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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梦 成 真 
—— 我与UK  

                 

与原江苏省人大主任储江合影 

   人的一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黑

色的，而我的梦却是绿色的。这绿色的梦的真正起因不是别人，正是我学过的称

之谓绿色的语言——世界语。这种语言以绿星旗为标志，旗子的左上角方形白地

附着一颗象征五大洲的绿色的五角星，而这面象征希望、和平、友谊的绿色旗帜，

却在我的心中整整飘扬了二十年。每当我在报刊杂志、网络电台上读到听到这种

语言时，每当我参加绿色国度的活动时，这面在我心中飘扬的绿星旗就会悄悄地

进入我的梦乡。在梦中，我和我的妻子、孩子一起，双手高举着迎风飘扬的绿星

旗，游荡在绿色的世界语国度里，亲自聆听着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口中发出的悦耳

动人的绿色语言，充分享受着这绿色国度里的人们的美好情感和真诚友谊。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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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情景，就好象我正在参加各国世界语者进行语言交流、推广全球世界语运动

的重大盛会——国际世界语大会（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简而

言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K。 

   我国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世界语史》第96页曾经有这样一段描写：“各

国人民共同而强烈的情感，是第一次震荡于各人胸中，而以对任何人都一样的语

言从唇间表现出来。感情的激动，找到了发表的工具。心灵的感动震响了她的字

句，就和灵感震响了绝调竖琴正在嗡鸣着的琴弦一样。一种莫名的平等和友爱，

充满了有各种不同出身的善良人们之间。”。这正是人们第一次参加首届 UK 时的

情景和心中感受。那次大会除了会话的成功以外，还给世界语带来了理想和情感

上的鼓舞。我时常在深夜里反复阅读、品味着这段意义深远的字句，就象亲临首

届 UK 的人们一样，沉浸在欢乐的绿色语言海洋里，享受着国际大家庭的温暖和

快乐。此情此景，更增添了我想参加一次 UK 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成为了我

一生可能难以实现的梦想。而今，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即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召

开，这整整二十年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我不禁思绪万千，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回想往事，为了绿色的语言——世界语，为了绿色的梦想——UK，我不知

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 

   我是从1984年5月1日起开始学习世界语的。当时，我在南京医科大学儿科系

二年级，学习课程不多。“五一”节前，我碰巧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世界语招生广

告，也许是在中学时代报上宣传的苏阿芒、张海迪刻苦学习世界语的事迹深深感

动了我，尽管我并不富裕，我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参加了江苏省世界语协会组

织的世界语学习班。那时，全班五十人左右，每天晚上在南京大行宫小学上课，

每周二次。尽管教室十分简陋，但老师教的却很认真。无论刮风下雨，我仍坚持

学习了一学期，第二学期因大学课程紧张而终止上课，但我以后一直坚持自学，

二十年来，从未中断。令我十分遗憾的是，因诸多因素，我错失了1986年在北京

召开的第71届 UK 机会，但我从不后悔，会后《世界》上刊登的所有有关大会报

道，我都一一认真阅读，二十年来，不知重温了多少遍。至今我还保存的为这次

大会发行的纪念邮资封，现已成为我错失绿色之旅的小小的纪念。而且，当我曾

不止一次地聆听多次参加过 UK 的老世界语者的感受和体会时，心中总是充满着

无限的敬仰之情。直至今天，我已多次通读过《世界语史》、《柴门霍夫演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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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的一生》等几十本有关 UK 的书刊杂志,向往着将来总有一天能亲自参

加 UK，亲身感受这绿色的辉煌，好让梦想早日成为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但梦想早日参加 UK 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且更希望有

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圆这个梦。于是，我率先在家庭中推广使用世界语，与国外十

几个世界语家庭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在我的辅导和资助下，我的儿子庄瑞和

我一起南京举办了4次儿童世界语展览，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同时，由我儿

子组织的夫子庙小学柴门霍夫世界语俱乐部也得到了南京市教育局的嘉奖。而

且，我还亲自组建了江苏世界语艺术团，开设过金陵老年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秦淮少年宫等世界语学习班。二十年来，我在每次举办世界语讲座和活动时，都

要讲到我们一年一度的 UK，每当此时，我的心中充满快乐。而今天，在我的努

力下，南京报名参加第89届 UK 的人数，已达到二十名之多，位居江苏省之首，

这更使我心中充满自豪。 令我高兴的是，我将和我的妻子、孩子一起，高举着

一面真正的绿星旗，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89届 UK，我的绿梦真的很快就要

成为现实了！ 

  后，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的朋友，在世界语的国度里，绿梦——永远成真！！！   

                           

             2004年6月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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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 
 

          
                

南京的世界语运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早期的世

界语运动，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纵深推进，具有举足轻

重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于 1887 年在华沙公布了著名的《第一书》

世界语方案，从此世界语在欧洲开始传播。大约在 1905 年，世界语从几个不同

的渠道传入我国，同时也传入了上海。南京临近上海，1909 年，上海成立中国

世界语会，与此同时，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世界语组织。1912

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孙中山、黄兴先生为首的同盟会以及蔡元

培、张继、吴稚晖等对世界语的大力支持和宣传推广，于是南京就正式有了世界

语运动。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资料证明谁是第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南京人，但根据

南京汤钟琰的回忆，他的父亲在 1907 年曾经和刘师培、景梅九等在日本学过世

界语，由此推断：汤钟琰的父亲不仅是中国 早的世界语者之一，而且也是第一

个学习世界语的南京人。而南京在中国世界语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早在

“民国”之前 1908 年，就有人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La Tempoj Novaj）周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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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倡议，明确提出10年后要在中国南京秦淮河上召开第1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期望“中国境内万国新语会之会员，居其多数”，并切望中国革命成功，建一狗头

碑，用世界语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南京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

要！ 

据历史记载，在 20 世纪初，中国同盟会中有许多会员是我国初期世界语的

传播者和学习者，他们希望通过世界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振兴

中华。世界语传入南京的几个途径中，除了哈尔滨的俄罗斯商人外（对南京世界

语运动几乎没有影响）， 主要的是留学日本和西欧的一些热血青年。 

1907 年，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张继（后迁居南京）、汤钟琰之父（南京本

地人）、刘师培、钱玄同等参加在东京大杉荣开办的世界语讲习会，是 早在日

本学习世界语的人。以后，张继在东京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刊《民报》会馆

举办“世界语讲座”，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鲁迅、周作人、汤增壁、苏曼珠

等曾参加学习。与此同时，蔡元培、吴稚晖（家住南京西华门西华巷 1 号）、李

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先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华文周刊，大力提倡世界语，

是 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的报刊之一。 

1908 年，张继、刘师培及其夫人何震在日本出版《衡报》（Egaleco）,主张

世界各国革命家利用世界语为互通声气、互相理解的工具，何震主办《天义报》

(Justeco)经常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同年，刘师培回国，在上海创

办世界语传习所。 

1909 年初，刘师培移居南京供职于两江师范学堂，任教于历史地理选科。 

1910 年，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的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和作曲家（在

中国语言学界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的赵元任(1892-1982)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成为活跃分子。 

1911 年，上海同盟会总部开办世界语班。同年 12 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倡

导世界语，担任中国世界语同盟主席，并题写“人类进化，世界大同”。因为正如

蔡元培所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其 终目的仍在于世界大

同。这与柴门霍夫的要让全人类实现大同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二者都是主张

人人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的。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其词曰：“绿星光

芒普天下，人类是一家。不分黑白黄，博爱铭心上。牢记那千百年战争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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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吾语打破人间的壁障。人类是一家，不分黑白黄，博爱铭心上。博爱，博爱，

永铭在心上！”。所以，在南京的中山陵有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反映我们世界语者

的崇高追求的“博爱”和“天下为公”。黄仪恭先生是我国著名民主革命家、辛亥革

命的伟人黄兴先生的嫡孙，他说：“张继就是我的外祖父，叔父黄乃也是一个老

世界语者，我从小就听他讲过世界语和柴门霍夫的事迹。可以说我们祖孙三代都

受到世界语的熏陶。”由此可见，他们虽然不是学语言专业的，但他们学习世界

语都抱有一种救国救民的潜在意识，而且有些人还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2 年元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先生担

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以便培养世界语师资，

为在小学教授世界语作准备。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创举。1912 年 5 月，中国

世界语会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会，上海设中央事务所，陆式偕、盛国成为环球

世界语会正副代理员，同时在南京设立地方事务分所。 

1913 年，南京世界语会和世界语学社成立。 

1915 年，南京成立群社（La Homaro），宣传世界语，以后又组织绿星社（La 

Verda Stelo）。 

1923 年 8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举行,恽代英出

席了会议,并被选为中共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

作。 

1924 年秋，巴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学习，他开始自学世

界语。“每天坚持一个小时（或更多一些），从不间断。先学世界语课本，读完课

本，又向上海一家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其中有柴门霍夫的《基

础文选》、《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在阅读外国名著中，遇到生字就求

字典帮助，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又读第二本。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十

