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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事会监事。一生致力于中国世界语运动史

的研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编著有《胡

愈之与世界语》《中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中国

世界语人物志》《你知道世界语吗？》《世界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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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与希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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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南由礼* 

 

呈现在广大世界语者面前的这本《中国世运史钩沉》，收录了侯志平先

生耗毕生精力整理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料和研究心得。在林林总总各种世

界语教程、语法面世之际，关于中国世运史的著作显得寥若晨星。可见的

有蓝天强主编的《中国世界语者与世界语运动》和韦山编撰的《我和世界

语》。这本由侯志平独力完成的《中国世运史钩沉》出版，弥足珍贵。“中国

世运史研究第一人”这个称谓，侯志平先生当之无愧。研究中国的世界语运

动，无出其右者。 

侯志平，土家族人，1963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随即进入对外宣传机构

世界语杂志《人民中国报道》(后来中文名字改为《中国报道》)任中文编辑，

并师从冯文洛学习世界语，开始了他矢志不渝的世界语事业。“文革”落幕，

各行各业拨乱反正，世界语被恢复了名誉，世界语事业涅槃再生。侯志平

更是经历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1988 年，侯志平进入《中国

报道》领导班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侯志平开始分管杂志的世界语专栏，以后又担任

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世界》杂志编委，这给了他机会关注中国的

世界语运动和全国世协的工作，撰写、编辑了大量有关世界语、世界语运

动、世界语者、世界语书刊的文章，至今未见辍笔。 

繁忙的工作，让侯志平对世界语的学习显得力不从心。但经努力，他

已能借助词典阅读包括文学著作在内的一些世界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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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不是民族语，学习世界语是为了国际交往，不是为了自己人关

起门来把玩。除了两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侯志平还曾两次参

加在国外举行的世界语大会，对国际世界语运动有了一定了解。他和不少

外国世界语者通信、交流，这对他深入研究中国世运也有所帮助。 

研究世界语运动史，著书立说，是件枯燥无趣的苦差事，是要花大力

气的，要耐得住寂寞。在这一领域，侯志平下的功夫令人佩服。几十年来，

侯志平有关中国世运史的编著有二百多万字之巨，这本《中国世运史钩沉》

仅掬取了其中一小部分，约四十万字。 然中国世运从诞生到现状，从概况

到细节，从夹叙夹议的史料披露到有独到见解的立论，推出篇幅有长有短，

涉及面有宽有窄，中国世运的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书中都有涵盖。 

翻阅过书目，再细读一下侯志平文章，你会惊异：一百多年的中国世

运史，这么多细致入微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毅力、执着，才能从浩如烟

海的文献长河中挖掘出来！ 

几十年来，哪怕年事已高，哪怕做了心脏大手术，侯志平从未放弃中

国世运史研究工作。侯志平联系、拜访了全国几乎所有在世的知名世界语

者，查询了数不清的有可能查阅到世界语消息的资料库，出席了所有有机

会参加的世界语集会，组织、制作、分发了世界语者调查表……资料收集

过后，整理、研究，加以理性分析，集腋成裘，方有一篇篇翔实的世运史

文章发表，方有这本《中国世运史钩沉》问世！ 

近年来，为了完美纪录中国世运史，除了一支耕耘不止的妙笔，侯志

平又添用了照相机这一影像工具。在大大小小世界语场合都可以看见侯志

平前前后后忙个不停的身影。侯志平拍摄的世运照片成千上万，经分门别



 

6 
 

类整理，上网的上网，分发给相关人士的分发，侯志平比专业摄影记者还

要忙碌、热情。 

侯志平能这样做，因为他热爱世界语，因为他热爱中国世界语运动，

因为他认定从事中国世运史研究是对国家有用的事。 

侯志平为人谦和热心，做事低调，同时勇于发表个人意见。上个世纪

末，在职期间，他有机会获得正高职称，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申请。他

是这样说的：“我已有一定职位了，工作是大家做的，这个正高名额留给其

他人吧！”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到这点呢！ 

身居中国世运领导位置，侯志平一直关心、支持各地的世界语运动。

以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为例，在和侯志平共同参与北京世协工作的三十多年

里，我一直得到他的倾力支持。只要北京世协需要，向侯志平提出要求，

无论是撰写文章、报告讲演，他从不拒绝，从不敷衍，总是尽力做好。北

京世协集体编写并出版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和《中国世运简史》二

书，侯志平均慨然应允担任主编，他草拟了二书写作大纲，不但自己书写

书中重要部分，还认真通读全稿，推敲修改，润色加工。这两部书应是胡

愈之编《世界语四十年》、周庄萍著《世界语五十年》之后，时隔 60 年中

国世运史经典之作。世汉对照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国际世界语协会

一次订购了 20 本，很快便售罄。毋庸置疑，北京世协三十年成长史凝聚着

每位会员，也包括侯志平的心血。这次北京世协将侯志平散见于各时期、

各地区报刊杂志中的部分文章集册出版，表达了对侯志平的些微敬意。 

世事总有阴晴圆缺，我们知道，没有各地艰难运行的世界语协会，没

有千百个无私奉献的“草根”世界语者，全国世运无从谈起。限于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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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全国世界语运动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另外，书中有些立论成文囿

于时代，似有可斟酌商榷之处。 

话说回来，本书不是世运编年通史，不可能事事详尽无遗。繁简有别，

尽可理解。各种论点，也是一家之言，不强求大家都接受。反之，若此书

问世能引起探讨之声，助力中国世运史更进一步研究，则功莫大焉。 

这些年来，在略显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有多少已学业有成的世界语

工作者脱离了他们的未竟事业，又有多少曾怀抱理想的世界语爱好者不再

关心世界语运动。这是历史前行使然，又是世界语事业的悲哀。庆幸得很，

沙里淘金，在中国大地上保留了一支潜心作实我们事业的队伍。其中，既

有几十年“痴心不改”的“铁杆”世界语者，也星星点点出现了一些较好掌握

了语言，又热心运动的年轻人。不少“民办”的地方世界语会议吸引了众多参

与者，开得有声有色。越来越多的中国世界语者以个人身份自费出国参加

世界语国际活动。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中国的世界语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面前有榜样，有领路人，如胸襟

宽广的组织家李森，蜚声杏坛的园丁李威伦，成功迈步的国际商贸参与者

王天义，淡泊名利的翻译大家谢玉明。说到世界语史的研究，则有侯志平

这位“第一人”。为了世界语理想的实现，让我们努力提高语言水平，积极参

加运动，同时丰富我们的中国世运史知识，坚定我们的信念。那么，闲暇

时请读一下这本侯志平贡献给我们的《中国世运史钩沉》吧！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听众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监事会监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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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王彦京* 

 

侯志平先生在他的近作《中国世运史钩沉》付梓之前，请我和南由礼

先生分别为本书写一序言，尽管我再三推辞，但他仍坚持，他的诚意感动

了我。作为该书稿的第一读者，我就勉为其难，谈点读后感。 

我和侯志平先生相识、交往 30 余年，他是我尊敬的长辈、老师。上世

纪 80 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世界语，那时我就开始关注他写的世界语运动方面

的文章。后来，我担任了北京世协专职秘书，与侯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

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产生兴趣。 

可以说，侯志平先生是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拓荒者，而且多有建

树。这部《中国世运史钩沉》书稿就是他多年研究、发表的成果集萃。在

这一领域过去很少有人涉足，因为知道世界语的人不多，有关这方面的资

料甚少且分散难找，这项研究应是冷门中的冷门。可是侯先生对此却十分

执着，他甘于寂寞，把系统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定为终身奋斗目标，视

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因为在他看来，世界语对社会有重要价值，是一

种伟大的理想，伟大的创造，伟大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它将对人类社

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凭着这种认知，他默默耕耘于这个研究

领域数十载，并取得了诸多成绩：他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查找线索，第一个

明确提出世界语是经俄罗斯、日本和欧洲传入中国的；他在系统研究百年

中国世运史基础上，第一个把中国世界语运动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且分

析了各个时期的特征，系统总结了整个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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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及时主编《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

两部专著，第一个全景式介绍了中国世运史百年历程，填补了这方面的空

白；他是第一个系统搜集、整理各界政要、名人、学者关于世界语方面的

论述、题词并集中发表；他是第一个编写了涵盖 500 多人的中国世界语者

人物志；他第一个编撰反映百年中国世运足迹的大型画册《与希望同行》。

由此，侯志平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誉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研究第一人”。 

    侯志平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是因为他淡泊名利。几十

年来他一直默默践行陈毅同志在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搞学问不能

有势利眼，要能坐冷板凳，坐不了冷板凳的搞不了学问。所以，他才能甘

于寂寞，始终坚守着这块研究阵地。其次，光有目标，没有“滴水穿石”的毅

力也是很难取得成绩的。他在担任《中国报道》世界语专栏责任编辑期间，

收集了各地寄来的世界语消息，每年编辑当年的世界语大事记。在此基础

上，加上平时搜集的资料，《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即将编撰完成；他

将各地寄来的世界语照片分别保存，并刻成光盘，这就成为《与希望同行》

画册图片的主要来源；各地寄来的期刊成为他编写《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

中国世界语小报小刊》的重要素材。侯志平先生至今保留着从小学到大学

的毕业证书、初高中的全部学业成绩通知书，这种自幼养成的习惯大概也

是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助力吧！ 

最后我要说的是侯志平先生的勤奋。由于篇幅有限，这次未收入的世

界语文章和资料还有近 200 万字，其中有《希望》杂志（1930—1932）、《世

界语之光》(1933—1935)、《世界》杂志（1932—1936）、《中国怒吼》(1937

年)、《中国报导》（1939—1944）、《中国报道》杂志（印刷版）（19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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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世界》杂志（1950—1951）、《世界》杂志（1981—2002）、《世界科

学与技术》（1985—1998）、《全国世协通讯》（2003—2013）、《老世界语者》

（1985—2013）等 11 种杂志文章目录索引，还有两篇难得的资料。可以说

这些索引是我们打开中国世界语运动史大门的一把钥匙，编写这些资料难

度之大、费时之久及艰辛是不言而喻的。他在两年多来为了编辑《与希望

同行》画册和我们这本书籍，每天在电脑旁工作达 5 个小时以上，这对常

人说来都是难于做到的，何况他是一位做过心脏大手术的 77 岁老人呢！最

近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三年前他的视力在 0.8（左眼）、1.0（右眼），现在已

降至 0.3、0.5 了，可见这些工作对他身体消耗有多大。 

我相信《中国世运史钩沉》的出版将对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有重要

参考价值。衷心希望侯志平先生多多保重身体，提携后进，安享晚年。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巡视员、副秘书长；北京市世界语

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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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纪实 

——纪念世界语诞生 125 周年 
 

今年 7 月我们迎来世界语（Esperanto）诞生 125 周年，较之具有几百

年、几千年历史的民族语，我们的世界语似乎还处在襁褓时期，但其发展

前景，不可估量。以我们中国为例，世界语传入中国大约一百多年时间，

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特别是它与中国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以及中国人民

与各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纪念世界语诞生 125

周年之际，值得我们回顾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和骄人成绩。 
 

三个渠道传入中国 
 

    史料表明，世界语是通过三个渠道传入中国的：一是俄国，20 世纪初，

在哈尔滨工作和经商的俄罗斯人将世界语带到哈尔滨，使哈尔滨成为中国

接触世界语最早的城市之一。据俄罗斯世界语者 A.Sidorov 和 Aleksandr 

Titajev 研究，1898 年到 1903 年修建中东铁路时俄罗斯总工程师 Nikolaj 

Aleksandroviĉ Kazi-Girej（1866—1917）先生就是当时一名热心的世界语者。

由于他长期不懈地宣传推广，哈尔滨人对世界语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人

参加了世界语的学习，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满洲世界语协会，Kazi-Girej

先生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10 年世界语协会已经有近 50 名成员，其中一部

分就是中国人。在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 50 岁生日到来时，满洲世界语

协会还向世界语的创始人“希望者博士”柴门霍夫发去了贺电，表达了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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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崇敬和祝福。 

此外，还有另一位俄罗斯人将世界语带到上海，陆式楷（亦名陆式卿）

等人参加了学习。1906 年陆式楷组织上海世界语学社，同时创办世界语夜

校，宣传推广世界语，并与国外的世界语者建立了通信联系。1909 年他与

盛国成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会，这是中国世运史上第一个以“中国”命名

的全国世界语团体，从此，世界语便从上海走向全国各地。 

二是日本，1907 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刘师培、张继、景梅九、钱

玄同等人向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Oosugi Sagae）先生学习世界语，并在东

京出版《衡报》（Egaleco）和《天义报》（Justeco），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

一方面宣传世界语。1908 年，刘师培等人回国，在上海曾创办过世界语传

习所，但时间不长。 

三是欧洲，1905 年，许论博留学法国，在留学期间学习了世界语。1910

年回国后在广州开班，传授世界语，培养了刘师复、黄尊生、区声白等知

名世界语者。1912 年他与刘师复创建广州世界语学会，从此广州逐渐成为

中国世界语运动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在欧洲学习世界语的还有一批留学

生。1907 年，一批留法学生，如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当时中国驻法

使馆商务随员张静江学习过世界语，并在巴黎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

纪》（La Tempoj Novaj）中文周刊，大力宣传世界语。1908 年留英学生杨曾

诰开始学习世界语，经常给国内友人寄赠世界语书刊，并编写了《万国新

语》等书，介绍世界语。同年蔡元培先生在德国自学世界语。1909 年，留

法学生华南圭在巴黎创办《中国语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Ĥina-Esperanta 

Scienca Literatura Revuo），用世界语、中文对照介绍科学知识和文学作品，

也同时在国内发行，国内一批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世界语。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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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欧洲的学生回国后成为世界语最热心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从上面谈的情况可以看出：世界语传入中国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

分不开的。自 1840 年以来西方列强胁迫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

赔款割地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当时的中国实际上

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都在探索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一批留学生研究了日本、欧洲

各国的经验以后，提出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与民主，以便

振兴国家，于是，各种新思想、新主张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诸多新思想、

新学说中，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深深地打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心。

柴门霍夫倡导各民族都来使用世界语，以便在相互交往中消除仇恨和宗教

隔阂，促进民族平等、友爱，进而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一家。中国自古以

来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更容易为善良

的、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接受。加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

大力提倡，世界语的种子终于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是世界语顺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是错误的，

因为它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

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推翻满清政府的斗士，在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一时期，随着各种新思潮的传播，世界语运动在全国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1911 年，奉天(沈阳)开办了世界语学校，同年，由林振汉编译的《汉

译世界语》课本由科学会编辑部出版。1912 年，中国世界语会改组成中华

民国世界语会。据说，当时的会员有三百多人。该会在上海设立中央事务

所，推举陆式楷、盛国成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的正副代理员。中央事务所下

设世界语函授部，函授学员遍布各地，同时还在广州、常熟、漳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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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青岛等地设立了分所。1912 年中国社会党创建北京世界语协会，并

在所属的平民学校开班教授世界语，点燃了北京的火种。长沙、厦门、杭

州、株州、开封、绍兴等城市也纷纷建立世界语学社和世界语传习班、研

究班、传播站等。  

1913 年，刘师复在广州创办《民声》（La Voĉo de la Popolo）杂志。该

刊主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但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宣传世界语，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这一年南京成立了世界语学社，台湾成立了世界语协会。1914

年，澳门和香港也出现了世界语的专门组织。 

1916 至 1919 年，当时有名的《新青年》杂志曾就世界语问题开展过一

场激烈的辩论。知名人士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发表文章，热情支持

世界语的传播，大大推动了世界语在一些城市的传播，其中成绩最大者要

算胡愈之、盛国成、巴金、索非等人重新组织的上海世界语学会。这个学

会举办了世界语函授学校，建立了世界语图书馆，开设了世界语书店，以

后又创办了《绿光》（La Verda Lumo）杂志，这一杂志出版时间长达十余年，

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世界语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批知名人士倡导世界语 
 

正如前面所说，在上世纪初，一批留学生如蔡元培、张静江、张继、

吴稚晖、周作人等人学习了世界语。有的虽然未学习过世界语，但对世界

语的世界大同、人类一家的理想，也表示赞同，如孙中山、陈独秀等人。

由于有上述两部分人的提倡，使世界语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 

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对世界语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

1912 年他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下令在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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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1917 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决定将世界语列为该校部分文科专

业的选修课，并聘请孙国璋为讲师。1922 年，他邀请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

先珂到北大教授世界语。以后，为了加强对世界语的研究，在北大成立了

世界语研究会，蔡元培亲自兼任会长。1923 年，他同吴稚晖、陈声树等人

一起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为北京和全国培养了一批世界语骨干。

1924年，蔡元培还代表中国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 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在大会期间，他亲眼看到了世界语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回国后，他更加热心于世界语的事业。 

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也是支持世界语的知名人士之一。早年

鲁迅曾在《新青年》杂志上以《渡河与引路》为题，谈了他对世界语的看

法，他说：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

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世界语。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

语，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世界语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

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世界语，便只能先学这世界语。现

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

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

人类也不能渡水了。”鲁迅为了表示他对世界语的实际支持，答应到北京世

界语专门学校免费教授《中国小说史略》，使学习世界语的人更多。1923 年

6 月，鲁迅曾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北京世界语学校，以后，又多次资助上海

世界语学会和上海出版的世界语杂志《世界》。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

任教时，他就勉励学员们多翻译一些世界语作品，他认为这也是为世界语

本身的发展打基础的一项工作。所以他支持世界语者翻译世界语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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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他主编的刊物上，还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了发表的园地。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的世界语运动也是比较活跃的，这得力于广

州市教育局长伍大光、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许论博等人的支持。当时在

市内建立了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文澜世界语研究所、广州世界语学会。

全市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二十多所大、中学校先后将世界语列为选修

课。后来，广州世界语学会还组织世界语巡回教授团到各学校、机关传授

世界语。这种兴旺的景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抗战爆发之前。 
 

为中国的解放学习、应用世界语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吞了中国东北三

省。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侵略者又悍然发动对沪战争，上海世界语学

会也毁于日本人的炮火。这两起事件，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激发了他们

的爱国斗志，中国世界语者也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国世界语者从此认识到，

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是很难发展世界语运动的，只有丢掉中立的和平主义

的幻想，用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和平，只有在和

平的条件下，才能发展世界语运动。汉口世界语学会联络成都、广州、上

海、天津等 20 个世界语团体发表《我们的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的暴行，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宣言》被各国世

界语者译成 8 种文字，在 14 种国外报刊上发表，同时收到了 70 多封来自

各国的声援信件，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1932 年，著名世界语者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在上海

成立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人们简称它为“语联”。在国内它参加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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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总同盟，这个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的领导

团体。在国际上“语联”参加“普罗世界语者国际”。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

组织的领导下，“语联”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国际方面，除了与“普

罗世界语者国际”和一些国家的支部经常通信联系，交换信息，共同反对法

西斯外，主要是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在这份刊物上经

常报道中国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斗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由于那时国外的报刊很难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消息，所以这份世界语通讯

稿相当受欢迎。它的一些稿件不仅被转载在国外的世界语刊物上，而且还

被当地世界语者译成本国文字，刊登在各国报刊上．例如德国共产党的机

关刊《红旗》，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人道报》以及苏联的一些地方报纸就

译载过它的文章。日本普罗世界语者同盟的同志也把它的一些重要文章译

成日文，油印成单页在劳动群众中散发。另一方面“语联”的同志也从“普罗

世界语者国际”机关刊《国际主义者》以及各国世界语通讯稿上选择一些文

章译成中文，在《世界知识》、《申报》上发表，促进了中外进步文化的相

互交流。 

在国内工作方面，“语联”通过举办世界语展览，出版《世界》杂志，创

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办讲习班和世界语函授，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学

习世界语，壮大了世界语队伍，其中一批人由此奔赴延安或解放区，参加

了革命。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

—浪高一浪。针对当时的形势，在 1933 年 9 月举行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

二次大会上，“语联”的同志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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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很快成为各地世界语组织的行动纲领。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许多共

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即使在监狱里仍坚持学习世界语。出狱后，他们有的参

与了各地世界语组织的工作，有的投奔解放区，从事抗日斗争。 

当时北平的世界语运动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燕京大学的世界语学会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4 年，国际通

讯刊物《无线电》（RADIO）在北平出版。该刊经常向国外报道北平和全国

救亡运动情况，备受各国读者关注。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5 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

参与者中很多都是世界语者。具体组织、领导这次运动的北京学联的负责

人谷景生、姚依林（姚克广）、黄敬（俞启威）、彭涛、周小舟、刘导生等

人都学习过世界语，有的还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世界语组织

的负责人。这些人后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和洗礼，新中国成

立后都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有的则成为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的领导

人或政界知名人士，姚依林、胡乔木、胡愈之、巴金、楚图南等人甚至成

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为新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政治、社会条件。 

1937 年抗战爆发以后，全民投入抗战，世界语者根据工作的需要，有

的转入敌占区进行地下斗争，有的奔赴山西、陕西，有的到达革命圣地延

安，有的留守大后方积极投入抗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语联”还把引进、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作

为自己的一项新的任务。当时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陈望道等人为了反击国

民党提倡文言、读经的复古运动，发动了一场大众语的讨论，世界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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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因为大众语的建立，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不仅有

利于扫除文盲，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有利于民族语的统一，

这也为世界语的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创造的。瞿秋白

为了使旧中国不识字和学习汉语困难的广大民众学会用拼音文字来阅读和

写作，他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汉语拉丁化问题。最后，他参照世界语的字

母、读音和写法，于 1929 年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后来由

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语言学家罗果夫的帮助下，制订了中国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个方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侨中进行扫盲收到很好

的效果。以后由著名世界语者方善境介绍到中国，形成了关于大众语的讨

论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各地世界语组织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 

在 1937 年至 1945 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世界语者继续运用世界语于国

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更大的成绩。在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语者

相继出版了《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东方呼声》(Voĉoj de Oriento)

和《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等对外宣传刊物。其中《中国报导》的出

版时间最长(6 年)，发行最广(63 个国家)、影响最大(在 850 个城市有自己的

读者)。《中国报导》是著名作家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由共产党员叶籁士任主编。著名世界语者乐

嘉煊、霍应人、先锡嘉也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中国报导社除办好刊物外，

还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绿川英子散文集《暴风雨中的低语》、

《未死的兵》(石川达三著，绿川英子译)、抗战文艺选集《归来》(李辉英

等著，钟宪民译)、戏剧集《转形期》(宋之的等著，冯文洛译)、《中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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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选》(亚克编)等著作。在此期间，中国世界语者还编译出版了《鲁迅小

说选》、《被遗忘的人们》(马耳著)、《小母亲》 (刘盛亚著，钟宪民译)、抗

战报告文学集《新生活》、《战斗中的中国》(绿川英子著)。 

与此同时一批东、西欧和俄罗斯文学作品通过世界语被译成中文出版，

如王鲁彦翻译了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等十多部著作。巴金翻译了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剧本《骷髅

的跳舞》、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等著作。钟宪民翻译了

巴基的长篇小说《牺牲者》和《在血地上》、波兰短篇小说集《波兰的故事》，

波兰世界语作家费特凯的原著中篇小说《深渊》。孙用翻译了《春天的歌及

其他》、保加利亚作家瓦佐夫的《过岭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长篇

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等著作。还有一些世界语

者也翻译了一些作品，如楼适夷翻译过短篇作品《桥》、A·托尔斯泰的《但

顿之死》；魏荒弩翻译过德国世界语作家泰奥·庸的长诗《爱的高歌》和《捷

克诗歌选》；金克木先生翻译过保加利亚作家斯塔玛托夫的小说《海滨别墅

与公寓》；万湜思翻译过《马雅可夫斯基诗歌选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

也是通过世界语首次介绍到中国，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和文化交流中

的独特作用。 

在重庆，叶籁士、乐嘉煊、冯文洛、先锡嘉发起成立重庆“世界语函授

学社”(Koresponda Esperanto-Lernejo)，函授学社在五年间共招收了 2300 多

名学员，学员遍及全国 18 个省，学社还出版了 20 多种书籍，函授学社的

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表彰。 

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世界语运动也十分活跃。抗战开始以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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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世界语者相继来到延安，由于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1938 年 5 月就建立了世界语协会，并且有专职干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在

边区文化协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军事

学院、八路军医院等单位开办世界语班，同时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

授教学，坚持常年招生。1939 年 12 月 15 日，值柴门霍夫诞生 80 周年纪念

日，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杨家岭举办世界语展览。毛泽东亲笔题词，表示

祝贺。他的题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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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敌后根据地还有一批世界语者一边坚持抗战，—边学习世界语。例

如在山西根据地，共产党员、著名诗人张光年就举办世界语班，抗敌演剧

二队的同志参加了学习。又如，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沙地、孙克定就建

立了世界语小组开展活动。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知名世界语作家绿川英子（Verda Majo）同中国人民

站在一起，从事对日宣传工作，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著名作家郭沫若

的称赞。抗战胜利后，她又转战东北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

了年轻的生命。现在佳木斯人民政府为纪念她，专门为她和她的丈夫刘仁

建立了合塚墓。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或战死在沙场，或殉

职于狱中，车耀先、许晓轩、傅以平、张困斋、黄诚、何子成、许寿真等

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批共产党员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为

世界语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后人景仰。正如胡愈之在

1950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所说：“不应该忘记，我国世界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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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

营中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

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 
 

世界语运动的复兴与发展 
 

在旧中国世界语运动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日后的世界语运动奠

定了基础，但由于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世界语运动屡遭打击，

致使许多城市的世界语运动完全停顿下来。新中国的建立为世界语在中国

的传播创造了从未有过的条件。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世界语运动杰出

的领导人胡愈之、巴金、叶籁士、陈原、陈昊苏一代接着一代，带领中国

世界语者艰苦奋斗，不断地在中国大地上播种、浇水、施肥，使世界语之

花开遍全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建立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世界语组织——中华

全国世界语协会。这个协会自 1951 年建立以来，至今已经度过了 60 华诞。

协会有自己的专职人员、办公室，国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协会目前有自

己的会刊《全国世协通讯》，作为世界语者的学习园地和交流平台；每年都

进行会员登记，努力为会员服务；定期召开全国世界语大会，交流各地经

验，指导各地工作，并表彰一批先进协会和优秀世界语者。在全国世协 60

华诞纪念会上，全国世协授予李士俊、谢玉明、李森、谭秀珠中国世界语

运动终身成就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全国世协所属的一些专业

协会，如青年协会、铁路员工组织、集邮协会、教师协会也开展活动，加

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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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第一个大型的、图文并茂的、综合性的世界

语刊物——《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 1950—2000）。这份刊物是中国建

国后对外报道刊物中创刊最早的刊物之一，出版时间长达 50 年。《中国报

道》全面反映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变革和建设成就、社会生活、传统和现代

文化以及世界语运动，国际世界语界称赞它是“一部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

它以其内容丰富、图片优美、语言规范被世界语者誉为国际上最好、最美

的刊物之一。遗憾的是，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以后，它的订

户严重下滑，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印刷版被迫停刊。从 2001 年起，《中

国报道》改为网络版（http://www.espero.com.cn/）出版。网络版延续着原来

杂志的文化性、社会性和世界语特色，更加及时、全面地向世界报道中国，

讲好中国的故事，继续成为各国世界语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至今已开播 48 年，其播音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

持续时间之久在世界语广播史上独领风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

于 1964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开播。现在每天分别对欧洲、东南亚及大洋洲、

东北亚和拉丁美洲 4 个方向广播，利用 9 个短波波段及 1 个中波波段播出。

每天播出 5 次，每次 1 小时节目。节目内容涵盖了新闻、时事以及听众服

务、旅游、中国文化、经济大观、社会生活、世界语人物及事件报道等，

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听觉需求。2003 年，世界语部创办了季刊《话筒》，增强

了与听众的联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语传播的重要品牌。2010 年，世界语

部创办了视频新闻专题节目《环球扫描》，启动了世界语国际传播的多媒体

时代。世界语部与分布在世界上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深受各国世界语听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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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名人士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夏衍、谢冰心、赵朴初、叶圣陶、

白寿彝、叶籁士、朱九思发起成立的国家级的世界语之友会促进了中国世

界语运动的发展，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称赞。第一批入会的会员大多数是

政界的要人、文化、科技、教育、新闻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全国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其中还有几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组

织的建立显示了中国发展世界语运动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在国际上

树立了先例。 

在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贵州外，

其余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世界语协会。香港回归后也建立了

世界语协会。近几年来各地世界语组织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正式经各省

民政局登记、坚持经常性开展活动的省、直辖市协会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江苏、江西、辽宁、内蒙

古、陕西、黑龙江、吉林、湖南、甘肃、海南等省的世界语组织每年都要

开展一些活动，或在街头举办世界语咨询，或开办世界语班，或举办世界

语夏令周和冬令营，或召开世界语学术讨论会，或接待来访的外国世界语

者等等。有的省世协还举办跨省的区域性世界语大会，如东北地区、西北

地区、华北地区世界语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做了许

多工作，他们在北京召开了 6 届科技世界语大会，出版《世界科学与技术》

季刊（1985—1998），在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中宣传世界语，赢得中国科学

院历届院长和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促进了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传播和

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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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用多种方式培养世界语人才，在世界语界既具有中国特色，也

是一种探索。各世界语组织除采用办讲习班和函授的传统方式外，还举办

世界语广播或电视讲座，培养人才。以后国家又采取了多种措施：1963 年，

高教部下达《关于开设世界语课程的通知》，全国高等院校凡有条件者可在

外文系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其他系科可开设选修课，以培养世界语人

才。同年 11 月，高教部又发出通知，从全国 11 所大学调来一批青年教师，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以便为高等院校培养世界语师资。

这以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学

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北京邮电学院、成都大学开

设了世界语选修课。1982 年教育部向各省教育厅下达《关于重申将世界语

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进一步规定毕业生毕业、干部考核和考研究生可将

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科目，并批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举办 8

期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培养了一批世界语教师。在这个文件的鼓

励下，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教育部还 6 次批准在广

播学院（后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招收世界语专业学生，定向培养世界语

人才，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世界语专业单位工作，保证了这些单位后继有人。

现在每隔几年，中国传媒大学就要招收一批世界语专业学生，定向培养世

界语人才，以补充世界语人才的新老交替和自然流失。 

60 多年来中国外文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世界语图书， 

其品种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中国世界语历史之最。以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为

例，从 1982 年成立至 2000 年结束，其间共出版 200 多种世界语书籍。世

界语图书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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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本知识、世界语教材、词典、读物等方面内容。这些图书是外国读

者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来源，发挥了世界语在国际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

