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章

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

 馬意莉（Elizabeth McGuire）

1950年代和60年代留學蘇聯的中國學生作為「新中國」的顯赫代

表，與「蘇聯社會主義」中的普通人、各級機構與環境格局進行着直接

互動。就字面意義而言，他們的任務是掌握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至關

重要的蘇聯技術。但是，他們也起到同樣重要的象徵作用：他們的工作

是在個人層面造就中蘇「友誼」。儘管1950年代中蘇關係還在黃金時

代，這也並非易事。

一方面，1950年代是中蘇兩國正式建交的開始，但就人事而言，

則延續了過去30年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親密而又波瀾起伏的

關係。1950年代負責教育交流的大多數中國人本就是1920年代的留蘇

學生，他們對蘇聯的回憶，成就、建構但又限制了年輕一代的經歷。他

們確保了留蘇中國學生通過精心選拔，他們的關注也使這些學生在國內

和蘇聯都具有崇高地位。另一方面，蘇聯當局也急於展現蘇聯最好的一

面。然而，他們對外國學生的管理遠不及中國方面那麼集中和高規格，

這就意味着中國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體驗各不相同，而且很不平衡。有

些中國學生覺得他們還沒看夠蘇聯的現實，而另外一些學生則覺得他們

或許已看得太多了些。

中蘇兩方的領導都使教育交流所設定的現實目標和象徵目標變得更

為複雜，與此同時，中國學生也發現他們正面臨着歷史本身所造成的挑

戰。不論歷史上中國革命者與蘇聯有多麼深的淵源，兩國革命仍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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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 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

同的發展進程：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系統，蘇聯共產主義比其中國變體年

長30年。中蘇教育交流計劃認為這一「年齡差距」是機遇，而非障礙。

即使中國學生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行為——親吻姑娘，拼命備考，鄉村

消夏——也是在拉近兩國革命之間的距離。他們的困難（以及那些試圖

規範他們的領導們所面臨的困難）恰恰強調了不同的革命進程如何使得

國際社會主義陣線的實際操作成為問題，如何使中國革命的成功與當代

蘇聯社會主義保持一致成為問題。事實上，我們可以認為，留學蘇聯的

中國學生同時經歷了中蘇聯盟中固有的現實張力與象徵性張力，這些張

力將會在終結這一教育計劃的中蘇分裂中最終顯現。

當中國留學生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開始回國時，他們發覺

他們的專業技能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擱置了。然而，很多人仍然繼續在

技術管理和政治領導的位置上工作，在這些領域中，留蘇學生的比例遠

高於其佔中國受教育總人數的比例。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退休，

帶着驕傲、迷惑與懷舊的心態，在平靜中思考着他們在中國發展和國際

社會主義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定義「中蘇技術轉移」

1946年，一位名為任湘的20歲青年被毫無準備地派去哈爾濱一家紡

織廠做廠長。1 任湘的父親任作民，湖南人，是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

任弼時的堂兄弟，曾於1921年赴莫斯科學習，是第一批留蘇中國學

生中的一員。在延安的時候，任湘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夢想着

有朝一日能像父親和其他幸運的延安孩子那樣去蘇聯學習，不過他

最後在延安的自然科學學院就學。2 他在那裏所學的知識非常粗淺，

卻已是當時中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科學教育了。1946年他任廠長的

時候，這些知識遠不足以去管理一家紡織廠。任湘不得不依靠其下

屬的專業技能來完成工作。他覺得自己太年青，太笨。3 任湘認為

這是他個人的缺點，不過缺乏科技教育對整個中國共產黨而言也是

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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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 ︱ 419