几本书念完，不到一年工夫，就可以用世界语写信作文了。” 

1925 年，巴金与同在南京上学的卢剑波（1920 年开始学世界语）经常往来

（后来他们又在上海同住一段时间），常常谈论世界语方面的问题。同年，南京

世界语学社出版了８７页的《世界语模范练习读本》（Ekzercolibro de Esperanto）。

4 月 21、22 日两天, 恽代英参加南京各界人民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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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发表演说,对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

国民革命进行了宣传。上海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恽代英是这场运动的发

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领导了上海学联和全国学总党团,负责青年学生工作。为

了把“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各地,运动一发生,他以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发电

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声援上海爱国运动。在运动高潮中,他来到南京进行

宣传鼓动,向南京人民介绍了“五四”惨案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7 月 15 日

至 19 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这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 后一次

会议。在会上,恽代英又一次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7 月 19 日,恽代英在南京

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五四运动》的演说。 

1926 年，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Kantona Esperanto-Instituto）所长黄尊生

访问南京。 

1927 年冬，李奈西（后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杂志从事领

导工作）来到南京上学,买到一本盛国成编的《世界语全程》，就自己学起来了。

后来他又买了一本钟宪民编的《世界语模范读本》，觉得比前一本好多了，引起

了他更大的兴趣；但发音总觉得没有把握。直到上海暨南大学的一个同学给他买

来一本 Step by Step, Esperanto，才解决了问题。 

1928 年，王鲁彦在南京“中央政府”国际宣传部担任对外宣传工作，负责将

《三民主义》译成世界语，向全世界宣传；同时用世界语同东欧、北欧民族联系，

以后他从事文学创作深受世界语的影响。在王锡周同志(后任《绥远日报》任社

长) 的努力下，曾在南京五州中学（现中华中学）设立过南京世界语学会筹备会，

上海的胡愈之先生也来南京帮忙，可惜随着王锡周的离宁，那个学会也就无形解

散了。后来，一位叫黎唏的开始自学世界语，并认识了洪启尧同志，他们为了使

更多的人学会世界语，两人骑着脚踏车去拜访一个个素不相识的同志。这样，就

有了八九位同志，组成了一个“南京世界语者通讯处”，于是，很迅速地由这通信

处于 5 月 1 日正式成立南京世界语学会。四五十天后，会员就由二三十人激增到

一百五六十人，这样惊人的速度，只有在热情的世界语同志组织下才会出现。当

时的会所是有一位热心的老同志袁皙先生所捐的一间屋子，就在那间屋子里召开

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到会的有：洪启尧、黄肇兴、罗石均、李希之、周达甫、

金亮俦、刘文伯等人。会议决定将出月刊、周刊、开讲习班、通信研究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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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钟宪民同志参加了在中央大学开的第二次执委会，那次参加人数比第一次

多了二三位。会上决定了在中大开一个讲习班，由黄肇兴同志指导，在军政部军

事技术教练所、中华外国语学校各开一班，均由洪启尧同志指导。 

1929 年，钟宪民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科聘为世界语干事，一些国民党

党义书籍先后译成世界语，“中央政府”工商部颁布工人教育有世界语计划。中国

著名盐政专家、中国第一部“世界语”教材翻译者林振翰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积

极推动了南京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周宝璜作《读世界语》七律诗一首以为证，全

文如下：“人民情意不沟通，世界如何进大同？苍颉传文华夏便，柴门创语泰而

崇。文规有定无多律，字位无常有妙功。‘希望’[爱斯不难读]，风行万国息烟烽！”。

5 月，因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叛变自首，该市整个组织遭

到破坏，李奈西被捕。 

1930 年春，当李奈西知道上海世界语学会胡愈之、巴金、陈兆瑛、孙义植

四位世界语先驱创办了一个世界语函授学校，即请外面的同学给他寄了五元学费

报名参加学习。当时李奈西被关在南京小营一间陆军监狱里，他花了半年时间把

课程学完了。后来从上海绿叶书店买来些书，如王尔德的《快乐的王子》(Gaja 

Princo de Oskar Wilde)，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为跌下而造的塔》(Rakontoj de 

Velkinta Folio kaj Turo por Fali de V. Eroŝenko)，《海涅诗选》(El Poemoj de Heine)，

普利华的《卡尔》(Karlo de E. Privat)和一本论文集以及卡贝 (Kabe) 译的《中断

的歌声》(Rompita Kanto)等书籍，继续研读。同室还有一个拥护汪精卫的姓朱的

国民党改组派，也关在那里，李奈西还教他学习，他出狱的时候，李奈西便把《海

涅诗选》和全部译文送给他作为记念。同年，周宝璜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

号码：35957）,成为南京第一位 UEA 会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

重。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日本侵略我国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那时，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读书的张闳凡，很早就接触革命书籍，接受

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张闳凡作为乡师请愿团的领导者，和济南二千名

学生一起，冲破重重困难，到达南京，面斥反动当局的投降政策，表现了高度的

爱国热忱。被捕后，在敌人的铁窗下开始学习世界语。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

天，他在监狱印刷厂做工，偶然得到一本世界语读本，如获至宝，新奇地翻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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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犯的他，通过狱中的对敌斗争，取得了读书的权利。那时，他用心地学

习英语，一日不虚度，把囚牢当课堂。现在有了世界语读本，每天用一半的时间

学习世界语，不多久，这个读本烂熟于心，却没有别的读物来补充，深以为苦。

后来，他到了反省院，相对要自由一些，遇见了几个学习世界语的难友，交换看

的书多起来，并通过生活书店邮购部买新的世界语读物。铁窗令人恼，世界语使

他忘忧，岁岁年年，朝朝暮暮，他成了铁窗内的世界语迷。从此，世界语象一块

磁铁吸引了他，再也不能丢开。抗战胜利后，他又来到南京，在一个机关当职员，

住在条件较差的集体宿舍，仍积极推广世界语，主动借书给叶逢植，鼓励他继续

学习世界语和参加世界语活动。为了更好地教授世界语，张闳凡刻苦钻研叶斯帕

森的“外语教学法”，并用世界语同国外进行通信，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他的一些通信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公开发表。9 月 21 日，南京国际关系委

员会出版《东方杂志服务社》（Orienta Gazet-Servo）。10 月，蔡元培由南京到达

广州，受到该市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 

1931 年，李劳荣(曾任《大公报》副刊主编、《天津日报》文艺组副组长、著

名翻译家) 在南京首都电厂当事务员，在读鲁迅著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世界语

不仅是人类将来共同语的雏形，而且也是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的有效工具”，

于是他就读了胡愈之、巴金等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买了盛

国成的《世界语全程》，开始自学世界语。当时世界语运动是左翼文化运动的组

成部分，其中心是上海的“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对外公开活动机构是 1933

年成立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李劳荣成了它的会员， 初和他通信的是乐嘉煊，

后来是叶籁士。 

1932 年，曾任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朱家璧，在南京黄埔军校自学世界语。5

月 1 日，南京世界语学会成立，出版《绿风》（Verda Vento）会刊。6 月 19 日，

由黄肇兴同志提议，在中央大学召集一次全体世界语者大会。此时，南京的世界

语运动达到了高潮 高点。由钟宪民同志主编的月刊《绿风》也在那天的会场上

与同志们见面了，可是《绿风》（Verda Vento）只出到第二期，随着运动的高潮

都一块退下来了。原因是：中央大学的一部分同志都毕业了，于是失去了一大部

分生力军，接着执行委员会的人也都大半离开南京。这样，南京世界语学会的活

动就渐渐消逝了。同年夏天，汤钟琰在南京念中学，他那从来不关心他学习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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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忽然心血来潮，要他学习世界语，并教会他世界语读音基础。第二天，汤钟

琰自己在书店里找到了几本入门书，其中包括盛国成编的读本和一位英国将军

George Cox 编的《Esperanto,Grammar and Commentary》（《世界语的语法和注

解》），还有一本英语注释的小字典和一本 1905 年巴黎版的《基础模范文选》

（《Fundamenta Krestomatio》）。除科技部分他那时读不懂也没兴趣外，其余都废

寝忘食地独自一人躲在玄武湖的柳荫下啃完了。后来，他回忆道：“那两个月可

以说成是我与世界语的初恋时期。她的语法、读音的简易和表达方式的明白易懂

好象是少女的天真无邪与纯洁朴实，简直使我着了迷。” 后来，他考上北平师范

大学，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指定业余担任师大民先世界语学习班的

教员。同年 11 月，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由钟宪民编著的 177 页《自修

教科适用世界语捷径》（Komple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1933 年重版，1934

