就是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作出罢免“四人帮”所
担任的一切职务的决定；

第二种方式，那就是采取“非
常手段”，把“四人帮”先抓起来，

“先斩后奏”，然后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得以确认。

在当时，第一种手段已经很
难实行。万不得已，只能采取第
二种手段。

叶剑英机要秘书曾回忆说：
“1976年 9月 21日杨成武前来看
望叶帅。当时，这是很机密的事
情，谈话内容不可能让秘书知
道。”

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叶帅告诉我们，他对杨成武说，考
虑到江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
以要采取非常手段。用党内正常
斗争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叶帅
叮嘱杨成武同志要注意安全。”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
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
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
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
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
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这一“非常手段”，理所当然
高度机密。就像挤牙膏一样，关
于这一“非常手段”的内幕，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一点点

“挤”出来的。
1976 年 10 月 6 日那个夜晚

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
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却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便已
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
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 年)9 月 21 日，聂荣臻
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
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
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

“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
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
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
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
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
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
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
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
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
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
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
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
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
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
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
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
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
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
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
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
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
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
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
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
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
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
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
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

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
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
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
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
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
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
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
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
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
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
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
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
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
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
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
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
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
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
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
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
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
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
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
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
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
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
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
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
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
时，注意到陈云在 1992 年 7 月
21 日所写的 《悼念李先念同
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
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
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
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
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
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
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
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
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
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
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
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
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
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
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
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
斗争。

1998 年 8 月 6 日晚，中央电
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
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
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
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
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
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
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
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
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
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
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
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
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
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
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
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

“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
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
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
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

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
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

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
陈云之间。当时，因“批邓、反击
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
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
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
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
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
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
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
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
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
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
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

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

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

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

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
山下来，来往于小翔风和二号楼
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
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
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的风
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
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
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
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
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
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
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
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
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
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
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 1976 年在被软
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
的由来，《邓小平在 1976》中虽未
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
《叶剑英在 1976》中写到过：“这
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
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
风险，悄悄来到小翔风叶帅的住
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

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邓小平在 1976》一书中还提到：
“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
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
天，邓小平离开小翔风时，手中握
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
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

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
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
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
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
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
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1976年 10月 6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
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
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
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
了重要作用。是年 9月，毛泽东
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
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
酝酿解决办法。9月 21日，华国
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
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
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
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
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 月 24
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
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
“9 月 21 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
处”，按照 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
忆录，则应是 9月 11日。而李先
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 月 24
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

“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
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
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
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
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
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
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
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
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
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
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
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
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
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
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
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
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

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

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 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

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
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
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
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
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
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
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
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
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
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
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
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
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
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
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
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 1976年 9月
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

“顺道”去了西山十五号楼，看望
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
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
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
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
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
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
在 1980年 8月，则是这样回答意
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
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
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
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
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
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

“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
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 年、
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
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
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
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
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
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
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
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
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
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
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叶永烈)

解决“四人帮”：
中共党史上最后一次采用“非常手段”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