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杨桂青 编辑：黄金鲁克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23 QQ：421157423 邮箱:hjlk010@163.com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06环球周刊 留学·

记者：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发表扩
大派遣留学生讲话 40 周年，您如何评
价40年来我国留学活动的发展？

周棉：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发表
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后，经过40年
的波澜翻涌，中国新时期的留学活动
不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留学大
潮，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留学活
动。

首先，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讲话，
迅速成为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决策的重
要指导思想，特别是出国留学成为国
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环。随
之，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响应，拨出专
款，以用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讲话发表后不到 20 天,教育部就提交
了 《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

告》，确定了选派计划，揭开了新时期
我国出国留学活动的新篇章。此后，随
着改革开放和留学活动的推进，教育部
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接连出台了一系
列、一整套关于出国留学的方针政策，
指导、支持和推动了出国留学事业的发
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目前，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留学人员输出国，并具有世界上
最大的留学回国人员群体。40 年间，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到 520 多万人，
留学回国人员达到 313 万多人，形成
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
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从而全
方位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社会的进步和国际交流
的推进。

中国留学国际信誉度越来越高
——访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周棉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中国新时期的留学活动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留学活动

独家访谈

留学讲坛

《共产党宣言》
留学生接续托起的一簇圣火

俞可 李燕楠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信仰
的味道”。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
言》 时恰体现出这一隐喻。潜心译书
时，日本中央法科大学毕业生陈望道
竟然把粽子蘸着墨汁当成红糖下肚充
饥，却浑然不觉，甚而惊呼墨汁的甜

味远胜红糖。此实乃信仰之甘。以陈
望道为代表的留学生把马克思主义奉
作终生信仰，把译介 《共产党宣言》
视为崇高使命，“共产主义的幽灵”
开始在神州大地“徘徊”，并嬗变而
成一场“壮丽的日出”。

1920 年 3 月，江南大地，春寒
料峭，万物蓄势待发。在浙中义乌那
间因年久失修而壁不挡风的祖屋里，
陈望道伏案译书，手持 《共产党宣
言》 日译本和英译本各一卷，《日汉
词典》《英汉词典》 各一部。日译本
由同盟会元老戴季陶早年就读日本大
学时购得，却无力翻译。戴季陶奉孙
中山之令返沪创办并主编 《星期评
论》 之际，急于招募译者。留日期间
加入同盟会的邵力子获悉，便举荐陈
望道。英译本由两位日本早稻田大学
校友提供，即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请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从馆内借出。

陈望道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不
出一月，译稿杀青，“经陈独秀、李
汉俊两先生校对”，遂定稿。然而，

《星期评论》 1920 年 6 月 6 日惨遭当
局封杀。在共产国际资助下，陈独秀
在上海辣斐德路 （今复兴路） 成裕里
12 号设又新印刷所。是年 8 月，作
为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社会主义研
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克思著作在中
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付梓，封面上标注
着“马格斯、安格而斯合著”和“陈
望道译”。忙乱之间一时疏漏，竟将
首版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误
印成“共党产宣言”，但瑕不掩瑜。

甫一上市，遂风靡神州，几度售
罄，再版不绝。1949 年 7 月，在第

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上，留法学子周恩来当着众代表对
陈望道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
的。”品读陈望道赠阅并经由留日胞
弟周作人转交的 《共产党宣言》 全译
本之后，肄业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
校 （今日本东北大学） 的鲁迅掩卷长
叹：“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
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
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
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
最要紧的工作。”

出版当年秋季，译本便成为外国
语学社的教材，由陈望道讲授。这是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一所干部学
校。在此，刘少奇、任弼时、罗亦
农、萧劲光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留学生
为主，如留日的沈玄庐、李达、李汉
俊、林伯渠、沈泽民、邵力子、周佛
海以及陈望道，留苏的俞秀松，留法
的袁振英。该团体当年 11 月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宣言》，以 《共产党宣
言》 为模板，首度明确亮出“中国共
产党”的名称，首次庄严宣告中国要
建立共产党的强烈诉求。此外，该团
体 还 于 当 年 11 月 7 日 创 刊 《共 产
党》。翌年 7 月，那场伟大的诞生引
领中国人民向着灿烂的共产主义前
进，可谓一书断乾坤。