年 10 月第 3 版。 

1933 年，匈牙利世界语者 Fedorĉak 访问南京。劳荣、周达甫、罗石均、瞿

白音、孙克定、洪启尧等组织南京世界语学会，出版会刊《绿风》。作家王任叔

（笔名巴人，首任驻印尼大使）参加了该会。9 月 10 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

二次大会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的战斗口号，在南京也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

教员孙克定（现为中国科学院著名数学家）建议南京世界语学会组成学习小组，

以“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为话题，练习用世界语讲话。1986 年李劳荣深有

感慨地回忆道：“我自学世界语时，不知自己摸索的发音是否正确，用单词组成

的语句是否对头。在学习小组里听到别人用世界语讲话那么清脆圆润，响亮好听，

仿佛优美的乐曲似的。但我自己总是嘴笨，对说得流利的瞿白音，十分羡慕，认

为那时他戏剧艺术者的天赋。” 1933 年冬，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

的儿子——黄乃 (曾任中国残联副主席) 在南京中学上初中时，便阅读了著名世

界语者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胡愈之撰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作者通过世界语访

问了苏联，书中如实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黄乃通过这本书，既认识了世界语，

又知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象苏联人民一样，走上美

好的道路。从此，他开始自学了世界语，阅读上海世界语协会出版的《世界》等

进步书刊，还加入了南京世界语学会，结识了著名作家巴人。巴人告诉他：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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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提取了多国语言的优秀成果，创造了科学、进步的语言——世界语；世界语

有很强的逻辑性、科学性，易记易学，受到很多国家人们的喜欢和应用。这使他

认识到世界语是和平的语言、进步的语言，坚定了学好世界语的信心。 

1934 年，南京被服厂赵鹏组织青工熊仁勇、曾友竹等成立世界语学习小组。

3 月 11 日，南京世界语者们聚餐，并筹备南京世界语者座谈会。一星期后，正

式举行。座谈会决定每星期举行分组座谈一次，每月举行全体座谈一次。座谈的

地点除了冬季严寒的日子在陈颖所住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单人宿舍开过一

两次会外，绝大部分都在鸡鸣寺、玄武湖、清凉山、中山陵等名胜的庭院茶座、

野外草地。座谈纯以练习会话、研究文法、提高世界语水平为目的。通信处在南

京中央大学 128 信箱。劳荣还经常与外国世界语者通信，收到许多五光十色、丰

富多彩的世界语风景明信片，其中有从事科研的苏联少先队员俯视在显微镜前；

有日本富士山的白雪之颠、神户的水陆码头；有连接中国、朝鲜的鸭绿江铁桥；

有夏威夷的卖花姑娘和渔夫；有柏林的歌德站像；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伊拉塞克

的故居；有加拿大、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瑞典、挪威、法国、意大利的民族风

光、山谷城堡、江河川流、高山平原。他深有感慨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道：“我

有写不完的回信，把自己的心和世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我陶醉于未来人类使用

共同语的理想之中。” 南京世界语学会第四讲习班开班，由范中文同志负责指导，

学员有初中教员、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民政厅科员及其他各机关职员和学生等共

五十余人。课本采用《Petro》。校址：南京共和路 166 号。1934 年钟宪民编的《世

界语模范文选》、《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续编》由南京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而他译的《波兰的故事》则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三十年代，有很多政治犯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学习世界语，《世界》1934 年

10 月号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南京国民党“军政部中央军人监狱图书馆筹备处”寄

给上海世界语协会附设的世界语书店的“征书启事”。它的中心内容为：该监狱“收

容”的囚人约一千数百名，其中一部分是文盲，“其他多数为青年、军人和学生，

以及文化水准较高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本来有一部分图书设备，但为数

甚微”，不能适应需要。为了“关系民族前途的全国几十万囚人的精神生活的改

善”，呼吁各方多多捐赠图书。《世界》号召各地世界语团体和个别同志，宣传赞

助，发起捐书，并于 11 月号上以《世界》名义向各国世界语团体呼吁给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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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许寿真同志因拒绝排演一汉奸文人之作《野玫瑰》而被捕，关押

在南京监狱。在《世界》1935 年 5 月号上，有一篇用世界语写的探望南京狱中

同志的记事。后来在《世界》1935 年 6—7 月号上刊登了《Letero el Karcero》（狱

中来信），这里摘录一段：“近来除了浏览一些杂志外，每天工夫大部用在柴门霍

夫译的果戈理名著《巡按》（La Revizoro）上。在这以前，我念了几篇老柴的基

础文选、一点轶事、两篇小说、一点科学小品和两首莱蒙托夫的诗。……我常常

喜欢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 Krepusko 辰光，趴在炕上的窗台上，摊开《巡

按》。随着那爬上对面高楼顶上的渐渐黯下去的阳光，而慢慢地把书阖了起

来……。” 

1936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方知达在南京搞地下对敌斗争，他只要一有时

间，就抽空复习世界语。而在《世界》1936 年 3—4 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囚徒读

书记》，谈的是南京狱中生活以及学习世界语的动机。 

1937 年，因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许寿真从南京监狱获释。 

1938 年，湖南省广播电台用世界语广播了《皇军在南京的暴行杂记》、《制

止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等文章。他们用事实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

和世界语者起来制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 

1939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为世界语展览会题词：“我还是这一

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

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对当时和后来世界语在南京的传播起了重

要作用。  

1941 年,日本随军记者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Vivantaj Soldatoj）被

绿川英子翻译成世界语以单行本发表。该小说描写了日军攻打南京的过程，在一

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 

1947 年,南京世界语者李奈西、张闳凡、程在华（林兰）、瞿健雄、肖志恺、

秦凯基、王文华、董金鉴、谢逸松等同志发起成立了“南京世界语者俱乐部

（Nankina Esperantista Klubo）”,出版了油印世界语刊物《萌芽》（La Ĝermo），并

在南京鼓楼邮局租用了 531 号信箱，用来与各国世界语者和团体通信、交换世界

语刊物。张闳凡和程在华同志经常对国民党政府崩毁前民不聊生、物价飞涨、民

主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写成长篇世界语报道寄给波兰、捷克、保加利亚、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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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世界语朋友，由他们翻译成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在当地报刊上发表。在这些外国

世界语朋友中给中国世界语者写信 多的是日本的粟栖继。他今年已是九十多岁

的高龄，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曾先后和张闳凡、

曾禾尧、秦凯基、丘关瑾、李士俊等许多中国世界语者通信。与秦凯基通信 多

的是美国的 Obreczian，他是一位集邮家，曾给秦寄来大批美国的珍贵邮票和各

种首日封，可惜的是，这些珍贵邮品都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而不知下落。这位美

国世界语者也和我国世界语者杨永森有较长久的通信关系。四十年代，秦凯基在

南京开始收集世界语邮品，成为中国 早的世界语集邮者之一。 

南京世界语者俱乐部成员聚会人数 多的一次是 1947 年或 1948 年，接待由

广州到南京的世界语者曾倩仪同志一块游南京玄武湖时。根据秦凯基保存至今的

一张老照片，当时一块游玄武湖的正好是十位同志，还有李奈西同志的夫人和他

们的两个孩子。 

综上所述，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是意义深

刻，回味无穷！南京早期世界语者现在大部分已不知去向或不在人间，南京中国

世界语出版社何时成立等许多事情还是个谜，及时收集、抢救和整理南京早期世

界语运动史料已迫在眉睫！而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中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更有待

于大家进一步研究、探讨。为此，作者有必要向大家声明：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有识志士批评指正！ 

   
    作者与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一起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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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世界语 

  

    
 

作者与原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合影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过飞飞 、伍豪 、少山、冠生等名 ，原籍浙江绍兴， 

1898 年 3 月 5 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周恩来不仅是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众所周知，世界语是由

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 1887 年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中立的国

际语方案，它旨在消除国际间交往的语言障碍，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被人们誉为“国际普通话”。世界语吸收民族语共同合理的因素加以简化，结构

规则，易学、易讲、易懂，适应性和表达力极强。世界语的内在理想是在各民族

之间架起中立的桥梁，大家平等地交流，接受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弘扬本民族与

全人类相统一的博爱精神，它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的一个组成部

分。世界语运动的目的是推广世界语以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言。世界语传入中国

后，与先进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在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 终实现世界大

 16



 

同的 高理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周恩来生前虽然没有学过世界

语，但他对世界语的认识及其前途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并且始终关心和支持

着世界语在中国推广与应用。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与国内外许多世界语者有过 

亲密接触，而且还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成为世界各国世界语者心中永

远的怀念! 