用，它也为国内世界语者学习、应用世界语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

义》、《西游记》被译成世界语出版，其中李士俊翻译了三种，为此他获得

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毛泽东选集（1—4 卷）》、《鲁迅小说集》、

《中国文学作品选（1919—1949）》、《中国文学作品选（1949—1979）》、《中

国诗歌选译》、《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蛙》等一大批

文学著作的出版以及《世界语汉语大词典》（张闳凡主编）、《汉语世界语大

词典》（王崇芳编著）的问世，显示了中国世界语者在语言方面的实力和水

平。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出版社以及世界语协会和函授学校也出版了

一百多种世界语书籍、教材、读物，更好地满足了世界语读者的需要。 

自 2000 年开始，一批世界语网站应运而生，《中国报道》、《中国网》、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开辟了自己的网站，一些世界

语组织也建立了世界语网站，部分世界语者还拥有自己的博客。这些网站

和博客在传播世界语运动的信息，交流世界语运动的经验，宣传、推广和

应用世界语，提高世界语的知名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2000 年底，《中国报道》世界语网络版（http://www.espero.com.cn/）创

建，网络在保持原《中国报道》印刷版的社会性、文化性和世界语特色的

同时，增强了时效性，扩大了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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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世界语网络版设有新闻、编读往来、世界语园地、社会、

文化、经济、人与自然、科技教育、饮食文化等十几个栏目，同时在不同

时期推出各种重点专题，如人代会、政协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上

海世博会、汶川地震、历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等专题，目前已有专题近 30 个。 

《中国报道》世界语网络版创办以来，一直保持内容丰富、更新及时、

贴近读者的特点，并不断进行改版，加大信息量，提高内容的可读性和实

效性，点击率逐年攀升，现在它已成为国外世界语者了解中国的窗口、世

界语者学习研讨语言的园地和中国政府对外说明中国的平台。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所属的《中国网》是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之一，它

将世界语列为该网站 10 种文版之一（http://esperanto.china.org.cn/），显示了

中国政府对世界语的重视，同时也期盼世界语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好的作

用。 中国网世界语版设有新闻、热点话题、社会生活、自然与环保、世界

语园地、在线阅读等十几个栏目。把世界语作为国家新闻媒体正式使用的

语言之一，即使在西方大国中也是很少有的。 

2002 年 5 月 1 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开始了互联网的在线广

播（网址是：http://esperanto.cri.cn/）从此各国的世界语者不再受时间、地

域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目前，国际在线世界语网已成

为中国世界语者与国际世界语者沟通的重要平台，涌现出了《世界语俱乐

部》等优秀的个性化品牌栏目。2010 年，中国国际电台世界语部创办了视

频新闻专题节目《环球扫描》，启动了世界语国际传播的多媒体时代，受到

中外世界语者的一致好评。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在网上开辟了自己的网站，在通过网络传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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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同时也报道世界语运动的新进展（http://qgsx.chinareports.org.cn/）。 

许多省、市世界语组织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如辽宁省丹东市世界语

协会的《鸭绿江绿星》网（http://www.ddgcah.cn/）；陕西省延安世界语协会

的《延安绿星》网（http://hi.baidu.com/yananlx/home）。此外还有张雪松举

办的中国世界语网(http://www.esperanto.cn)、中国世界语学院举办的中国世

界语教学网(http://www.ciesp.cn/）。刘晓哲先生创办的《绿网》（http://www.

verdareto.com/）也受到许多世界语者的欢迎。特别值得推荐的是魏以达教

授等人创办的《世界语学习》网(http://www.elerno.cn/)，以其内容丰富、排

版新颖、世界语水平较高博得越来越多世界语者的青睐。 

中国世界语界与国际世界语界的联系日益频繁，有利于推动中外文化

交流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中国在

国际世界语界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1980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一

次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成为它的执委会成员之一。从 1978 年起中国每年

都派出代表团，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世界语界的联系，

还与各国朋友进行了文化科技交流，增进了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巴金、

胡愈之、陈原曾先后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李士俊、

谢玉明先后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学士院院士；叶籁士、张企程被国际世协接

纳为终身名誉会员；于涛曾被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领导班子成员。这些都

反映了国际世协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重视。更值得中国世界语者骄傲的是，

在北京举办了第 71 届、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显

示了中国世界语者的组织能力，也反映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在国际世界语界

的影响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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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这种支持包括对世界语事业道义上的肯定、政策

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资助。从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到后来

新一代领导人彭真、吴邦国、黄华，都肯定世界语在促进世界和平、人类

进步、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和谐世界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正像前国

务委员黄华所说的那样：“世界语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探索，同时也

是伟大的实践。它一百年的生存和发展充分证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

们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理所当然地我们这

个国家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包括我们对世界语这一伟大理想的贡

献在内”。有了国家的支持，中国世界语者决心更加努力，使我们的运动取

得更大、更好的成绩。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世界语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一是得力于世界

语运动与国家民族解放、民主运动相结合，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

世界语的推广、普及才更有希望；二是世界语者要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不

懈地传播世界语，使世界语的种子一代一代传下去；三是要有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具有较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125 周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编辑

了《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世界语画册，以 470 多张图片

全面展示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充分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愿意

继续与各国世界语者一起，为实现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和国际语的伟大理

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2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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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 

 

    早在 1916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就在《新青年》杂志

上发表文章，积极倡导在中国推广世界语。自此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矢志不渝地把世界语事业作为人类的进步事

业的一部分加以支持，许多共产党员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奋斗终身，有

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世界语的种子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世界

语运动为什么在中国历经战乱而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与中国近百年的历

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

与密不可分。 
 

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行 
 

    世界语传入中国大约在 20 世纪初年，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满清末期。自 1840 年以来西方列强胁迫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此

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清政府

不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

都在探索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他们研究了日本、欧洲各国的经验

以后，提出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民主，以便振兴国家，于

是，各种新思想、新主张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有的人信仰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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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则盛赞西方的政治制度，发起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还有—些人

则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推翻满清政府、结束

封建制度之后，中国正开展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在诸多新思想、新学说中，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深深地打动

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柴门霍夫倡导各民族都来使用世界语，以便在相互

交往中消除仇恨和宗教隔阂，促进民族平等、友爱，进而实现世界和平和

人类一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

家康有为也竭力提倡“大同思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柴门霍夫关于世界

语的理想更容易为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接受。加上一些无政府主

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世界语的种子终于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

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世界语顺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促成了中国文

化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的结合，从而产生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初期的勃兴时

期。这意味着中国新文化开始同世界文化相伴而行。 

    以文学为例，自从世界语传人中国后，一部分欧洲文学，特别是东欧

文学通过世界语被介绍到中国；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的世界

语译本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些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各国去，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事实证明，世界语不仅是各国人

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世界和平的工具，也是中外进步文化和先进

思想交流的桥梁。这—点自然引起一些共产主义者和知名人士，例如陈独

秀、瞿秋白、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关注，他们也加入了支持世界

语运动的行列。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曾在他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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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推广世界语为今日人类之必要事业，旗帜鲜明地支

持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

阵地，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机关刊。1916 年至 1918 年，《新青年》杂志曾发起一场关于世界语是否有

用，是否值得一学，是否有发展前途的大辩论。经过辩论，使人们正确地

认识了世界语，扩大了世界语的影响，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很

好的舆论宣传。此后，《新青年》杂志还发表了许多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优

秀文学作品，这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世界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促

使更多青年人学习世界语。 

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也引起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注。1920 年 9

月，在上海成立的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后，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输送各地进步青年赴苏维埃俄国学习而设

立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来掩

护革命的所在地。这所学校除分别设立英文、俄文、日文培训班外，为开

阔学生眼界，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还设立了世界语班，聘请俄罗斯记

者斯托帕尼(Stoppani)任教。斯托帕尼时年 19 岁，本人信仰共产主义，极热

心于推广世界语。他在该校一方面任课，一方而联络胡愈之、陆疾侵、苏

爱南、王克绥等人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创办一所新华世界语学校，作

为传播世界语的基地。斯托帕尼教授世界语完全是义务的，不仅如此，他

几乎把自己的收入和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世界语运动，他的热情和献身精

神给世界语者以很大的鼓舞。斯托帕尼除教授世界语外，还经常宣传共产

主义，介绍苏维埃俄国的近况，并组织青年赴俄罗斯实地考察。他经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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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中进行演讲，讲述自己目睹的上海劳工贫苦情况，指出中国工人只有

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共选送

了二三十名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其中有一部分是斯托帕尼推荐的。这些

学员在外国语学社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知识的教育，参加建党筹备工作，

经受锻炼，从俄国学成回国后立即投入革命洪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曾做

出过卓越的贡献。    

    此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杨贤江主

编的《学生杂志》也曾开辟过世界语专栏，宣传过世界语，许多青年学生，

包括文字改革活动家、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已故代会长叶籁士，就是从这

本刊物上了解世界语并开始学习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于 1917 年至 1918

年在湖北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期间学习过世界语，他也是热情宣传世界语、

支持世界语运动的知名人士之一。他曾以自己学习世界语的亲身经历和感

受，写成文章，发表在《学生杂志》上，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李大钊同志的得力助手、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杨景山在北京大学学

习期间，也曾向爱罗先珂学习过世界语。1927 年他同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 

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与参与，促进了世界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结合，

保证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正确方向，也使世界语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传播开

来。 
 

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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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又悍然发动对沪战争，上海世界语学会也毁于日本人的炮火。

这两起事件，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斗志，中国世界语

者也受到极大的教育。事实说明战争不仅是各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语

运动的敌人。中国世界语者从此认识到，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是很难发展

世界语运动的，只有丢掉中立的和平主义的幻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用

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和平，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

才能发展世界语运动。中国世界语者不仅是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和平而奋

斗的国际主义者，而且首先要成为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

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将世界语

与救亡运动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世界语运动。 1932 年，著名世界语者胡愈

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人们简称它为“语联”。在国内它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个组织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的领导团体，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群众团体。已

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就是“文总’的领导人之

一。胡乔木在三十年代初期学习过世界语，他积极支持“语联”的活动。“语

联”在国际上参加“普罗世界语者国际”。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

世界语组织，它在欧美、亚洲很多国家都有支部，总部设在当时工人运动

最发达的德国柏林。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语联”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

工作。在国际方面，除了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和一些国家的支部经常通信

联系，交换信息，共同反对法西斯外，主要是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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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新闻稿》，在这份刊物上经常报道中国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

斗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由于那时国外的报刊很难得到有关中国革

命的消息，所以这份世界语通讯稿相当受欢迎。它的一些稿件不仅被转载

在国外的世界语刊物上，而且还被当地世界语者译成本国文字，刊登在各

国报刊上，例如德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红旗》，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人道

报》以及苏联的一些地方报纸就译载过它的文章。日本左翼世界语者同盟

的同志也把它的一些重要文章译成日文，油印成单页在劳动群众中散发。

另一方面“语联”的同志也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机关刊《国际主义者》以及

各国世界语通讯稿上选择一些文章译成中文，在《世界知识》、《申报》上

发表，促进了中外进步文化的相互交流。 

    在国内工作方面，“语联”通过举办世界语展览，出版《世界》杂志，创

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办讲习班和世界语函授，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学

习世界语，壮大了世界语队伍，其中一批人奔赴延安或解放区，参加了革

命。此外“语联”还办了一个世界语书店，销售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进口的

革命书籍，这些书籍有世界语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

主义基础》以及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等，为国内世界语者开辟了一条

接触革命思想的渠道。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

—浪高一浪。针对当时的形势，在 1933 年 9 月举行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

二次大会上，“语联”的同志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这个

口号集中反映了中国世界语者的意志，很快成为各地世界语组织的行动纲

领。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即使在监狱里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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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世界语。出狱后，他们有的参与了各地世界语组织的工作，有的投奔

解放区，从事抗日斗争。例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慕桥同志就是在监狱里

学习世界语的，他用世界语写的一篇文章，还发表在上海世界语学会的会

刊《绿光》上，出狱后他奔赴新四军，投身革命队伍。中国世界语之友会

前任会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也是在那时学习世界语，并因学习世

界语曾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时北平的世界语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北京大学世界语

学会、清华大学世界语学会等世界语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左

翼世界语联盟提出用世界语为争取中国解放而斗争的口号。1934 年，国际

通讯刊物《无线电》（RADIO）在北平出版。该刊经常向国外报道北平和全

国救亡运动情况，备受各国读者关注。在北平各报纸副刊上，经常能看到

译自世界语的文章。现在在北京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国民党北平政府截获

的日本普罗世界语联盟寄给北平左翼世界语联盟的世界语刊物，刊物上有

许多日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消息。北平市政府把这份材料作为战利品

上报南京蒋介石，由何应钦代阅后退回。当时，北平地处抗日前线，救亡

运动受到国民政府的压制，但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世界语者仍然把

北平学生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执行投降路线，掀起救亡运动的情报，

通过《无线电》和国际通信告诉各国读者。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二•九”运

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很多都是世界语者。在当时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

员会中担任书记的谷景生（ 1913—2004 ）、担任组织部长的彭涛

(1913—1961)、担任宣传部长的周小舟（1912—1966）都是世界语者。具

体组织、领导 “一二 •九 ”运动的北京学联的负责人姚依林（姚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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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94）、黄敬（俞启威 1912—1958）、彭涛以及主要骨干刘导生

（ 1917—2014 ）、蒋南翔（ 1913—1988）、陆璀（ 1914—）、赵正楹

（1910—1940）、郝威（罗青）等人都学习过世界语，有的还是清华、燕京、

北大世界语组织的负责人。（详情请见侯志平的论文：《北京早期的世界语

运动》，载《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第 121—138 页，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出版）。 

“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投入抗战，世界语者根据工作的需要，离开北京，

有的转入敌占区从事地下斗争，有的奔赴山西、陕西，有的到达革命圣地

延安，积极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上。以黄诚

（1914—1942）为例，他于 1934 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参加了“民族武

装自卫会”、“北平世界语学会清华分会”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进步团体。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北平各校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12 月 9 日，“一二•九”运动爆发。黄诚作

为清华大学学生请愿游行的领队，带领同学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以血

肉之躯呼唤抗日救国。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中，黄诚于 1936 年 1 月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 年 9 月，黄诚因组

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被迫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仍被推选为北平学联主席，

并担任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担负起党对北平学联的领导工作。卢沟桥

事变后，黄诚等按党组织的要求，投笔从戎，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到

刘湘部队作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支

部，黄诚担任书记。1938 年春，黄诚参加了新四军，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

工作，不久调到军部，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协助新四军负责人袁国平等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6%B8%85%E5%8D%8E%E5%A4%A7%E5%AD%A6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8D%8E%E5%8C%97%E4%BA%8B%E5%8F%98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8D%A2%E6%B2%9F%E6%A1%A5%E4%BA%8B%E5%8F%98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8D%A2%E6%B2%9F%E6%A1%A5%E4%BA%8B%E5%8F%98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6%96%B0%E5%9B%9B%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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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1 年初，皖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

关押进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公然诬蔑新四军“叛乱”，要他“反省”、“自新”。

黄诚义正词严地痛斥他们：“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

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

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么过可悔吗？”面

对威胁，他视死如归，“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从事抗

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改变初衷！”1942 年 4 月 23 日，黄诚

从容就义，年仅 28 岁。 

在这一时期“语联”还把引进、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作为自己的一项

新的任务。当时上海文化界陈望道等人为了反击国民党提倡文言、读经的

复古运动，发动了一场大众语的讨论，世界语者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

因为大众语的建立，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不仅有利于扫除文盲，提高工

农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有利于民族语的统一，这也为世界语的推广

创造了有利条件。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由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创造的。瞿秋白为了使旧

中国不识字和学习汉语困难的广大民众学会用拼音文字来阅读和写作，他

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汉语拉丁化问题。最后，他参照世界语的字母、读音

和写法于 1929 年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后来由吴玉章、林

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语言学家罗果夫的帮助下，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

字方案。这个方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侨中进行扫盲收到很好的效果。以

后由方善境、叶籁士、霍应人等世界语者介绍到中国，又经“语联”宣传、推

广，并得到鲁迅，蔡元培、陶行之等六百多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形成了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7%9A%96%E5%8D%97%E4%BA%8B%E5%8F%98


 

39 
 

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各地世界语组织积极参加了这一

运动。“对内用新文字，对外用世界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者的行动口号，这不

仅大大推动了世界语运动，也使世界语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

分。同时，这一运动同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历史

上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

的先导。 

    “语联”的主要负责人如胡愈之、叶籁士、张企程、楼适夷，有的当时就

是共产党员，有的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语联”的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影响和支持下进行的。它把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进步文

化运动相结合，以世界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在中国世界语运

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在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史上也有着不可磨灭

的功绩。     

    在 1937年至1945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世界语者继承“语联”的光荣传统，

在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同时，继续运用世界语于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

做出了更大的成绩。他们的活动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这一时期，

中国世界语者相继出版了《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东方呼声》(Voĉoj 

de Oriento)和《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等对外宣传刊物。其中《中国

报导》的出版时间最长(6 年)，发行最广(63 个国家)、影响最大(在 850 个城

市有自己的读者)。《中国报导》是郭沫若领导下政治部第三厅出版的对外宣

传刊物，由共产党员叶籁士任主编，著名世界语者乐嘉煊、霍应人、先嘉

锡也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他们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政治部第三厅是在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抗日对外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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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国报导社除办好刊物外，还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La 

Arĝenta Jubileo de la Literatura Agado de S-ro Kuo Moĵo)、绿川英子散文集

《暴风雨中的低语》(Flustr' e1 Uragano)、《未死的兵》(Vivantaj Soldaoj，石

川达三著，绿川英子译)、抗战文艺选集《归采》(Reveno，李辉英等著，钟

宪民译)、戏剧集《转形期》(Transformiĝo；宋之的等著，冯文洛译)，《中国

抗战歌曲选》(亚克编)、《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丁正编)。在此期间，中国世

界语者还编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Lu Sin：Elektitaj Noveloj)，《被遗忘的

人们》(Forgesitaj Homoj，马耳著)、《世界语文选》、《小母亲》 (Patrineto，

刘盛亚著，钟宪民译)、抗战报告文学集《新生活》(Nova Vivo)、《在战斗中

的中国》(En Ĉinio Batalanta，绿川英子著)。一批世界语文学作品也被译成

中文出版，如德国著名世界语者 Teo Jung 的名诗《爱的高歌》(La Alta Kanto 

de 1a Amo，魏荒弩译)、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孙用译)、《保加利亚

短篇集》(孙用译)、《柴门霍夫评传》(德雷仁著，闳凡译)。上述著作的出版，

不仅宣传了抗战，促进了各国世界语者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中外文化的交

流，也使社会各界看到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和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在重庆，叶籁士、乐嘉煊、冯文洛、先锡嘉发起成立重庆“世界语函授

学社”(Koresponda Esperanto-Lernjo)，它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和青年

组的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世界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抗

日。函授学社在五年间共招收了 2300 多名学员，学员遍及全国 18 个省，

学社还出版了 20 多种书籍，其中冯文洛编辑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影响

最大，后来曾多次再版。在函授学社工作的有共产党员许寿真、曾禾尧和

世界语排字房的工人张天心。冯文洛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中共南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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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董必武的表彰。     

    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世界语运动也十分活跃。抗战开始以后，一

批世界语者相继来到延安，由于有党中央领导人和老世界语者吴玉章的支

持，1938 年 5 月就建立了世界语协会，并且有专职干部从事这项工作。他

们在边区文化协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

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八路军医院等单位开办世界语班，同时还对延

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常年招生。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

垦期间许多干部和战士都报名参加了学习。《中国报道》前副总编毛大风就

是在延安学习世界语的。延安世界语者协会还出版《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sperantisto)杂志，及时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刊物除发行到解放区外，

还寄往国统区和国外。1939 年 12 月 15 日，值柴门霍夫诞生 80 周年纪念日，

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杨家岭举办世界语展览。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

天亲笔题词祝贺。毛泽东的题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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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的，是应该学习的。”张闻天的题词是：“国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他

们的题词对延安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敌后根据地还有一批世界语者一边坚持抗战，—边学习世界语。例

如在山西根据地，共产党员、著名诗人张光年就举办过世界语班，抗敌演

剧二队的同志参加了学习。又如，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沙地、孙克定就

建立了世界语小组开展活动。皖南事变后，一批新四军干部和战士在上饶

集中营里坚持学习世界语，现在在上饶集中营的纪念馆里还展出他们学习

时手抄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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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或战死在沙场，或殉

职于监狱，丁克、陈黄光、何子成、许晓轩（《红岩》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

峰的原型）、许寿真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批共产党员既为中国人

民的革命事业，也为世界语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后人

景仰。正如胡愈之在 1950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所说：“不应该

忘记，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是在

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

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 
 

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是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各国人民十分关心，它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对

内又进行那些改革，这些政策和改革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世界语者

意识到自己在新时期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决心继续发扬以世界语为祖国和

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提出在建立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同时，创办一份报道

性的对外刊物，以便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让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欧地区

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国世界语

运动的开拓者、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人胡愈之的支持，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

乔木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1950 年 5 月 1 日，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

创刊，丰富的内容立即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各国的贺信和订单纷至沓来。

头三年，杂志上一半以上的文章被各国读者译成民族语在本国报刊上转载，

这再次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独特作用，受到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



 

43 
 

关注。这份刊物在存在的 50 年间，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成绩，以多种形式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丰

富多采的生活，也及时地报道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进程，在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现在《中国报道》的网络版也受到各

国读者的青睐。几十年来，中国党和政府还拨款支持外文出版社和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出版了二百多种世界语图书，这些图书同样能够帮助各国读者

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新中国各个时

期的进程，对爱好世界语的读者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词典和读物。 

    中国党和政府还支持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中国的世界语广播至今已

有 50 年的历史。现在中国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节目每天对欧洲、东南亚

及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四个方向，其播音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在

世界上世界语广播中也是没有的。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多年来也以报道

及时、内容丰富、语音纯正而著称，并拥有广泛的听众群，许多听众把它

称作“中国人民的空中大使”，因为它给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带来了中国人民对

和平的渴望，对新生活的追求，对世界语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各国人民的

友谊和美好的祝愿。它同《中国报道》和中国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一样，帮

助读者了解了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前进和发展起来

的。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群众团体之一，60 年

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爱护。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国

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世界语事业，在抗战时期他就支持

《中国报导》的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处在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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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亲自过问过世界语工作。主管外事工作的已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甚至亲临世界语展览，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

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世界语工作的意义，

对世界语工作取得的成绩，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以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教育部下达世界语可以作为大学生毕业、干部考核

和考研究生的外语语种之—。全国十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世界语课。世界语

专职干部的队伍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加强。   
  

改革开放更需要世界语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内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

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同

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

斗争。中国党和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受到各国人民的

欢迎，中国正在融入国际大家庭。这种形势为世界语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宽

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也为世界语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制订了新的方针：以世

界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现代化和世界和平服务。在这一方针的指

引下，全国世界语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此期间，为推动全国世

界语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曾下达文件，要各地党的组织和文化

部门的领导，积极支持各地世界语者开展活动，就这样，全国大部分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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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许多大中城市都相继建立世界语协会，包括中央电视

台在内的许多电台、电视台开办了世界语讲座，数十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

课，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世界语的学习。各种报刊、杂志也经常刊登宣传世

界语的文章。全国还召开了 10 次世界语大会。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局批

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成立，在国家的资助下，包括《红楼梦》四大古典名

著和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蛙》在内的一大批重要古典文学和当

代文学作品被译成世界语，一批批教科书、工具书得以出版，促进了中国

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也为世界语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教科

书和读物。 

    此外，从 1978 年开始，国家每年还拨出专款，派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

席国际和地区的世界语大会，加强了与国际世协、国际世界语专业团体和

各国世协的联系，使中国世界语运动融入国际世界语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还批准世界语之友会的

成立，其成员包括了中国政治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不少知名人

士。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楚图南、胡愈之、巴金、

周培源、胡绳、雷洁琼、周谷城、黄华、赵朴初等也名列其中，已故著名

社会活动家、老共产党员楚图南亲自担任该会首任会长，足见国家对世界

语的重视。 

    1986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也得到了包括姬鹏飞、李

先念、万里、姚依林等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向大

会发了贺信，他在贺词中充分肯定了世界语运动，他说：“世界语百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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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际辅助语。各国世界语者为探求人类共

同语言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使抱有共同愿

望、做着共同努力的同行们聚会—堂，切磋研讨，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大会荣

誉委员会主席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担任，副主席由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楚图南担任。在 43 名大会荣誉委员会的委

员中大多数是中央有关部委正副部长级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是国际世

界语大会有史以来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委员会，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对这次大会的重视。国际世协机关刊 1986 年 9 月号的评论员文章

这样评价这次大会：“近几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发展，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得到充分的认可，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中国在许多领域

使用世界语方面是先导者”、“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是欧洲以外举行的规

模最大的会议，在世界语史上最成功的大会之一，在世界语历史上占有突

出的地位”。 

    2004年在中国召开第 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样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亲

自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向大会发了贺信，他在贺词中说“现在世界语在

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科技合作等方面已成为一个有效的载体，在频繁的

国际交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指出：“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再次相聚北京，共商世界语的发

展大计，用共同的语言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一共同目标，这对推动世界语的

发展，对增进各国人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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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步，都将产生现实而深远的影响。”大会自始至终得到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外交部、财政部的支持。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外交部

部长李肇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国新办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

不仅分别接见了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担任

了大会筹委会名誉主任、主任、副主任等职务，由于得到中国党和政府的

支持，这次大会比 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语大会更加成功，受到国际世

协和与会世界语者的称赞和高度评价。 

    未来的发展将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

世界语将帮助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也将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

界，走向世界。 

（2004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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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延安世界语题词* 

 

在中国世界语界，许多世界语者都知道已故毛泽东主席曾经为延安世界

语者题过词，这个题词不仅为当时革命圣地延安的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运

动指明了方向，而且以后又成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南。题词的全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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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字迹潇洒飘逸，

一气呵成，令人难忘。 
 

题词的由来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三十年代

中期，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大约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国民

党的阻截围堵，胜利到达这里。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这里便

成为抗日根据地。许多追求进步、一心抗日的青年，也纷纷聚集到这里，

其中包括一批曾经学过世界语的人，例如徐敬五、李又然、徐雉等人。随

着他们的到来，世界语运动就在这里悄然兴起。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

东、张闻天、博古和吴玉章等同志对世界语比较了解，所以他们非常支持

世界语的学习活动。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这批世界语者先后在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

相继开办了世界语班。在中共中央出版局学习班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共中

央出版局局长的博古(秦邦宪)同志和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

同志还亲自到会讲话。他们鼓励学员学好、学通世界语，以世界语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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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世界上的劳苦大众，为推翻现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同时，以

世界语为桥梁，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介绍到世界各国去，也把外国的科学知

识介绍到中国来。当时学员们的热情异常高涨。没有教室上课，就在露天

学习；缺乏纸笔，就在石板或沙盘上练习；没有活动场所，就利用业余时

间，搭建俱乐部；有时敌军飞机来轰炸，就转到附近山沟里去学习。为了

帮助大家记生字或纠正不正确的发音，在一些游戏或文艺节目中也穿插了

一些世界语节目。 

    在开班的基础上，一项建立世界语组织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延安

世界语者认为：“世界语是全世界被压迫大众和弱小民族彼此间相互联络团

结的最好工具，尤其是在目前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时期，无论在中国或在

西班牙，世界语在国际宣传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防文化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为加强团结，增强力量，扩大世界语运动；促进国防文化起见”，

世界语者协会的建立“已成为迫切的需要”。 

    延安世界语者的这一热切要求，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延安市

政府、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

的筹备，于 1938 年 4 月 29 日成立了协会筹备组，边区政府批准了建立延

安世界语者协会的计划，解放区第一个世界语团体——延安世界语者协会

于 1938 年 5 月 6 日宣告成立，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世界语运动

便逐步开展起来。 

    延安世协成立后，黄乃、庄栋等一批知名世界语者相继来到延安，更

增强了世界语队伍的实力。为了扩大世界语在边区军民中的影响，促进延

安和边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决定于 1939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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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辰 80 周年之际，在杨家岭举办了一次世界语展览。

在筹备展览期间，延安世协的同志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汇报了他们的这一计划，并请他们为展览会提几句话。毛泽东对举办世界

语展览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很快送来了他的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写于 12 月 9 日，这一题词，不仅成为延安世界语者从事

世界语运动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日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时任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和王明也为展览会题了词。张闻天的题词是：“国

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王明的题词是：“世界语是国际主义和国际教育

最好的武器之一，对于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延安题词的主要内容和时代背景 
     

    毛泽东的题词虽然简短，只有 49 个字，但它的内涵却很丰富，具有强

烈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 

首先，毛泽东再次重申他对世界语工作的意见。题词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还是这一句话”，这说明毛泽东对世界语工作的意见，至少讲过两次或两

次以上，而且始终坚持他的意见。这说明毛泽东对世界语运动是有研究的，

对世界语工作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 

据我们研究，毛泽东对世界语的了解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的介绍。他们中有一批学过或接触过，

甚至直接从事过世界语运动的人。例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曾

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公开表示支持世界语。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

曾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曾学习过世界语，并借鉴世界语创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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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拉丁化方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学习过世界语，并

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热情宣传世界语。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吴玉章，对世界

语就很支持，竭力提倡学习世界语，并把世界语与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

动结合起来，后来成为延安世协名誉理事长。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于

1938 年 5 月 30 日在长沙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上发表过《中国世界语运

动简史》的文章，当时他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在此文里，他系统地介绍了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胡愈之，他是 1933 年初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在此之前，他在 1930 年借助世界语在苏联旅行，回国后写了《莫

斯科印象记》，该书在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又在党的影响下，建立

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并领导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出版《无产阶

级世界语通讯》，以世界语和文艺为武器在文化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再如周总理、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利用世界语从事国际宣传，1938 年创

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导》，连续出版 6 年，在国际宣传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胡乔木、胡绳、刘澜涛、邓颖超，包括江青在内，

在青年时代，都曾学习过世界语，对世界语都有所了解。 

二是来自一些知名的文艺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士对世界语的意见

和活动。比如蔡元培于 1912 年宣布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的选修课； 1917

年任北大校长以后，宣布北大中文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22 年至 1923 年

聘请爱罗先珂在北大从事世界语教学活动。鲁迅于 1918 年和 1936 年曾发

表过支持世界语的意见，是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者和倡导者。《新青年》杂志

从 1916 年至 1919 年就世界语开展了历时三年的大辩论，当时陈独秀、鲁

迅、钱玄同、吴稚晖都支持世界语，一致批驳胡适全盘否定世界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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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世界语的人士中还有景梅久、张继、周作人等知名人士。这一时期