在困境中，任湘寫信給東北局財經委員會領導人李富春和陳雲，要

求去學校學習。出乎意料，很快就有人被派來接替他在紡織廠的位

置，而任湘自己則接到指示去哈爾濱。在哈爾濱，黨組織給他發了

一套西裝和一雙皮鞋，並告訴他，他就要去蘇聯學習技術了。他脫

下了軍裝，卸下了槍——開始擔心自己還不會說俄語。4 

1948年9月，任湘和其他20名中共高級領導的子女離開哈爾濱去

了蘇聯——他們是從戰爭開始以來第一批去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

黨員，也是第一批去學習技術而非意識形態和軍事的留學生。5 

從1948年到1963年間，中國將大約8,000名學生送到蘇聯的大專院校

學習——佔此期間中國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八十。6 1950年代末，蘇聯的

外國學生中將近一半是中國學生。7 大約三分之二的學生所學專業是理工

科；軍事、政治、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學生相對較少。8 這一規模宏大且昂

貴的留學計劃 是中蘇雙方致力於技術轉移的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技術

轉移建立在一個假設前提之上，即中國革命能夠也將會與戰後蘇聯向社會

主義技術官僚統治發展的趨勢保持一致。這一留學計劃 9 是中蘇「友誼」的

具體證明，與過去研究較多的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計劃相互平行。10 

然而，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能性與在中國的蘇聯

專家所面臨的截然不同。專家在當時就能產生影響，而中國學生所受的

蘇聯教育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結果。他們必須先學俄語和數學，才能掌

握基本的工程學，更別提先進技術了。專家和學生之間（學生與其他訪

蘇人員如外交官、政府官員或者代表團成員之間）的另一個差別是，學

生將在蘇聯受教育——使他們的心智按一定方式發展定型。中蘇雙方

都決心控制蘇聯通過這些學生對中國施加的影響。

中蘇兩方面都認同一點，教育應該是技術的。學生學習的專業顯示

了蘇聯對中國影響的真正性質。若學生在各專業平均分佈，則意味着對

蘇聯認識論的普遍強調，或許也意味着承認所有專業都能革命化，因而

蘇聯模式必然優於中國模式。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精心挑選一些對中國

經濟發展至為重要卻又不能在中國學到的重點學科，則意味着有較功利

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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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 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

而事實是兩者的混合：儘管重心明確在科技上，中國學生仍然廣泛

學習着各種知識，從牲畜管理到電影製作。11 1956年，李富春砍掉了許

多專業選擇，例如營養學、衞生、教育及圖書館學，並命令學生放棄那

些能在中國的學校或由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幫助而學到的專業。12 此後，

越來越強調選擇在中國無法學到的專業。13 

顯示中國意圖的另一個指標是派送學生的平均年齡。起初，高中畢

業生佔公派留學生的大多數，但是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後來居上，最後研

究生成了大多數。這似乎是想顯示，中國的教育體制和人力資源發展得

如此之快，以至於已經不必再派送年輕人出國上大學了。他們以為這個

一次性的蘇中技術轉移（一個比「大躍進」更早失敗的大躍進）能夠迅速

有效地實現。14 

儘管規劃中有很多現實考慮，中蘇兩方面卻又都致力於控制教育交

換中具象徵性和代表性的元素——並為其難於控制而煩惱。學生不像

訪蘇的其他遊客，他們要在蘇聯待很長時間，而且廣泛散佈在普通蘇聯

學校中。無論當局有多努力試圖影響和設計這些學生的經歷，無法預計

的環境迫使學生作出創造性的回應，並自發地重新詮釋中蘇關係。

衡量留蘇學生歷史重要性的一種方法是研究他們在回國以後幹了些

什麼。我們會看到，其中大部分從事研究和學術工作（被文化大革命中

斷），他們最終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中所佔比例，遠超過當年在留

蘇學生中所佔的比例。但是對教育交換的評價不僅應從（蘇聯之）因（中

國之）果關係出發，考慮其後來的影響，教育交換也是更大意義上中蘇

關係的縮影，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其發生之時。

前輩與回憶： 
1920年代的留蘇學生與1950年代的教育計劃

1952年夏，在北京一所培訓留蘇中國學生的特殊學校，劉少奇作

了一次演講。他直率地告訴學生，每個學生出國留學的費用相當

於25個農村家庭的年收入總和，並鼓勵他們努力學習，將來學成

回國報效祖國。他也介紹了自己的留學經歷。1921年，他曾在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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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 ︱ 421