 

一、 周恩来对世界语的认识及其前途的展望 

国际语理想古已有之。为了沟通思想和增进相互了解，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

创造“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同”理想，即我们的祖先希望有统一的文字以便

交流，希望有统一规格的道路以利交通。近代的康有为就主张“全地球语言文字

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据统计，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人造国际语方案大

约有 500 多种。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性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科学的交往日益频繁的缘故。不同语言间的交际越频繁，语言不通

的问题就越突出，因而产生了统一语言文字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坏的，而是

好的”（周恩来）。而世界语作为几百种人造语言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堪称是 理

想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世界语诞生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作为一种国际的

中立语言，它有助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创

造更和谐的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世界语身上，寄托着国际语的希望。

“世界语是国际语理想的 好解决方法”（爱因斯坦）。为此，早在 1958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接近

和统一。”。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高瞻远瞩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不仅为我

们世界语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也坚定了世界语者“世界语有着光辉的前途

（巴金）”的信心和决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二、 世界语的传播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曾说过：“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

长期存在”。世界语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时期正是周恩来青少年阶段，而世界语的

早期传播者、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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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特别是由中国初期世界语传播者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后来周恩来等

组织 早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创造了条件。 

在 20 世纪初，中国同盟会中有许多会员是我国初期世界语的传播者和学习

者，他们希望通过世界语来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1907

年，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张继、刘师培、钱玄同等参加在东京大杉荣开办的世

界语讲习会。以后，张继在东京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刊《民报》会馆举办“世

界语讲座”，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鲁迅、周作人、汤增壁、苏曼珠等曾参

加学习。与此同时，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先生在巴黎创办《新世

纪》华文周刊，大力提倡世界语。它是 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的报刊之一。1908

年，张继、刘师培及其夫人何震在日本出版《衡报》（Egaleco）,主张世界各国革

命家利用世界语作为互通声气、互相理解的工具，何震主办 《天义报》 (Justeco) 

经常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同年，刘师培回国，在上海创办世界语

传习所。1911 年，上海同盟会总部开办世界语班。同年 12 月，同盟会总理孙中

山倡导世界语，担任中国世界语同盟主席，并题写了“人类进化，世界大同”的

题词。正如蔡元培所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其 终目的仍

在于世界大同。这与柴门霍夫的要让全人类实现大同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二

者都是主张人人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的。当时，流行着只样一首歌，其词曰：

“绿星光芒普天下，人类是一家。不分黑白黄，博爱铭心上。牢记那千百年战争

的祸害，用吾语打破人间的壁障。人类是一家，不分黑白黄，博爱铭心上。博爱，

博爱，永铭在心上！”。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天下为公”

正是我们世界语者的崇高追求。1912 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孙

中山、黄兴先生为首的同盟会以及蔡元培、张继、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对

世界语的大力支持和宣传推广，于是中国才正式有了世界语运动。 

周恩来跟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介绍：“一个历史教员叫高亦吾是革命党

人……高亦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他小时候也

读过早期世界语者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回忆道：“当时虽然读

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读完高亦吾借给他的《革命军》这

本书后，对老师说：“我恨不能即刻飞到南方，去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1911 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当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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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消息传到奉天时，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第一个剪去辫子，而且还在

班里鼓励其他同学也剪去辫子,以他的话说，这是与封建朝廷一刀两断！1912 年

元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先生担任首任教育总

长，他把世界语作为先进文化和思想加以推广，并认为“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

的有力工具”。于是，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以便培养世界语

师资，为在中小学教授世界语作前期准备。而在 1913 年 8 月-1917 年 6 月期间，

周恩来就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这四年时间里，他立志救国，勤奋读书，品学

兼优，才华出众，深得教师和同学爱戴。据史料记载：在 1916 年，南开中学就

开办了世界语班。而且，中学时代的周恩来，曾二次聆听蔡元培的讲演，他亲自

笔录并以《蔡孓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为题发表在南开《敬业》上，其中

蔡元培说：“一已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

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蔡元培博大的胸怀，“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天津

南开中学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该校的

四年里，虽然没有学习世界语，但学校的世界语教育环境和早期世界语者的思想

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

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

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

这些活动，正是青年周恩来在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早期世界语者影响下的

忧国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1917 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在孤

苦寂寞中曾一度转向佛教的“无生思想”以求得内心苦闷的解脱。正当他彷徨和

迷茫之际，周恩来反复阅读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新青年》第三卷全文，心里不

禁“对所谓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而《新青年》是中国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905 年入同盟会）创办的,该杂志第三卷登载有陈独

秀主持开展的有关世界语的辩论文章，其中陈独秀所主张的“世界语为今日人类

必要之事业”正是“文学革命诸主义”之一。《新青年》使周恩来了解到：在日

本留学的早期世界语者刘师培曾经通过世界语研究马克思、恩格思的一些著作，

并 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了由世界语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1918 年,俄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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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并

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世界语者幸德

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

《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所以，

当他在 1919 年 4 月一回到中国，就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历史证明：五四运动既是政治革命，又是文化革命；不仅提出了“文学革命”

的口号，也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文字改革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

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的许多著名人物，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

玄同、吴稚晖、陈独秀等等，都是既参加文字改革运动又支持世界语运动的得力

干将。同时，五四运动也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周恩来积极参加这场爱国斗

争，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逮捕。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邓颖超、

谌志笃等 20 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爱

国斗争中积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邓颖超小时候因贫困失学，曾于 1913 年在

同盟会会员张星华女士的帮助下就读于她童年的第一个学校，即北京贫民义务学

校，在课外，她参加过世界语学习。张星华时任该校校长，她的丈夫、该校创办

人、世界语者陈翼龙先同时也创办了北京世界语学会（学会地址是在北京宣武门

外粉房琉璃街）。在曾经学过世界语和好心世界语者帮助过的邓颖超的支持和鼓

励下，周恩来在牢房中不但没有屈服，而且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系统地向难友

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周恩来在狱中的半年时间，他才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

萌发了革命的意识，从爱国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12 年初，初期世界语传播者李石曾和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成立

了“留法俭学会”。其目的是鼓励青年学生以低廉的费用和节俭苦学的精神赴法

留学，从而把西方的文明输入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后来遭到袁世凯政府的破

坏，“留法俭学会”因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被迫流亡法国而停止活动。1916 年

袁世凯倒台后，被迫流亡海外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相继回国，开始在

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从思想影响来说，李石曾的工读思想，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是五四时期工读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潮是勤工俭学运

动的主导思想。许多青年学生就是受这种思潮影响而赴法的。周恩来在谈到这一

问题时说：“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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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

以大增。”【注: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史料》１，第 5页。】于是，在 1920 年 11 月，周恩来就到了法国勤工俭学，他

以记者身份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

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

处。值得一提的是，他竟与俄国著名的盲诗人、童话作家、中国人民熟悉的世界

语者爱罗先珂也有过接触。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曾经亲自接过世界语者黄乃手

中的盲文世界语杂志，仔细翻阅着说：“我在法国看见过爱罗先珂，他就是用的

这种字”。这不仅给我国的世界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周

恩来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 

20 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 旗帜掩护下获

得很大发展。当时，世界语运动在无政府主义比较发展的德国、法国、俄国十分

活跃。一些在欧洲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

加以宣传。柴门霍夫希望通过世界语达到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的

思想，也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他创造的语言被无政府主义者看作是宣传

无政府主义、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的有力工具。因此，中国初期世界语传播者

的主要人物，如张继、刘师培、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早年他们都是无政

府主义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把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内在理想视二而一，而

这两种思想具有不同的社会作用。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起着破

坏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内在理想是想通过世界

语，打破民族隔阂，消除民族间的歧视，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有利于世界和平，同时也推动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使用。周恩来在欧洲留学初

期，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留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

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

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中也谈到

“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

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

义相反的主张来。” 周恩来经过比较，充分认识到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

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于 1921 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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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 1922 年，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

支部书记，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事实证明：由中国初期世界语传播者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周恩来在

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以及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周恩

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光辉业绩，对于目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有着

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周恩来和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应用 

1985 年,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在庆祝《中国报道》（世界语版）三十五

周年招待会讲话中指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生前曾多次亲自过

问世界语工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周恩来同

志在病中还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关心世界语工作”。世界语能够在中国得到进

一步推广和使用，可以说与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中国的世界

语者绝大多数是进步事业的追随者和参与者，他们在学习世界语后，接受了进步

思想，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在周恩来的影响和领导下，用世界语为民族的

解放、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以及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令人敬佩

的是，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生

涯中，始终关心和支持世界语在中国推广、应用，真正成为了一名中国世界语运

动的热情支持者。 

用世界语为进步文化服务 

1928 年--1931 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中国左翼

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的外围组织。1931 年，

由胡愈之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世界语名称为

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即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亦称普罗世界语者

联盟，“普罗”是 proleta 的音译）正式成为“文总”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团体。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该联盟以无产阶级立场宣传、普及和运用世界语，反对资产

阶级世界语运动；用世界语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并增进全世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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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同时，该联盟开办世界语班，出版刊物，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语联”

的工作在国外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特别是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和各国的进步

世界语组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语联”的北平分支主要在各大学的学生中进行

活动，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把青年学生引向革命的道路，它在“一、二九”的学

生运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语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时期，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把世界语同中国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世界语者的国际