办《湘江评论》和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有可能看到这些文章和

关注这些活动。 

三是毛泽东于 1913 年至 1925 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和从事革

命活动期间，正是长沙世界语运动比较活跃的时期。1913 年黄华瘦在长沙

创办世界语专门学校，1920 年成立湖南世界语研究会。 1920 年至 1925 年

间，在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和他创建的或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如

船山学社、平民大学、长沙青年会就开办过世界语班，著名作家王鲁彦、

北大毕业生吴克刚就在这里教过世界语。在广州培养革命干部和军人的黄

埔军校，也曾在早期开设过世界语课。这些都为毛泽东了解世界语和世界

语运动提供了机会。 

四是毛泽东在 30 年代之前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城市是长沙、上海、广

州、武汉等地，这些地方正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以北京、广

州、武汉、重庆为中心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为代表的左翼世界语运动，从

三十年代以来所从事的国际宣传、文化交流和新文字运动，在社会上也产

生了巨大影响，也是在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活动之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就有 56 篇专门论述世界语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世

界语与抗战关系的文章；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文章是在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

题词之前发表的，这些是毛泽东能够看到的。 

所以毛泽东题词中说：“我还是这一句话”是很有分量的，既表明了毛

泽东对世界语认识之深，又表现了他对世界语认识之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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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告诉我们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中国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工作要

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方向，这就是应当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国际

主义之道、革命之道。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国际主义之道”、“革

命之道”前加了两个“真正”二字，而且将“国际主义之道”放在“革命之道”前

面，这是为什么呢?它是否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值得我们探讨。 

为了解释上述问题，我们应当首先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中去寻求答案。

在国际上，德国和意大利发动了对邻国的侵略，迅速占领了欧洲很多国家，

并把矛头直指苏联，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日本侵略者为了称霸

亚洲，也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迅速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人民

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处境。中国广大的农村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

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国人民还必须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一方面要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取

得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

打倒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

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国家兴衰、人民祸福、世界和平面

前，中国的世界语者只能同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世

界语这一有效的工具，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联系，在反法西斯的侵

略战争中，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战，这既是我

们自己的任务，又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总之，德意日法西斯既是

和平的敌人，人类的敌人，也是世界语的敌人。世界语运动的本身也只能

在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幸福安康、世界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所以

世界语必须“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道”。这是时代赋予中国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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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世界语运动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也是世界语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语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二十世纪初叶世界语传人

中国时，许多积极宣传世界语的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语是

宣传无政府主义和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的最好工具，因此，总是用世

界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受柴门霍夫思想的影响，

认为通过世界语的普及，人们用世界语进行国际交流，就可以消除民族之

间的歧视、隔阂，达到人类互爱和团结，在他们看来世界语是通向“大同世

界”最好的途径。持这种主张的人，他们认为世界语不应介入社会斗争，对

政治应持中立态度，常常为世界语而宣传世界语。前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

受中立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偏重于世界语理想的宣传，带有相当重的理想

主义色彩。我们知道，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对人类社会有其巨大的功绩和

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希望通过传播世界语来消除种族歧视

和民族隔阂，进而达到世界大同、人类一家，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

已。通过一种语言的普及来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民

族压迫、实现世界大同要靠真正的社会革命来实现，语言只能起有限的作

用。 

可喜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胡愈之、叶籁士为代表的世

界语者，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建立左翼世界语组织，提出了“为中国的解

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他们创办《世界》、《中国在怒吼》、《东方呼声》、《正

义》、《中国报导》等世界语刊物，对外宣传我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形

势，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歌颂全国军民英勇抗战，声援西班牙人民和

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对内团结全国青年，开展进步的文化运动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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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化交流，不少世界语者到了延安和解放区。世界语运动也获得了巨大

的发展。 

    在国际上，世界语运动也存在着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虽然他们都宣

传“国际主义”和“革命”，其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

也有马列主义倾向的，各派之间存在着斗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这种斗争就更激烈。例如，日本有一个世界语刊物就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有

理，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再如当时有一个国际世界语组织也站出来为帝

国主义辩解。它在自己的刊物上宣传帝国主义侵占弱小国家可以促进其经

济和文化发展，因而推动历史的前进，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是“阻碍历

史进程”，并说朝鲜、中国、印度等国的工人“是没有兴趣牺牲自己的生命来

争取独立的”。这些常常打着“国际主义”招牌和标榜“革命”的歪理邪说也会

蒙骗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毛泽东针对国内外世界语运动实际情况，在“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

道”，前加上“真正”二字，就是希望中国的世界语者明辨是非，认清什么是

真正的国际主义和真正的革命，什么是假的国际主义和假革命。同时，由

于当时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联合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打败日本

侵略者，收复失地，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把“国际主义”放在“革

命”的前面，也就是说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题词是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的。 

     作为国际语的世界语，本身不具有阶级性，但是作为使用世界语的人，

应当关心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这不仅因为世界语的理想是“人类一

家”、“世界大同”，世界语本身就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而且因为只有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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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进步事业中世界语才能求得自己的良好的发展空

间。同样，只有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世界语才能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因

此，中国世界语者应当积极关心并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和其他进步活动，并

用世界语为此作出贡献。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战乱频仍、落后贫困、充满

文盲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世界语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把“载

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作为学习世界语的前提条件，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题词”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在坚持世界语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

真正革命之道”的前提下，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第三点是很

重要的。有的同志片面理解，“题词”，只强调利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把

它当成单纯的工具，不注意国内世界语运动，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或

者不重视，或者不得力，其结果是少数专业工作者从事对外宣传，而国内

运动冷冷清清。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出现的一种状况。当然，出现

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可喜的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世界语运动随

着改革开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世界语运动在国际世界语运动中的地

位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事实证明，国际宣传只有建立在坚实的世界语运

动基础上，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效果。对世界语者来说，我们只

有好好学习世界语，熟练地掌握这一工具，才能去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和

革命之道，否则无异于空喊革命，不可能发挥世界语的真正作用，更不可

能促进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题词就是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表达了对延安世界语者的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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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希望，也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延安题词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影响 
 

    延安的世界语展览于 1939 年 12 月 15 日如期举行。毛泽东主席和其他

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被安放在显著位置。由于有边区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领导

的重视，展览获得了圆满成功。展览会向观众提供了数百件展品，其中有

国内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和刊物，延安世界语者自己编印的讲义、宣传品、

译作以及同国内外世界语者来往的信件，中国世界语者写的有关抗日救亡

运动的报道文章和国外读者的反应等等。展览显示了世界语在国际宣传和

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使人们认识了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能发挥

相当大的作用。在延安，当时掀起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许多人学习俄

语、日语和世界语。学习俄语是为了向苏联学习革命经验；学习日语是为

了做日本俘虏的工作；学习世界语是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战，团结全世界被

压迫者，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大大促

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展览会后许多人纷纷报名学习世界语，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延安

世协成立了教育研究部、组织联络部、函授顾问部、编辑出版部和翻译小

组。世界语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为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活力。世协

的专职人员也从 1 人增加到 4 人。 

    延安世协以毛泽东的题词作为开展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他们在物

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从事世界语工作。他们组织和发动会员，利用世

界语的报告会、联欢会、俱乐部和报刊宣传等多种形式，向边区军民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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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世界语，先后在边区文协、抗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

马列学院、中共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

陕北公学、八路军印刷所等单位，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建立世界语学习小

组。同时，他们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长年招生。著名

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期间，许多连队的指导员都报名参加了学

习。据史料记载，参加延安世协的会员达 300 多人。 

    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抗日战争中，将世界语用于国际宣传，他们通过

《延安世界语者》杂志，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烧光、杀光、抢光

的罪行，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推荐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延安

世协，还组织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

著作的世界语文版。延安世界语者还积极配合边区新文字协会开展扫盲运

动，并把它与世界语运动结合起来。  

    世界语展览结束后，毛泽东的题词手迹被刊登在《延安世界语者》杂

志上，杂志发行到重庆和香港，使大后方更多的世界语者知道了毛泽东题

词的内容。许多进步的世界语者在题词的引导下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 

    从 1938 年到 1945 年，作为陪都的重庆一直是全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

在郭沫若领导下，一批进步的世界语者创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

报导》，这份刊物全面报道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进程，坚持出版六年多，发行

63 个国家，在世界 850 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此外，《中国报导》社还翻译、

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抗战文艺集《归来》、《转型期》、《中

国抗战歌曲选》等文学作品在世界发行，显示了世界语在国际宣传和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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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著名世界语者叶籁士、冯文洛、张闳凡于 1940 年创办重庆世界语函授

学社，学员遍及全国 18 个省，在 5 年的时间里培养了 2300 多名学员。他

们在教学中也贯彻以世界语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其

中一部分人走上了抗战的道路，有的则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为此，重

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的表彰。 

     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语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胡愈之、

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冯文洛为代表的世界语者继承中国世界语运动的

光荣传统，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世界语为形式，创办刊物，出

版图书，举办广播，在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中，向外国世界语者全面介绍

新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

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同时，在国际上，

同—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支持人

类一切进步事业，保卫世界和平，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受到

各国世界语者的称赞。 

    1951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后曾将毛泽东的题词印成明信片，也

曾在自己的会刊《人民世界》和后来的会刊《世界》以及对外报道刊物《中

国报道》上发表过，并刊登纪念文章，号召中国世界语者认真学习和贯彻

毛泽东的题词，在新形势下为祖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周恩来、陈毅、

胡乔木、郭沫若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1950 年世界语对外报道刊物《中

国报道》杂志创刊。在 50 多年中，该刊在毛泽东题词的指引下，积极用世

界语报道新中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此同时，

中国世界语者还出版了包括《毛泽东选集》、《中华五千年》、《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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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国文学作品选》、《中国诗歌选译》、《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鲁

迅小说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论语》、《道德经》、《子夜》、《家》、

《日出》、《雷雨》、《四世同堂》、诺贝尔文学奖《蛙》等在内的近 500 种世

界语版的书籍，大大增进了各国对中国文化和基本情况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 1964 年 12 月起创办了世界语对

外广播，50 年来从未间断，现在，该台每天用 4 个小时对欧洲、东南亚(含

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地区进行广播，其覆盖面之广、播出时间之长，

在各国世界语广播中也位居前列。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在全面介绍中国、

报道中国革命和建设成果、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介绍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

生活等方面，同我国出版的世界语刊物和书籍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世界语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它对促进各国

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保卫世

界和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各国读者广泛称赞。这些都是中

国世界语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毛泽东题词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又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世界语协会，许多大中

城市也建立了世界语组织，学习世界语的人日益增多。包括一批著名大学

在内的数十所高等学府还将世界语列为选修课，它们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

世界语人才。中国与国际世界语界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国际世界语界的

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各地政府和领导人对世界语运动

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而各地政府和领导人对世界语运动的支持显然与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赞成世界语运动有关。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题词对中

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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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题词虽然已经过去 75 年，但对当今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仍具有

现实指导意义，只不过“国际主义”和“革命”的内涵有所变化。二十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国际主义”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

略，相互支持，相互鼓舞，打败侵略者，实现世界和平；而现在的“国际主

义”则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谋求共同发

展，保卫世界和平。当时的“革命”，就是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现在的“革命”则是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需要世界语，借助世界语，中国可以更好地走向

世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世界语更需要中国，借助中国，世界语可以加

速在世界的发展，在国际交往中巩固自己作为国际语的地位。在新的世纪

里，中国世界语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以世界语为形式，为谋求人类共同

发展、保卫世界和平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服务，这才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本文原载《纪念毛泽东》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2014 年修订） 

 

* 本文是作者与王彦京先生共同执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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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救亡运动与抗战中的中国世界语者 

 

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 70 周年，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在民族救亡运动和抗

日战争中曾经有一批中国世界语者，他们用世界语团结进步青年，开展国

际宣传和国际联络，为中国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在国

内的媒体上几乎见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铭记。重提这些

往事，不仅是为了缅怀这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所做出的贡献，而且也是为了鼓励后人，

继续踏着他们的路前行，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奋斗。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制造事端，发动侵华战争，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并危及华北的安全。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破家亡的险境，一批有良知的世界

语者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毅然投入火热的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运动中，

以世界语为武器，为反对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九·一

八”事变以后，汉口世界语学会首先站了出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请注意，

世界和平正在受到威胁》的文章。该文以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的世界语者

揭露事件的真相和日本军队的暴行，同时呼吁全国各世界语团体，联合起

来，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把这一宣言，散发于各国世

界语学者，以暴露事件的真相，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年 9 月，

汉口世界语学会联络成都、镇江、泉州、福州、广州、宁波、上海、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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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天津等城市 20 个世界语团体发表《我们的宣言》(Nia Manifesto)，强

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宣

言详细陈述了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东北三省的经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最

终目的是要在亚洲建立“大和国”，宣言结尾向全球世界语者呼吁：“我们虽

然充满了友谊，想到日本人民也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是我们的弟兄，但凡

是危害世界和平，污辱人类历史，尤其虐待我们人民之一切极端爱国狂与

帝国主义者之卑劣行为，我们决不犹疑而完全准备应战”，“我们等待着各国

人民之同情与赞助尤其是诚恳的日本人”。 

《我们的宣言》共印 8500 份，分寄欧美、苏联、东欧各国，对日本、

朝鲜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也寄去了 1 千多份，很快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和各国人民强烈的声援。出乎意料的是：有不少日本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

也来信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据 1932 年 12 月的初步统计：《我们的宣

言》被译成 8 种外文，在 14 种国外报刊上发表，同时收到了 70 多封来自

各国的信件，他们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与此同时，广东国民大学世界语学会也发表宣言，宣言详细叙述了日

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的种种罪行，希望各国世界语

者主持公道，声援中国人民。宣言寄往各国后收到 200 多封来信，表示支

持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

发动了“一·二八”侵沪战争，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机关、世界语

图书馆被日军的炮火摧毁，更激起了全国世界语者的义愤，在国破家亡的

紧急关头，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于 1933 年 9 月 10 日，在第 2 次世界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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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世界语者应当致力于中国

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为中

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 这一口号明

确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共存亡的强烈呼声和意志，

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得到全国世界语者的热烈拥护，并成为他们在民族救

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行动指南。 
 

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 
 

早在 1931 年 12 月 3 日，以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为代表的世界语

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

简称“语联”。“语联”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中

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等 8 个文化团体一样，在党的

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和进步文化运动。“语联”号召全国各地的世界语团体和

世界语者，把世界语运动同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斗争结合起

来，为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斗争。活跃在苏州的一批

世界语者，他们在陈世德的领导下，积极开办世界语班，一面学习世界语，

一面组织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哲学讲话，阅读鲁迅、巴金和苏联小说。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或演唱救亡歌曲，或组织座

谈会，讨论国家大事。1936 年，这批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

的感召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在苏州成立了“私立全民流通图书馆”，

号召民众“为求民族生存，学习战时知识”，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个图书

馆不仅办世界语学习班，办工人夜校，团结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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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救亡运动。一次，他们在得知察绥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后，用

苏州市民的名义，制作了一面大红缎旗，上书“抗日先锋”，寄赠给吉鸿昌将

军，以鼓舞抗日士气。 

爱国人士“七君子”被国民党关押苏州期间，苏州世界语学会组织世界语

者到监狱探视，馈赠慰问品。在苏州高等法院审判“七君子”时，他们同上海

的世界语者在法院门前散发声援传单，宣传爱国无罪，要求立即释放“七君

子”。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侵犯上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苏州世界语者

组织游行队伍，高唱救亡歌曲，到日本租界示威，抗议日军侵略，同时他

们还组织演剧队多次下乡，给群众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短剧，当观众听到香姑娘唱着国破家亡、从东北流浪关内的如泣如诉的歌

声时，真是声泪俱下，不由得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在上海抗日负伤的战士们运抵苏州前后，苏州世界语者又参与了救

护工作和服务工作。他们为伤兵写信，借阅图书，还唱歌慰劳他们，鼓励

他们。 

随着上海、苏州的沦陷，许多世界语者如陈世德、杭蕴美、朱海民、

苏蜚、俞未平、凤永益、王兆平、章振之等，有的奔赴延安，有的走上前

线，有的转战大后方，还有的留在敌后，继续同敌人展开斗争。有的甚至

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如黄文华同志牺牲在太岳根据地，姜逸平同志牺牲

在太行山谷。曾向陈世德学习过世界语的许晓轩，原来是震泰钱庄的一名

学徒，由学习世界语，追求进步而走向革命，抗战以后他转移到重庆，并

于 193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抗日反蒋活动，被国民党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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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还组织难友学习世界语，鼓励大家坚持斗争。1949 年 11 月，他殉难

于重庆白公馆集中营，他坐牢 9 年，宁死不屈，牺牲时才 34 岁。《红岩》

中的许云峰就是以他的事迹为原型而塑造的。 

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世界语组

织和世界语者，同苏州世界语学会一样，“九· 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他们把世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在活动中教育和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这批人中后来有许多人到了延安或敌后根据地，

为抗日战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 
 

用世界语开展国际宣传 
 

用世界语开展国际宣传和国际联络是中国世界语者落实“为中国的解放

而用世界语”的又一重要步骤，也是他们在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主

要工作之一。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的会刊《世界》，刊登了不少救亡运动的文章和

消息，他在动员全国世界语者参加抗日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出版的机关刊《中国普罗世界语通讯新闻稿》

(Ĉina PEK-Bulteno) 则在对外报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纪 30 年代

初期和中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实行新

闻封锁，国外很难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份刊物经常采用中国工人通讯

社（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机构）提供的材料，用世界语向外报道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苏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情况。 

1936 年 4 月创刊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是上海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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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世界语者为应对新的形势而采取的重要一步。该刊 1936 年第 1 卷出版 6

期；1937 年第 2 卷出版 5 期；1937 年第 3 卷出版 4 期；1937 年 10 月以后，

每 10 天出版 1 期，分发给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中国怒吼》的主要内容有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政论性文章，主

要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声明、政策和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有关评论。

例如它在《向全世界呼吁》一文中说：“今天日本对华战争不仅是对人类和

平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求得自身的

生存，而且也是为了铲除人类共同的敌人，所以这是一场全球合作共同对

抗人类恶魔的斗争，而其中中国只是这场斗争的急先锋。我们请求全世界

有良知的人们不要只给我们以深切的同情，还要参与到这场对抗人类共同

敌人的斗争中来。”刊物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反映中国东北三省沦陷后东北军

民奋起救亡的情况以及社会状况，刊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所进行的英勇斗

争。第三部分是介绍全国救亡和抗日运动的消息和进展，其中红军和苏区

军民抗日的情况又占重要部分。总之，中国世界语者通过这份刊物向各国

人民传达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怒吼和抗争。 

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也创办了一些刊物，例

如北平世界语协会编辑的国际通讯刊物《无线电》（Radio），经常报道华北

地区反对日本侵略、掀起救亡运动的情况。广州世界语者陈原、余荻、容

斯、洪桥共同创办的《到新阶段》（Al la Nova Etapo）于 1937 年 8 月创刊；

方善镜、傅壁城在汉口创办《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于 1938 年 3 月

创刊；欧亚反侵略国际统一战线团体——国际和平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州

支会世界语组于 1938 年 5 月创办世界语月刊《正义》（Justeco）。这些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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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初期的对外报道中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在众多的世界语国

际宣传刊物中，于 1939 年创刊的《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以其出

版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而著称，它在当时中国的国际宣传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报导》是叶籁士、乐嘉煊、先锡嘉等一批进步世界语者（其中

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在郭沫若主持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后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利用世界语向国际上宣传抗战的刊

物。 

《中国报导》为半月，铅印，16 开，全部为世界语，每期印 5 千至 9

千份，主要寄往国外，发行 63 个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 850 个城市有自己

的读者。 

《中国报导》的内容主要有 4 个部分：一是时事评论，主要针对当时

的一些战事走向和国际动态作出分析，曾发表《抗击日本到底》、《为最后

的胜利而继续战斗》、《汪精卫失败》、《英国不应向日本妥协》等评论，还

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二是提供一些简明扼要的数字报告，说明日

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没有希望、必然失败的战争。每期刊

物均设专栏，介绍日军半月来在人员、物资、枪支、弹药、飞机等方面的

损伤情况。三是介绍敌占区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掳、奴役中国人民以及中国

军民奋起反抗的情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

游击队以及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情况。四是反映中国建设成就的文章，介绍

地处大后方的四川、云南、贵州、宁夏、新疆的军民，在全民抗战的号召

下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支援抗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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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下半年，由于蒋介石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报导》被

迫停刊，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外世界语者联手反对日本法西斯 
 

在中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中国世界语者还团结了一批外国世界

语者，共同从事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斗争。他们中有朝鲜世界语者安

偶生（Elpin）。安偶生，1907 年生于朝鲜黄海道，他的叔叔安重根是抗日义

士，曾经暗杀过日本侵华司令伊藤博文。他从小受到抗日救国和民族独立

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流亡期间，他积极参加上海、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

的世界语活动。1939 年到重庆，参加了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所属

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世界语者通过世界

语开展国际宣传，他经常应中国世界语者的邀请，为《世界》、《东方呼声》、

《中国报导》等对外刊物撰稿，表达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决心和对

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国世界语者还约请他翻译鲁迅著作《狂人日记》、

《故乡》、《白光》，编辑成《鲁迅小说选》出版。 

另一位朝鲜世界语者李海平（Li Hajpin），也是同中国世界语者一同战

斗的战友。1937 年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学校的世界语团体，

从事抗日宣传。1938 年在香港从事抗日地下活动。1940 年他作为韩国青年

战地工作队第一分队队长，曾被派到太行山游击地区与中国军队共同抗击

日军。在重庆期间，他曾与叶籁士、冯文洛等世界语者见过面，并参与他

们的一些活动。 

匈牙利的布劳恩（Braun）是支持中国抗战的又一名外国世界语者。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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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被匈牙利《文学世界》社派驻香港，承印世界语书籍，一直同中国世

界语者保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定留在香港，同中

国世界语者共同战斗。1938 年 5 月，他创办了《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

杂志，他以一个外国人士特有的眼光，客观地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事

实，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他还出资，以《东方呼声》和《远东

使者》杂志社的名义编译了《鲁迅小说选》。这是用世界语翻译的第一部鲁

迅选集，该书收集了鲁迅 11 篇短篇小说，并由他亲自审定译稿。 

被誉为国际主义战士、中日两国人民女儿的绿川英子更是一位活跃在

抗日第一线的日本世界语者，她从 1937 年来到中国，1947 年在中国佳木斯

去世，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坚持抗战，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赞

歌。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世界语名 Verda Majo，意为“绿色的五月”。

1912 年 3 月出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庭，1929 年中学毕业后，

考进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2 年学习世界语，并参加日本无产阶级

联盟京都支部的活动。同时经常参加当地的左翼工会和文化团体的活动。

由于这些活动她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并被开除学籍。1936 年春，在一次世

界语活动中她结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由于他们都追求进步，

由相爱到结婚。当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和留学生的迫害，许多

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工作。1937 年 1 月，刘仁先期回到上海，4 月，

绿川英子在世界语者的帮助下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并同上海的世界

语者取得了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包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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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示威活动。“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她亲眼目击了日军在上海的种种暴行，

为《中国怒吼》杂志写了一篇《爱与憎》的文章，她写道：“我爱日本，因

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

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的新家乡，这儿在我的

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

作为一个世界语者和爱好世界文化的我，我愿保卫中国的文化，不为日本

强盗所掠夺。同时我是一个女性，人类一份子，也本能地希望和平。如果

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的军队，因为他们是为着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

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并且他们的胜利也将

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我对日本的弟兄们大声疾呼地呈请：‘不要白流掉

你们的鲜血，你们的敌人不是在隔海的这里’”上海沦陷后，她和刘仁辗转广

州、香港，后来，在叶籁士和郭沫若同志的帮助下在武汉、重庆从事对敌

广播工作，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日本兵中产生了影响。后来，敌人查明

了这个操流利日语的“怪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东京的报纸骂她是

“娇声卖国贼”。她的父亲还收到军国主义分子要他“引咎自杀”的恐吓信。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责骂，绿川说：“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

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甚至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

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

耻。”1941 年，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郭沫若回国 4 周年的会上，周恩来对绿川

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

好儿女，真正的爱国者。” 

绿川在重庆工作期间除了做好对敌广播外，还为《新华日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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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等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她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中

写道：“同志们，幸而我是个世界语者……因为多亏这个，我在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革命战斗中找到了自己小小的岗位。现在我们应最有效地把我们

的语言当作国际武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写在

纸上的漂亮词句。为《中国怒吼》及其他方面而工作……我感到很高兴，

因为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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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让《中国报道》扬名世界      

      

   《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是我国创办最早的对外报道刊物之一，它

创刊于 1950 年，于 2000 年停刊，共出版了 50 年。无论是它原有的纸质版

(1950—2000 年)，还是现在的网络版(2001 年创刊)，都全方位地、系统地、

多侧面地报道了新中国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绩，在对外报道中发挥

了独特的作用而扬名国际世界语界。 
 

在改革开放中大展身手 
 

八十年代初，为了更好地报道改革开放，《中国报道》进行了改版。经

过改版后的《中国报道》纸质版逐步发展成为具有 52 页的 16 开的彩色月

刊，内容越来越贴近读者，外观上也越来越漂亮，被国际世界语界誉为最

美最好的世界语刊物之一。《中国报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 

    一、全面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进程和现代化建设。1980 年以来，

世界各国舆论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发展的轨迹

和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该刊或约请知名专家撰稿，或派出自己的记者亲临

工厂、农村采访，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作了大量深入的介绍和报道。以九十

年代为例，该刊先后设立了“改革纵横”（1993）、“经济瞭望”（1994—1996）、

“中国经济”（1997—1998）等专栏，这些专栏中的文章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理论、国营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宏观调控、高科技产业

的开发、外汇管理体制、新税制、加强中西部建设和农业的基础地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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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外资的政策、新的土地使用制度、降低进口关税、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等

等问题，该刊往往用外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叙述方式，阐述理论，解释政

策，提供相关背景资料，讲好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中国报道》擅长用典型报道的方式反映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中国报道》于 1985 年至 1986 年设立“开放城市”

专栏，报道了烟台、青岛、大连、秦皇岛、天津、连云港、南通、上海、

宁波、福州、温州、厦门、汕头、珠海、湛江、广州、北海等 19 个城市实

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1994 年设立“长江两岸”专栏，报道了长江沿岸各

个城市、港口的改革开放情况，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沿海发展到沿江、

沿边的历史进程。1995 年设立“环渤海纪行”专栏，报道了渤海湾经济圈的

兴起和发展前景。此外，该刊还十分重视一些重大工程的报道和介绍，如

1992 年，该刊以“三峡工程纵横谈”为题，发表系列文章介绍了这个跨世纪

的伟大工程的方方面面。1993 年，该刊设立“绿色工程”专栏，报道“三北”

防护林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复兴东北大森林工程以及绿满中州、竹绿

浙江、绿化首都所取得的成果。 

    该刊对中国的一些热点问题如西藏问题、香港、澳门回归等问题都作

了专门的报道。例如该刊从 1985 年第 1 期起至 1986 年第 10 期止，设立了

《西藏今昔》专栏，发表 21 篇文章，配有大量彩色图片，全面地介绍了西

藏的过去和现在，1990 年以后又陆续发表许多文章，报道了改革开放以来

那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读者来信反映强烈，他们说，通过《中国报道》

了解到西藏的真实情况，看到了那里的变化和进步。这些报道满足了读者

要求，解决了他们一些疑惑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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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向读者报道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民风民俗，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出

现的新气象。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没有民主；人们的政治权利能否得到

保障；能不能自由地信仰宗教；人民享受哪些社会福利和保险；妇女、儿

童、老人、残疾人的生活怎么样；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是

否受到尊重，这一类问题，历来是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根据这一特点，《中

国报道》把如实反映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民情风俗作为自己刊物特点之一。

例如 1985 年以后，该刊陆续推出以下专栏：“当代中国人”、“社会一角”、“民

居民俗”、“大街小巷”、“社会管窥”、“妇女儿童之页”、“小镇采风”。这些

专栏的文章从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真实地反

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报道》一直把民族问题的报道作为自己的

重要任务之一。每年该刊都要发表一批文章，刊登一批照片，报道中国境

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生活情况。通过这些报道，可以了解

到，中国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政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

文化上所享有的自治权和自决权，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例如，《中国报道》曾设立“中国的民族”、“在少数民族地

区”等专栏，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变化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节假日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三、向读者展示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

家之一。她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称著于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

民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文化领域呈现出百花齐

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中国报道》历来的报道内容表明，它都十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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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闻到东

方文化诱人的芳香。以 1988 年至 1998 年 10 年为例，该刊设立的文化性专

栏就有 18 个，其中“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艺苑”、“中国文化探秘”、

“华夏风采”、“中国时装”、“民间工艺”、“舞台艺术”、“名作欣赏”、“当代美

术”、“艺术长廊”、“收藏天地”、“中国邮票”等专栏，特别受到读者喜爱，

有的连续开设了好几年。 

   《中国报道》编辑部每年都要收到上千封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信件，读

者经常在信中抒发他们阅读刊物后的感受。曾任国际世协总干事的西莫·米

洛耶维奇(Simo Milojevic )先生在给中国报道社的一封信中说：“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中国报道》为在世界各国的读者中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文化、政治及社会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数以千计的世界语读者来说，

它过去是，现在仍将是了解贵国的窗口。你们国家有着绚丽多彩的过去。

现在她真正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贵国对许多人来说，

是遥远的和陌生的，由于贵刊的存在，这个距离缩短了，人们对中国也比

较了解了。”俄罗斯读者斯·科尔达(Si.Kolda)在来信中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

进行了对比，他说：“从前，我对中国人的感觉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

在很多年里，苏联为了友谊宁肯亏着自己也要帮助中国。但是现在读了贵

刊，我才知道，中国正在以每年 10%~12％的增长速度阔步前进，超过了最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并不断扩大开放区域。铁路和公路网遍及全

国。科技、医疗、文化、体育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均收入有很大增长，

几乎人人都能养活自己。中国在各方面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政策，并有机

地把资本主义的要素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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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毁掉了任何东西，而是注重生产。非常遗憾，苏联缺少像邓小平那样