断乾坤

陈望道译本虽为首部中文全译
本，译介事业却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壮举，一代又一代留学生接续襄力。
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
上，宋庆龄回忆道，广州起义失败后
流亡海外的孙中山 1896 年 10 月抵达
伦敦，在此，他第一次“知道马克思
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
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
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
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 《资本论》 和

《共产党宣言》 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
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感召之下，留洋的同
盟会成员竞相译介。1906 年 1 月，
在同盟会机关刊物 《民报》 第 2 号
上，以笔名“蛰伸”，孙中山得力助
手朱执信发表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
传》，第一次评述写作背景、基本思
想和历史意义。这位 1904 年广东省
留日考试拨得头筹的热血青年写道：

“前乎马尔克 （即马克思） 言社会主
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
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
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
马尔克之为 《共产主义宣言》（即

《共产党宣言》） 也，异于是。”同年
6 月出版的 《民报》 第 5 号刊载 《万
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用中文
梳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
译 《共产党宣言》 结束语。该文作者

“犟斋”为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以
“梦蝶生”为笔名，宋教仁的留日同
窗叶夏声在第 7 号发表 《无政府党与
革命党之说明》，推介 《共产党宣
言》 的十条纲领。

鉴于孙中山在东京组建同盟会，
留日学子勇当译介 《共产党宣言》 的
急先锋。早在 1903 年 2 月 15 日，由
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 《译书汇编》
第 2 卷第 11 号刊登 《社会主义与进
化论比较》，由此正式确定“社会主
义”这个汉译术语。作者马君武，日
后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获取博士学
位。留日学子群体化名“蜀魂者”和

“民鸣者”，根据日译本，把 《共产党
宣言》 摘译为文言文。朱执信携手早
稻田大学校友廖仲恺创办的 《建设》
杂志曾连载戴季陶由日文转译的考茨
基所著 《马克思资本论解说》。1919
年 8 月至 1920 年 4 月期间，该刊登
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 20 余
篇。

译介 《共产党宣言》 的是一群
怀有拳拳救国之心的留学生。译介
虽热火朝天，却驻足于所谓的“更
研哲理牖新知”，既未能把马克思主
义用作打破旧世界的方法论，更无
法把共产主义化作创造新世界的理
想信念。唯有共产党人以这部伟大
经典铸就伟大事业——缔造并建设
新中国。

取天火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因代
表留日学生总会起草 《警告全国父
老书》 而一鸣惊人的李大钊，在就
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期
间，深受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的影
响 。 其 代 表 作 《我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观》，首要参考文献便是河上肇的

《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并
摘译 《共产党宣言》 的重要思想。
该 文 发 表 于 第 6 卷 第 5 号 《新 青
年》。这一期取名为“马克思主义研
究专号”，同时还发表留德学子顾兆
熊撰写的 《马克思学说》、毕业于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黄 文 山 （化 名

“凌霜”） 撰写的 《马克思学说批
评》、帝国大学 （日本） 毕业生陈启
修撰写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
操问题》、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
大学校友刘秉麟撰写的 《马克思传
略》 等文章。那是 1919 年，五四运
动爆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场
波澜壮阔的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当年，译介 《共产党
宣言》 呈井喷之势。李大钊在 《晨
报》 副 刊 开 辟 “ 马 克 思 研 究 ” 专
栏，刊载其留日同窗陈溥贤撰写的