主义理想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世界语运动同中国和全

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世界语真正发挥了它的

进步作用。 

用世界语对外抗日宣传 

抗日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之战。

为了赢得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增强抗战实力，我抗日各方还加强

了国际宣传工作。针对日军的暴行，我党不断发表通电进行揭露，并呼吁各国人

民予以抗议。周恩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及其后身文化工

作委员会，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在这个机构

工作的世界语者有叶籁士、张企程、霍应人、乐嘉煊、先锡嘉、秦凯基、张天心、

绿川英子（Verda Majo）和刘仁夫妇等，他们在“为中国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一

口号的正确指引下，以世界语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经常召开记者招待

会，使各国及时了解情况；利用世界语对外进行国际广播宣传；创办了世界语刊

物《中国报导》（半月刊）。该刊物发行数量多，篇幅大，读者遍及全世界六十

三个国家的八百五十多个城市。1940 年，叶籁士同志和版画家丁正献合作出版

的《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世界语版》，曾随《中国报导》一起发行，宣传中国抗战。

通过世界语的宣传，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中国抗战，从

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争取了国际同情和支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

的滔天罪行。                 

在新中国全面推广和使用世界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在周恩来

总理的支持下，世界语运动和工作成为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事业的有机组

成部分。各种世界语图书相继出版；1950 年创立的《中国报道》是 早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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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向国外报道中国的五大刊物之一；1951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正式成立；

陈毅副总理亲自出席了于 1963 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就人

才培养和召开世界语大会作了重要指示；以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为代表的新

闻单位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均开设了世界语教学班，中

国从此掀起世界语学习热潮；1964 年开播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至今

仍有每周 28 小时的广播时间，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世界语听众。 

大力支持世界语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   

1958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

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

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而周恩来大力支持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世界

语者瞿秋白创制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29 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的《中

国拉丁化字母》于莫斯科出版，随后他又吸收世界语字母和拼音的优点，设计了

《新中国文草案》。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一批红色世界语者，在该草案基础

上研究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瞿秋白在撰写《新中国文草案》长文

时，多处深情地谈到世界语：“新中国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语字母做大致的标准，

而加以相当的变更。这使得中国接受外国文的字眼来得格外方便，读音和写法都

可以和世界语差不多完全相同。所以新中国文也可以叫做 Esperanto 化的中国

文。”。世界语者列宁也说过：“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中国拉丁化

新文字，就是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因此，可以说，没有世界语，就没有新

中国的汉语拼音。我国目前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正是世界语在中国的实践和

应用的一个先进典型。 

 

四、世界语者和周恩来的深厚友谊 

由于世界语者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进步文化事业，而其中一些就是在

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与周恩来密切合作，并肩战斗，所以，不

可避免地就和热情支持世界语运动的、关心爱护世界语者的周恩来结下深厚的革

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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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和周恩来： 

胡愈之（1896－1986 年）笔名伏生。浙江上虞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

动家，革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学者，中国世界语运动的

先驱。建国后胡愈之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华

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文化部副部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

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代主席、第六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12 年，胡愈之在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就开始阅读有关世界语书刊，并作了

认真研究。次年，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并参加上海世界语函授班学习。1914

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1926 年 7

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

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

政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胡愈之支持北伐,欢欣鼓舞地参加欢迎北伐军

的活动,在 1927 年 2 月间与郑振铎、叶圣陶等组织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并参加

市人民代表大会。但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却在 4月 12 日公然向上海工人纠察队指

挥部所在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进行武装袭击,收缴纠察队武器捕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工人,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天，胡愈之与郑振铎等 7人联

名在《商报》发表给国民党中央的抗议书。此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

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1937 年 9 月 19 日，胡愈之在被围困的上海，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

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他的英俊的风姿，豪迈

的气概，热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态度，给胡愈之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938 年，胡愈之到了武汉，参加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由郭沫若主持的抗日宣传

工作。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负责抗日宣传动员的文字工作。

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周恩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废

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而胡愈之的工作又相当困难，经常面对别人的讽刺

讥笑，他几次想撒手不干。这时，周恩来关心地找到他，并作了通宵达旦的长谈，

教导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持久战》；要排除万难，在向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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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不作无原则的让步。周恩来坚定地对他说：蒋介石

没有抗日决心，武汉迟早是要放弃的；但是不管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

只要抗战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不然我们就会上当，蒋介石会倒打一耙，说我们

只空谈抗日，到危急的时候逃跑了，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倒过枪头来反共了。就这

样，周恩来以身作则，耐心地教育胡愈之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从而认识抗战到

底的决心，认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区别。武汉陷落后，胡愈之

奉周恩来的指派赴桂林做李宗仁、白崇喜的统战工作，同时团结桂林抗日文化人

士，使桂林成为西南抗日的文化中心。他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

创办文化供应站，出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 

另外，胡愈之的南洋之行也是由周恩来一手安排力促此事的。周恩来鉴于南

洋的重要性，很早就想派人到南洋去，恰巧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张楚琨

也带着重任来到大陆。《南洋商报》是南洋侨领陈嘉庚于 1923 年创办的一份报

纸，但一直影响不大。这时的报业经理是傅无闷。傅认识到，在抗日热潮中，只

有大力宣传陈嘉庚支援抗战的爱国思想，宣传华侨与祖国的团结合作，才能扩大

报纸的销路，壮大该报的影响。当 1939 年张梦琨回大陆采访时，傅委托张在大

陆物色一位资深报界人士担任该报的编辑主任，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张楚琨

在南洋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先前就已认识周恩来。他回国后，与该报记者高云

览一同到重庆，多次采访周恩来。对南洋华侨非常关心的周恩来和张谈话时，都

仔细询问南洋的一些情况，对南洋的局势、陈嘉庚领导的南洋总会和一些爱国人

士及当地的新闻宣传都了如指掌。有一次当两人交谈时，偶然谈到《南洋商报》

想物色编辑主任一事。说者有意，听者有心，张楚琨想请周恩来帮忙，周恩来也

想到中共要派人到南洋一事，他立即答应了张的请求，并着手物色合适之人去南

洋。 到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南洋去开辟新的阵地，需要一位有过人胆识、有良

好的组织能力和人际协调力、并且要在当地有极大威望的人才行。周恩来思谋良

久，权衡利弊，一直找不到如此合适之人。突然他想起远在香港避难的胡愈之岂

不是 合适之人？胡愈之是国内久负盛名的报界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重要的

是胡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指挥，周

恩来曾经是他的顶头上司，故对他极为了解和熟悉。当周恩来把派胡愈之到南洋

的消息告诉张楚琨时，张楚琨喜出望外，忙电告远在新加坡的傅无闷。傅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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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万分高兴，因为胡愈之在南洋声名远播，当地文化界人士和新闻界人士对他

十分熟悉和敬仰。傅立即着手准备胡愈之到来的一切事宜。与此同时，周恩来也

立即发电报给中共南方局书记廖承志具体办胡赴南洋之事。 

1940 年 10 月，张楚琨完成大陆之行，途经香港返回新加坡。张临行之前，

周恩来特地嘱咐张到香港去见廖承志，让张告诉廖承志安排胡愈之到南洋，并嘱

廖千万要做好胡赴南洋的安全事宜。此时胡愈之尚未知道此事。由于国民党掀起

第三次反共高潮，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胡愈

之等人从桂林被疏散到香港。在香港，胡愈之写些文章，做一些文字工作，和流

落到港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联络感情，做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当廖承志和张楚琨

见面，得知周恩来的安排后，立即召见胡愈之，对他说：“《南洋商报》编辑张

楚琨来找我，党推荐了你，张十分赞同，事情就这样定了，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乍听此消息，胡愈之顾虑重重，此去南洋万里之遥，人地生疏，工作不好开展，

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任务怎么办？但当他听说周恩来亲自点他的将时，心中

立即释然，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安排，准备“万里投荒”到南洋开辟新的战斗阵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的身份出现，一是为了安全，便于工

作；二是南洋华侨因为国民党别有用心的宣传，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还没有认

识到国民党的真正嘴脸，胡不便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胡愈之就仅以著名报

人的面目从事工作。胡愈之到南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南洋华侨对国共双方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更热情地投入

到抗战的潮流中来。他还新辟世界语专栏《绿星》，深受南洋广大华侨读者欢迎。

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创办新南洋出版社、主办《风下》周刊、《南侨

日报》、《新妇女》杂志等报刊，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时组织

世界语活动。 

1948 年 9 月，胡愈之从南洋回国，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中央所在地。他又

见到了周恩来，希望干自己熟悉的新闻出版工作，而不愿再搞麻烦的民主党派工

作。为此，周恩来特地来到胡愈之的宿舍，和他谈了一个通宵。周恩来首先要胡

愈之阅读毛主席的几篇光辉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周恩来用十分热情和诚挚的态度对胡愈之进行细致耐心