的有智慧的务实家。请原谅我在此重复你们已普遍熟知的事实。我实在是

羡慕中国。我为中国人而高兴。每当谈起贫困生活和改革时，我总要把中

国作为范例。”曾任《中国报道》的日本代销人森真吾(Mori Singo)先生是这

样评价这份刊物的，他说：“《中国报道》努力为各国读者介绍各种信息和

问题，特别是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独特的中国

人民的五千年文化和现代生活。《中国报道》用世界语打开了认识今日中国

的窗口，并成功地在中国与各国世界语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马

达加斯加读者弗莱德兹说：“对我来说，《中国报道》简直是无法离开的朋友。

工作之余，当我感到疲劳时，我就欣赏一下刊物的图片，疲劳随之减轻了。

当我烦恼时，就阅读其中的文章，烦恼也随之消失了，甚至我的非世界语

同事们也对贵刊发生兴趣，常常和我一起欣赏。”巴西世界语协会前主席

弗·马·奥利韦拉(F.M.Oliveira)在写给《中国报道》编辑部的信中说：“在近半

个世纪中，《中国报道》以其兴趣盎然的文字和富有吸引力的图片使数以千

计的读者得到满足。《中国报道》在巴西的订户一致称赞贵刊。”澳大利亚世

界语协会前秘书长雷·罗斯(Ray Ross)在《中国报道》创刊 45 周年时，代表

澳大利亚世界语协会发来贺信，贺信说：“你们以高质量的世界语杂志不仅

向全世界展示了你们幅员广大的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情和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而且不断激励在贵国和其他国家有《中国报道》读者的地方，建立

世界语组织。《中国报道》通过世界语，在增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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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网络版的创办及其影响 
 

    2000 年底，《中国报道》杂志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外文局对外

期刊布局的调整中取消了印刷版，从 2001 年起改为网络版。网络版除保持

《中国报道》杂志印刷版的特点外增加了经济建设和时政要闻的报道，突

出网络杂志的特点，发挥互联网快捷、互动性强、信息量大等优势，并进

一步充分发挥网络的服务功能。 

    最初的《中国报道》网络版由新闻、社会、文化、世界语、编读往来、

人与自然、旅游、经济、科技教育、中国烹饪、在书架上等 12 大版块，45

个栏目组成，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中国普通人的点滴生活、

中国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等。13 年来，《中国报道》网络版经过若干次改版，

逐步走向成熟。它既能及时提供给读者有关中国的时事新闻、社会热点问

题，又能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百姓生活，力图通过各种报道诠释中国改

革开放的政策、进步和成就。 

   《中国报道》网络版不断发挥其反应迅速的优势，将新近在改革开放中

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第一时间以充实的内容报道给读者。从中国人民政治生

活的大事如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到“十七大”，到每年的“人大和政协会议”；

从青藏铁路的通车、京沪高速铁路的建成到航天飞机载人发射成功以及嫦

娥奔月；从抗震救灾到北京奥运会的圆满落幕等等，《中国报道》网络版不

仅给读者提供了翔实的背景资料，而且将不断变化的动态做了及时报道。

它还以“上海世博会”、“APEK 在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的选择”，“黑白键间的神话——记世界钢琴大师郎朗”，“从北京大栅栏

地区改造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奥运场馆建设中的高科技”等专题，展示



 

79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方方面面。今年以来更加

大了改革开放 30 年成就的报道，先后发表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足迹与

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减贫行动贡献巨大”、“改革开放 30 年——电

话演绎大变化”、“中国改革 30 年——离现代化之路尚远”、“变化的北京、

不变的北京”等文章。 

    自从《中国报道》网络版开通以来，受到国际世界语界和世界语者的

普遍赞誉. 当时担任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的科尔塞蒂（Renato Corsetti）先

生称赞《中国报道》网络版是“关于中国和关于国际世界语运动的真正信息

宝藏，而且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也堪称精美”。瑞士的迭特尔·罗克 (Dieter 

Rooke)先生说：“我非常喜欢《中国报道》。当我得知杂志改为上网以后，我

立即购买了电脑，为的是能够继续享受《中国报道》带给我的快乐与轻松。

它真的很漂亮，是世界语界值得骄傲的网站。所以，我专门为它投资买电

脑是值得的。” 

《中国报道》网络版的访问人数逐年上升。以 2013 年为例，全年访问

人数达到 618 万人次，月均 51 万次，今日的《中国报道》网络版继续成为

外国世界语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写于 2008 年，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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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社：世界语专业人才的摇篮 

 

《中国报道》杂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份创办最早的对外报道刊物，

今年 5 月 1 日是它 60 岁的生日。前 50 年它以纸质版的形式出版，先后发

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10 年它改为电子版。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版，它

的内容始终没有变：它总是紧跟时代的发展，全面地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

它的目的也始终如一：通过这本刊物为中国和各国世界语者架起一座相互

了解的桥梁，以此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进而实

现世界和平。由于它的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深得国际世界语界的好评，

也受到国内外世界语者的青睐。 

 60 年来，《中国报道》杂志还有一项成绩不为人们所知，那就是它为我

国培养了一批能从事对外报道工作的世界语专门人才，使之成为世界语专

业人才的摇篮之一，这些人才在对外传播工作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很

大贡献。 
 

有计划地培养世界语人才 
  

有计划地培养世界语人才始终是中国报道杂志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杂志社的一些老人有的已经到了或接近退休年龄，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解放前自学世界语的，由于高等院校不设世界语专业，

世界语人才奇缺，杂志社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

只能从学过俄语或英语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部分人到社里来，边工作边

学习。社里一批著名老世界语者冯文洛、方善境、陈世德、葛一凡等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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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批大学生的老师。他们给这些大学生上课、指导他们学习，为他们改

定译稿。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培养，这批学生（如邹国相、林下华、祝学礼

等）就能独立地工作了。但是世界语人才仍然不够。1964 年，在国家教育

部的关怀和支持下，从俄语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和在校的外语系二三年级大

学生中抽调了十几个学生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世界语，由中国报道杂志社

出师资进行培养，从此开辟了一条培养世界语专业干部的途径。两年后这

批学生分到中国报道社、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际书店，

成为世界语的专职干部。这批世界语干部经过十多年的锻炼，后来成为世

界语翻译干部的骨干力量，到上世纪 80 年代成为主要的翻译干部，有的甚

至担任了杂志社翻译部中层和社一级领导。 

但是这批干部大部分已进入中年，为了培养世界语的接班人，中国报

道社仍然采用这种方式，每隔几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它的前身正好是北

京广播学院）举办世界语班，或由中国报道社自己招收英语专业的大专生

自己培养，或将分到报道社的大学毕业生派到大学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去学

习，就这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世界语专业人才，保证了世界语翻译干部

薪火相传。 
 

为世界语人才的成长创造好的条件 
 

 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报道杂志社是培养世界语专业人才的好地方。

这是因为在这里集中了一批著名的老世界语者，他们不仅热爱世界语，把

世界语事业当成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而且多年从事世界语的翻译和对外

报道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老同志品德高尚，愿意将自己的经验毫

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新人分来报道社后社里安排老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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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介绍翻译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安排他们学习世界语的一些经典著作，

指导他们学习，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为他们改翻译稿件，指出

他们翻译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老同志的言传身教，这批年轻人不仅学习了

老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世界语水平也获得了较快的提高。 

中国报道杂志是一份综合性的社科类杂志。就文章的题材而言，它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生活以及文学艺术

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就文章的体裁而言，它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

曲艺、音乐等多种形式，为了使年轻人获得锻炼，社里把他们放在第一线，

直接从事各种稿件的翻译工作，使他们掌握各种各样的词汇，熟练地驾驭

各种表达方式，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中国报道》杂志是月刊，有一定的时效性，它必须把刊物按时送到

读者手里。在出版过程中，翻译部是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翻译人员每个

月必须按时完成一定数量的翻译任务。为了使年轻人熟悉生产流程，社里

安排老同志带领他们学习打字、校对（包括对读、通读等多道工序）、翻译、

核稿、送拼版样到印刷厂排版、下印刷厂校对、清样，直到刊物签字付印。

刊物印完后还要检查落版样和样刊，登记差错，检查原因，制订改进措施。

严格的管理逐渐培养了年轻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也提高了他们的世界语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附设在报道社的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世界语书籍，中国报道翻译部还要完成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委托的世界语图书的翻译任务。繁重的翻译工作不仅使他们获得了锻

炼，而且使他们把工作的压力变为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的动力，这也是他

们能够较快提高世界语水平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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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大家提高世界语水平，社里还开放内部的图书馆，在这里，

既可以借阅历年来珍藏的世界语书刊，又可以浏览从国外交换来的或世界

语者赠送的新的世界语书籍。从这些书刊里，大家可以了解国际世界语运

动的信息和成果，又可以读到许多优秀作家的原著，使大家从中吸取营养。 

加强与国际世界语界的联系，直接参与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也是年轻

人提高世界语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了使年轻人了解国际世界语运

动的情况和信息，收集和听取外国世界语者对《中国报道》杂志和我国出

版的世界语图书的意见，社里轮流安排大家出国参加各种世界语大会，同

各国世界语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对大家开阔眼界，了解国际世界语

运动的现状，提高世界语水平，特别是口语水平，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在培养世界语人才方面，报道社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聘请外国世

界语专家来报道社工作；或者派年轻干部到国际世界语协会总部去工作，

让他们得到学习和锻炼。 
 

中国报道社世界语人才辈出 
 

几十年来中国报道社培养了一批世界语的专业人才，他们不仅热爱对

外传播事业和世界语事业，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且熟练地掌握

了世界语，有一些人还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据统计，在他们之中被评

为副译审（副教授级）的有邹国相、廖之根、祝学礼、戴颂恩、徐森荣、

黄凤珠等 19 人，被评为译审（教授级）的有李士俊、谭秀珠、刘铃、刘才

盛、陆彬生、刘凤仪、王士荣、于涛、王丽华 9 人，其中李士俊、谭秀珠、

邹国相、陆彬生 4 位同志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于涛同志

还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李士俊、谭秀珠、于涛、邹国相、戴颂恩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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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中国报道》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军校

同志是中国传媒大学世界语班的学生，原来也在中国报道杂志社翻译部从

事翻译工作，曾任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副社长，后担任《中国报道》杂志社

社长助理，后调任华教出版社社长。曾在翻译部、全国世协工作多年的王

汉平同志调任《人民中国》杂志社副社长。 

应当指出的是，在 19 位副译审中有的同志本来具备了译审的任职资格

和水平，但由于受任职职称比例的限制，未能晋升高一级职称就退了休，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我国对

外传播和世界语事业，理应得到相应的待遇。 

这批世界语专业人才为我国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他们通过出版《中

国报道》杂志，用世界语全方位地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

卫生、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新中国自建立以来所取得的

成就；介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介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以及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举措；介绍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和

发展现状。正如《中国报道》杂志的读者所说的那样：“几十年来《中国报

道》已成为我们了解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以 1967 年至 2000 年出版的纸

质版为例，中国报道杂志共出版 408 期，如果平均每期以 4.5 万字计算，40

多年来总字数达到 1632 万，在此期间，翻译部的同志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

任务，按时将《中国报道》送到读者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很少有、

甚至没有独立的译著，但是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办好《中

国报道》尽心尽力，数十年如一日。正是他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的辛勤

劳动，才在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各国世界语

者正是通过这座桥梁逐渐地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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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以译审陆彬生为例，在中国报道社工作期间，他除了

翻译 83 万字的文章外，还负责审稿 165 万字、改定稿 237 万字（含书刊）。

作为部主任他还要花很多的时间从事管理工作，参加社里各种会议。 

翻译部同志们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每逢《中国报道》庆祝自己的周

年活动时，国际世界语界和各国世界语者都发来电报或贺信，高度赞扬《中

国报道》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世界和平以及世界语事业所作出的

贡献；许多世界语者甚至不远千里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报道社

组织的庆祝活动；许多世界语者把历年出版的《中国报道》装订成合订本，

放在书房的显著位子，以此证明，他们把《中国报道》看成是自己的刊物；

有的读者将《中国报道》上的文章译成民族语在国内刊物发表，介绍中国

的文化、人民生活和建设成就；比利时的老读者吉斯林先生甚至在生前就

立下遗嘱：在他死后，将自己全部财产捐赠给《中国报道》，并亲自办理了

公证手续，他去世后中国报道社顺利接受了这笔遗产…… 

在图书出版方面，《中国报道》翻译部的同志们翻译了《中国小百科》、

《中华五千年》、《中国近代史题话》、《中国 2004》、《中国：2004 的事实与

数字》、《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少数民族婚俗》、《中国医药史话》、《中

国神话故事》、《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学作品选》（共 3 集）、《智慧的火

花》、《中国民间故事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等数十种书籍，这些书

籍展示了一个古老的、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一个正在迈

向现代化、有着光明前途的中国。在这方面李士俊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他独自一人用了 18 年时间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使

之成为中国翻译界的第一人。他还翻译了巴金的《寒夜》、《春天里的秋天》、

《阿诗玛》（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著）、历史剧《屈原》（郭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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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著）、《配图古诗精选》、《聊斋志异选》、《助学小唱》（世界语创作诗歌 222

首）、《子夜》、《四世同堂》、《茶馆》、《汉世对照中国谚语熟语集》。 

这些同志的第二个贡献表现在国内宣传、推广世界语、培养世界语人

才、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方面。在这些同志中谭秀珠同志曾担任两

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会长，邹国相担任过副会长兼秘书长，于涛是现

任副会长。刘铃同志担任过代理秘书长，戴颂恩、王汉平、王建兵等同志

曾担任过正、副秘书长，王瑞祥同志是现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们在领导

全国世界语协会，协调全国世界语运动，推动全国世界语运动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李士俊、戴颂恩、谭秀珠、刘才盛等同志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外

国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世界语班的世界语教师，为培养世界语人才，不

辞辛苦，使我国世界语的对外传播事业有了接班人。 

在国际上，邹国相、谭秀珠、刘铃、戴颂恩、于涛、王瑞祥担任过国

际世界语协会执委，于涛还担任过一届国际世界语协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领

导班子成员，他们的勤奋工作对于密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与国际世界语

协会的关系，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 年和 2004

年两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就是最好的说明。 

                        （2010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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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座桥梁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许多著

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丰富世界语文学宝库，让各国人民分享中国文学

的成就，100 多年来，中国世界语者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文学艺术的介绍

工作，使世界语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座桥梁。 
 

鲁迅、郭沫若、巴金的作品首先被译成世界语 
    

鲁迅、郭沫若、巴金在青年时代十分同情和支持世界语，尤其重视世

界语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他们的一些作品特别受到世界语者的青睐，

自然，这些作品首先被译成世界语向各国读者推荐。 

    早在 1930 年，鲁迅先生的代表作《阿 Q 正传》被译成世界语，出版了

单行本。以后，他的《影子的告别》、《聪明人、傻子和奴隶》、《狂人日记》、

《孔乙己》及部分杂文的世界语译文先后在中外世界语杂志上发表。 1939

年，在香港还出版了世界语版的《鲁迅小说选》(共 11 篇作品)。 

    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早在 1927 年被钟宪民译成世界语在德国出版。 

1935 年，徐声越又将《女神》中的四首诗和另外的三首诗译成世界语在《世

界》杂志上发表。1941 年《中国报导》杂志社为纪念郭沫若的创作活动 25

周年，特别出版了他的专集，向各国世界语者介绍了他的一部分诗歌、散

文和戏剧作品。 

巴金于 1922 年开始学世界语，他的小说《复仇》于 1933 年首次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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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世界语在《绿光》杂志上发表。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促使中国世界语者投入

了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他们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鼓舞

下，一方面做好国际通信联络和对外报道工作，一方面翻译出版了一部分

抗战文学作品，如夏衍的《在轰炸下的广州》、李辉英的《归来》、宋之的

的《转形期》、刘盛亚的《小母亲》、叶君健的《被遗忘的人们》以及描写

抗战建设的报告文学集《新生活》和《新任务》。各国读者利用中国世界语

者出版的书刊举办了“中国抗战展览会”，或举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演讲会，有

的甚至发起救济中国难童的募捐活动。 
 

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古典文学成就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介绍中国古典文学

的成就就成为中国世界语者义不容辞的任务。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世界语

者就开始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 20 世纪 20 年代，李华的《吊古战场

文》、陶潜的《归去来辞》以及《老残游记》、《红楼梦》的部分章节已被译

成世界语发表。30 年代，徐声越开始将一部分古代诗歌译成世界语在国外

刊物上发表。60 年代初，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语文的《不怕鬼的故事》，

向读者介绍了 19 位中国古代作家的 35 篇作品。1979 年出版了《配图儿童

古诗精选》，介绍了古代一些诗人的脍炙人口的诗歌。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成就，从 1986 年起，《中

国报道》杂志开辟了“中国文学讲座”专栏，向读者介绍了历代的著名作家和

代表作品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1980 年中国报道社出版了徐声越编译的《中国诗歌选译》，概括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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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特点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和代表作品，受到

各国世界语者的称赞。 

1998 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顾钟锦编辑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

（NOVELOJ EL ANTIKVA ĈINIO）。1994 年出版了《聊斋志异选》

（MIRRAKONTOJ DE LIAOZHAI）（蒲松龄）。1992 年出版了《中国古代

笑话》（LEGU KAJ RIDU）。1999 年出版了《中国寓言百则》（CENT ĈINAJ 

FABLOJ）。2013 年出版了李士俊编译  《汉世中华成语熟语集》（ĈINA 

FRAZEOLOGIO ESPERANTIGITA）。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丛书《阿凡提的故事》、

《智慧囊》、《幸福鸟》、《蝴蝶泉》、《宝船》、《牧童与仙女》等以及《中国

神话故事》，可以说将流传于中国的主要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都做了一一介

绍。 

更令人高兴的是谢玉明、李士俊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

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译成世界语出版，王崇芳先生则将中华民

族的典籍《论语》、《道德经》译成世界语奉献给读者。 
 

积极编译新中国的文艺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语者继续致力于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和

介绍工作。50 年来，他们在《中国报道》杂志上发表了近七百篇文艺作品，

全面而生动地介绍了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在介绍新中国

文学艺术时，该刊特别注意介绍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和艺术成就。在此期

间，《中国报道》刊登了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田汉、老舍、冰心、曹禺

等 60 多位现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使读者概括地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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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成就，同时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同各国世界语者一样，中国世界语者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选编工作。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语版的诗集《和平最强音》和

短篇小说集《幸福》．1959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

了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选》（1949—1959），介绍了十年中中国作家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以后先后出版了世界语版的《鲁迅小说集》、《野草》、《朝

花夕拾》、《毛泽东诗词》、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管桦的中篇小说《上学》

和浩然的短篇小说《彩霞》。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系统地对外介绍中国文

学，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专门成立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语版

的《春天里的秋天》(巴金)、《山村》(叶君健)、《虎符》和《屈原》 (郭沫

若)、《王贵与李香香》(李季)、《青春之歌》（杨沫）、《骆驼详子》 (老舍)。

90 年代出版了《寒夜》（巴金）、《家》（巴金）、《日出》（曹禺）、《雷雨》（曹

禺）、《苏阿芒诗集》、《助学小唱》（ 222 SIMPLAJ VERSAĴOJ POR 

KOMENCANTOJ）。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报道社出版了世界语版的《子夜》

（茅盾）、《四世同堂》（老舍）、《茶馆》（老舍）、《蛙》（莫言）。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还编辑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微型小说丛书，如《献你一束花》、《桔

红色的伞》和《特别奖金》。其他一些出版社还出版了《杜甫诗选》、《唐诗

选译》、《李清照诗选》等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两部《中

国文学作品选》，这两部选集选载了从 1919—1949 年、1949—1979 年 60 年

间 77 位著名作家的 92 篇代表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代和

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一致称赞。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世界语者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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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世界语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能够翻译

任何民族语言的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成为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

桥梁，有力地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也进一步丰富

了世界语的文学宝库。 

    中国世界语者从这些成就中受到鼓舞，他们正在翻译更多的文艺作品，

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丰富人类的文学宝库做出更多的贡献！ 

（2014 年 3 月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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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文局与中国世界语运动 

 

    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这使我们有机会来审视中国

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现实，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有一件事是不完全为人们所熟知的，那就是中国外文

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中国外文局)与世界语运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中

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是 1963 年 7 月四川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外文局的，9 月到中国

报道社从事编辑工作。那时，中国外文局经中央批准刚成立不久。中国外

文局既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代管单位(主管单位是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

员会，简称对外文委)，又是中国报道社的上级单位。 

熟悉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世

界语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特别是在我国对外宣传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新中

国成立后，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世界语者，继承世界语为祖国服务的光荣传

统，以世界语为工具，出版书刊，开展民间友好外交，通过各国世界语者

使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从而同情并支持中国，为新中国的成长和发

展以及世界和平，创造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他们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

国际主义者；既高举红星，又高举绿星，把世界语运动有机地融于为祖国

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服务的伟大事业之中，取得了进步事业和世

界语运动的双丰收。这是中国世界语者用智慧和鲜血开创的一条正确道路。

在中国外文局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报道社、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世界

语者们兢兢业业地办刊物，出书籍，从事世界语运动，促使中国世界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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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复兴到繁荣，赢得国际世界语界和各国世界语者的称赞和尊重。 
 

新中国世界语运动从这里开始 
 

    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政务院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局的前

身。1952 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1963 年在外文出版社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外

文局)成立时，国际新闻局就把筹备出版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作为自己

的六大任务之一。在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曾学习过世界语，并领导过中国

左翼世界语联盟)、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副局长刘尊棋(曾在监狱里学习

过世界语)等人的支持下，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文委)

批准，《中国报道》于 1950 年 5 月创刊，以后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亮点

之一。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以下简称全国世协)也于次年 3 月成立。这是中

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组织，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发挥

着核心的作用。 

    全国世协由新闻总署领导，但它的工作中心是国际宣传与国际联络。

由于当时世界语的国际宣传主要是办《中国报道》，所以协会的具体工作同

《中国报道》一样都是在国际新闻局的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在 1953 年以

后，领导关系更为明确。这一年的 1 月 10 日，政务院文委批示，同意全国

世协的工作委托外文出版社领导(这时的国际新闻局已改组为外文出版社)，

全国世协与《中国报道》正式合并，《中国报道》编辑组负责刊物的编辑、

出版工作，全国世协负责刊物的通联工作。 

    《中国报道》创刊以后，在前三年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普遍欢迎，东

欧各国的世界语者纷纷把杂志上的文章译成民族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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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到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的重视。遗憾的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各国政

府当时禁止世界语团体开展活动，并拒绝接受《中国报道》进口，而这些

地区恰好是《中国报道》发行的主要地区，为此，全国世协暂停活动，《中

国报道》也暂停出版。1956 年以后，随着这一地区对世界语的开禁，胡愈

之向中央报告，建议恢复全国世协的工作和《中国报道》的出版。当时主

管外事工作的陈毅副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国务院于 1956 年 9 月 12 日批准

恢复全国世协组织，同年 12 月，中央批准全国世协“关于恢复编印世界语书

刊的请示报告”，而书刊编辑和出版工作仍设在外文出版社。复刊后的《中

国报道》成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机关刊，而全国世协的主要工作仍然

是办好这份刊物，并翻译一部分世界语图书，交外文出版社出版。在上世

纪 60 年代初期，《中国报道》编辑部正式划归外文出版社领导，不久全国

世协也迁入外文局大楼办公。在此期间，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

事新办》、《中国文学作品选》(1949—1959)等著作。 

    1963 年中国外文局正式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

社的领导和支持，例如，为中国报道社配备了健全的领导班子，充实了编

辑队伍，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专职干部；支持全国世协举办对外宣传成就展

览，召开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推动各省建立世界语组织；同意《中国

报道》杂志从 1967 年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中国报道社建制也从 14 人壮

大到 30 多人。与此同时，外文局还批准外文图书出版社成立世界语组，专

门从事世界语图书的编译出版工作，《毛泽东选集》1—4 卷就是在这一时期

出版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从外文局划归教育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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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外文局老局长罗俊同志复职后，主动向胡愈之会长提出，建议恢

复原有的领导体制，后经中央批准，全国世协重回中国外文局，由外文局

代管。全国世协领导关系转回外文局后，外文局专门给了三至四人的编制，

独立办公，并从外交部抽调著名世界语者张企程同志到外文局，主持全国

世协和中国报道社的工作。从此，中国世界语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推动世界语事业的发展 
 

    为适应改革开放后对外宣传工作的新形势和振兴国内世界语运动，中

国外文局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世界语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外文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国世协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世界语

工作座谈会，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拟定了新时

期的工作方针，恢复和振兴了国内的世界语运动，并加强了与国际世协和

各国世协的联系，加入国际世协，成为国际世协的团体会员。在外文局主

持下，1986 年全国世协在北京申办并召开了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外文

局从各方面保证了这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全国世协发动中国各界知名人

士组成世界语之友会，扩大世界语在国内外的影响。创办会刊《世界》，加

强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应用和与会员的联系工作。全国世协每年派出一

个代表团出席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增进与各国世界语团体和个人

的联系与交流。每两年召开一次国内世界语大会，促进国内世界语活动的

开展。近几年来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举办“中国日”活动，介绍中国特有的文

化，促进各国世界语者对中国的了解。2013 年 4 月 22 日，第 7 届亚洲世界

语大会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举行，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亲自率世界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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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出席会议，更加显示外文局对世界语的认同和重视。毋庸讳言，这些重

大措施对振兴和繁荣我国世界语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报道》杂志的出版方面，中国外文局指导杂志社调整了刊物

的编辑方针，在坚持经济建设报道的同时，突出中国文化、社会生活和世

界语特色，增加了彩色页，提高了刊物的可读性和艺术性，使《中国报道》

越办越好。遗憾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

这些国家的世界语运动受到很大打击，那里的世界语者无经济能力订阅《中

国报道》，致使杂志的发行量骤然下降，加上国际邮费上涨等因素，中国报

道社的财力遇到巨大困难。所以本世纪初，在对外宣传书刊布局的调整中，

包括《中国报道》杂志在内的一些外文版刊物被停办。但是，世界语对外

报道工作并未停止。在中国外文局的统一规划下，《中国报道》网络版创刊，

并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设在外文局内的国家重点

媒体网站之一的《中国网》开通了世界语版，使世界语成为该网对外报道

的九种语言之一，足见外文局对世界语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的重视。 

在世界语图书出版方面，中国外文局同意成立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并

在财政上予以补贴，使该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科技、

人民生活、旅游、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以及世界语的教材和辞书。特别

是最近十年来，外文局拨专款出版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汉世对照中国谚语熟语集》、《道德经》、《子夜》、《四世同堂》、《茶馆》、

《相逢在北京》（画册）、《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画册）、《蛙》

（中国首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由王崇芳先生编辑的《世界语汉语大词典》

也即将在 2014 年出版。30 多年来，中国出版世界语图书之多、质量之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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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 
 

全力保证北京大会的圆满成功 
 

为了展示世界语在对外联络方面的作用，促进世界语在对外交流中的发

展，推动国内世界语运动，中国外文局全力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再次

申办一次新的国际世界语大会。经过多方的努力，申办工作终于获得成功。

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对这次大会极为重

视，他对筹备工作做了如下批示：2004 年大会“不仅要办好，而且要办出特

色，力争使北京大会成为世界语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还要求大家精

心组织、精心安排。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外文局的领导多次集体

听取筹备工作进展的汇报，及时解决筹备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外文

局还从财力上予以支持，从组织上给予保证。时任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

勇亲自兼任大会筹委会秘书长，并亲自抓各项筹备工作。现任中国外文局

局长的周明伟先生对大会十分关心，给予许多指导。前外文局常务副局长

赵常谦作为大会筹备委员会顾问，每周都过问大会筹备工作的进展，经常

直接参与大会组委会的讨论。 

外文局还增派得力干部到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社任职，确保了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受到国际世界语协会和与会者的称赞！ 

（ 2004 年初稿，2014 年 3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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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教学在世界上的正式地位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场所，世界语要能得到迅速的推广，必须拥有众多

的精通世界语的人才，尤其应当有一大批合格的世界语教师，因此，世界

语教学在世界各国的正式地位，一直是世界语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我

们应当感谢比利时世界语者 Germain Pirlot 先生，多年来他通过不懈的努力，

依靠各国的世界语者搜集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在一本专门的小册子里就这

个问题作了客观的报道。 

    世界语运动在东欧各国历来比较发达，因此，世界语教学的正式地位

在这些国家普遍得到了承认。在世界语的发源地——波兰，早在 1967 年

12 月 1 日，就有文件规定，在中小学前三年可以正式教授世界语。文件详

细阐述了世界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并规定世界语教师可以取得正式的头衔，

但世界语仍然属于选修课。 

    在保加利亚，世界语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将世界语作为选修课，并

有正式的教学大纲。1981 年保加利亚教育部颁发了在中学开设世界语选修

课的专门通知。 

    1978 年 9 月，罗马尼亚教育部批准在五所大学的语言系开设世界语选

修课，规定每周教两个小时，学习三个学年，共 165 个学时。 

    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禁止在学校教授世界语，但也没有下达开设

世界语选修课的文件。 

    在南斯拉夫，文教联邦秘书处的内阁首席部长曾于 1965 年 3 月的一封

信中，通知南斯拉夫世界语协会，教授世界语不需要特别的批准，因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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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已经包括在其他外语选修课中。在这个国家的波斯尼亚等共和国，从

1975 年起世界语就在若干小学和中学作为自愿的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学习。

1983 年 2 月 7 日，克罗地亚共和国教育部教育咨询委员会转发了 1982 年第

156—l 号文件，批准克罗地亚世界语协会将世界语作为一项自由活动引进

小学五至八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两个班。 

    然而，形势最好的还是在匈牙利。1957 年，匈牙利教育部就规定：中

学可以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63 年教育部又下令，在一般中学五至八年级

的正式课时里，可以教授世界语。 1979 年教育部采纳了关于把世界语作为

全国一切中学(14—18 岁普通中学的学生)的选修课的正式大纲，这项决定于

1981 年开始实施。从 1980 年至 1981 年学年开始，实行教育部 1980 年第

104 号指令：将世界语作为小学生(6—14 岁)的第二外语，其条件是世界语

学习小组必须由同年级的学生组成，至少要有 12 人，而且中途不能退出小

组。从今年 9 月起所有小学七年级的学生应当选一门选修课，选修课中包

括世界语。 

    世界语教学在苏联的情况各不相同。在爱沙尼亚，教育部批准从 1969

年 9 月开始，在学校八年级学生中可以教授世界语，只要有能胜任的教师

和至少 15 名学生选修。1980 年，爱沙尼亚教育部又批准并出版了“普通中

学七至十一年级的初级世界语选修班的标准提纲”。在拉脱维亚，从 1971

年起，教育部就为所有的学校出版了世界语教学大纲，所用的世界语课本

共 33 课，每课两小时。在立陶宛，早在工 1966 年 4 月就决定可在中学教

授世界语。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七至十一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世界语，每

周学习一个半小时，教育部专门出版了 40 页的课本。在乌兹别克，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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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塔什干和沙玛尔干的中学里组织了实验性的世界语选修班。在俄罗斯