斯科短暫學習過一段時間，對當時的經歷記憶猶新。他告誡學生：

「要全面看待蘇聯，那裏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但也有看不

慣的東西，如婦女帶項鍊、寶石戒指等，蘇聯也不是什麼都好，那

裏也還有乞丐、小偷、醉鬼。」15 

劉少奇是第一批去蘇聯訪問的充滿理想的激進中國青年。在艱苦的

環境中，他在那裏學習了六個月。這批留蘇中國學生的先驅者不得不偷

偷進入蘇聯，到了蘇聯以後也往往食物匱乏，穿着剩餘的紅軍軍裝和靴

子。課程內容非常簡單，卻因為沒有翻譯，只能囫圇吞棗地理解。他們

與蘇聯同學和其他外國學生基本上不存在私人關係，有時甚至互相敵

視。黑市和賣淫猖獗的新經濟政策早期種種相互矛盾的現象，影響了他

們對俄國革命的觀感。難怪劉少奇警告學生不要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16 

對中國學生在蘇俄的經歷，劉少奇還有另一個參考點：他的兒子劉

允斌和女兒劉愛琴，在蘇聯一所專門培養國際社會主義者子女的特殊學

校長大，並在戰後就讀於蘇聯的高等學府。在那裏，他們戀愛、結婚、

生子。劉少奇命令他的兒子女兒回國，並禁止他們的配偶（一個是俄國

人，另一個是西班牙人）隨行。這在親密無間的蘇聯和中國及兩個革命

之間，劃下了分界線。17 

1920年代，很多中共日後的領導人都在年輕時去過蘇聯留學，截

至1987年，這些老留蘇學生還佔中央委員會委員總數的約7%。更令人

矚目的是，這7%的人佔當時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受過大學教育人數的四

成左右。18 具有同樣顯著象徵意義的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許多

中共高層領導人，都在1930和40年代把他們的親生孩子送到蘇聯去了。

現在這些早期中共領導人成了新中國的創建者，他們開始把這個國

家的孩子送往蘇聯。19 像任何望子成龍的父母一樣，他們試圖確保這些

孩子跟他們自己當年相比，能獲得更好的照顧，也表現得更好，因此，

領導人慷慨給予了這一教育計劃相當大的關注。1950年，在中共高層建

立了一個三人小組，專門管理中國留學生，小組成員有聶榮臻、李富春

和陸定一，他們都曾在1920年代末去蘇聯留學。他們直接向周恩來匯

報工作，而周恩來有時還親自給即將離開的留學生講話。20 劉少奇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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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 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