的教育，使胡愈之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充分认识到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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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和周恩来： 

黄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之子、现行盲文的创制者、汉语双

拼盲文方案的发明人。三十年代他留学日本，在那里，因参加进步的世界语活动，

而身陷囹圄。抗战爆发后，1937 年他毅然返国奔赴延安，并担任周恩来的秘书。

早在南京读高中二年级时，黄乃的右眼就因外伤失明。留学日本，奔赴延安他都

是凭着一只左眼进行学习和工作的。在延安，他超负荷的工作着，大量的研究和

思考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的。积劳成疾，已经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更日渐下降。

由于工作紧张，加上延安医疗条件的简陋，病情愈见严重。但他仍出色地完成着

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敌情》的主编并以“付

秘”为笔名，发表过大量文章。而且，他在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主任，对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的军事、经济做出过准确的分析，得到过周恩来的

好评。解放战争时期，他的眼病虽已相当严重，但在党中央撒离延安后仍随“昆

仑纵队”转战陕北，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1948 年

春，党中央迁入河北省平山县。1949 年，黄乃的左眼视网膜脱落，由于当时的

条件，未能及时医治，从此双目完全失明，使他一下子坠入黑暗的深渊。而此时

妻子又离开了他，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痛苦、自卑、彷徨同时向他袭来，

就在这时周总理给予了他极大的关怀。当年，黄乃在中南海养病的一天傍晚，他

在院中散步，正遇到周总理刚开完会，与很多人一起迎面走来，他看到黄乃，便

握着他的双手说：“你现在可以自己出来了吗？病好些了吗？不要着急，一定会

好起来的。”那时，黄乃左眼还有微弱的视力，在夕阳的映照下，看到了周总理

亲切而慈祥的面容，是他深受感动。黄乃的病情牵系着周恩来总理的心。1950

年，周总理亲自批准送他去莫斯科治疗。但终因发病过久，无法治愈。病虽然没

有治好，周总理的关怀却给了他生活的勇气。 

周恩来总理不但在生活工作上给予黄乃巨大的关怀，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予极

大的支持。有一天，黄乃拿着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得到的一本国际盲人世界语

协会的杂志《联系者》，在服务员张生元陪领下，到政务院印刷厂去印刷样品，

他俩先去中南海找立琦同志，正巧在西华厅遇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向他们走了

过来。黄乃紧紧地握住周总理的手，激动地向总理问好，并向周总理说明来意。

周总理听着，并从他手中接过了这本盲文世界语杂志，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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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地说：“我在法国看见过爱罗先珂，他就是用的这种字”。周总理将盲文杂志还

给了黄乃，又说：“好，你现在安心了吧，你们去吧，祝你们成功。”。周总理的

一番话，象一团炭火，温暖着黄乃的心。黄乃用耳朵辨听着远去了的周总理的脚

步声，他的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受到了巨大鼓舞的黄乃，从此拿出了当年老

八路战斗的作风，勇敢顽强地攻克世界语盲文的堡垒。他很快地能用世界语盲文

与国际盲人世协取得了联系，并和许多国际世界语者通信，彼此建立了友谊。黄

乃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用世界语盲文打开了世界大门的华夏盲人。他广泛收

集各国盲文字母表，自学了英、俄、日、法等国的盲文，并进行对比分析，终于

成功地研究出一套《汉语双拼盲文方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黄乃于 1953

年创办了中国盲文出版社，它是我国唯一一家盲文出版机构，担负着为全国 877

万盲人出版各类盲文书刊和有声读物的繁重任务。 

恽代英和周恩来：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 年 8 月 12 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

家庭。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便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罢休。

1913 年,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1915 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课余

选修世界语。他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他博览群书,除了阅读大量社

会科学方面的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和世界语书籍,还涉猎自然科学。他的学

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敬慕。他积极学习世界语、推广、运用世

界语并擅诗善文,还具有演说的天才。 

1916 年 11 月《新青年》杂志在第二卷第三期从回答读者提问开始直到 1920

年止历时四年的时间里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争辩双方有关世界语一系列评论文章。

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武汉世界语青年学生既参入了这场大辩论,又从这场大辩论中

学到了东西并奠定了他以后投身革命追求人类和平,人人平等的思想基础。恽代

英坚定地站在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和世界语鼓吹者一边,并以实际行动声援世界

语。恽代英先后在《光华学报》,《新青年》,《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

女杂志》,《妇女时报》等刊物上发表宣传世界语的新思想,新文化观点,批判封

建主义保守思想,其中,有些文章的观点引起社会重视,受到了陈独秀的赞扬。陈

独秀称恽代英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猛士”。除此以外,恽代英积极倡导在武昌中

华大学正式开设世界语课程并得到当时的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先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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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2 月,陈时校长安排恽代英从《光华学报》校刊前任手中接办了《光华学

报》;1917 年 3 月,武昌中华大学采纳了恽代英"关于提前教授世界语的意见",并

于 4月 13 日正式开设世界语课。从此恽代英在武昌正式开始学习世界语... 

1917 年 4 月 14 日，恽代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了政论文《中国今日

对于欧战之三大任务》（后改题为《欧战与永远和平》），表述自己关于战争的恶

因、剪除恶因的方法、谋求世界永久和平的主张。他除将此文寄北京政府总统、

总理、外交部长、社会名流以及《京报》、《民治日报》、上海《时报》，并在《光

华学报》上刊登外，还曾计划托人"译成世界语，分布世界各民党，如能生小小

效力，亦不负吾苦心矣。"（见恽代英 1917 年 4 月 17 日日记）这件事说明，恽

代英不仅认真学习世界语，而且重视世界语的应用，他把世界语的学与用联系在

一起的。    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恽代英追求真理,在《新青年》、

《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恽代英与周恩来第一次相识是在 1926 年 5 月。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

导,恽代英调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并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校内与任政

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列为 受欢迎的演讲人。他们并肩战斗，相互合作，领导军

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1927 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恽代英

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反蒋斗争。22 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

恽代英、毛泽东等联名讨蒋通电;次日军校学生和群众 30 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

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讨蒋通电》。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还

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在一片讨蒋声中,这一年的 4 月 27

日至 5月 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出席了大会,

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周恩来、毛泽东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

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同年 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由周恩来等 9人组成

的中央临时常委会派恽代英、邓中夏等前往江西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

织革命力量,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恽代英等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

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邓中夏、李立三等商议,

并征得瞿秋白的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 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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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

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8 月 1 日凌晨, 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

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恽代英为革命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

府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

演达、何香凝等 25 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

命为参谋团委员。 

1928 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

后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 

1930 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

了会议。会后,他视察了闽西苏区。恽代英从闽西回到上海，此时周恩来已去苏

联。这时,党中央的领导人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全国暴动。恽代英对李

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调恽代英任

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

工作。5 月 6 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

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

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

嫌疑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假口供,敌人无可奈

何,6 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 5

年徒刑。8月间周恩来回国得知此事，批评了李立三，并派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送

给法官 5000 元，使刑期改判为一年。恽代英被捕后, 周恩来设法营救,就在他即

将被提前释放时,因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而壮烈牺牲。时年 36 岁。    

恽代英同志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是

《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他主办的《中国青年》犹如闪烁在黑暗社会夜空的

启明星，引导了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1950 年，这位青

年导师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曾深情地缅怀他的一生，在为纪念恽代英殉难 19 周

年题词时,就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 19 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

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

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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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权和周恩来： 

戈宝权，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外交家、学者，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也是

著名的老世界语者。笔名葆全、北泉等。1913 年，戈宝权生于江苏东台,1929

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自学世界语，并向当时著名世界语者索非请教过有关

学习问题。1938 年，为了参加抗战，戈宝权从苏联回国，3 月到达武汉，当即参

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编辑工作，与张企程共同编辑该报的《世界语

副刊》。同年 5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戈宝权以《新华日报》编辑兼编委，又

是全国文协和中苏文化协会理事的身份，常和文协和中苏文协联系，和出版界(生

活、读书、新知)以及木刻版画界也有联系。他还代表南方局文化组同苏联大使

馆的文化处、苏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和塔斯社通讯社联系。就这样，通过各种渠

道，各种团体和各个方面把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中苏文化协会

会长孙科，副会长陈立夫、邵力子，都是挂个名。它的研究、杂志、编辑、妇女

及财务等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

只有秘书主任洪舫是个右派。它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化》的主编是侯外庐，因而

这个刊物便成为宣传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公开而合法的阵地。 同时，南方局

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密切配合文协、文工会，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依靠中共

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广泛团结了一切爱国的

文化知识界朋友共同前进，使进步文化在国统区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始终占着优

势。1941 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安排戈宝权秘密去香港创办文艺通讯社。

当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的戈宝权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周恩来

对他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已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