联邦共和国，允许在中小学教世界语，而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教授世界

语得到学校党团组织的支持，但还没有颁发正式的法律。在其他几个共和

国，情况大致同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相同。 

    在欧美各国中，大约有十多个国家已经确认了世界语教学的正式法律

地位。在英国，从 1949 年 4 月起学校校长有权决定是否开设世界语课，可

以正式教授世界语。从 1965 年开始由国家对在中学至少学了五年世界语的

学生进行考试。 

    1968 年 2 月 23 日，奥地利联邦教育局发布 102 号命令，世界语可以在

重点学校三至四年级 (12—14 岁)的学生中开设世界语选修课，每周两个学

时。 

    在比利时，从 1963 年起，中学校长就可以视当地可能和情况决定是否

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73 年和 1980 年，比利时教育部的负责人再次重申了

上述规定。 

    在法国，中等学校可以开办世界语班，愿意参加学习世界语的同学可

以在校内由愿意教授的专科世界语教师从事教学工作。 

    1961 年 9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教育部就下达文件，规定世界语不作

为必修课，只要有地区教育部长的允许，学校校长就有权决定开办世界语

选修班。 

    意大利共和国教育部于 1952 年 11 月下达通知，允许在一切中学里教授

世界语，只要有能胜任的教师。 

    在荷兰，1965 年政府就下令，国家可以给世界语的专职教师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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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教授世界语，可以获得报酬，以后又规定，从 1968 年 8 月起，在各种

中学都可以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在挪威，小学八至九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世界语课。在学校里可以组

织各种形式的世界语教学，最常见的是，学期为一年，每周上两节课，每

节课，45 分钟。这个国家的中学一般学制为三年，学生可以在二年级和三

年级选修世界语课，每周两节课。 

    在瑞土，每个区的教育部都有权决定是否进行世界语教学。在 1980 年

至 1981 年学年，世界语在 Nenchate 法语区和 Tiĉinio 意大利语区进行了实

验性的教学。 

    在美国，只要经校务委员会的同意，校长就有权决定是否开设世界语

课。 

    在加拿大，一般中、小学教育归省里管，地方教育委员会允许搞一些

世界语教学试验，世界语者正在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努力把世界语引进学校。 

    在新西兰，只要校长同意，又有胜任的教师，准许在初级小学教授世

界语。 

    澳大利亚的情况和新西兰相同，校长有权决定是否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在拉丁美洲，巴西允许在中学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68 年 10 月，巴西

联邦教育参议院就正式承认世界语的价值，并就此下达了通知。 

    在非洲，只知道马尔加什共和国曾于 1976 和 1977 年下达教育部中等

教育主任的指示，准许在所有公立和私立中学教授世界语。 

    在亚洲，我国是正式承认世界语在教学上的地位比较早的国家。1963

年 8 月，高教部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发出通知，凡有条件者，可在外语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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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第二外语课或选修课。全国十所大学相继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1981 年

9 月以来，教育部曾两次批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世

界语教师进修班，已为 33 所大学培训了一批教师。今年已举办第三期高等

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1982 年 12 月 16 日，教育部又下达文件，重申“世

界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的一个语种，或开设选修课”，并且规定“今后在毕业、

干部考核及招考研究生等考试时，世界语可作为第二外语科目”。目前已有

兰州大学、成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重庆第三师范学

校、华中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江西教育学院、武汉大学、上海外语

学院、暨南大学、福建师大十二所院校开设了世界语第二外语课或选修课，

安徽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举办了世界语进修班。全国三十多所大学开办了

业余世界语班。 

    在日本，中学教师大纲中明确规定，人们有权正式教授世界语，只要

教师有文凭。 

    在亚洲其他国家，世界语教学似乎还没有取得正式地位。但在阿拉伯

地区，以色列当局允许教授世界语，其条件是校长和家长同意。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语教学已经在二十多个国家取得了

正式的地位，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事。我们相信，随着各国世界语运动的

发展和世界语者的努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世界语教学列入教学计

划。 

（原载《世界》1984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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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世界语者与中国世界语运动 

 

    世界语大约是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据说，接触世界语最早的城市

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哈尔滨。在这里，有许多懂世界语的俄国商人多来往

于海参崴和哈尔滨之间，他们首先在哈尔滨传授世界语。据说当时一位俄

国人到上海开班教授世界语，把世界语带到上海，培养了第一批世界语者。

另一方面，大约在 1909 年左右，在法国留学的华南圭和他的波兰籍妻子华

罗荪(S.Horose)都是世界语学者。他们在巴黎创办了一种《世界语科学文学

杂志》，用汉语和世界语对照编印。该杂志大力提倡世界语，发行到中国，

成为在中国介绍世界语最早的刊物之一。与此同时，刘师培、张继等人在

日本向大杉荣(Oosugi Sakae)先生学习世界语，回国后在上海开班教授。由

此可见，世界语之传入中国，是与俄国、欧洲、日本等国的世界语者有关

系的。 

    世界语在中国传播，虽然曾兴盛一时，但到后来，由于国内政局动荡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语运动就逐渐停顿下来。到了 1919 年“五·四”

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世界语运动才又恢复活力。这时，有一位名叫斯托

帕尼（Stopani）的俄国青年，来到上海，积极传授世界语。他召集上海世

界语同志，组织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中间虽然经历

许多困难和挫折，但他一点也不灰心，一直坚持教授了近两年。为了推进

世界语工作，他甚至把自己大部分薪金捐献给了世界语事业。许多同志见

到他的这种热情，都非常感动。可惜后来这位青年由于厌世而自杀了，死

时年仅 21 岁。在他留给上海世界语学会的遗书中，还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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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未完成的工作，大家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惋惜。事后同志们把他的遗

体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1921 年秋，著名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V.Eroŝenko)来到上海，为上海

世界语学会作了很多工作。当时，他听说上海世界语学会在经济上十分困

难，便发起了一次“国际音乐晚会”，俄罗斯、日本、朝鲜、中国的音乐家参

加了演出。爱罗先珂在晚会上朗诵了自己用世界语写的诗歌，演唱了世界

语歌曲，并亲自拉琴伴奏。这次晚会售出的门票收入除了支付场地租金和

偿还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欠债外，还从国外购置了一批世界语书刊，成立了

一个小的图书馆，供会员借阅。后来爱罗先珂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来到

北京大学担任世界语讲师，听讲者渐渐增加到五、六百人。他除教课外，

还经常在校内外作关于世界语和世界语文学的演讲，并从事世界语文学的

创作。他的演讲和作品大都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成为我国

读者喜爱的读物。1922 年 12 月 15 日，爱罗先珂出席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

北京大学世界语联合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还弹琴演

唱了世界语歌曲，音调优美动听，感动了在座的听众。在此期间，爱罗先

珂经常指导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工作。1922 年，他曾作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

代表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4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到北京以后他向

北京世界学会报告了大会的盛况，并被选为该学会的书记。以后，他又在

北京世界语学会开办的讲习班里任教，每周授课九小时。可惜，在当时的

环境里，他感到异常的寂寞，怀念他的祖国——“俄罗斯母亲”和他故乡的夜

莺，于 1923 年春末回国去了。 

    爱罗先珂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播下的绿色种子却发了芽。就在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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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那一年的秋天，北京开办了一所世界语专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担任世

界语课的教师，就有他最得意的学生冯省三。先后在这所学校任教的还有

两名俄语教师：索佛克罗佛(Sofoklof)和瑟利舍夫(I.Seriŝev)和一名美国教师

鲁特(M.Root)女士，他们也为传播世界语和友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遗憾的

是，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学校终于停办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

三十年代期间，还有一批外国世界语者为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花费了许多心

血。如日本的世界语者、银行职员冈村籴一(Kokamura Kumeiĉi)曾在湖北汉

口教授过世界语(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者方善境同志就曾在他那里学习过世界

语)，1930 年春，他曾当选为汉口世界语学会的执行委员。另一位日本朋友

山鹿泰治(Taiji Yamago)曾于 1927 年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担任过世界语课的

讲师。 

    此外，奥地利信仰社会主义的世界语者爱勃纳(F.Ebner)先生在上海工作

期间，也对上海世界语运动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匈牙利的世界语者费多尔

恰克(Fedorĉak)曾于 1933 年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北京、广州、苏州、

南京等城市，对当地的世界语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在上海逗留四个月的时

间里，他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约请，担任了讲习班教师，并帮助上海世

界语者协会开展工作。费多尔恰克能说一口流利的世界语，他对学员要求

很严，许多老世界语者至今还十分怀念他。 

    在此期间，还有一批来华旅行或访问的世界语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法国的旅行家贝莱儿(Cucien Peraire)，他骑自行车作三万公里宣传世界语的

洲际旅行，于 1930 年冬到武汉，被邀请作了几次报告。又如日本著名大画

家大桥介二郎(Oohaŝi Kaiziro)，德国的世界语诗人泽希勒(Zeihile)和国际世



 

106 
 

界语运动中央委员会派来亚洲考察的代表美国的谢勒(J.R.Scherer)先生。他

们每到一地，或同当地的世界语者联欢，或作学术报告和讲演。这些活动

不仅为各地的世界语者提供了练习口语的机会，而且增进了友谊，交流了

世界语运动方面的经验。 

    在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中，还有着朝鲜同志的功绩，早在二十年代初，

朝鲜世界语者高自性就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开班讲授世界语。我国著名的

作家巴金就是向他学习过世界语的。另一位朝鲜同志，中国名字叫张以仁，

朝鲜名字叫金铿(T.C.Kim)，三十年代初期，曾在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教授过

世界语。在教学中，他经常从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在岗位上》等刊物

上，选择一些短文，供大家学习。他经常教学员们唱国际歌、伏尔加船夫

曲、黎明歌和其它一些歌曲。同时他还积极鼓励学员们同国外世界语者通

信。有时，他还帮助大家修改信稿。当有的学员经济上有困难时，他常常

为他们代付邮费，后来，他和同志们发起成立“北平世界语者同盟”，协助编

写会刊《会报》并把它寄往国外。以后，他离开了北平，临行时，将自己

珍藏多年的世界语书刊全部赠送给中国的同志。 

    在中国的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世界语者把世界语作为有力

的国际宣传的工具，出版了《中国在怒吼》、《东方呼声》、《中国报导》等

刊物。这些世界语刊物向世界各国报道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讴歌了中国

人民的英勇斗争，受到了各国世界语者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译载中国

世界语刊物上的文章，或者举办中国抗战的展览，或者举行各种集会，声

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时，在中国的一部分进步的外国世界语者也投

身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匈牙利世界语者布劳恩(Braun)在香港创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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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使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还同

中国世界语者冯文洛、方善境同志一起，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世界

语版，参加翻译的还有朝鲜世界语者安偶生（Elpin），全部译稿均由布劳恩

定稿。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Verda Majo)是我们不能忘

怀的朋友。她于 1937 年来到上海参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工作，协助编辑

《中国在怒吼》。上海沦陷以后，她到武汉担任日语广播工作。她曾撰写世

界语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声援中国人民

的抗战。以后，她又到了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继续

作抗日宣传工作。在重庆期间，她用世界语写了《暴风雨中的低语》、《在

战斗中的中国》等书，并把著名的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活着的

士兵们》译成世界语。这些作品都在《中国报导》连载，并由重庆世界语

函授学社出版单行本，成为中国世界语者十分喜爱的读物。她不仅关心《中

国报导》和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工作，还经常帮助在《中国报导》社工

作的青年世界语者和函授学社的学员学习世界语，修改他们翻译的世界语

稿件。 

    如上所述，有许多外国的世界语者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世界语，

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很多贡献。他们和中国的世界语者在共同工作

和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朋友

和同志。 

（原载《中国报道》杂志 1981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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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谈世界语 

 

    自从世界语诞生以来，引起了许多语言学家的关注，在欧洲曾为此展

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参加了讨论。有些语言学家以

世俗的传统偏见，对世界语提出了种种责难和挑剔，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

对世界语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予以客观评价。他们对这种新的语言寄予

殷切的希望。 

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对国际语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探讨，他说：“反

对国际语的人总是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国际语永远也不如自然语那么自然、

丰富、优美。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几分道理。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国际语

和英语比较，不是那么丰富；和法语比较，不是那么雅致：和德语比较，

不是那么有活力；和意大利语比较，不是那么优美；和俄语比较，在表达

方面也还欠细致……一句话，国际语与我们的民族语比较，我们总觉得国

际语不是那么自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即民族语的那

些优点，只有本民族的人使用时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和一个法国人使用

的英语相比，国际语肯定会丰富得多；和一个丹麦人使用的法语相比，国

际语也要雅致得多！因为国际语是一种辅助语言，没有民族基础，我们就

得像对待外国人使用的自然语一样对待国际语。因此，国际语者们也就不

必为自己的语言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抬不起头。”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梅耶，一生研究印欧语系的语言，著有《历史语言

学和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等名著。他看到许多人造

国际语都像昙花一现那样很快消声匿迹了，然而世界语却永葆青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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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发展，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他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后，得出了

如下的结论：“柴门霍夫并不是创造，他只是把欧洲各种语言中的共同成分

抽取出来。在各种大的文化语言——只有少数有闲的人才能习得的很难学

得完备的语言之外，加上一种每个人都能容易使用的语言作为国际生活的

日常之用，是很适当的。”可以说，这段话抓住了世界语的基本特点，首先，

这种国际共同语不是柴门霍夫凭空捏造的，而是把欧洲各种语言中的共同

成分抽取出来加以整理而成的，因此懂得欧洲语言的人学习起来就非常容

易。其次，世界语是在各种只有少数有闲的人才能习得，并且很难学得完

备的大的文化语言之外，加上一种每个人都能容易据以作为国际生活的日

常之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既不排斥各种大的文化语言，也不企图取代

任何民族语言，而只是各种语言之外人们在交往时的一种辅助语。这就是

世界语能生存并获得日益发展的奥秘。 

    过去有些语言学家担心，世界语将来一旦在世界各地普及之后，会不

会像其他人类语言一样，因地区的不同而发生分化，成为不同的语言或方

言，从而失去作为国际共同语的功能。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认为

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他说：“世界语不过是一种国际辅助语，既不同于民族

语言，也不能取代各种民族语言。它全部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就

代表一个语音，重音都落在每个词倒数的第二个音节，没有变读，也不能

起变化。语法规则只有十六条，每个词缀和词尾的用法都有严格明确的规

定，而且由于它是国际共同语，为了使不同民族的人能够互相了解，大家

都有使它规范化的要求，不轻易背离它的准则。所以民族语言尽管可以起

变化，而作为国际辅助语的世界语是不会分裂成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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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早在本世纪初就学过世界语，在他的

一生中总是积极地支持世界语运动，他说：“我以为 Esperanto 语根精良，文

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若主张民族文字之人，无

论如何反对，终之不能损其毫末。”： 

    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吴玉章认为：“将来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可免地

要溶化成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世界语正是朝着世界统一语言文字这个总

的方向努力的。而且它在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许多组织，使各国的世界语

者可以互通消息，帮助各国人民相互的了解和一致的团结。世界语还有沟

通中外语言的作用，欧洲各国的文字是比较接近的，而中国的语文却与外

国语文很少联系，因此中国人学外国文是比较困难的。世界语容易学，在

短时间内就可以运用，所以它可以做中国人学外国语的桥梁，这也是世界

语的好处．” 

    语言学家陈原在《社会语言学》这部新著中论证了当今人类社会急需

一种国际交往中共同使用的语言，并提出了这种国际共同语应具备的六个

条件，它们是，一、超民族的，二、中立的，三、具有科学结构的，四、

分音节的、能上口的有声语言，五、有生命力和有弹性的，六、容易学习

而又不是粗劣的。作者指出，世界语符合这些条件而有可能成为这种国际

语。有人认为世界语太简单，不能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他在一篇题为《世

界语七十年》的文章中指出：“世界语之所以简易，是因为它合理、有规则，

这可绝不等于简陋．既然世界语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民族语之上，它具备

了民族语中所有合理的有用的因素，那么，怎么可以设想，它不能表达现

代人的一切思想呢?” 



 

111 
 

    对于世界语能不能作国际语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有一部分语言学家

在辩论。不过，我们可以用芬兰语言学者 J．Lindstdt 的话来结束此文，他

说：“世界语是人们通常使用的语言”，“语言学家决不是今天社会的主要角

色，而且掌握世界语未来命运的也不是语言学家。”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

人民和他们的实践才是决定世界语未来命运的真正主人。世界语诞生一百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时间对世界语是有利的。 

              （原载《世界》杂志 1992 年第 10 期） 

 

 

 

 

 

 

 

 

 

 

 

 

 

 
 
 



 

112 
 

 

中国科学家论世界语 

 

在中国有一批理解和支持世界语事业的科学家，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了

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必要性，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中国科学院科技

世界语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这里收录的是他们在出席世界语大会的讲话

和为世界语杂志《世界科学与技术》的题词。 
 

卢嘉锡：著名结构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今天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国际性语言作为交流信

息的工具，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民族语，由于国家的不同，社会的不

同，经常带有某种局限性。人造的语言，国际上提出过的方案，不止是

Esperanto，起码有半百，所以你们学的是国际语言当中的一种。柴门霍夫

在 1887 年发表的第一书，至今将近一百年，其他语言不存在了，而 Esperanto

还存在。说明了 Esperanto 是有生命力的。 

人造的语言，能够维持一百年，能够存在下来，这已经不能算是人造

语，老实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自然语言了。我说在这一方面，世界

语是有希望的一种语言。这句话并不为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摘自《世界语是有希望的语言》，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 年第

1 期 
 

回顾一百多年来，世界语运动尽管在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出现过不少高

潮和低潮，总的看来，还是发展得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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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增强信心和决心，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再接

再厉，把世界语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现在主客观条件对发展世界语运动十

分有利，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如下三点：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作出决

定，确认世界语的作用，并给予支持；而且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先后建立了

组织机构来推动这项工作；二、学习世界语的人正在迅速增加，现在为数

不仅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上千万，可以说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三、

世界语不仅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里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在现代科

学技术中也越来越得到推广应用，在科技交流和发展中也起着相当好的作

用。 

请允许我借这个很好的机会提出几点建议和希望：一、世界语运动应

该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多方面地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工作；

科技界也应该大力推广科技世界语，推动学术交流，这是当前世界语运动

的重要方面；二、要看远一些，走前一些，搞深一些，要有计划地组织开

办世界语学习班，为科技世界语的发展培养大批的世界语师资和翻译力量；

三、组织人力尽快尽多地利用世界语编写科技读物、工具书和研究刊物，

为发展科技世界语创造更好的条件；四、重视用世界语编写的科技读物的

编辑出版工作，争取尽快地用世界语发表当代有学术价值、有实用价值的

著作；五、定期地召开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及时地用世界语交流科技研

究成果，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将科技世界语运动推向新的高

潮。  

──以上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致词》，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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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及其所创造的世界语，在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民中间是比较熟

悉的。众所周知，由于他怀着崇高的世界大同的理想，一心为世界和平奉

献自己的一切，所以受到我们的尊敬；由于他所创造的世界语，作为科学

合理、简单易学、有利于国际交往的语言工具，已经流行于全世界，同样

也受到我们的敬佩。 

目前我们中国人民处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艰苦奋斗的时

期，因而，今天我们纪念柴门霍夫是有特殊意义的。 

第一、我们要为维护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柴门霍夫主张世界

大同，人类一家，这是具有宏伟设想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当前我们就要为

此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在良好的和平环境中我们才能建设好自己的

国家。 

第二、我们要用世界语作为有效的语言工具，来贯彻执行我国开放改

革的政策，大力加强国际间的科技经贸文化交流，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进

一步的友好合作打开新的渠道。 

第三、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已经超过十亿的国家，既有统一的语言、

文字，又有多种多样的地区性语言文字，自然深刻地体会到推广和应用世

界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大力宣传、推广和应用世界语，在广大人

民中间宣传普及世界语的崇高理想，当然要作为加强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之一来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

重要意义。 

总之，柴门霍夫作为一位杰出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

远为全世界的人民（当然也包括我们全中国人民）所怀念。我相信柴门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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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创造世界语的崇高理想定能实现的，也是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 

──摘自《在柴门霍夫诞生 13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89 年 12 月

15 日） 
 

我们中国科学院一贯重视和支持世界语的推广和应用，不仅过去重视、

现在重视、将来也一样重视和支持。我们所以重视和支持世界语，就是因

为我们认识到了世界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 

经过很长时间的徘徊、冲突和探索，国际大家庭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成员开始觉醒，人类只有生活在一个安定、团结和友好的环境中，才能不

断发展、不断进步，最终迎来鲜花盛开、欣欣向荣的一天。 

世界语在促进国际团结友好合作中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它能发

扬时代的精神，适应社会的需要，很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用世界语可以推动全球性的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大

变革时期，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

活面貌。世界语作为简明易学、方便使用的国际通用语，必然在科技大交

流和国际大合作中发挥重大作用。 

我们应该动员和号召人们，包括所有科技人员在内，大家都来学习世

界语。因为世界语不仅对科技交流、国际合作有用，而且对人的良好思想

品德的形成和培育方面具有无比优越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为了

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大家都来学习和使用世界语。 

──以上摘自《在第 3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原

载《世界科学技术》199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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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报道中国，增进友谊。 

──祝贺《中国报道》创刊 45 周年（1994 年 11 月 21 日） 
 

交流科技，增进友谊。 

──为祝贺《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创刊十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

技术》1995 年第 3 期 
 

于光远：著名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学习和推广世界语的事业应该受到重视。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百年

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说明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各国知识界，包括我国

的在内都可以从中取得利益。 

──为世界语 100 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 年第 3 期 
 

胡克实：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中央

书记。 
 

世界语是人类进步和国际交流的工具。 

学习与推广世界语，为增进各国各民族的友谊、文明和科学昌盛、经

济繁荣而贡献力量。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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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稼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想使世界语成为公认的第二外语的先决条件，我以为是世界语能够表

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各个方面的东西，包括出版百科全书那样的著

作，以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世界语了解和掌握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大家愿

意看的东西多了，学习、研究的兴趣也就大了，学习世界语的人多了，世

界语的发展就前途无量了。 
     

世界语要获得推广应用，必须与科技相结合。否则除了文艺和政治以

外，缺少别的学科的出版物，当然就无法推广为第二外语之用。 

首先应该“发动募捐”，先有相当数量的出版基金，提高稿酬，然后动

员各学科的世界语学者，尽可能多地将各种学科的论著，均译成世界语。

只有这样，才能不落为空论，真正将世界语实际上变成国际间的共同的第

二外国语，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语！ 

 ──以上摘自《给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的信》，原载《世界科学

技术》1986 年第 3 期 
 

严东生：著名无机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今世界处于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人们在时刻关注着科技发展的动向，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急剧地影响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特别在各国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千千万万的科学技术

问题需要解决，不断涌现的大量科技成果需要及时交流，而现代科学技术

也需要通过交流才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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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一个语言交际工具问题，世界语作为一种既能很快学会、又

能很快应用的语言，在将近一百年前就应运而生了，开始在政治、文学、

旅游领域，现在逐渐扩展到科技、经济、贸易方面来。这是一个很有希望

的发展。世界语只有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国际上有许多朋友在

这方面作了一些很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庆贺，我们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界

人士、热心的世界语者一样，也愿意在这方面作些工作。 

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就是在科技领域应用世界语进行科技学术交流的

很好体现。它着重地向国内外表明，科学技术需要世界语，世界语也完全

可以很好地为科技交流服务。 

我相信，世界语一旦和科技相结合，必然会加快世界语在全球的推广、

普及和实际应用的进程。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有一

支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队伍，我们完全有责任、有能力为世界语的推广、

普及和应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说过，现在的播种是困难的，可以说是极其

困难的，但是将来的果实却是甜蜜的、幸福的。在广大科技人员中推广世

界语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必将对

我国四化建设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我相信，在我国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广

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支持、参与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国际朋友的帮助

和共同努力下，世界语在我国科技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必将取得一个飞跃的

发展。 

──《在中科院第 1 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上的致词》（198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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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时璋：著名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 
 

人类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要得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

家和各个地区的接受，使之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共同语言。我认为只有世界

语能够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 

共同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文化交流，有利于

经贸合作，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人类幸福，所以，

世界语不仅要提倡而且还要推广普及。 

──摘自《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 年第 1

期） 
 

贾兰坡：著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

院外籍院士。 
 

世界语尽速发扬光大。 

──为《世界科学技术》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 年第 1 期 
 

汪德昭：著名声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任声学研究所所长。 
 

全球性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日益频繁的科技交流为世界语的发展迎来

了新的春天；在人类明天的历史上，可以相信，世界语的功勋必定是辉煌

的。 

 ──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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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镇：著名古人类学家，曾任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过去搞世界语的人，都非常好；现在搞世界语的人，也非常好。我年

轻时学过世界语，那时，在我的同学中间，学得最好的是在学习中最刻苦

的。为了一个理想，浑身就有了劲。学外语很难，50 岁的人了，还在学英

语第一册，900 句。倒不如先学世界语，再学英语。世界语有说不出的妙处，

学世界语可以很快见效。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讲话》，原载《世界

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世界语一旦和科技、经贸相结合，必将萌发出灿烂的鲜花。因为人类

社会的日常生活一点也离不开科技和经贸。世界语只有和人类的实际生活

相结合，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世界语也像打电话、

看电视那样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只要我们艰苦努力，做过细的工作，

不断地、经常地把它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 

──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致词》，原载

《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蒋丽金：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一切都在飞速发展之中，人们通过交流，共同

分享最新成就。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由于它简明易学，正在社会

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运用世界语，可以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

运用世界语可以加强各国人民密切合作。所以，我支持世界语在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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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推广和应用。我衷心祝愿它繁荣昌盛，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建设以及

世界和平与科学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贺词》，原载

《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朱岗昆：著名气象学家。 
 

我认为掌握世界语，很容易与世界各国交往。它好听、容易普及。现

在农村翻了身。要学外语，可以学世界语，普及起来更快些。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讲话》，原载《世界

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朱丽兰：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众所周知，科技是世界性的，科技成果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进

行科技交流、科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要交流，要合作，必须用语言。世

界语，顾名思义是世界性的。如果有更多人都会用世界语，对促进科技交

流和合作将会起很大作用。 

──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贺词》，原载

《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叶连俊：著名沉积学家。 
 

我们国家正在建设中，如何使自然科学发展得更快些呢？我认为，必

须与世界上不同国家经常交流情况，交换意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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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语言障碍。世界语听起来很美，它可以成为促使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很快

的工具。、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式讲话》，原载《世

界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刘东生：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环境需要全人类关心，国际普通话──世界语也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关

心。 

──为《世界科学技术》题词，原载 1998 年第 1 期 
 

谈镐生：著名力学家，全国政协常委。 
 

把世界语引进科技领域，是一个方向，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有前途

的。科技人员应该普遍学会世界语，用世界语开展科技交流。 

 ──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1985 年） 
 

孙玉科：著名水文地质学家。 
 

科技人员学习世界语很有必要。院机关要办班，我下决心报名参加学

习。你们班最大的 56 岁，带头参加了学习。我一定要向他学习。我祝愿你

们办班办得更好。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讲话》，原载《世界

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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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恒：曾任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世界语，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希望的语言。人们

希望它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它能打破语言障碍，为促

进世界和平、团结合作提供方便，也可以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服务。 

对于懂世界语的人们来说，世界语是一种美好的语言。它只有在“使用”

中才能显示出它真正的价值。我们希望它能在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

促进新学科、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产生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

学术交流活动，以世界语作为媒介，在一系列自然科学的新领域进行研讨，

使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接轨，使困惑人类的一些重大课题，能得

到新的启发。这对于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发展，也将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在中科院第 4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开幕词》，原

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 年第 4 期 
 

侯学煜：著名植物生态学家。 
 

为了搞好经济改革，必须科技交流；而世界语就是各国之间相互学习

交流的必要工具。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 年第 3 期 
 

周尧：著名昆虫学家，西北农学院教授、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所长。 
 

我们要多用世界语来写科学活动的报导，用世界语来写生产资料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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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甚至用它来写专门著作。有些墨守成规的人可能认为不正规，他们认

为科学论文必须用英文来写正文或摘要，如果用世界语写，英、美人能看

懂的少了。但从全世界来说，能看懂的人可能多了或很快多起来的。即使

少了，我也乐意作出这样的‘牺牲’。我想只要文章真正好，学术价值高，那

些不懂世界语的外国科学家也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看懂它或请人翻译出来参

考的，各国世界语者也会把它翻译成为本国文字出版的。 

──摘自《世界语必须与科学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原载《世界》1983

年第 4 期    
 

太阳不独照临于高山，其光泽也普及于幽谷。科学是人类之共同财富，

其论文应当用世界语发表，使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均等享受之权利和机会。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 年第 1 期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论文可以用英、法、德、拉五种文字来发

表，至少用这五种文字之一来写摘要。这样大大方便了欧洲的作者，但给

读者以沉重的负担，特别对东方人来说，因为要读懂这些论文需要学习五

种文字。东方的动物学家在他致力于动物学研究以前，需要浪费他半生的

精力来学习外文。世界语在动物学领域的应用，尤其在分类学上的应用，

一定会使每一个动物学家得到解放！如果世界语能在科技交流中广泛应用，

也一定会使每一个科技工作者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摘自《中国科学家谈世界语》，原载《中国报道》1984 年第 1 期 
 

世界语者主张：各民族内部的交往用各自民族语言，民族间交往应用

世界语──即国际间的普通话，以此作为达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友好合作



 

125 
 

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这一目的的手段。世界语以其易学易懂，自然成为“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桥梁。 

──摘自《用世界语进行科技文化交流和人民外交活动》，原载《世界》

1986 年第 9 期 
 

李振声：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世界形势正处于科技大交流、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发展，要进步，必须参加国际大家庭，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文化科技贸易合作交流。因为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

类的，世界上任何一种创造发明都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经济贸易和

文化教育更具有广泛的国际性。生活在 20－21 世纪的现代社会，所有的人

都有互通有无、互助互利的客观需要。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独善其身的作

法已经完全不适应当前新的国际环境、新的生活方式的特殊条件。人们普

遍产生一种加强信息交流，发展经济贸易，转让科研成果，增进友好往来

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繁荣，邮电交通的发达，全球信息的快速传递，

人与人之间的国际交往已经变得十分容易、十分方便。现在存在于客观现

实世界唯一的障碍是语言。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好适

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一百年来它已经为千百万人所掌握，今后必将为更多

的人所使用。特别是世界语结合科技、经济、贸易、旅游，文化交流，肯

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需要世界语，国

际间的经济贸易、和平友好交往也需要世界语。人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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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只有与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才有强大生命力，才能发挥