切參與此事，在很多場合跟學生講話，甚至在很多細節問題上起決定作

用。例如，教育部檔案中藏有一份劉少奇的親筆書信，顯示他正在仔細

考慮兩個中國學生的成績是否好到有資格派去蘇聯學習。21 

除了高層領導人的關注之外，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這些學生都是龐

大且昂貴的公派留學計劃的焦點。一所特殊學校在北京建立，教留學生

俄語，並幫他們準備出國的行程。22 就當時中國的標準而言，這所學校

的條件非常好。一個從外省貧困家庭來的學生回憶，他在學校的第一天

曾經把早餐提供的兩個饅頭藏到口袋裏，打算留到以後吃；在此之前他

從沒一天吃過三頓飯！ 23 可是，奢侈花費與嚴格監控同在：教育部和外

交部合作，為挑選和準備留學生制訂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詳細到最私人

的細節。相應的，市政府和省政府都建立了專門的領導班子，實施這些

規章。到1955年止，僅僅在上海一地，就有103位全職人員和68位兼

職人員，專門用來選拔留學生。24 

結果，1950年代留學生的經歷與1920年代老一代留蘇學生迥然不

同。劉少奇必須跟幾個朋友偷偷穿越國境去蘇聯留學，而1950年代的留

學生成群結隊地去，坐滿一節節火車車廂，有時甚至是整列火車，在象

徵中蘇友誼新樂章的「莫斯科—北京」嘹亮樂曲聲中到達莫斯科。25 劉

少奇當年不得不穿着蘇聯紅軍的舊軍裝，而1950年代的留學生，有的在

出國前就獲得了能供五年用的衣服，還有日常需要的各種東西，甚至包

括牙膏。26 劉少奇和他的同學也許會因為太餓而無法專心學習，而1950

年代的學生有時候卻因為不喜歡食物的口味或者為了省錢買其他東西，

自己選擇不吃飯。27 如同從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來的學生一樣，在蘇

聯的中國本科生每人每月有500盧布的津貼，研究生有900盧布；作為

精英的團校學生，每月津貼則高達1,200盧布，比當時毛澤東的工資還

要高，花不了的錢太多，他們還能買些貴重物品，比如照相機。28 如果

學生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好運氣，1920年代的老留學生，比如劉伯承，就

會在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提醒他們，當年在蘇聯的生活曾經艱苦得多。29 

另一個重要差別在於1950年代留學生的政治地位，這一點劉少奇

不可能提到。1920年代的留學生是熱情的國際主義者，對他們而言布爾

什維克黨不論是理論上還是事實上都是無比強大的；而1950年代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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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儘管被鼓勵去尊重蘇聯統治，卻明確由中國政府來管理。在1920

年代，留蘇中國學生常常受布爾什維克黨反覆無常的擺布，甚至被捲入

派系鬥爭，落得悲慘下場。當他們遇到麻煩時，沒有自己的政府當局為

他們撐腰。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在起初的困難時期之後（最初一批

21位中國學生在1948年到達蘇聯，他們被送到遠離莫斯科的學校，以

防激怒國民黨政府），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正式外交協議，規定了交換

學生的章程制度，蘇聯向中國收取學生留學費用的一半。30 如同其他社

會主義國家，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設立了一個專門的官方部門，以便管

理留學生。31 

此外，中國留學生還能看到中國的報紙和雜誌，定期聚會進行政治

學習，後來甚至還有定期回國進行政治學習的。32 在這種情況下，不可

想像1950年代的留學生還會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組織起親蘇派別。與此

同時，蘇聯的政治情況也有所變化。當中國留學生在1960年代公開發

表反蘇言論時，蘇聯當局只是在高層監視這些發展，從未單獨懲罰過任

何一個學生，而1920和1930年代的蘇聯政府則流放和槍斃了不少中國

托派分子。33 

然而，195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雖比1920年代的學生更安全，卻也

更不自由了。中國領導人異乎尋常地熱衷於控制留學生的個人行為，結

果使新一代留學生的經歷與他們自己的經歷截然不同。1920年代在莫斯

科放蕩的學生生活為他們回到中國後的傳奇增添了不少素材；婚外戀和

與俄國女子偷情司空見慣，因此而誕下了幾十個私生子。當這些革命父

母回到中國後，這些私生子大多被留在了莫斯科。1920年代留蘇中國學

生羅曼史的背景，正是激進中國青年對俄國革命的普遍浪漫化。34 

如今，這些1920年代的革命者都已經成長為自己國家的領袖，他

們開始限制中國青年在蘇聯所受的情感影響：他們從一開始就被禁止戀

愛。儘管這種禁令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十分普遍，中國似乎尤其明確而且

嚴格。1948年，當第一批21位學生出發時，深知底細的長輩以毋庸置

疑的口吻告誡他們：「學習結束前不得談戀愛。」35 所有正式頒布的規定

都反覆強調這一禁令，「在學習期間最好不要戀愛結婚」是比較溫和的說

法。36 另一個規定說：「為了集中全力完成學習任務，對戀愛問題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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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 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