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关照戈买好便衣（长袍）然后再去见

他，他要亲自看看戈的化装效果，还特别交代绝不能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太平

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戈宝权由东江游击队营救到了深圳，东江游击队

政治部工作。1942 年夏，他接到周恩来电示又回到重庆，仍在《新华日报》工

作。1945 年 8 月，在重庆的红岩村，在周恩来的热情介绍下，他第一次见到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40 年代，在艰苦的条件下，戈宝权翻译、编辑、出版苏联人

民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借以鼓励国人的抗日热情，周恩来还专

门为他的译作爱伦堡的《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亲笔题写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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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权长期与周恩来共事，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作为周恩

来的得力助手，戈宝权念念不忘周恩来对他的亲切教诲和关怀，两人因此而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解放后，戈宝权又奉周总理派遣，赴苏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

并担任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往国外

的第一任外交官。在任期间，中苏之间的许多重大事项，如毛主席、周总理访问

苏联，戈宝权都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人。之后，他历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译协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

事长、江苏省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并长期从事文学翻译、中外文化史、

比较文学、鲁迅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为繁荣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荣获前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普

希金文学奖”和由前苏联 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王鲁彦和周恩来： 

1902 年 1 月 8 日（阴历 11 月 30 日），王鲁彦诞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大石  头

镇杨家桥的一个贫寒的店员家庭。原名王衡，字返我，后改为忘我，笔名鲁彦、

王鲁彦。1920 年 1 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王鲁彦写信要求加入

北京工读互助团。进团后改名忘我。一面在北京大学门口摆饭摊，替北大学生洗

衣服，一面在北大旁听和自学世界语。1921 年，在北大旁听鲁迅所教授的《中

国小说史》，从此，踏进了文学大门，立志闯入文字创作道路。后又入北京大学

世界语班学习，当年加入胡愈之等人创办的世界语学会。从此又投身于世界语事

业，开展世界语运动。1928 年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科员，不久

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际宣传科世界语干事，与老世界语者钟宪民一起，负责编写

对东、北欧国家的宣传小册子：主要是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内容翻译成世

界语，向国外宣传。1928 年底，巴金从法国回国，同王鲁彦、索非、胡愈之、

郭后觉等人一起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工作。 1938 年初他在长沙为田汉主持

的《抗战日报》编副刊。1938 年 4 月，郭沫若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了政治部

第三厅、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参加了三厅

的工作。夏初，王鲁彦也参加了三厅的工作 。1942 年 1 月，他主编的《文艺杂

志》创刊号出版，它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 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 1944 年 8

月 20 日，王鲁彦因长期患病，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享年仅 42 岁。鲁彦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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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奋起斗争，挣扎于贫病加劫难之中的真

实写照，在当时文化界曾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世界语代表着国际先进文化，王

鲁彦不但是引入国际先进文化的旗手之一，而且也为引进开拓世界语文学领域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周恩来十分敬重这位进步知识分子，当他得知王鲁彦在贫

困中逝世，就亲自发了唁电，安慰其家属，并请冯雪峰转送王鲁彦家属抚恤费伪

币一万元。王鲁彦是冯雪峰的至交。冯雪峰经过一些周折，把抚恤费交给处于饥

寒交迫中的王鲁彦家属。真是雪中送炭！  

绿川英子和周恩来：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生于 1912 年 3 月 7 日]。1929 年至 1932 年在日

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学习世界语，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和反对日本军

国主义的斗争。1936 年，由于世界语的关系，与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结婚。1937

年 4 月，她在刘仁之后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中国。先在上海，上海沦陷后到广州，

与当地的世界语者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 7 月初，在郭

沫若等的帮助下，绿川和刘仁从香港经广州，来到中国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在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作对日广播工作。从此，她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

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那些日本下层士兵。她的播音像一把

刚刀，刺向敌人的咽喉，让敌人惊恐万状，胆战心惊，日军的军心已经动摇。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这时敌人才查明了那个操流畅日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

子。绿川英子随着国民党政府机关撤往重庆。1938 年 11 月 1 日，东京的《都新

闻》上刊出绿川的照片并作了报道，骂她为‘娇声卖国贼’，绿川的父亲也爱到

株连。对此，绿川嗤之以鼻。到了重庆，她继续在国际宣传处工作，并参加文化

界、文艺界的抗战活动。1940 年 7 月，由日本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发起组织

的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召开成立大会。绿川英子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举为

总部的领导成员。 1940 年夏，国民党改组了汇集进步人士的军事委员政治部第

三厅。郭沫若被免去厅长职务，一些进步文化人士也从第三厅退了出来。由于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决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又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安排文化名

人，郭沫若任主任。绿川英子和刘仁趁机辞去原有工作，加入文化工作委员会，

执行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工作任务。 1941 年 7 月 27 日，重庆文化界举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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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四周年活动。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也亲临会场。绿

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

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英子

听了很激动，她说：“这对我是 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 高酬

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周恩来向郭沫若敬酒后，提议“为在座

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在为别人折扇签字时，邓颖超特意

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她对绿川英子说：“我们并肩

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绿川英子夫妇到东北解放区开展

工作。1947 年 1 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

究所研究员。后因解放战争迫近，加上绿川英子刚生完女儿，为了安全，组织上

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绿川英子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

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

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 年 1 月 10 日，35 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为之战

斗整整 10 年的中国。 

 

五、周恩来——世界语者心中永远的怀念 

   1976 年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在北京去世。世界各国世界语者

心中感到万分悲痛！我们世界语者将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怀念他协助伟大领

袖毛主席在建党、建军，缔造和建设新中国所树立的丰功伟绩，怀念他对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忠诚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怀念他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和光明磊落、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怀

念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热情支持和对世界语者的亲切关怀！一些北京的世界语

者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同大家一起含泪恭送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从东长安街，经

过天安门广场，直到火葬场。到了火葬场，向总理的遗体致以 后的敬礼。大部

分世界语者则是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当地的世界语运动，来表

达对敬爱的周总理的衷心爱戴和深切的怀念。例如：镇江的世界语者王崇方，以

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灵活的表现技巧，在 1989 年就用世界语翻译出版了方矩成、

姜桂侬写的《周恩来传略》；北京的世界语者秦凯基，策划制作了纪念周恩来诞

生一百周年和邓颖超诞生九十周年的世界语集邮品，并在国内出版的刊物和在德

 35



 

国出版的世界语刊物《绿色放大镜》上作了详尽的介绍，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

感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而我国世界语运动先驱胡愈之在《永远怀念周总理》

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至于我，又怎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正是周总理指

引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是他鼓励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他教育我要

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识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他帮助我改正认识上和工作

上的多次错误；也是他，敬爱的周总理，在艰难的日子里，鼓舞了我对革命树立

胜利的信心，在惊涛骇浪中不动摇。”。是的，这字字句句，不正是表达了我们千

千万万个世界语者心中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爱戴的真实情感吗？

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浮现在我们世界语者的眼前；周总理的伟大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朝着“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接近

和统一”的方向前进！ 

历史证明：被誉为“国际普通话”的世界语，正充分地代表着国际“ 先进

的语言效应”、“ 先进的文化”和“ 广大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利益”。世界语的

崇高理想是促进全世界的人类和谐。因此，我们坚信：周恩来总理对世界语的热

情支持和深刻展望，将永远载入中国和国际世界语运动的伟大史册!世界语的前

途一定光辉灿烂！世界语的事业必将蒸蒸日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世界语者将

永远怀念您！您将永远活在我们世界语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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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与儿童潜能开发 

 

—— 记柴门霍夫世界语俱乐部 

 

 

    
     

作者接待国际旅游世界语协会主席安德烈先生并赠送书法作品 

 

    众所周知，世界语是一种人造国际辅助语，俗称“国际普通话”，由波兰眼

科医生柴门霍夫创始于1887年。百余年来，世界语以它易学、通用、兼容民族语

言等优点，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特别在我国，

世界语得到了迅猛发展，学习者多达40万人。据统计，全世界约有10多万儿童学

习世界语，而我国也有106所中小学开展过世界语教学，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我们南京夫子庙小学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2000年江苏省世界语

童星”庄瑞同学倡导下，于2002年5月12日正式成立了“柴门霍夫世界语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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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宗旨是：推广和鼓励在儿童中使用世界语；通过世界语加强与世界各国儿童

的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她的口号是：学习世界语，友谊遍全球。她的队旗为：

绿星旗（象征着和平和友谊）。她的队歌为：《绿星旗下手拉手》。俱乐部自成立

以来，全体成员在俱乐部主席庄瑞的带领下，不管刮风下雨，坚持开展丰富多彩

的世界语活动。具体内容有：世界语知识系列讲座；简单世界语会话；世界语歌

曲教唱；中国世界语象棋游戏；对外世界语交流等等。他们在“六一”儿童节成

功举办了“第三届儿童世界语展览会”，在网上顺利开设了“儿童世界语论坛”

（amikeco.xilubbs.com），分别与法国、德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北京、台湾、