《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
涯》 以及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译
文。1919年4月6日，李大钊和陈独
秀创办的 《每周评论》 第 16 期推出
成舍我的译介文章。《南京学生联合
会日刊》 第 50 号至第 52 号连载留苏
学子张闻天撰写的 《社会问题》，文
末附有 《共产党宣言》 十大纲领的
译文。19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4
日，《广东中华新报》 连载留日学子
杨匏安撰写的 《马克思主义——一
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此文把 《共产

党宣言》 视作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的源头。

于负笈求学的共产党人而言，
《共产党宣言》 堪当“入门老师”。
苏联政府1921年和1925年设立的东
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
山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一大批革
命先驱与共和国缔造者，其核心课
程便是研读 《共产党宣言》。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先后
推出三种译本：留法勤工俭学者张
伯简主持的上海华兴书局 1930 年 3
月出版华岗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延安解放社 1938 年 8 月出版解放区
第一个全译本，由留日学子成仿吾
和留德学子徐冰翻译；延安解放社
1943 年 8 月出版全译本，由留苏学
子博古根据俄译本校订，被中共中
央列为五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为寻求真理，朱德径直奔赴马
克思故乡，由留德博士、哥廷根中
国留学生会会长魏时珍传授德文，
所采用的教材正是原版的 《共产党
宣言》。留德期间，朱德由周恩来介
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
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周恩来赠予
其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194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发

《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明
确将每年 5 月 5 日定为干部学习节，
朱德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首届“模范
学生”。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日。马
克思的这部被列宁誉为“以天才的透
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
的著作，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使百
余年的中国留学史嬗变为“‘索我理
想之中华’的奋斗史”。如今，走进新
时代，留学生仍须一如既往地把这簇
熊熊圣火高高托举。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铸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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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蔚） 近日，
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考试委
员会联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推出
全新雅思学习产品“雅思备考思维方
式”（MINDSET FOR IELTS）。这
一产品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学习雅思
的特点而设立，由剑桥雅思考试研
发团队开发。

据悉，该学习产品基于剑桥学
习者语料库 （Cambridge Learn-
er Corpus） 进行大数据研发，内
容设置紧扣考试出题思路，直面考
生学习弱项，并以学习目标和语言
水平为基准进行难度分级，设置四
个级别分层教学，以契合各阶段考

生能力水平。同时，该学习产品将
线上和线下学习紧密结合，每个单
元都有用于课堂场景和老师指导下
进行学习的模块，也有对应的线上
学习模块。

“‘融知识、学习、研究为一体，释
放每个学习者的潜能，实现其自我目
标’是剑桥雅思官方一直坚守的使
命，新产品能帮助教师更加享受教学
过程，帮助学生体验学习乐趣，在雅
思考试之外，获得更好的成长。”
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销售总监保
罗·科尔伯特表示。新东方教育科
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周成刚认为，这
将让数十万中国学生受益。

剑桥雅思携手新东方支招雅思备考

留学资讯

本报讯 （王玉珏） 近日，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 《法国
移民劳动力市场》 报告。报告显示，
中国已成为法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
国，并居法国高学历非欧盟移民群体
首位。

该报告主要分析了法国现行移民
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移民政策的缺陷
以及如何为法国筛选最迫切需要的海
外人才等问题。报告显示，2007年至
2016 年间，外国人在法居留身份以

“学生”涨幅最大。2016 年，赴法留
学的国际学生三大来源国分别为中国
10077 人、摩洛哥 6250 人、阿尔及利
亚3930人。其中，中国学生主要学习

的专业是“科学与技术”“经济与管
理”“艺术、文学和语言”“人文和社
会科学”和“法学”。

2008 年至 2015 年间，法国向外
国移民发放的科研签证中，中国高居
榜首，其次是印度、巴西、美国。报
告显示，持此类签证群体的平均年龄
为 33 岁，男性占 2/3。科研移民在法
国科研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其往
往在法停留时间较短。同时，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在报告中表示：“与邻国
相比，法国吸引移民的特点是教育程
度明显较低。”数据表明，英国和德国
移民群体中高学历者占 13%至 14%，
而这一数字在法国仅为6%。