巨大的作用。 

为了振兴中华、走向世界，为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

们应该在世界语诞生的第二个百年中，大力推广普及世界语，使更多的人

学习、掌握、使用它；应该创造更有利的学习和应用的环境，使更多的科

技人员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世界语的语言水平，更好地投身到用世界语进

行科技交流的活动中去，努力为四化建设、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致词》，原载

《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方  俊：著名地球物理学、大气学、测量学家。 
 

学习世界语、普及世界语，以利于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 

──为世界语 100 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 年第 3 期 
 

徐伟宣：曾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在当前科教兴国、经济腾飞的我国伟大的历史发展时期，努力促进世

界语与科技相结合、与经贸相结合、与教育文化相结合，是极其富有战略

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因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交际语言，它可以推

动国际科技交流、经贸合作、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于加速我

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对于在世界上建设一个和平、友好、合作、进步的国

际大家庭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在科技经贸领域，坚持不懈地宣

传、推广和应用世界语使之不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大家应尽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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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和努力奋斗的目标。 

──摘自《第五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开幕词》，原载《世界科学

技术》1996 年第 4 期 
 

杨树智：航天部副总工程师。 
 

我听说，世界语学习很有意思。我看了世界语课本，觉得世界语结构

确实很有意思。世界语短期学习所能达到的掌握程度的确不是其他哪门外

语能达到的。出席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都要带翻译，这种情况需要年轻

一代来改变。最快的还是世界语，学了就能用。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讲话》，原载《世界

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孙  枢：曾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我常跟外国科学家谈到语言问题。我说：中国科学家从上初中，有的

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外语，东方人学西方语言，要花很多时间。外国科

学家表示很理解。他们很幸运，作为西方人，学西方语言，触类旁通，一

人掌握几门外语不是难事。而我们中国人，要从事科研工作，在语言上就

要花很多功夫。一门外语起码要掌握三四千词汇，最好六七千词汇，怎么

组合，怎么使用，很复杂。 

世界语的理想，就非常好。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知道了。如果真的有一

种语言，世界上人人都学，共同使用，那么，文化、科技、思想交流就要

方便得多。它将给世界人民很大帮助。它将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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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以上摘自《世界语的理想非常好》，原载《世界》1986 年第 6 期，

2014 年选自《中外名人论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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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家与世界语 

 

    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果戈理、

屠格涅夫、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歌德、塞万提斯、但丁、安徒生、泰戈

尔、高尔基、杜甫、李白、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部

分名著都已被译成世界语，在各国流传，受到人们的珍爱。这些世界语译

本，无论在忠实于原作方面，还是语言流畅方面，与其他译本相比，都毫

不逊色，显示了世界语的生命力。 

    由于世界语比较科学和规则，比其他任何一种民族语都易于学习，又

富于表现力，所以引起了各国作家的极大兴趣。他们有的学会了世界语，

并用它直接从事创作和翻译，有的发表热情的讲话，支持它的发展和推广。 

    俄国 19 世纪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多次发表关于国际语问题的意

见，并亲自投身宣传世界语的事业。他认为，为了解决国际交往中语言问

题，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须有一种新创的简单易学的国际语，而

世界语完全满足了这种要求。他说：“不管怎样，在这种语言学习的初级阶

段，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小，而收获竟是那样的大，以至人们不能

不去做那种尝试。”他表示：“我将尽力去推广这种语言，其主要原因是我确

信它的必要性。”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认为：“世界语在欧洲所有初级学校里进行教

学，是必要的。没有它，真正的和持久的国际和平是不会有的。为了使各

国人民能相互了解，首先要使他们能相互听取意见。祝愿世界语能使那些

许多世纪以来由于语言障碍而无法与外界接触的人们恢复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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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她在上

中学时就学会了世界语，之后她用世界语翻译和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在

抗日战争时期，她以世界语为武器，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支持中国人

民抗战。一次，她在谈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说：“我在中国差不多已经呆了

七年，在各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但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我没有

一天离开过世界语。世界语给了我许多的好朋友，它要求我做一些多少总

是有点意义的工作，它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我为我是一个世界语者而感

到幸福。” 

    印度著名诗人、作家泰戈尔对世界语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对这

种语言，我有所了解。但我还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它。可是我认为，这种语

言对人类将来的关系，有巨大的重要性。”他表示完全赞成世界语运动。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曾于 1922 年在北京大学教授过世界语，他用世

界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童话。他讲的世界语流利得如同自己的母语。他

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就指出：“没有一种公用的语言，人类将不能更顺利地

前进。因为我们的文明现在已经到了这一阶段：没有一种公用语言而想更

快地前进，是绝对不可能的。” 

    法国作家巴比塞以自己的著作被译成世界语而感到自豪：“‘为了千万

人’而说话，应该用普遍的语言——世界语。我的著作被译成世界语，才成

为完整的东西。”他认为创造国际辅助语——世界语，是一种伟大的理想，

这一理想的实现，对于在理智和正义的基础上统一世界，是极其必要的。

他说：“让我们不懈地努力，使我们周围的人了解这一国际语的不可估量的

价值吧!它打开了通向自由和光明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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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悉的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也是世界语的忠实朋友。他发表了许

多支持世界语的讲话。他在 1919 年全俄人民教育委员会关于国际语的辩论

中，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一个为人人共同使用

的国际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了。”他认为“世界语是健全的，并且经

过进一步的发展，会是胜任愉快的国际语的胚芽”。他称赞柴门霍夫给了人

类一个很好的战斗武器，使他们更加接近，形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他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柴门霍夫是神话里从天国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的诗

人，柴门霍夫赠给人类燃起精神之火的火种，可以温暖大地上数百万人的

心房。”他又说：“柴门霍夫由于创造了这种语言，他为自己立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有人认为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而人们不能脱离自然的发展轨道

去创造一种语言，因此认为世界语没有前途。高尔基却认为，人类的一切

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包括语言本身在内。事实上，由于这种语言适应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正在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所以正在变成一种自

然现象。他断言：“世界语是最有前途的国际语。” 

苏联作家、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对这一点体会得最深。他说：“我有一

种先验论的看法，认为未必能借助人造语，即世界语，来创造国际共同语。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为世界语辩护：世界语运动正以不可战胜的力量

发展着，并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项最严肃的事业。” 

    我国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瞿秋白、周作人、

萧军、萧三、萧红、王鲁彦、柔石、叶君健、姚雪垠、唐弢、楼适夷、杨

沫、冰心等，他们中有的是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者，有的本身就学过世界语，

并用世界语进行翻译创作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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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1908 年，鲁迅就在日本学习过世界语。 1918 年他在《新青年》

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世界语，他说：“我赞成世界语的理由十分简单，便只

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更令人感动的是，鲁迅对

世界语翻译工作的关怀。他支持世界语者通过世界语把弱小国家的文学作

品介绍到中国来，将他主编的刊物作为他们发表世界语译作的园地。即使

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忘支持世界语工作。1936 年，他在给《世

界》杂志社的一封复信中说：“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

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年了吧。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

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

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

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后来没有深想下去，所以，现在的意

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

的道理来。然而虽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茅盾先生对世界语的评价也很好。1944 年，他在给重庆世界语函授学

社建社四周年的祝词中说：“爱世语(即世界语)有其崇高的理想，这就是：

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人类之更好的未来，为了‘四海之内皆同胞也’的实现。

把爱世语看成一种简易而便于学习的人造的文字，那就错了；它的价值岂

止工具而已。” 

    文学评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唐弢指出：“学会了世界语，不能去服侍洋

大人，这虽然使买办阶级感到失望。然而学会了世界语，却可以和全世界

有着正义感的人们通讯，交换彼此的意见，报告各种的情形，相互了解、

帮助，求得知识，这是全世界进步的人们所认为可以庆幸的。我因此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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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其成功，预祝整个世界来做它的祖国。” 

    现代作家、翻译家徐懋庸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指出：“世界语，是一

种活用于国际关系上的语言，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死文字。中国的

世界语学习者们常常嚷道：用‘世界语’写的书籍是太少了啊!不错，在现在，

书籍是较少的。单为了看书，不如去学英、法文的好。但是，你如果相信

学问不但是存在于纸上的东西，你如果想结识多国的朋友，想知道多国的

知识的话，那么你必须学习‘世界语’。借了世界语，就可以和各国的现代的

‘事物’和‘人’经常接触了。” 

    儿童文学家张天翼认为：“世界语是人类文化史的产物，而且一天天在

成长，在发展。” 

    我国老作家端木蕻良也号召青年们学习世界语。他说：“青年朋友们，

早日学习世界语，会使全世界都有你的朋友。”因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他就认识到了世界语的重要性，他说“世界语，是语言中的太阳”，“它可以

把弱小民族的非弱小的声音输出国外，传递给颜色不同的人类和风俗不同

的地方。人类有了世界语之后，人类的语言才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端木

蕻良先生还指出：“世界语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对世界传译系统标准化做出贡

献！”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从上世纪初便开始自学世界语，曾参

加过世界语杂志《绿光》的编辑工作。他用世界语翻译和创作过一部分作

品。《秋天里的春天》、《丹东之死》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从世界语翻译过

来的。他说：“我喜欢世界语。我 18 岁开始学习世界语，20 年代中，我对

世界语兴趣最浓。今天……我仍然感觉到世界语对我的大的吸引力。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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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要为人民友谊的事业贡献出我的晚年，这事业里面也包含着世界语

运动。”对世界语本身所具有的优点，他也有很深的体会，他在一篇文章中

写到：“许许多多的古今名著的译文便给我们证明出来，世界语确实能够把

人类的情感表现得非常自由，非常微妙，并不比别种语言差一点。”    

    巴金先生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 1980 年 8 月，他亲自率

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文

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深有体会地说：“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是

值得学习的。特别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运用这种语言是极为方便

的。它能沟通人们的思想，建立友谊。”他坚信世界语将来“一定会成为全人

类的公用的语言”。 

       （原载《全国世协通讯》2004 年第 2 期，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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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今年 12 月 15 日，是柴门霍夫诞生 150 周年纪念日，如何纪念这位世

界文化伟人呢?在这里我想就我搜集的有关他的遗闻轶事谈一谈，从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他的崇高的品格和伟大精神，而这些品格和精神，已经在我们

广大世界语者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承，这就是：为了世界语事业，为了

世界和平和人类美好的大同世界，我们应像柴门霍夫大师那样爱人类、爱

世界，发扬不求名、不为利的奉献精神。 
 

放弃一切权利  把世界语交给群众 
     

在西方，人们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有财产是十分尊重的，法律规

定，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子女有继承权，受到国家保护。

柴门霍夫为创造世界语不仅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而且为《世界语第一书》

的出版几乎倾其所有，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 1887 年 7 月 26 日，在

出版《世界语第一书》时，他郑重声明：“国际语同每一种民族语一样，都

是社会的财富，作者永远放弃对它的一切个人权利。”柴门霍夫把这种语言

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使用它的群众，由群众去决定它的未来。 

    柴门霍夫不仅放弃了作为世界语创始者的专利权，而且还放弃了他的

全部世界语著作和译作的版税，任何出版社和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和再版

他的作品。生前，他多次拒绝出版社和个人付给他的稿酬。1905 年 6 月 20

日，他在给哈契特出版社的信中写道“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建议我索取版税， 

(例如，两年前向我提出建议的有斯特德、马丁、弗里德、阿尔伯特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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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博弗隆特想出版《世界语文库》一书时，他也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弗

鲁克蒂埃尔也为《大词典》等书的出版提了这样的建议)。但是，虽然我在

经济上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虽然他们不要求我作任何工作和发表任何公

开的声明或承担责任，而只是为了感谢我而付给我稿酬；虽然我有充分的

权利接受这些付款，但是我总是拒绝了。”     

    1912 年 12 月 27 日，柴门霍夫在给英国世界语协会的信中写道：“弗赖

尔小姐为编她的课本从我的《练习集》中摘选了一些句子，要付给我一些

稿费，我是绝对不同意的。你们协会的理事会决定给我稿费，对此我表示

由衷的感谢，但这笔钱我绝对不能接受。” 
 

不谋求个人荣誉和特权 
 

    柴门霍夫一向淡薄名利，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严格要求，绝不向社会

索取特权。1909 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 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亨

利·多尔博士说，柴门霍夫博士的天才发明，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和平，因

此他建议大会为柴门霍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而努力。柴门霍夫对多尔博

士的建议表示非常感谢，但他要求大会不要提出这样的建议，也不要把这

件事列入大会的议程。(参见《国际语》1909 年 9 月第 189 期第 427 页)。 

    柴门霍夫在 1911 年 7 月 31 日给赛贝尔特将军的信中写道“给我的旅费

我当然不能接受，我只能接受大会至今为止的传统的规定待遇：在开会的

城市里，我和我的妻子作为大会的客人免费食宿，但我的儿女们当然不是

大会的客人，对于发给他们证件及供给的食宿等，由我自己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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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友人的资助 
 

    在柴门霍夫的书信中，人们还发现他多次谢绝友人和世界语者的资助，

其精神令人感佩。1905 年 5 月 20 日，柴门霍夫在给赛贝尔特将军的信中

写道“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和 376 个卢布。这是一位素

不相识的朋友为了让我参加大会而捐赠给我作旅费用的。虽然我高度赞赏

这位素不相识的捐赠者的好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因此，我请求你向捐赠者转达我的最真挚的衷心的谢意，并把钱还给他。

我在你面前绝不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我去参加大会，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

的。我们没有一点积蓄，我和我的一家全靠我一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维持生

活，所以，旅费和三个星期的工作损失对我来说是足够沉重的了，然而在

我的思想上，感到更沉重的是：我拿别人的钱去参加世界语的第一个重大

节日。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笔慷慨的捐赠，虽然我特别感谢你

——尊敬的先生以及那位高尚的素不相识的捐赠者的友好情意。” 

    1905 年 7 月 18 日，柴门霍夫在给“非常尊敬的先生”的信中写道：“请

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最真诚的感谢，感谢你给我付旅费的建议，但是请原

谅，你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我高度评价你的良好的愿望，但是我认为，如

果不用我自己的钱，旅行就很不好。” 

1906 年 10 月中下旬，柴门霍夫去布鲁塞尔和巴黎，为的是在那里分

别同查理·勒曼尔和埃米尔·亚瓦尔讨论关于世界语的改革问题。当他从巴黎

到柏林时，谢绝朋友们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10 月 23 日勒曼尔写给亚

瓦尔的信中说：  “柴门霍夫离开了，我心中感到很压抑，看着他离去——

消失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这位半个基督徒，他不让我为他买头等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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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票去柏林，自己坐三等车悄悄地走了，只给他的小女儿带了一点糖果，

给他自己带了两块蛋糕。我认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钦佩的榜样。”(参

见《尼斯文学杂志》1959 年 1—2 月第 21 期第 83 页) 
 

扶贫济困 乐于助人 
 

    柴门霍夫在立陶宛、波兰华沙行医多年，虽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

仍然免费为许多穷人治病，并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阿纳托洛·科黑在《我对柴门霍夫博士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柴门霍夫

博士是华沙每周一天免费为穷人治病的唯一的医生。”(《今日保加利亚》1958

年第 12 期第 22 页)     

    埃米利安·洛茨在他的《回忆柴门霍夫》中写道“柴门霍夫不是一个实利

主义者，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他经常为穷人免费治病。”(《波兰世界语者》 

1959 年 10—12 月第 6 期第 4 页) 

    柴门霍夫在立陶宛韦伊塞耶市行过医。在这里，他不仅医术高明，而

且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

孩，小孩病得很重，不断的咳嗽和喘气，原来，当地一位江湖医生胡乱治

病，使小孩中了毒。经过柴门霍夫三个小时的抢救，小孩才排除了危险。

柴门霍夫不仅分文未取，走时还给这位贫困的母亲一个卢布买药。 

    又有一次，韦伊塞耶市一位农夫家里因为失火，孩子被烧伤，柴门霍

夫被请去治疗。他同样没有收取医疗费，而且还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拿出

来给了这位农夫，以至不得不向别人借路费回家。 

    1887 年的春天，柴门霍夫乘马车离开考纳斯去旅行，途中车夫的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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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而倒毙。柴门霍夫立即给车夫 50 个卢布，要他去买一匹新马，为此车

夫感动不已。因为对他来讲，马是他生活的唯一依靠。 

    卡齐米埃尔兹·蒂明斯基曾参加过柴门霍夫大师的安葬仪式。他在《在

墓旁》一文中写道：“跟随在他后面的是浩浩荡荡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是来

自西伯莱地区的群众。由此可见，说我们的大师生前免费为穷人治病并帮

助他们是可信的。”(《波兰世界语者》1956 年 3—4 月第 2 期第 2 页) 

柴门霍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永远活在千百万

世界语者的心中，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原载《全国世协通讯》200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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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提倡学习世界语? 

 

一提到世界语，人们便会问：“世界语是什么？”有人问它是是英语吗，

因为英语现在在世界上最流行；有人说它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其实“世界语”

既不是英语，也不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它是 ESPERANTO 这种人造语言的

中国意译名称。ESPERANTO 是波兰犹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 1887 年

发明的一种人造语，公布这种方案时柴门霍夫用了 ESPERANTO 这个笔名，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语言叫作 ESPERANTO，ESPERANTO 是“希望者”的意

思，所以有人又把这种语言叫作“希望者”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承载着柴门

霍夫及其追随者 “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他们希望通过世界语

能促进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从而实现

世界和平、人类一家，永远和谐相处。世界语的名称是这种语言从日本传

入我国时我们沿用当时日本人的意译名而得来的，也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希

望这种语言能成为一种国际语的美好愿望，所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奠基人

胡愈之把世界语称之为“人类未来的国际普通话”。 

世界语传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现在我们主要用于国际宣传、文化

交流和国际交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世界语广播，已经存在近 50 年；《中

国报道》有世界语的网络版杂志，在国际世界语界已经成为有名的品牌；

我国知名的大型网站《中国网》用 10 种语言对外报道，其中就有世界语版；

近 50 年来我们出版了包括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在内的上百种中国文学、艺术

作品，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此外我们每年还派出世界语代表团

出席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与各国世界语者学习交流，促进了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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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学习世界语到底有没有用，是近百年来人们经常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要找工作，不如去学习英语、日语、法语、德语，因

为世界语现在还不普及，应用的范围比起上述语言来还窄得多，不能解决

你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但是这不意味着世界语完全没有用，有没有用，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你是不是很好地掌握了这种语言，并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

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我的了解，学习世界语至少有以下一些用处： 
 

    第一、世界语是学习西方语言的一把钥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喜欢外语的同志不妨先学习世界语，它会帮助你更快更好地学会西方

的其他语言。这是因为世界语的辅音和元音大多数是西方语言中共同具备

的，而且一个字母发一个音，没有变读，减轻了记忆的负担。它的词汇 60％

来自拉丁语族，其中包括法、意、西班牙等语。30％来自日尔曼语族，其

中主要是英语和德语。10％来自斯拉夫语族，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

所以世界语的许多词汇的词根对于学习过西方语言的人说来都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同英、法、西、意、德语相近或相通。世界语还吸取了西方语言

中许多合理成份和优点。例如借鉴了俄语中的前缀和后缀来缩小词汇量，

大大提高了词的能产性，也减轻了初学者记忆单词的负担。在世界语的科

技术语中，有许多词缀或构词成份直接来源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等民族语。

再如，世界语的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是吸收了拉丁语、西班牙语

的优点。总之世界语同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很接近，先学会它，有助于你

较快地学会其他西方语言。 



 

142 
 

    胡愈之同志曾说过，他中学时感到学习英语很困难，后来通过世界语

学会了英语。北京外交学院的沙地教授学习外语时被老师称之为“你的天资

与学习外语无缘”，而他正是通过世界语学会了法语。 

    李克希 50 多岁开始自学最难的拉丁语，而且成为西北农大的拉丁语教

员，主要得力于他原来就懂世界语，在他学习拉丁语的过程中许多国内外

懂得世界语的拉丁语教授成为他的恩师，帮助他较快地掌握了拉丁语。 
     

第二、世界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评定职称 

国家规定申报高级职称需要懂得一门外语。1983 年高教部发文，重申

世界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评定职称，或报考研究生也可作为一门外语。广

西、新疆、辽宁、甘肃、四川等许多省、市、自治区都曾下达文件，规定

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具体办法。它们举办广播、电视讲座或学习班，

经过教育部门认可的考试，凡及格者即可在晋升职称时免试第二外语。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数百人通过世界语晋升了高一级职称。 

    河北师范学院英语专业的冯梅，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世界语的学习。1986

年她以世界语为第二外语，考上了河北师院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研究生。 

    如果你已掌握一门西方语言，若以世界语为第二外语，比选其他语言

更易掌握，尤其对于年过 40 岁的同志，要重新学习第二门外语，的确不容

易，可是学习世界语，相对地说就容易得多。上世纪 80 年代几十个大学外

语教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语教师培训，经过一年的学习就能担任世界

语选修课的教师，足见懂得一门西方语言的人掌握世界语相对容易得多。

许多在世界语方面有成绩的人，如王崇芳、周流溪等人都是英语教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从事西班牙语教学的李威伦先生，在讲习班学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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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世界语，后来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凭着他在教学方面的经验，编写

了《世界语读本》和《现代世界语》上、下集两套教材，深受读者欢迎，

曾多次再版。 

    北师大教授周流溪过去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1979 年开始自学世界语，

后来将屈原的《离骚》等翻译难度很大的名著译成了世界语，他还编写过

《八种语言对照世界语基本词汇》，翻译过《世界语学概论》一书。在 20

多年里他在北师大坚持开设世界语课，培养了一批批世界语者。 

    这些例子说明，他们学会世界语，不仅对他们评定职称有帮助，而且

使他们在编写教材、翻译文学作品等方面有所收获。 
 

第三、世界语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为中外文化交

流作出贡献 

如果你能娴熟地掌握世界语，既可以通过世界语将我们的灿烂的文化

介绍到国外去，又可把国外的文学作品推荐到中国来。 

    黄石工程师胡国柱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自学世界语，几十年世界语

陪伴他一生，翻译了许多名著，如鲁迅的《朝花夕拾》、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大量的唐诗、宋词等古典诗词，还创作了许多世界语诗歌、散文。这

些成果或见诸于国内外世界语的刊物，或出版专著发表。他撰写的《世界

语诗词格律》一书成为许多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诗歌创作的必读著作，受

到人们的青睐。      

    江苏镇江中学英语教师王崇芳也是一位知名的世界语者，他刻苦自学

世界语将老舍的《骆驼祥子》、《论语》、《周恩来传略》、《道德经》等著作

译成了世界语，并已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为宣传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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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出了贡献。他还用近二十年的时间，独自一人编著了《汉语世界语

大词典》、《世界语汉语大词典》，这两本词典就收词、例句之多、解释之详

细超过国内任何一种同类词典。他深有感触地说：“学习外语主要靠勤奋，

三分聪明，七分努力。”他认为：“人只要有锥子精神，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所谓锥子精神，就是要像锥子那样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进行钻研。” 

    华东师大教授徐声越在高中阶段自学世界语，以后翻译了《新事新办》、

《火光在前》、《和平最强音》、《野草》、《中国诗歌选译》等大量中国文学

作品。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语诗人。 

    魏以达教授也是在高中阶段学习世界语的，后来将巴金的《家》译成

了世界语，受到巴金的赞扬和读者的欢迎。现在他主持《世界语学习》网

站的工作，继续为推广世界语作贡献。 

    解放前曾经是杭州邮局分拣员的孙用先生，自学世界语后将《勇敢的

约翰》、《上尉的女儿》、《裴多菲诗四十首》等 10 多部外国名著译成中文出

版，成为著名的世界语翻译家，受到鲁迅的赞扬，由于在翻译匈牙利文学

作品方面成绩突出，曾获得匈牙利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 

巴金学了世界语后，翻译了《骷髅的跳舞》、《秋天里的春天》、《过客

之花》、《国境之夜》等几十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家中翻译外

国文学最多的作家之一。 

被鲁迅先生誉为乡土文学作家代表的王鲁彦也是一名世界语爱好者，

一生致力于东欧文学的介绍，翻译了《犹太小说集》、《世界语短篇小说集》、

《显克微支小说集》、《苦海》作品，以后又翻译了果戈里的小说《肖像》、

克罗地亚的小说《忏悔》。光华书局后来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失掉了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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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书。 

此外，还有钟宪民、劳荣、金克木、魏荒弩等世界语者也通过世界语

把大批外国名著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因世界语而成就自己一生的也不乏其人，例如

北大俄语系毕业的谢玉明同志，在学校他选修过世界语，分到中国国际电

台俄语组后，自愿到世界语组工作，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世界语的

学习和钻研上，曾主持电台中国文学专栏，把中国古代和当代文学系统地

介绍给听众。更可贵的是他通过 12 年艰苦努力，第一个将《红楼梦》译成

了世界语。作为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他为新华世界语

函授学校撰写了学习课本，选编了大量的世界语读物。他还为电台世界语

部编辑了《世界语分科词汇》和《同义词词典》等。由于在世界语方面的

成就，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获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颁发的“最高

终身成就奖”。为了培养自己的女儿学习世界语，从女儿学习讲话开始，坚

持用世界语与她对话，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天生的世界语者”。 

《中国报道》杂志社的译审李士俊先生更是中国翻译界的奇人，他在近

二十年的时间里，独自一人翻译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成

为中国翻译界的奇人，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四世同堂》、《聊斋志异选》、

《寒夜》、《春天里的秋天》、《阿诗玛》、《孔雀东南飞》、《王贵与李香香》、

《配图古诗选》、《子夜》、《汉世中国谚语熟语集》等数十部中国文学作品，

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全国翻译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目前获得这一殊荣的全国翻译界只有 11 人。李士俊先生一生致力于世

界语工作，还是我国知名的世界语作家、教育家和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



 

146 
 

也曾获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颁发的“世界语运动终身成就奖”， 被媒体誉

为“当今中国世界语界的泰斗”。值得一提的是李士俊先生既不是大学毕业

生，也没有留过学的经历，世界语是通过函授学习的，几十年来他热爱世

界语，坚持刻苦学习钻研，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翻译工作，终于成就了他的

不平凡的一生。 

在世界语界久负盛名的苏阿芒，也是一位自学成材的著名作家、诗人，

他的成功是文学领域的一个奇迹。他出生于 1936 年，少年丧父，与母亲相

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他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爱外语。1954 年，

苏阿芒中学毕业，他满怀热情地报考大学西语系，结果是连续 3 年参加高

考均名落孙山。原因是他的父亲在旧法院当过两年的书记员而难过政审关，

被取消录取资格。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大学之门对苏阿芒是可望不可及

的。可是苏阿芒经过痛苦地思索之后，他决心选定了一条自学的道路。上

中学时，他的英语、俄语都学得很好。为了自修外语他给自己提出了严格

的要求。每天很早就起床，晚上学到深夜。他勤奋学习，常常忘记了吃饭。

他在继续提高英语和俄语水平的基础上，又自学了德用和法语。这时的苏

阿芒家境更加清贫，他无钱买书，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对外文书籍一

本一本地“啃”，没有老师，他就找机会同“老外”对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

苏阿芒结识了一对意大利侨民夫妇。他就主动找上门去。请他们教授意大

利语。这对夫妇被他热情好学的精神感动了，收下了他这个学生。苏阿芒

聪慧好学，加上勤学苦练，从语言、语法到修辞写作，很快就掌握了意大

利语。1957 年，他用意大利文写的评论文章，在意大利《第七日》刊物上

发表了。这件事，使他很兴奋地意识到：外语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如果真



 

147 
 

正掌握了这种工具，没上大学也可以为祖国服务。于是，他通过查找字典，

或者把几个国家或语种的字典、词典互相对照学习的办法，他又先后掌握

了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波兰语、瑞典语、捷克语、葡萄牙语、

丹麦语、挪威语、世界语等 21 种语言，其中世界语和意大利语学得最好。

从此，他开始用 20 多种文字写作，他的《我爱你，中华》、《在詹天佑铜像

前》、《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300 多首抒情诗、叙事诗，在世界

50 多个国家用二十多种文字刊载。他以诗歌的形式向世界人民介绍聂耳、

屈原、杜甫、詹天佑等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和各地的名胜古迹，翻译我国

的民间故事和寓言。他的世界语作品在国外引人注目，被称为“年轻的天才

的中国世界语诗人”。1957 年，苏阿芒被吸收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1965

年被日本邀请参加赛诗会，获得国际优等奖，并将全部奖金献给了国际世

界语协会亚非基金会。他先后担任国际世界语协会驻华联络员、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理事，国际世界语博物馆馆员，国际世界语文学季刊《世界文

化》特约撰稿人等。在是非颠倒的文革 10 年动乱中，苏阿芒投寄国外的那

么多信、稿，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抄家、批斗之后，他被关进监狱，判

刑 15 年。在身陷困境之中，他仍然让母亲给他订一份世界语版的《中国报

道》杂志和意大利文版的《新团结》报。他向管教人员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允许他看外文书。有的犯人讽刺他：“都落到这份儿上，还学这玩艺儿，

到梦里去当翻译吧！”可他却在一首诗里写道；“不管诗人将遭到多少痛苦，

没有纸，也没有笔，只有无比的愤怒！”在整整 10 年零 4 个月的监狱生活中，

诗人用他敏捷的思想构思了四五十首诗歌，而这些作品都一一刻在他的脑

海中，出狱后才把它们记了下来。1978 年，中共天津市委通过调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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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阿芒的问题纯属冤案，1979 年 1 月 19 日，苏阿芒予以彻底平反。4 月 29

日，《光明日报》用第三版整版篇幅介绍他的事迹，引起轰动，一夜之间，

苏阿芒成为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各种社会活动、采访、接见、开会、讲

话使他应接不暇，这颗曾被乌云遮没的世界语文坛上的新星，又重见天日。

国内外无数人为他的命运好转而高兴。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致电慰问，英国

女诗人布尔东寄来钱，意大利汉学家阿德里亚诺·马德洛博士亲自前来探望。

8 月 27 日至 31 日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接

着先后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

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此后他被安排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由于刻苦勤奋，

苏阿芒成绩显著，1979 年，意大利出版了用意大利文创作的诗集《来自中

国的诗》（上、下两册）；1982 年用世界语出版了诗集《夏日悲歌》，1983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用中文创作的诗集《迟开的素馨花》，后来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苏阿芒诗集》。 
 

第四、科技工作者可以用世界语进行科技学术交流 

首先，在国际上有许多的世界语的科技组织，如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协

会、国际世界语者数学家协会、世界语鸟类学团体、国际农业专家世界语

者协会、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其次有各种专业世界语杂志，如《人与宇

宙》、《科学杂志》、《海鸥》、《国际医学杂志》、《国际地质》等。世界语者

喜欢交友，可以通过通讯启事结识同行，相互交流科技资料，促进科技方

面的研究工作。 

上海崔之骏是一位副主任药师，1982 年学习世界语以后，曾在国际医



 