南京等国内外世界语者进行了友好交流，同时与常州东方小学、镇江宝塔路小学

进行了互访，并且与世界上36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语者建立了通信关系。 近，

该俱乐部有在“江苏省首届世界语才艺展示会”上，获得了团体“优秀奖”，为

学校赢得了荣誉。综上所述，我们以“兴趣式”的俱乐部形式开展世界语活动确

实对儿童潜能开发具有一定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组织的独创性：整个俱乐部活动方案主要是由二次成功举办“儿童世界

语展览会”的庄瑞同学制定和实施，并在活动中与辅导员建立双向互动交流和教

学平台，这是提高儿童创造力和凝集力的一个尝试。同时，“第三届儿童世界语

展览会”的举办也是全体俱乐部成员团结合作，共同制作完成的，国内外10多家

世界语新闻媒体曾予以报道。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二．思想的先进性：世界语能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使他们

能以更开阔的视野去面对世界，去学好如英语等民族语言，树立正确的语言观。

世界语属于人造语言，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从小树立学生的民族自

尊感和为人类和平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情感，减少英语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崇洋媚

外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让学生懂得各国人民都珍爱自己的语言，它是一个民族的

标记，中国人民更是喜爱优美的汉语。世界上尽管有几千种语言，但是谁也不愿

意抛弃自己的民族语言，谁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去取代其它民族的语言。世界

语作为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通俗简便的语言，正是为了保护民族语言不受强国语

言的侵蚀，它为人们在国际交往中使用一种不损害民族自尊的共同语言创造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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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且由于它的简单性﹑基础性及与各种语言联系的广泛性，也为我们学习其

它外语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活动的多样性。俱乐部活动丰富多彩，既有世界语教学，采用活泼多样

的形式，将“国际普通话”与英语、汉语对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又

有世界语歌曲教唱，培养学生的艺术感染力，也有中国世界语象棋游戏，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和园形思维能力。即可以与国内世界语者交流学习心得，还可以和国

外世界语者畅谈，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艺术和生活。如庄瑞与俄罗斯的丹妮

尔交流钢琴演奏，尼日利亚著名作家戴维斯向同学们介绍尼日利亚的地理、历史，

介绍殖民文化英语下的亚鲁拨语言的现状和歌曲以及他们的部落生活习惯。庄瑞

同学则是通过世界语与国际上十多个国家的儿童进行通信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

谊。他坚信：真挚的感情定能架起一座座沟通国际间儿童理解的桥梁，建起一片

片和平的天空。 

 英国著名语言家波特教授曾在其所著的“当今世界语言”中指出：“世界语

可以看作是一座有价值的语言桥梁，并且她那些有规则的词 和联想的曲折，也

是智力锻炼的有益形式。”同时，柴门霍夫在创立世界语时，就怀着实现人类大

同的理想，希望通过统一全世界的语言促进人类交往、加深不同国家人民间的了

解和友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种族之间的争斗，以达到全世界人民和睦相处

的美好境界。他的这种崇高理想，不仅加强了对儿童的和平主义教育，而且能促

进儿童从小纯洁自己的心灵、约束自己的行为、陶冶自己的情操。其次，世界语

还是一种希望的语言，它代表了语言发展的趋势，给解决世界上的语言问题带来

了新的希望。世界语事业是希望者的事业。世界语“Esperanto”本意就是“希

望者”。柴门霍夫在发表世界语方案时用的笔名就是“希望者博士”。可以说，我

们每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儿童都是希望者。因此，我们柴门霍夫世界语俱乐部通过

学习世界语及其语言相关知识，不仅可以从小培养儿童树立崇高理想，对未来充

满希望，对生活充满热情，以积极态度对待人生，而且能激发他们勇于创新、不

断进取的开拓精神，从而达到全面开发儿童潜能、提高儿童综合素质的 终目的。

正如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冰心所说的那样：“懂得世界语，就懂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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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ranto Kaj Ĝia Interna Ideo 
 

 
 

   Profesoro Selten, Nobel-premiito de 1994 pri ekonomiko, diris: “La 

idealo en Esperanto donis al mi instigon lerni ĝin. Oni nomas tion la 

interna ideo de Esperanto.” Sed iam estis epoko en nia Movado, tiam iuj 

eminentuloj klopodegis forgesigi la idealisman flankon de nia afero. Tiam 

oni insistis pri la altmorala valoro de Esperanto esprimita per la vortoj 

“interna ideo”, ili sentis sin malbone. Kio ĝi estas do, tiu ĉi interna ideo 

— motoro, kiu puŝis milojn da homoj dediĉi sin al la disvastigo de 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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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o, ofte suferante mokon, ja eĉ insulton? Tiu ĉi ideo — estas frateco 

kaj justeco inter ĉiuj popoloj. Ĝi esprimas propran senton kaj esperon, kiu 

iras al frata celo inter popoloj sur neŭtrala lingva fundamento. Tiu ĉi ideo 

— estas la ĉefa celo de la afero de Esperanto. Ĝi estas la stelo, kiu ĉiam 

gvidadas ĉiujn batalantojn por Esperanto. 

  Depost kiam Dio konfuzis la lingvon de la tuta tero, diversnaciaj 

popoloj multe suferis de la lingva baro. Eble de tiam estis homoj, kiuj, 

kvankam ne legeblaj en la historiaj notoj, klopodis ĉiamaniere por trovi 

komunan lingvon. Ĝuste tiu ideo spronis junan Zamenhof al la kreado de 

Esperanto. Ĉar Esperanto estis kreita celante malkonstrui “murojn de 

miljaroj inter la popoloj dividitaj”, oni do enmetis en ĝin noblan idealon 

de la homara harmonio kaj tiu idealo tute ne ekzitas en naturaj lingvoj. 

“La interna ideo de Esperanto, kiu havas absolute nenian devigon por ĉiu 

esperantisto aparta, sed kiu, kiel vi scias, plene regas kaj ĉiam devas regi 

en la esperantaj kongresoj, estas: sur neŭtrala lingva fundamento forigi la 

murojn inter la gentoj kaj alkutimigadi la homojn, ke ĉiu el ili vidu en sia 

proksimulo nur homon kaj fraton.” 

   La interna ideo — kio ĝi do estas? Tiu ĉeestis por la unua fojo 

internacian kongreson de Esperanto kaj kontaktiĝis kun alilandaj 

samideanoj, tuj sentas tiun ĉi ligitecon, kiun naciaj lingvoj inter 

malsamlingvanoj ne povas doni. Estas mistika sento, konkretigita en 

lingvo. Oni povas diri kion ajn oni volas kontraŭ mistiko; ĝi troviĝas e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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ĉe plej racie pensantaj homoj. Nu, la mistiko de Esperanto nur povas esti 

komprenata kiam oni posedas la lingvon, sekve post penado. La interna 

ideo estas ankaŭ kompreno kaj praktiko pri justeco. Ĝenerale 

Esperantistoj povas prijuĝi objective naciajn aferojn. Ili scias, ke la sama 

konsidero ekzistas ankaŭ kontraŭflanke; ili serĉas kompreni aliulon. Ili ne 

estas la homoj de malkaraj frazoj, de laŭtempaj “sloganoj”; ili analizas, 

komparas kaj juĝas. Sed hodiaŭ la Universala Deklaracio pri la Homaj 

Rajtoj enhavas la konkretigon de la interna ideo. Konsideri homon egala, 

je kia raso li apartenas, kian religion li praktikas kaj kian linvon li 

parolas. 

   Laŭ la hodiaŭa vidpunkto, la interna ideo de Esperanto estas nenio 

alia ol la homara harmonio. Kiam la idealo realiĝos, tio ne estas grava. 

Gravas tio, ke ni devas klopodi kaj labori por ĝi. Ĉijare estas la 50-jarojn 

jubileon de EPĈ. En la 50-jaraj pasintaj redaktistaro laboris por nia 

komuna afero kun granda fervoro kaj sindoneco. Ili apartenas al nia afero 

ne per sia kapo, sed per sia koro. Kaj ili tre ŝatas la internan ideon de 

Esperanto, kiun flame instigadis ilin labori, malgraŭ ĉia malfacileco kaj 

ĉia malhelpoj. Ĝis nun EPĈ ludas pozitivan rolon en akcelo de 

interkompreno kaj amikeco inter ĉiuj popoloj, en kultula kaj 

scienc-teknika interŝanĝoj inter Ĉinio kaj aliaj landoj kaj en batalo por la 

mondpaco. Pri tio fieras ni, ĉinaj esperantistoj. Tio estas ankaŭ frukto de 

la diligenta laboro de ĉiuj esperantistoj kaj estas tre gratulinda. Fine,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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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 esperu, ke EPĈ atingos novan altecon en la estonteco kaj gajnos 

pli multe da amikoj,ke la tuta homaro posedos unu pacan kaj belan 

mondon. 

 

               verkita februar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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