覺約束，正確處理，在留學期間不准結婚。」37 無論以何種措辭，所有

的學生都明白這一規定。劉少奇甚至用他自己兩個孩子的經歷來強調，

以免學生還有不解之處。

當然，不是所有195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都一直遵守這一規定。事

實上，有些人甚至在蘇聯就和其他中國學生結婚了，領了蘇聯的結婚

證，中國當局也沒找他們麻煩，尤其是當他們在學業快結束時才結婚的

話。38 但是，和外國人的戀愛關係則很成為問題。中國男子覺得俄羅斯

和猶太女子（越年輕越好，有些中國大學生甚至追求高中女生）特別漂

亮——「好像洋娃娃」。他們相信蘇聯女子也被他們所吸引，因為他們

比一般俄羅斯男子更加忠誠、勤奮、頭腦清醒。39 

任湘，我們之前談到過的1948年留學生，仍然對他在回國時拋下

的俄羅斯女友記憶猶新。「差一點結婚了。」他回憶道，「俄羅斯姑娘，

她特愛我，可惜我不敢帶她回來⋯⋯對我特別好，不是一般的好⋯⋯

後來她就提出來，我愛你，我說我也愛你，可惜我沒辦法。她說怎麼沒

辦法⋯⋯後來她到我那個姐姐那裏，去哭，『我愛他，他為什麼不理

我。』我姐姐說不是不理你，是我弟弟講了，我們中國有規定，不能

帶⋯⋯最後因為我到快畢業的時候，經常來看我，擁抱我，吻我，我

都動都不敢動，我說我不行，你別那個⋯⋯」40

任湘能夠抵擋俄羅斯女子的魅力，不過也有人不行。他們的故事如

今成了年逾花甲的留蘇男學生中的傳奇。一位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告訴

我，他有一位同事和一個蘇聯女子結婚，並把她帶回了中國；文化大革命

期間，她無法忍受這裏的生活，離開他回蘇聯去了，並再次結婚。1980

年代，這位留學生去蘇聯旅行，卻不肯去列寧格勒，因為他曾在那裏學

習並結識了他的前妻。他仍然深愛着她，並希望他的朋友給她帶信，但

是他害怕親自去見她，不願面對她與她軍人丈夫的新生活。41 在一個類似

的因地緣政治分裂而婚姻破裂的例子中，一位俄羅斯女子離開她的中國

丈夫（曾是留學生）和他們的兒子，在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回到了莫斯科。

他們認為只要過幾年就能團聚，可是他們直到十年以後才重新建立聯

繫，等到那個時候，這位丈夫已經失明了。42 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位在1950

年代娶了俄羅斯姑娘的男人決定不回中國，並得到蘇聯當局的幫助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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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 ︱ 425

了下來，但是中國政府決心抓住他；他最終死於一場可疑的火車事故。43 

時運不濟的戀人們被捲入中蘇關係的漩渦中，他們的象徵意義引起

高層的注意。1961年8月，一份克格勃向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描述

了1956年列寧格勒大學一位年輕的俄羅斯學生與一位中國姑娘相識相

愛的情況。這一事件很不尋常，牽涉的是俄羅斯男子和中國姑娘。這段

羅曼史被上報中央委員會審批，因為這位男子被派去邊境城市，那姑娘

在邊境的另一邊等他，並通過「莫斯科—北京」列車上的乘客給他傳口

信，說她會偷越國境。當他們的計劃被發現後，那男子威脅說，如果他

們不能團聚，他就要和愛人一起殉情自殺。克格勃為此建議中央委員

會，如果該男子獲得中國政府允許進入中國，蘇聯可以允許他離開。44 

這對不同尋常的情侶最終結果如何，已無從知曉，不過既然連劉少

奇自己的孩子都不被允許把異國配偶帶回國，恐怕他們不太可能說服中

國政府。不管中國學生受到多少鼓勵去跟蘇聯人交朋友，把他們當成兄

弟，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把蘇聯人當情人了。

規格高，壓力大：蘇聯接待新一代中國精英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大學，向幾千位等了一整天

的中國學生講話。隨同他一起出訪的代表團成員還包括鄧小平、彭

德懷和其他高層，但是學生想見的就是毛澤東。穿着軍裝的軍事留

學生坐在莫斯科大學大禮堂的前排，還有一部分坐不下的學生在其

他小一點的房間等候毛澤東接見。他們等了幾個鐘頭，而且據說毛

可能不會來了。

毛澤東最後還是來到了禮堂，他想要坐下，不過學生就是不讓他坐

下。他們聽說他有時候一次演講會說兩三個小時，於是期待着這

次演講會成為一場盛大的表演，可是毛只講了半個鐘頭。「世界是

你們的。」他說，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發「世界」這個詞，學生沒聽

懂，他用英語重複了一遍，可是還有些學生不懂，他便問陪同的駐

蘇聯大使「世界」用俄語怎麼說。「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後來他

對學生說，要勇敢，又要謙虛，祝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

The
 C

hin
ese

 U
niv

ers
ity

 P
res

s：
 C

op
yri

gh
ted

 M
ate

ria
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