149 
 

学世界语协会专业会刊《国际医学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编写《汉

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主编出版《植物药双语词典（汉语世界语）》专

著。曾促成上海药学会与波兰药学会组织药师互访。1988 年获国际医学世

界语协会颁发的 SHINODA 奖。  

西北农业大学的周尧教授是我国昆虫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从 30 年代

就通过世界语同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建立了联系，以后又借助世界语到意

大利留学，他多次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在昆虫学

方面的研究论文，也用世界语出版了自己昆虫方面的著作，同各国科学家

进行交流。 

李克希是从事水利工作的工程师，学习世界语以后，通过世界语编译

了《昆虫形态图解》、《人体解剖名词》等著作，在编辑的过程中得到外国

世界语者和专家的通力合作。 

王迪生是安徽蚌埠市铁路中心医院的药剂师，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学习

世界语后致力于中医学的介绍，曾独自编译并出版了《中国药膳》一书。

这是我国第一次通过世界语系统介绍中国药膳的著作，曾多次参加国际世

界语大会，在会上介绍中医药基础知识，两次应邀到北欧国家讲学，受到

医学界的欢迎，现为国际自然疗法协会（Internacia Natur-terapia Asocio）副

主席。 

江西医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顾建华教授精通俄语、英语，1983 年学习

一年世界语后回校坚持开设世界语的选修课，并主编了《汉世英法中医术

语词典》，不仅宣传了中医中药，而且丰富了世界语词汇。 

在甘肃泾川县有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的黄银宝同志，他自学世界语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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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把世界语和本专业结合起来。为了使世界语能在他的农业工作实

践中得到应用，他就写信给国外的世界语朋友，请他们协助寻找一些国外

品质优良的种子。他要用这些种子作一项科学实验。接到他的信件以后，

很多世界语者积极响应他的计划，有的直接给他寄来种子，有的在国外的

刊物上发表推荐他的计划。甚至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徐吉洙先生也在游

历各国的时候为他进行宣传。在各国世界语者的帮助下，他搜集到了 20 多

个国家的 53 个优良品种并且成功地从中选育出一个西瓜的优良品种。按照

有关规定选育者有权为这个新品种命名，于是黄银宝将这个西瓜品种命名

为“绿星号”。由于绿星号西瓜优质高产、多汁味道鲜美，这项科研成果得到

了当地科技部门领导的支持，专门拨出款项支持实验，后来绿星号西瓜通

过了地区的鉴定，得到了肯定。黄银宝也为此获得了县里的特别嘉奖。在

黄银宝所在的地区农民种了很多荞麦。但是在当地却没有一家工厂能够对

荞麦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荞麦食品。黄银宝就通过日本北海道的世界语

者 Acusi Hosida 先生的帮助，引进了日本的优良荞麦品种。Acusi Hosida 先

生还在日本的报刊上登出了黄银宝的求助信。Acusi Hosida 先生本人也多次

前往有关工厂了解生产荞麦挂面的技术，将有关资料翻译成世界语给黄银

宝邮寄过来。黄银宝把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提供给当地的食品厂。不久当

地也生产出了荞麦挂面，给当地增加了新的品种，提高了荞麦的价值。这

些都要归功于世界语和世界语者的帮助。多年来，黄银宝一直坚持在自己

熟悉的领域里探索世界语的应用和实践，还用世界语写作了一部专著《西

瓜及其栽培》。从 1994 年起，黄银宝同志就坚持只使用世界语来写作，在

《科学杂志》和《国际农业》等国内外的世界语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科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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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章。1996 年底，黄银宝和国外的一些世界语者同行发起成立了国际

农业世界语协会并被推选为秘书长。该协会的宗旨是在农业、园艺、林业、

畜牧、水产、植物保护及其相关的领域内推广和应用世界语。由于黄银宝

先生在农业科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1996 年国家科委授予黄银宝全国星火

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第五、由于世界语者喜欢交朋友，可以通过它找到各种爱好的挚友 

喜欢集邮的同志学习世界语最有帮助，因为通过它可以在各国找到知

己。在世界语界有集邮家世界语协会-世界语收藏者之友社，出版《绿色放

大镜》杂志。南京 43 中教师宋绳坦喜欢集邮，经过多年的积累，他的世界

语邮集在江苏省第一届邮展中获得三等奖，在 1983 年举行的中国首届集邮

展览中获银牌奖，在 1989 年举行的中华集邮展览中获得镀金奖，在瑞典、

巴西举行的国际邮展中获铜牌奖，在雅加达举行的第 8 届国际邮展中获得

银奖。现已成为知名的世界语集邮家。1988 年以后先后编辑了《世界语邮

票目录》、《世界语邮票目录续编》、《世界语汉语集邮术语》等著作。受到

各国世界语者的珍爱。在国内有许多世界语者借助世界语集邮，他们的邮

品许多在省市邮展上获奖。 

宋子彬是一位围棋爱好者，1970 年到蚌埠水泵厂当工人，后任厂职工

学校教师。1978 年开始，自学《日语》、《世界语课本》、《世界语插图

大辞典》、《世界语语法大全》等书籍。1984 年被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聘

为助教。1983 年用世界语写出了《围棋史源》、《围棋中盘战略探讨》和

《世界语围棋术语必须统一》等学术专论，被国际世界语围棋协会 (总部在

日本)和世界语国际象棋协会 (总部在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吸收为正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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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任命为国家代表，中国代理人。1985 年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围棋协会”

并担任筹备组副组长。1986 年出席了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成功地组织

了有 30 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世界语者围棋赛”。1987 年，与人合作翻

译了《围棋吃子技巧》、《日本围棋妙手 116》、《林海峰名局细解》、《围

棋打劫技巧》等四本日本围棋著作。他曾担任安徽省世界语协会常委理事、

安徽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国际世界语围棋协会副主席。1987 年获安徽

省职工自学成才一等奖。1991 年，应土耳其世界语分会之邀，宋子彬先生

从此踏上了海外创业新路子。经国际友人指点，他发现土耳其是世界上节

日最多的国家，几乎三两天就是一个节日，而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还是

女儿节、复活节、圣诞老人节，亲戚朋友之间都是要相互送礼的，这便给

礼品商店带来了无限商机。宋子彬先生也随之成为一名经营中国礼品的商

人，宋子彬便拿出一部份挣来的钱成立了土耳其中国旅行社和故乡人酒家。

以此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到土耳其安居乐业。宋子彬后来成为土耳其华商会

主席，他现在经常到国内做生意，并在贵州等地有投资。 

中国军乐团黑管演奏家程永华 1984 年学习世界语后加入了国际音乐世

界语协会，成为该组织在中国的联络员，他曾在国内外世界语会议上演出，

受到大家的欢迎。他经常与国外的同行交换乐谱，为中外音乐的交流做出

了贡献。一次他们团应邀到芬兰哈米纳演出，一位当地的世界语者早早就

到他下榻的宾馆等候，凡有程永华演出的他场场必到，这让老程十分感动。

这位芬兰朋友还邀请他和队友们到他家中做客，队友们都十分赞叹：竟然

在这座小城也能找到朋友！ 

残疾人通过世界语也可以找到朋友，由此给他们的精神生活带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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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山盲人工人樊东升，在 80 年代节衣

缩食参加了世界语学习，学习世界语以后同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建立了

联系。荷兰朋友 Nora 免费邀请他参加了当年在荷兰召开的盲人世界语大会

和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出席大会前还收到了世界各国盲人世界语者寄来的

慰问信和各种盲文读物和盲人用品。1994 年，他创办了亚洲第一期世界语

盲文杂志《心灵之窗》。该杂志每年出版四期，每期六十至八十页不等，

这份杂志是他用盲针一针针扎出来的，引起国际世界语界的关注。荷兰的

《接触》、德国的《盲人世界语者》、前南斯拉夫的《日出》、保加利亚

《星火》和国际《世界语纽带》等世界著名盲文杂志，都纷纷转载《心灵

之窗》的文章。荷兰八十五岁的盲人抚摸着它感动得流下眼泪，向他赠送

了价值三千荷盾的美国产盲文打字机。意大利通讯评论道：“一个中国盲人，

用最古老的盲文书写工具，扎出了东方的奇迹。这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的

盲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像的。”日本盲人世界语组织得知此信息，汇来

150 美元定购 30 册样本，以作研究。2004 年夏季，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

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为了出席会议，一批盲人世界语者提前一周

到达中国，准备就绪，意大利一位朋友邀请他一家人去京陪伴他们。十几

年的老朋友在京相逢，他们双方都很激动。他们在亚运村宾馆为樊东升一

家订好了套间客房，用北京绿茶饮料招待他们。次日，意大利国朋友带他

们到石景山公园、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游览。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中国盲

文之父、老世界语者黄乃得知樊东升的事迹后与他建立了联系，他将多年

来积累的盲人读物寄给樊东升，鼓励他好好学习世界语。后来得知他家庭

生活困难，每年春节黄老都要给他家寄一笔钱接济他。 

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诗人毛自富自学世界语的事迹更加催人泪下。1985

年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常德供销学校任数学教师，刚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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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的毛自富，被一场车祸撵成超高位截瘫：“第七颈椎脱位，乳头平面

以下无知觉，双臂麻木，双手十指不能运动，大小便失禁。”面对这样一份

诊断报告，毛自富失望、沮丧，无边的苦痛像魔鬼一样吞噬着他的心灵。

1987 年初，同在常德供销学校任教的湖南师大校友刘小姐给毛自赋送来一

本《贝多芬传》，扉页上是她题写的贝多芬的一句名言：“扼住命运的咽喉。”

这是毛自富有生以来看得最入迷的一本书。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消极情

绪。他想：贝多芬在身残之后居然能创作出《命运交响曲》，发出“生命是这

样美好，活他一辈子吧”的热切呼唤，使自己成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代宗师，

而我有什么权力自暴自弃呢！深切的自省后，他开始奋力寻找那片属于自

己的生命蓝天。一位朋友给他送来一大堆世界语教材和教学磁带。他躺在

病床上，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世界语初级和中级的全部函授教材。之后，

他又请人买来《世界语诗词格律》和《世界语汉语词典》两本书，通过一

年多的时间研读，归纳出 4000 多个分类同韵的世界语单词，为他走上世界

语诗歌创作之路打下了基础。他订阅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和《世界》，

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语朋友们赠给他的书籍。1993 年 6 月，他用世界语写

成的一组诗歌在比利时世界语协会会刊《一月》上发表；同年 8 月，该杂

志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世界语小说《诱惑》。从此，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

在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荷兰、芬兰、瑞士、保加利亚、日本、巴西等

国的世界语刊物上。包括著名诗人威廉·奥尔德在内的许多世界语人士给他

寄来刊物、书籍，甚至给他捐款捐物，使他感受到世界语大家庭的温暖。

此后毛自富买来《周易》、《庄子》、《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

用世界语诗歌的形式向国际社会诠释这些作品的精神内涵。他还写文章介

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旅游景点，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毛

自赋的诗作《一生》和《裂缝》，在 1995 年 7 月举行的第八十届国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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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会文艺竞赛中获得“文学新人才奖”。作为国际世界语组织的最高奖项，

从 1950 年到 1997 年的 47 次评奖中，全世界先后只有 37 位获奖者。毛自

富在中国人中是第一位获得此奖者。他的名字频频走向世界。1997 年 7 月

在第 82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他又获得格拉博夫斯基“美文学贡献奖”；1998

年 1 月，法国世界语协会出版了他的诗集《变迁》。以后美国纽约的 Mondial

出版社又出版他的新作《安泰之歌》。2009 年他应约翻译了陈昊苏的诗集《希

望之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他的事迹经湖南电视台、湖南日报等新闻媒

体报道后先后被评为“自强不息的优秀青年”、“常德市十大新闻人物”、“湖

南十大杰出青年”。毛自富非常感慨地说：“世界语对我来说，它是实实在在

的精神食粮，同行之间，心声的交流，是我最大的安慰”，“我感到满足，我

感到振奋。虽然世界语不能给我带来面包，但它给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

粮。世界语使我重新拥有一切。” 

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世界语铁路员工联合会，我国一些从事铁路工作

的员工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如李森、韩祖武、朱命合等，他们就加入了这

一组织，有时出席他们的年会。在国内我们也成立了中国铁路员工世界语

协会。  

从事教师工作的许多世界语者，多年来与国际教师世界语协会建立了

联系，现在我国教师世界语者协会也已经成立，他们与国际教师世界语协

会已经建立经常性的交流，中国教师世界语协会主席弓晓峰教授去年还当

选为国际教师世界语协会副主席。 

国际上还有一个青年世界语组织，我国也成立了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

各国青年之间的交往有利于大家相互了解和学习。 

    在世界语界还有各种业余的专业的世界语组织，如国际世界语者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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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爱好者协会、国际汽车司机世界语俱乐部、国际无线电爱好者协会、

国际世界语者骑车运动协会、世界旅游国际协会、国际邮政电信职工世界

语协会、全世界世界语者新闻记者协会、国际作家世界语者协会，甚至世

界语的佛教、基督教组织，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加入，但是懂得世界语是你

加入这些组织的首要的和必备的条件。 
 

第六，学会世界语可以参加世界语界的各种活动，还可以借此机会到

各国观光旅游 

随着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开展，国内外的世界语活动也越来越多，在

国内每两年开一次全国世界语大会，各地也相继举办了一些地区世界语会

议，如东北三省、内蒙古世协多次举办世界语大会，许多省还举办了世界

语年会、学术会、世界语夏令周等活动，在我国还举办了第 71 届、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在国际上每年 7 月底

到 8 月初，要在不同的国家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亚洲还举办亚洲世界

语大会。这些会议一般都有旅游安排，如一日游，会前游、会后游。这些

都为世界语者参加这些活动提供了机遇：在会上既可结识新朋，又可会见

老友，还可了解其他国家世界语运动情况，切磋世界语学习方面的心得，

交流专业研究成果和信息。会议期间，大家还观光当地的风景名胜，其乐

融融。近几年来还有许多世界语者应邀到一些国家参加国内世界语大会和

世界语活动，有的外国世界语者和组织甚至在经济上予以资助。随着改革

开放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国际间的这种交流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世界语

为你创造了这种良机。 

北京世界语者韦山，1996 年想去捷克布拉格参加第 81 届国际世界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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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拿到捷克驻华使馆的签证以后，由于中国没有直达捷克的飞机，只能

绕道西欧国家，后来他决定从布鲁塞尔转机。但是必须有比利时世协的邀

请函，比利时使馆才能发签证，而时间离大会开幕只有三周了。情急之中，

他只好求助于国际世协的年鉴，他查到了安特卫普世界语协会的地址和电

话，他给他们说明了情况，请他们给他发一个邀请函，借道布鲁塞尔去捷

克。比利时的世协当天就给他办理了手续，将邀请函的复印件发到了比利

时驻华使馆，并电话告诉他，邀请函已发使馆，明天你就可以去办理签证

申请了。在电话中还问他是否到过安特卫普，需不需要人接站，最后一位

老人到机场拿着《中国报道》刊物接他。而且安排在他们家住宿，第二天

陪他去世界语协会，与当地世界语者见面，并安排他在当地观光游览。会

后有的世界语朋友还邀请他到西欧一些国家旅游。 

在这里还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山东大学副教授刘晓骏是一名法语和

世界语教师，一次到欧洲旅游，在意大利罗马观光时与旅游团走散，无法

与导游取得联系，他不懂意大利语，无法与当地人沟通，他只知道旅游团

当天住圣马力诺一家宾馆，而且第二天就要离开罗马，旅行团不可能因为

找他而耽误全团的行程，这可把他急坏了，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他随身带

了一本国际世协出版的一本《年鉴》，上面载有各国一些城市的世界语组织

和联络员的地址和电话，他立即查到圣马力诺一位联络员的电话，请求他

给予帮助。这位联络员是一位神父，接到电话后，他一方面让刘晓骏放心，

在原地等候，安抚他不要着急；一方面帮他查找宾馆，经过一个个电话联

系，终于找到了旅行团所住的宾馆。于是这位神父亲自开车，把他接到自

己的家，为他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晚饭已经临近晚上 12 点，神父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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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不用着急，他已与旅行团领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一早他给他送到宾

馆，不会影响他的行程。刘晓骏考虑到神父每天早上还要祈祷，不想再麻

烦他，在表达万分感激之情后当天晚上神父给他送回了宾馆，同伴们开始

都为他着急，当见到他时都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 

由于世界语者喜爱旅游，湖南国际旅行社的老总杨开源，学会世界语

后用世界语招揽客人，接待了多批欧洲世界语旅行团。安徽的刘保国也用

世界语开展旅游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七、多学一门外语，多增加一条交际的渠道，对于学习、工作、事

业有时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原清华大学附小教师王璐在北京举办的世界语班学习了世界语之后，

她在这所学校小学生中建立了一个世界语兴趣小组，后通过日本世界语者

德田六郎先生同福冈一小学世界语小组建立了联系，两国的小朋友通过世

界语传送中日友谊，引起了《朝日新闻》的注意。他们的事迹在报纸上披

露以后，受到日本世界语者的称赞。后来，他们免费邀请王璐和一位小学

生代表访问日本一周。这个小学的世界语兴趣小组还获得了全国青少年活

动奖。王璐在国际通讯中认识了一位德国世界语者，后来成为伴侣，组成

了世界语家庭，现在已移居德国。 

江苏镇江世界语者史雪芹是宝塔路小学一名小学教师 ，多年来她组织

该校小学生学习世界语，并同法国两所小学的世界语者开展通讯活动，互

赠礼品，有时还进行视频交流，促进了中法小学生之间的友谊，为此她获

得法国莫蒂尔市和泉城市的城市荣誉勋章。  

    北京语言学院教师李威伦学习了世界语以后，学校派他到墨西哥留学，



 

159 
 

还没有去之前他就从国际世协的世界语年鉴上查到了墨西哥世界语协会和

联络员的地址和电话，一到墨西哥就受到当地世界语者的热情接待，在留

学期间他经常参加他们的世界语活动，甚至被墨西哥世界语者邀请到他们

家中做客。他给他们讲中国的故事，教他们包饺子，炒中国菜，不仅有利

于他学习世界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受到他们的多方的关照，彼此相处，亲

如一家，深感世界语大家庭的温暖。     

一般的说世界语虽然不能解决人们的饭碗问题，但是许多人学习世界

语后，却因世界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了。 

苏州电扇厂一位女工叫林文娴，80 年代学习世界语，后来到上海外语

学院世界语教师班学习一年。1986 年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 71 届世界语大

会，在会后旅游时她在苏州陪同日本世界语者参观，认识了其中的一位松

田久子的老太太，老太太看到这位姑娘很热情、善良，于是问她愿不愿意

到日本留学。后来在这位老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先在金泽市学习日语，

吃住都在老太太家，全部的学费也由老人资助，后来她考上了东京的一所

大学，在东京学习期间，老太太每天早晚都要给林文娴打电话，就像关心

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她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后来一直生活在日本，长

期从事中日之间包括世界语在内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如太湖水生态修

复科研工作。 

上海海运学院有一个学生叫张和明，在学校学习世界语，毕业后他想

去瑞典留学，后来他请自己日本的两个世界语通讯朋友作他的经济担保人，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瑞典期间他拿到了奖学金，完成学业后在瑞典

一家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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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琳原来是一位中学英语教师，学习世界语后于 1983 年到北京外语

学院高等教师世界语班学习，回山东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经济、科社、化

学四个系的世界语选修课教师；自 1984 年 7 月至 1988 年在济南任省委党

校、三和街小学、中山夜校、四十中等世界语学习班教师。1992 年开始在

日照港务局党校、曲师大日照分校世界语学习班任教师。1995 年抗战胜利

五十周年之际，日本世界语和平出版社出版了《日本战犯悔过书》，其中

一篇《凶手的忏悔》事件就发生在日照，于长琳将这篇文章翻译成汉语发

表在日照市政协主办的《文史》第五辑刊物上，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2005 年至 2010 年越南连续举办了五届“河内——您的相约之处”国际知识竞

赛，于长琳摘取了两个第一名、三个第三名的好成绩，越南国家电视台、

报社，首都河内电视台、报社、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等多家媒体都对于长琳

参加国际知识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的事迹进行多次宣传、报道，于长琳获奖

的消息传到国内、家乡后，他的事迹多次在新华社、日照日报头版头条位

置、日照电视台《日照纪事》专题栏目等媒体进行专题宣传、报道。现任

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勤俭办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

日照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里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更精彩的关于俞荣康的故事：他是湖北沙市的

一个普通工人。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他，忽然被世界语所吸引，报名参加

了黄石世界语函授学校，学完初级班后主要靠买一些世界语课本、词典和

录音带进行自学，以后随着工厂的停工，下岗后不得不去深圳、上海、天

津等地打工，但是，无论怎么艰难困苦，他一天也没有离开世界语，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仍坚持顽强的学习。他对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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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习世界语好像没有用，但是我的将来就要靠世界语，就要利用世界

语来开创我的人生道路。”随着参加一些世界语活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

界语部和中国报道社的一些老世界语者发现他的世界语水平不错，有培养

前途，在这些老同志的大力推荐下，终于被国际电台录用为世界语翻译，

工作至今。 

具有同样经历的是俞荣康的同事熊林平，他是江西新余人，一个工厂

的翻砂工人，他不安于现状，报名参加了江西广播电视大学，主修汉语言。

1985 年毕业毕业后，被安排在厂子弟中学任教。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到北京

文化干部管理学院进修一年的世界语，后来随着下岗忙于生计，但他没有

忘记世界语，仍坚持学习。2008 年 9 月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的考

核录取，受聘于该部，从事翻译工作至今。 
 

第八、最近十多年来，从事经商的世界语者也找到了合作伙伴 

虽然经商的世界语者还比较少，但中国出现了世界语商人俱乐部，其

中一部分世界语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厦门市世界语学会

秘书长余细妹多年来从事人造珠宝和工艺品进出口贸易，其中一半生意是

通过世界语达成的。她说，世界各国的世界语组织就像一个无形的团体，

欧洲很多世界语爱好者本身就是商人。对于其他国家来的世界语同行都会

提供各种方便和帮助，她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首先要找的就是当地的世

界语组织和经商的世界语者，甚至还会住在世界语者家中，对方就像志愿

者那样提供帮助。在双方看来，大家都有“共同语言”，大家的理想、抱负相

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更近了。 

用世界语搭桥，寻找合作伙伴，在厦门还有有另外一名世界语者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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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他是希恩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总。2008 年 10 月，他到意大利参加展览会，

在会上与意大利六十岁的老世界语者 Giovanni 先生不期而遇。Giovanni 由

于要扩建自己的葡萄酒庄，到维罗那展览会上寻找建材装修材料。最后这

位 Giovanni 先生决定进口厦门市希恩贸易有限公司的建材产品，同时将都

卡葡萄酒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总代理权给了厦门市希恩贸易有限公司。用世

界语来沟通使两位商人感到无比亲切，因为对于所有使用它的人，世界语

都不是母语，它是一种中立语言，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经过两三个月

里的继续沟通，厦门市希恩贸易有限公司将四个柜的建材量换取了意大利

托斯卡纳大区都卡葡萄酒公司的一个柜葡萄酒量。从 2009 年开始厦门市希

恩贸易有限公司决定重点开拓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 

王天义同志高中毕业后到西安陕西钢厂当了工人。1979 年开始学习世

界语，后单位公派到北京参加世界语进修。1993 年后辞职，专门用世界语

从事国际商务活动。1993 年加入国际世界语经贸组织（IKEF），后成为领导

成员和中国代理，2012 年当选为 IKEF 主席。2010 年创办以世界语为工作

语言的西安达芬奇进出口有限公司，并有巴西世界语者 Aldreno 在该公司工

作。他也是中国世界语商人俱乐部的领导者之一，积极探索应用世界语从

事国际商务活动。他长期致力于陕西和西安地区世界语活动，是主要骨干

之一。后担任陕西省世协理事、副秘书长；西安市世协理事、秘书长、副

会长、会长；1999 年当选为全国世协理事，后任常务理事等。1989 年参加

全世界无民族性协会，后任中国代理。1991 年加入国际世协，现为西安地

区代表。曾在世界和当地报刊上发表多篇世界语研究文章，尤其是在用世

界语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科技文化交流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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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利用世界语开展城市民间友好活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 

在这方面天津、常州、青岛等城市的世界语协会做得不错，促进了中

日、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以天津为例，天

津世协多年来积极拓展人民外交活动，先后同波兰、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国家建立密切往来，并派代表出访波兰、韩国、日本、越南

等国家，还接待多批各国来访的世界语客人及其非世界语朋友。1990 年他

们配合日本“神户节”活动，为日方提供具有中国民俗特色的文化展品，为民

间外交做出了努力和贡献；1989 年举办了环渤海地区世界语夏令营，发起

并组织召开了第一届环渤海世界语团体协作会；1990 年举办了“世界语国际

友好城市工作座谈会”，九城市世界语组织交流了用世界语为本地促进与各

国友好城市密切关系的经验；1995 年还成功地举办了“第 14 届中日韩青年

国际研讨会”等大型活动。在天津世协的各项活动中，特色较突出的是国外

友好城市合作方面。天津世协与日本的神户、四日市，韩国的仁川，澳大

利亚的墨尔本，波兰的罗兹，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等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1998 年，应波兰罗兹市（第二大城）世界语协会和市政府的邀请，天津世

协副会长高成元、韩祖武及市社科联负责人组成访问团前往参加“罗兹市世

界语运动 90 周年纪念”以及“波兰第 29 届世界语大会”，受到该市副市长的

接见。其间还访问了古城克拉科夫、首都华沙，所到之处都受到世界语者

的热情接待。最感人的是他们协助日本老人野村忠纲先生（TADACUNA 

NOMRA）调查日本侵华罪行。野村忠纲先生是日本任熊本县水产研究所研

究员、后任所长，主要从事海洋生物的养殖与监测，1993 年退休，同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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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为熊本县珍珠养殖合作社社长。1998 年辞去合作社社长职务，开始致力

于世界语活动，曾是日本世界语协会领导成员之一。他对中国人民非常友

好，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深恶痛绝。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还

历史以本来面目，自 1990 年以来他十二次访问中国。他的足迹踏遍河北省

二十余个村庄及天津的独流等地。他在接受天津新闻媒体的采访时说：“柴

门霍夫创造了世界语是为了世界和平。我正为他的这一理想而努力。为了

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用真实的史实教育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青年，我对

原日军，特别是第六师团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进行考察。目的是为中日人

民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我作为日本世界语者有责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

亚洲的罪行公布于众。我愿为此尽一份力量。”山东省世界语协会与法国法

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大区的友谊就是以世界语搭桥建立起来的， 1985 年建立

了山东省与布列塔尼地区的友好关系，2002 年济南市和布列塔尼的省会雷

恩市建立了姊妹城市的友好关系。2005 年 3 月 12 日在济南签署的《山东省

与布列塔尼大区加强友好合作的备忘录》，而两个地区的社会团体之间建立

友好关系这还是第一次。2008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20 日山东省世界语协会

会长刘晓骏、山东省世界语协会副会长王永惕应法国布列塔尼世界语联盟

的邀请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和交流。此次世界语活动的主

要成果是两个省级的世界语组织正式建立了姊妹友好协会关系，签署了《山

东省世界语协会与布列塔尼世界语联盟建立姊妹协会的协议》的协议书。

会长刘晓骏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十多个世界语协会作了题为《孔子与山东省》

的世界语演讲，受到了各地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非世界语者的欢迎。

十几场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都是用世界语，这也充分说明了世界语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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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当在各国人民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语言。布列塔尼大区政府对两

个地区世界语协会建立省级协会的姊妹友好关系十分重视，特别同意在雷

恩市市政府签字大厅举行两个协会建立姊妹协会协议的签字仪式。并派出

负责文化及对外关系的政府成员主持签字仪式。山东省世界语协会与布列

塔尼世界语联盟建立姊妹友好关系将有助于山东省和布列塔尼大区之间的

和谐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山东的青岛世协、枣庄

世协，在与韩国世协的交往中以世界语为媒介，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1989 年春天，泰安市通过泰安世协与波兰

Interpress-Film 公司合作拍了两部纪录片《皇帝出巡》、《十亿人温饱后的欢

乐》，在波兰放映后还在波兰电视台播出并由波兰向东欧、西欧等国发行，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受到我国驻波使馆的称赞。第一部片子是以宋真宗

封禅泰山为引线，再现了雄伟壮丽的泰山风光，展示了泰山文物，反映了

游人登山的盛况，并介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第二部介绍了山

东农村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巨大变化。近几年来中国报

道社与全国世协以国际世界语大会为平台，通过图书、图片、书画展览和

工艺品制作以及世界语影视作品赠送等活动，在越南、蒙古、韩国、瑞典、

冰岛、阿根廷等国展示中国文化艺术、城市建设、旅游风光和世界语书籍

出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证明了世界语在文化交流中是会发挥桥梁作用

的。值得一提的是辽宁世界语者吴国江先生担任了国际世协主办的《友好

城市通讯》（Informilo de Ĝemelaj Urboj）网络刊物的主编，致力于各国友好

城市之间的报道，发挥世界语作为桥梁的纽带作用。 

许多地方还利用世界语作为媒介引进各种外语方面的教师和人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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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先生就是一例，他在内蒙古包头市王家炳中学和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

世界语课程期间，联系到好几批次的外国朋友到包头来教授世界语和其他

语言。王家炳中学的校长说：我搞了几十年教学，也曾尝试请外国人来校

任教，但都没成功。刘保国用世界语就很快做成功了。这就是世界语神奇

和实用的地方，是令人信服的！ 
 

第十、一些世界语者把学习世界语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精神享受，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快乐 

在现实生活中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有些人爱种花，另一些人爱养鸟，

还有的人喜欢钓鱼，都各得其乐。一些学习过世界语的人认为，学习世界

语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他们学会世界语以后，能看看世界语的书报，读读

世界语的小说，听听世界语广播，还可同远在天涯海角的中外世界语朋友

通通信，或发发电子邮件，增长一些知识，开阔一些眼界，应当说是一件

十分愉快的事情。 

    在这里我还想给大家讲讲一件有意思的事，最近 20 多年来，有一些世

界语者同国外世界语者由通信成为很好的朋友，进而相爱结婚，在家庭里

使用世界语作为共同语言，组成世界语家庭，其中有外国女的找中国男的，

也有中国女的找外国男的，现在他们大部分分都生活得很幸福，当然也有

后来离婚的。例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的祝昕与越南一位世界语者

相爱而移居越南；天津一位世界语者与一位瑞典姑娘相爱而移居瑞典；贵

州六盘水地区的一位中学教师王麟，在 1986 年北京世界语大会上认识了一

位匈牙利青年，后来与这位青年结了婚而移居布达佩斯，后来，王麟与第

一任丈夫离了婚，婚姻的失败并没有使她消沉。从 1988 年起，王麟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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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世界语协会帮助编辑匈牙利世界语大辞典，业余时间去一家语言学