中国成为法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今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在4月23日举行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5月2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再次强调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本版组织稿件回顾历史，探讨中国留学生对《共产党宣
言》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编者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一重要战
略决策。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
地派。”这不仅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更
让中国留学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邓小平同志发表扩
大派遣留学生讲话 40 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出国留学事业
发展的进程、成就和使命等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留学史研
究学术带头人、二级教授、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周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阐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这一理念被写入宪法。您如何
看待在此命题下新时代我国出国留学
的主要特征？

周棉：回顾40年来我国的出国留
学活动，它从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单
纯的留学教育活动，而是中国改革开
放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从文化交流的
角度来看，教育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
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必不可
少的途径，留学教育和教育国际化在
其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
们正处于一个既大有希望又充满挑战
的多元化留学时代。我国的留学活动
不仅成为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
要方式，而且也是引领留学人员通过
教育国际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传播
中华文明的重要路径，从而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教育和科
技方面作出贡献。

回顾过往40年，我们的出国留学
实现了从“国别有限、公派为主、中
青年居多、人数较少”，向“国别最
多、自费为主、青少年居多、规模稳
增”的演变；实现了从少数人的精英
留学到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众留学的转
变；实现了从少数留学目的国到几乎
遍及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转变。
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众多领域的中
坚、骨干，特别是在教育、高科技领

域成为领军人物，而且在旅游、建筑
业等领域，留学生的作用和贡献也举足
轻重。这些成就不仅是“科教兴国”战
略的成功标志，也是我国教育国际化综
合能力不断提升的集中体现。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国留学的人数和回
国的人数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
2017 年出国留学人数超过 60 万，回国
人数超过 48 万，我国的留学教育不但
显示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并表现出强大
的国际教育购买力，而且显示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随着中国留学生的步伐迈向世界
各个角落，中国留学的国际信誉度越
来越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往
也日趋活跃，以致当今世界从未像现
在这样以如此关切的目光、如此期许
的心境和如此多样的情绪，解读、审
视和适应中国留学生带来的种种影响
与变化。在当今信息传播的载体、主
体、速度和内容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
网络化时代，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
留学生，自然地会把留学所在国优秀
的历史文化和教育科学等信息，通过
最新、最便捷的传播方式传回国内。
与此同时，每个中国留学个体所传出
的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的信息，也比
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丰富、充分、自
信和自豪。因此，在“发展同各国的
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
留学生将发挥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留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
教育和科技方面作出贡献

记者：以史观今，今天的留学生
如何继往开来，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相
结合从而不辱使命？

周棉：从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的
留学史来看，留学生的出国留学历来都
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习近
平总书记对此有高度概括，“百余年的
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
史”，并对新时期的留学生寄予了殷切
希望，认为新时期的留学生是当代科技
兴国的重要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有生力量”。因此，当今留学
生的出国和回归都与中国梦的实现密
切相关。当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
广大留学人员的共同梦想。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认为，首
先，广大留学人员应该明确自己作为
党和国家重视的“人才”应该肩负的
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继承和发扬留
学生先贤们爱国、报国的光荣传统。
而且，要解决好为谁而学、怎样去

学、如何报国的问题，不断增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责任感、使命
感，积极主动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
结合，更好地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身
的智慧和力量。其次，要进一步发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作用，
主动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
域，瞄准世界科技变革前沿，让源源
不断释放的人才红利与改革红利相互
叠加，助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不断
加速，不断升级。再其次，紧密围绕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广泛调研，深入
探究，提出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和
建议。此外，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和留学外交的友好使者，广大留学人
员应积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传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
大成就和中国梦的远大前景，让世界
认识中国、熟悉中国、理解中国、亲
近中国。

当今留学生的出国和回归都与中国梦的
实现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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