校教中文。上世纪 90 年代，她开了一个中国诊所，利用针灸为人看病。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很多中国人来到匈牙利，需要大量匈牙利语翻译，经过几

年的刻苦学习，王麟已经从对匈牙利语一窍不通变为可以充当中国人和匈

牙利人打交道的翻译了。做了两年翻译之后，王麟开始自己经营贸易，而

且做得很成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麟和匈牙利的 ATV 电视台有了接触，

生意已经做到一定规模的王麟对电视很感兴趣，2000 年她正式入股 ATV 电

视台。在她的建议下，ATV 电视台开辟了《中国之窗》，向匈牙利观众介

绍中国文化。以后她（经）带领摄制组赴中国拍摄纪念中匈建交 55 周年的

节目。ATV 是匈牙利第一家私人电视台，在匈牙利 10 家电视台里排第 4。

王麟认为匈牙利人没有办法直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可以通

过电视剧了解中国，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1990 年王麟在语言夜校当老师

时认识现在的丈夫纳吉·高博的。纳吉·高博喜欢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古典文

学以及藏学。 现在高博是匈牙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王麟继续在为介绍

中国文化、促进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通过上述事实说明：世界语不是没有用处，关键在于你是否熟练地掌

握它，是否去积极地应用它。只要坚持学习，积极地去应用，在世界语的

国度里是能够找到用武之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土

地，较之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人才说来，

精通世界语的人还很少。下一番苦功夫，很好的学会它、应用它，一定会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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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世界语 

 

    蔡元培先生(1868—1940)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

科学家。早在 20 世纪初，当世界语刚传入中国时，他就同鲁迅先生一起积

极赞助世界语，以后他又首先将世界语引进教育界。 

    蔡元培先生于 1907 至 1911 年留学德国期间，自学过世界语，对于柴门

霍夫为什么创造世界语，以及世界语的优点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他支

持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周刊《新世纪》宣传世界语。该刊是最早把世界语介

绍到中国的报刊之一。 

    19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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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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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指示教育部专门司在部里办世界语传习所。 

    这一年，他到上海，曾应上海世界语学会的邀请，发表了演讲。演说

中，他阐述了国际通用语的必要、中国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的利益。他指

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交通，亦

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又说“外

人正研究我国事状者至多，而苦于学语之难。若吾人皆能会世界语，则不

特世界语社会中增多数份子，而且外人之欲来中国者，学世界语而已足，

则亦足以广世界语之推行，而为吾人所应尽之义务也。”同时，他还认为先

学世界语，有助于再学其它西方语言。他说：“吾人学外语，难于西人，而

既学欧西一国语以后，再学第二国语，便与西人无异。今使第一次所习者

为最易习之世界语，则有助于再学西语不鲜。”他向上海世界语学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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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设一世界语的藏书楼，使世人知道世界语书籍之浩博。另设一私立

大学，有文理二科，试验以世界语授课是否适用。从这篇谈话中，不难看

出蔡元培先生对世界语理解之深以及对推广世界语热情之高。 

    更为可贵的是，蔡元培先生为了宣传、推广世界语，从不放过可能利

用的机会。 1917 年，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便决定在该校文科增设世界语

为选修课。他特地从南方邀请孙国璋先生到北京大学担任世界语讲师，据

说当时北大选修世界语科的共二百多人。1921 年，北大将世界语列为正式

课程。同年，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上，蔡元培先生又提

出一项议案，获得通过。这项议案要求全国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促进和

实施 1912 年教育部下达的把世界语作为师范学校选修课的命令，并依次将

世界语逐渐推广到小学中去。这些倡议虽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实现，

但它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1 年 8 月 6 日，蔡元培先生还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出席了在檀香山

举行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在会议期间，他起草了两项提案，其中之一是建

议“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

国书籍”。他的提议在大会上获得通过。 

    为了加强北京大学世界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蔡元培先生曾发起成立

世界语研究会，并亲自兼任会长。同时，他还特别聘请俄国著名的盲诗人、

世界语者爱罗先珂来北大教授世界语。由于爱罗先珂的到来，使选修世界

语课的学生增加到五、六百人。同时，该校还注意邀请一些有名的世界语

者如小坂狷二（Osaka Kenji）等来校演讲或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在二十世纪 20 年代初期，中国许多高等学校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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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教材的缺乏，蔡元培先生请孙国璋先生把历年所用讲义，编成了《世

界语高等读本》和《世界语高等文典》两本书，并亲自为这两本书的出版

写了序言。 

    北大的世界语运动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十分活跃。1922 年 12 月 15

日，该校曾召开世界语联合大会，到会的达两千多人。当时的总统还派顾

维钧代表他出席了会议，并致词。这次大会由蔡元培先生亲自主持。他在

会上发表了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为什么人类需要一种国际语，这种国际语

又为什么必须是人造的；在人造语中，为什么选定世界语为国际语。最后，

他特别指出了在中国普及世界语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语言与欧美的

相去很远，中国人学欧美人的语言，已经很难；欧美人学中国的语言，尤

其难而又难。但中国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蕴藏的资源这样丰富；演进

的文化这样长久。中国人固然很想得到欧美人的帮助；而欧美人想得到中

国人帮助的热心，尤为急切。不过因语言不通，只靠少数人的翻译，常生

误会，横添阻力。若是中国人都能用世界语，一定可以促使欧美人为了了

解中国，并与中国人交际，而去学世界语，以避免学中国语言的困难。所

以我们要求中国先普及世界语。”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纸都发表了蔡先生的

讲话。 

    1923 年，蔡元培先生同吴稚晖、陈声树等人一起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

门学校，并被推举为该校校长。当时，鲁迅为了表示对世界语的支持，同

意担任该校董事会的董事，并在学校兼课。这所学校开办将近两年，它不

仅培养了一批世界语的人材，而且对于推动全国的世界语运动起了一定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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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 年，蔡元培先生在黄尊生的陪同下，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 16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大会期间，他亲眼看到了世界语在增进各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

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回国后，他更加热心于世界语的事业。在他的支

持下，成立了世界语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了一部份世界语书籍。 

    1931 年 10 月，蔡元培先生由南京到达广州，受到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

他在一次欢迎他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说，称“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

具”，勉励大家继续努力，为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作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许多的心血，他播下的绿色种

子，已经在中国结下了丰硕的果实。中国世界语者正在致力于“中西民族的

相互了解”和中外文化交流，为实现先驱者的遗愿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中国报道》杂志 198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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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世界语 

 

鲁迅是世界上最早支持世界语的伟大人物之一。当世界语刚传入我国

不久，他就高瞻远瞩地推许这一新生事物，在他的后半生中，又以实际行

动支持它的推广。鲁迅的这一立场对我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赞赏。 
 

参加《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讨论 
  

世界语大约是在本世纪传入我国的。辛亥革命后，由于一部分知识分

子的宣传和提倡，曾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上海创建了世界语学社，全国

十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世界语的专门组织，1912 年蔡元培任中华全国首任

教育总长时，还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课。但由于它是一项新生事

物，在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中国，许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它究竟是一种

什么语言，它有什么用处，它的前途如何，它对我国有什么帮助，这一系

列的问题，即使在文化界也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新青年》杂志曾为此开展

过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讨论。这场讨论大大地推动了世界语运动在我国的

发展，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青年》杂志的讨论首先是由一位名叫 T.M.Cheng 的读者提出来的。

他给编辑部记者的信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的通信栏内（1916 年）。

信的内容是请教世界语究竟可不可以学，学后是否有用。记者陈独秀在答

复中写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

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质朴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接着，钱玄同发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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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阐述他对陈独秀答复之感想。他论述了世界语产生的背景，并高度赞扬

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价值。但钱的文章却遭到陶履恭、朱我农、胡

适等人的反对。他们视“世界语为已死的私造文字”，“既无永久之历史，又

乏民族之精神”，其前途一定是短命的。这些人的言论立刻引起钱玄同、吴

敬恒和世界语者孙国璋、区声白、姚寄人、凌霜等人的愤慨，他们在《新

青年》上纷纷发表文章据理驳斥。 

1918 年 11 月 4 日，鲁迅用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以《渡河与

引路》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章中说，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

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赞

成 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 却无从判定。大约或者便从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

既是只有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 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

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

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能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鲁迅在文章中还强调指出：“学 Esperanto 是一件事，学 Esperanto 的精

神，又是一件事。”他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件事；

讨论世界语，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鲁迅在这里指出

首先要学世界语的精神，要用世界语交流正当的学术文艺和先进思想，促

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已经证明：鲁迅的主张是正确的。一个世纪以来，

世界语之所以得到了较快的传播，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对于国际通用语言

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促进国际文化科学交流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

解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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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语者爱罗先珂的支持 
  

瓦西里·爱罗先珂（V·Eroŝenko）是俄国著名的世界语学者和盲人作家。

他不仅用世界语写了许多好的诗篇和童话，而且对世界语文学有着深刻的

研究。他同鲁迅共同生活了大约十个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爱罗先珂于 1921 年 10 月应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的邀请，来

到上海，曾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的世界语学校里担任讲师。他过去的不幸遭

遇，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并开始留心这位盲诗人的作品。为了“传

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先生

决定向我国读者介绍爱罗先珂及其作品。他首先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狭

的笼》、《池边》、《春夜的梦》等作品，以后又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

和《桃色的云》。当鲁迅得知他在上海生活有困难时，便写信给胡愈之，建

议爱罗先珂到北京任教，并亲自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 

   1922 年 2 月，爱罗先珂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去北大担任世界语课的讲

师，并且住在鲁迅家里。鲁迅全家对这位远道而来的盲诗人给予了无微不

至的关怀。后来，鲁迅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鸭的喜剧》，对爱

罗先珂表示了真挚的怀念。爱罗先珂在北京期间，除在北大教授世界语外，

还经常在一些高等学校发表演说，由于爱罗先珂精通世界语，所以他的许

多演讲都是用世界语进行的，而且常常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当翻译，爱罗

先珂讲演的题目除社会和文学问题外，许多是有关世界语的，如“国际语的

必要”、“世界语及其文学”等。此外，他曾被选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书记，

并兼任世界语讲习班的教师。1922 年 7 月，他代表北京世界语学会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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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爱罗先珂这段时间所从事的有关世界语的创作、演讲和活动，鲁迅先

生是很熟悉的，有时鲁迅还参加北京市世界语学会的活动或听爱罗先珂发

表演说，这就给他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世界语的机会，使他看到世界语不仅

是一种声调优美的活的语言，而且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

交流方面，也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据一位世界语工作者回忆，鲁迅在北大

时曾去听过孙国璋讲世界语课，但是由于鲁迅的工作太忙，爱罗先珂在北

京住的时间又短；加之当时世界语的自学读物又很少，所以，先生终于未

能学会世界语。正如 1930 年 11 月 23 日他在给孙用的一封信中说：“我是不

懂世界语的——我只认识 estas 一个字。”但是，这并不妨碍鲁迅对世界语的

支持。 
 

对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赞助 
  

世界语传到中国初期，北京一直是世界语比较活跃的城市之一。1913

年北京就有世界语学会。1917 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把世界语列

为选修课。二十年代以后，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以北大为中心，更加活跃。

爱罗先珂在北大任教期间，选修世界语课的达五、六百人。北京俄文法政

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也开办了世界语班。1923 年 8 月，蔡元培、吴

敬恒、李石曾等人为造就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为普及世界语，倡导

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蔡元培被推举为校长。学校开学前，教务处

的负责人陈空三和冯省三曾面请鲁迅先生到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当

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且从事繁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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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和翻译工作，时间是很紧张的。但鲁迅却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以应

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

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第二天，鲁迅先生果然

将通知送到学校，同意每周去上两节课。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从 1923

年 9 月 23 日到 1925 年 3 月 11 日，鲁迅一共去该校上过 42 次课，直到这所

学校停办为止。 

   据说，当时学校的经费很困难，陈空三去请先生教课时没有讲定薪水

是多少，待到月底，学校才决定每月送去十五元作为车马费。当陈空三把

钱送到鲁迅家时，鲁迅不肯收这笔钱，他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

所以这钱我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

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给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自己虽

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

只是在陈空三再三坚持下，鲁迅先生才勉强收下这笔钱。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开始选修《中国小说史略》的

只有四十多人，所以被安排在一个小教室上课。由于鲁迅学识渊博，讲课

又娓娓动听，选修该课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改在一个兼做礼堂的教

室里上课。鲁迅在这所学校执教期间，同该校的师生相处的很好，根据《鲁

迅日记》记载，有一些师生曾多次到他家做客。 

当时，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1924 年下半年，学

校闹了半年学潮，无法上课。据说学生中分为三派：共产党、国民党和无

政府主义者。有的人主张找代理校长谭熙鸿，准备另立一所外国语专门学

校；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学生重新登记，另改校名。还有的人主张凡加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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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学生一律不接收。在学校召开的教授联席会议上，鲁迅反对上述种种

错误主张，认为这些做法有失教育青年之旨。最后使反动派瓦解学生运动

的阴谋未能得逞。可惜后来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和时局动荡，这所学校不得

不停办了。但是，它毕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人才，其中有的学生在

以后还为我国的世界语运动作出了一定得贡献。这些收获，是和鲁迅先生

的扶持赞助分不开的。 
 

出席广州世界语者欢迎大会 
  

1927 年 1 月中旬，鲁迅先生从厦门到达广州，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

任。这时的广州，由于市教育局长伍大光、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等人的提

倡，世界语运动比北京更为兴旺发达。讲授世界语课程的学校有二十多所。

设专班研究者有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环球世界语会广州第一校、文澜

世界语研究所等。建会宣传的有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中山大学世界语

学会、东山和西关世界语学会等。据说，当时广州的世界语者达两千多人。

鲁迅的到来自然受到世界语者的欢迎。鲁迅刚到广州的第三天，黄尊生就

去拜访他，但未见到。隔日他又去看望鲁迅，邀请鲁迅去参加一个步行全

球的世界语学者的欢迎会。这位学者的名字叫赛耳（Zeihile），是德国的诗

人。他于 1923 年 8 月 1 日自德国出发，步行漫游了 27 个国家，用了三年

半的时间到达广州。广州世界语学会决定在桂香庙环球学会会址举行大会，

欢迎这位历尽艰辛的世界语学者。 

鲁迅当时初到广州，来访的客人很多，还忙于出席各种欢迎会、宴会

和讲演会，时间很紧，于是他以不认识广州的路来推却。但黄尊生很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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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请当时在座的孙伏园、梁匡平、钟敬文等一同参加欢迎会，并委托老广

州梁匡平领路。梁不便推卸，只说：“如果周先生明天去，我便来陪行。”

这样，鲁迅也就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梁匡平、孙伏园、钟敬文等同鲁迅

到大观园茶楼谈聚，然后一道去出席了欢迎赛耳的大会。鲁迅和孙伏园在

大会上发表了支持世界语的演讲。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鲁迅到广州后的第

一次演讲，遗憾的是他的演讲辞已经散失。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当时的报

纸和鲁迅的日记中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 

1927 年 1 月 25 日，广州《民国日报》以“世界语同志欢迎步行全球世

界语学者纪盛”为题，报导了大会的情况。消息说：“本市世界语同志，特于

昨 23 日星期日，假座桂香庙环球学会开欢迎大会。是日两点钟开会，公推

黄尊生、伍大光先生为主席。先由黄尊生用世界语致欢迎辞毕……。次周

树人先生演说其到粤之感想，及对于世界语（认识）之经过。次孙复原（伏

园）先生演说提倡世界语之必要。次世界语学者赛耳先生演说三年半以来，

其步行途中之奇闻异事……。”关于这段史实，鲁迅先生曾在日记中做过简

要的记载，梁匡平、钟敬文在回忆鲁迅的有关文章中，也曾提到过，其基

本情况是一致的。 
 

世界语者的良师益友 
  

世界语还在初创阶段，它的创始人柴门霍夫就是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

翻译工作。他亲自用世界语翻译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各国世界语者继

承了这一光荣的传统，努力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尤其重视被压迫

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国初期的世界语者许多是同情弱小民族的作家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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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他们亲自体验到我们民族的重重苦难，因而特别同情同命运的弱小

民族，愿意多介绍一些被压迫民族的呼声。鲁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是被压迫者文学最热情的介绍者。1929 年 5 月，他在给张逢汉的信中谈

到他为什么采用世界语译本翻译时说：“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的东

欧和北欧文学……，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

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

界上并不止几个受过奖的泰戈尔和漂亮的曼殊菲儿之类。”从这封信中可以

看到，鲁迅已很重视世界语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方面的独特作用。他

很早就支持胡愈之、周作人、钟宪民等人从事这一工作。在北京世界语专

门学校任教期间，他还勉励过同学们努力从事世界语作品的翻译，他认为

这也是为世界语本身的发展作奠定基础的工作。以后，他还在自己主编的

《奔流》、《译文》等刊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对世界语者孙用的关怀和帮助。孙用当时是杭州

邮政局的一名普通职员，他自学世界语以后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

诗《勇敢的约翰》，当译稿送到鲁迅手里，他阅后，立即给孙用写回信，称

赞他的“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为了使这本书能早日出版，鲁迅对照德译本，

仔细地核校译文，以后又到处奔波，找出版社出版。从 1929 年 11 月 14 日

到 1931 年 11 月 18 日，共费了两年时间，才使该书得以在湖风书店出版。

其间，鲁迅与孙用以及书店通信达三十多次，并亲自到出版单位接洽六次。

印书前，鲁迅又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待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

又将它作为稿费支付给译者。由此可见鲁迅的一番苦心。鲁迅的关怀给孙

用以巨大的鼓舞，以后孙用又继续用世界语翻译了《裴多菲四十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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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记》、《上尉的女儿》、《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春天的歌及其他》等八

部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鲁迅还多次为国内的世界语组织捐款。最早的一次是 1923 年 6 月 7 日，

他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世界语学校，以支持一次游艺会。第二次见于 1934

年 9 月 7 日，他为了支持世界语杂志《世界》的出版，曾捐款十元。此外，

据著名的世界语者、老作家巴金回忆，192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鲁迅翻译

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所得版税，全部捐赠给上海世界语学会。1930 年，

巴金同志为上海世界语协会编辑了第二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幸福的船》，书

中收集了鲁迅四篇译文，由上海世界语学会写信给先生征求意见，先生又

将所得的全部版税捐赠给了世界语事业。 

   在三十年代中期焦风（即方善境）通过世界语将汉字拉丁化的理论和

方案介绍到我国，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掀起了汉字拉丁化运动。当时，

我国世界语者提出在国内使用拉丁化新文字，在国际使用世界语的口号，

并积极投身到这一进步文化运动中去。从 1933 年 10 月起，在《世界》杂

志上增设副刊《言语科学》。开展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和讨论。鲁迅写

文章介绍这一副刊，并且按月捐赠五元给该刊。以后，他又发表了许多重

要文章，阐述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同时，他还同许多著名的世界语者，

如蔡元培、巴金、胡愈之、薛暮桥、叶籁士、胡绳、肖聪等人以及各界知

名人士 681 人共同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进新文字的意见”一文，使拉丁

化的新文字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宝贵的遗言 
  

进入三十年代，世界语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国际上它越来越多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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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商业、旅游、邮政、广播、出版等事业。当时，各国都出版了若干

重要的文学著作和古典作品的世界语译本。特别是“普罗世界语者国际”成立

后，它发动了“集体通讯”运动和“普罗世界语通讯”运动，使各国无产者直接

联系起来，他们相互交流斗争经验，组织各种报导，给世界语运动以新的

活力。在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蚕食我国领土，上海世界语者协

会首先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得到全国世界语者的响应。

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我国世界语运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文字运动的

高潮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开展世界语工作，《世界》杂志受国际

革命作家协会之托，于 1936 年 8 月写信给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征求对

世界语的意见。鲁迅当时已身患重病，正如他在回信中说的那样，“这几天

每天吐血，想一点事就头晕，医生不让我讲话”，即使在这种病危的情况下，

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他在复信中热情地写道：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

年了吧。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 

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 

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

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虽然如此，它究竟

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鲁迅的回信发表在《世界》月刊 1936 年第九、十

期合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徐懋庸、张天翼、唐弢、舒群、伯韩、周木斋

等著名作家的信。遗憾的是，这封信发表的当月，鲁迅不幸与世长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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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封信就成为他留给我国世界语者的宝贵遗言。 

鲁迅逝世的第二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中国世界语者遵照鲁迅的教导，

努力利用世界语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出版了《东方呼声》、《中

国报导》、《延安世界语者》等刊物和许多抗战文艺作品，开展了国际通讯

活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各国世界语者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最好的纪念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不幸在上海逝世，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

巨大损失，也是世界语运动的巨大损失。我国一些著名的世界语者和赞助

者，如蔡元培、胡愈之、周作人、王鲁彦、巴金、张天翼等，同各界知名

人士一起，料理了鲁迅的丧事。10 月 22 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还派人参加

了送葬。这些都表达了我国世界语者对鲁迅的崇敬和深切的悼念。 

全国各地的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也参加了悼念活动。其中有一位世

界语者在鲁迅逝世后不久，把中国作家对于鲁迅的悼词，很快寄给一位日

本世界语者，这位日本世界语者立即译成日文发表在当地报刊上。 

早在鲁迅逝世前，我国世界语者就热情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

1929 年秋天，钟宪民就把《阿 Q 正传》译成了世界语，1930 年 2 月由上海

江湾出版合作社出版，以后又再版过两次。1930 年肖从云将《影子的告别》、

方善境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译成了世界语，刊登在同年的《希望》

杂志上。1933 年，《世界》杂志第七期发表了傅平翻译的鲁迅的文章《黑暗

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5 年长沙出版的《萌芽》杂志，刊载了经王宏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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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野草》“题辞”。 

鲁迅逝世以后，我国世界语者为出版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更加努力

地工作着。1937 年冯文洛将《孔乙己》译成世界语，发表在匈牙利出版的

《文学世界》上。1939 年，东方呼声社和远东使者社联合出版了世界语的

《鲁迅小说选》，作为世界语《中国文选》的第一册献给了鲁迅。这本《鲁

迅小说集》包括《狂人日记》、《药》、《明天》、《头发的故事》等十一篇，

译者中有方善境、冯文洛、徐声越、安偶生、布劳恩等。1947 年，冯文洛

又将《死》译成世界语发表在《文学世界》上。 

解放以后，我国世界语者继续致力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1951 年中

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人民世界》连续三期译载了鲁迅的《铸剑》。

同年，上海世界语协会翻译出版了《野草》。1963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又

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搜集了他的三十篇小说。这本小说选发行以后，

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欢迎。1974 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将鲁迅的全部小说收

齐，译成了世界语，书名定为《鲁迅小说集》。同年，《野草》的世界语译

本经重新修订后再版。1976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语的《鲁迅画

像》，以后，又出版了世界语的连环画《祝福》。三十年来，我国出版的世

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曾十次发表文章，全面的介绍了鲁迅的生

平事迹，并选登了他的《故乡》、《藤野先生》等十多篇作品。1981 年，为

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四十五周年，《中国报道》杂志出版了鲁迅

纪念专号和《朝花夕拾》的世界语译本。对我国世界语者来说，翻译更多

的鲁迅的作品，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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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友谊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是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在

他逝世之前的两个月(1936 年 8 月)，他再次声明：“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

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

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

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

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这段话可以说

道出了鲁迅先生对世界语的精辟见解和感受。     

    鲁迅先生对世界语的这种认识不仅来源于他对世界语本质和用途的了

解，也来源于他同几位世界语者的接触，其中，除胡愈之、巴金、孙用、

方善境等著名世界语者外，就数俄国作家、盲诗人爱罗先珂了。爱罗先珂

用世界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同他用日语写作的童话一样，受到鲁迅的喜爱。

爱罗先珂在北京发表的关于世界语及其文学的演说，对于鲁迅进一步了解

世界语在促进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学交流方面，无疑会有很大

的帮助。    
 

道义上寄予同情 
 

   1921 年 5 月，爱罗先珂因在东京参加“五·一”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5

月 28 日又被驱逐出境，其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他的遭遇立刻

引起中、日两国世界语者，特别是胡愈之和鲁迅先生的关注。胡愈之在上

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介绍盲诗人的不幸遭遇，对这位飘泊异乡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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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0 月 22 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一期《爱罗先

珂专号》，鲁迅先生以“风声”为笔名，从日本《读卖新闻》翻译了中根弘的

文章《盲诗人最近的踪迹》，并同时翻译了他的童话《春夜的梦》，表示了

对盲诗人的同情和支持。  

    不仅如此，鲁迅在阅读了盲诗人在日本发表的作品以后，断然批驳了

日本当局加给这位诗人的罪名。他在一篇译者附记中写道：“如此著作，我

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鲁迅决定向中国公众进一步

介绍这位盲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第一部著作是《狭的笼》，他在译后记中

分析了盲诗人被逐的原因。鲁迅认为：日英是同盟国，兄弟似的情份，既

然爱罗先珂被逐于英，自然也一定被逐于日的，但这一回却添上了辱骂与

殴打。鲁迅先生写道：爱罗先珂在日本给日本人写的童话，“并不藏着什么

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

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

辞来。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

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

卷之后，深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从这段话里

不难看出鲁迅对日本当局的愤懑，而对这位俄国的盲诗人所寄予的同情和

关心。 
 

生活上的亲切关怀 
 

    爱罗先珂离开日本之后，被遣送到俄国的远东城市海参崴，他想途经

赤塔回莫斯科，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而受阻，于 1921 年 8 月底来

到我国哈尔滨。日本友人写信给胡愈之和鲁迅，希望他们给予关照。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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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胡愈之邀请盲诗人到上海，在上海世界语协会办的讲习班里授课。

以后，鲁迅先生得知爱罗先珂在上海的生活有困难时，便写信给胡愈之，

建议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亲自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盲诗

人采纳了鲁迅先生的意见来到北大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蔡元培先生早

年学习过世界语，一直热情地支持世界语事业，在担任北大校长后决定将

世界语列为学校的选修课。爱罗先珂的到来，无疑使他感到高兴。 

    为了很好地照料盲诗人的生活，蔡元培先生把他安排在鲁迅先生家。

鲁迅全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友人。爱罗先珂精通世界语、

英语和日语，鲁迅先生精通日语，他的弟弟周作人除精通日语外，还精通

世界语，又彼此热爱文学，自然相处比较融洽。盲诗人同鲁迅全家朝夕相

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据周作人回忆：爱罗先珂除教学外，常到北京一

些学校去演讲，周作人既是响导，又是他的翻译，鲁迅先生也尽可能抽出

时间去听他的演讲，甚至陪伴他去参加一些游艺活动。1922 年 4 月 2 日，

盲诗人在北大第二平民夜校举行的游艺会上曾弹唱一首俄国著名的民歌，

鲁迅先生听了他的吟唱，并事先把这首民歌译出来，发表在当天的《晨报

副刊》上，以帮助读者理解歌曲的大意。 

鲁迅先生全家对爱罗先珂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他的几个侄子经常

到爱罗先珂的房间里陪他一起玩，或者在院子里听他弹奏六弦琴，有时也

帮助他养鸭以排解他心中的寂寞之情。据周作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爱

罗先珂寄住在我们家里，两个方面都很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

我们既不把他当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与我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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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译介盲诗人的作品 
 

    鲁迅一生十分热爱俄罗斯文学，把它视为“我们的导师和良友”。他不断

地从事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的工作。在他与爱罗先珂相处期间，他们经

常讨论俄罗斯文学，有时谈到深夜，并且根据盲诗人本人的意见，翻译了

爱罗先珂的许多作品。鲁迅先生先后翻译了《狭的笼》、《池边》、《春夜的

梦》、《鱼的悲哀》、《雕的心》、《世界的火灾》、《古怪的猫》、《两个小小的

死》和《为人类》九篇童话。1922 年初，鲁迅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

的翻译编辑工作。四、五月间，他又在爱罗先珂的直接帮助下，翻译了他

的诗剧《桃色的云》，以后又陆续翻译了四篇新的童话：《小鸡的悲剧》、《时

光老人》、《‘爱’字的疮》、《红的花》。这些童话，不仅表达了盲诗人心系贫

苦百姓的同情心，而且也表明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唤起他们对幸福生活

的响往，激发大家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正是在这些方面，引起了鲁迅

先生的共鸣。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至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

恶和愤怒”，鲁迅先生积极向中国读者译介了盲诗人的作品。 

    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这些充满着幻想和美好生活的童话，不仅是爱罗

先珂在我国留下的珍贵的文学遗产，而且也是鲁迅与这位盲诗人深厚友谊

的见证。后来爱罗先珂因想念故乡，回到了俄罗斯，鲁迅写了一篇小说，

叫《鸭的喜剧》，记述了爱罗先珂在他家养蝌蚪和小鸭的故事，表达了对这

位盲诗人的深切怀念，他们的真挚友谊，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而且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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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 

 

    69 年前，一位俄国盲人因参加“五一”大游行，被日本政府当作“危险分

子”驱逐出境。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想回到俄罗斯去，以便报效祖国。他

几经周折，从海参崴抵达赤塔。可是在那里他又受到一次新的打击：由于

当局不了解他的情况被拒绝入境。他不得不踏上新的旅途，于 1921 年 8 月

底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这位盲人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俄国盲诗人

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爱罗先珂。 

    爱罗先珂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多月，于同年 10 月 1 日离开哈尔滨前往

上海。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异国的朋友。学会负责人胡愈之

先生在爱罗先珂到上海之前曾收到过一位日本世界语者的信，向他介绍了

爱罗先珂的遭遇，并希望上海世界语学会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 

    上海世界语学会为爱罗先珂开了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

演说，向与会者介绍了各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情况。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生

活上的困难，经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将他安排在一家按摩医院工作。同

时，胡愈之先生还把他口述的诗文译成中文在报刊上发表，并邀请他在学

会创办的世界语学校教课。     

    在接触中，爱罗先珂得知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经费很困难，他便建议组

织一次万国音乐晚会，将售票的收入资助学会。不久，这个音乐会便在青

年会礼堂举行了。俄罗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一些歌唱家同台演出。爱

罗先珂在会上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世界语诗歌，演唱了俄罗斯民歌。他自弹

自唱，很受听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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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售出的门票收入，除

支付场租和偿还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欠债外，还从国外购置了一批世界语书

刊，成立了一个小图书馆，供会员借阅，同时还为学会机关刊《绿光》的

创刊提供了一笔资金。 

    爱罗先珂曲折的经历和在日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中国著名作家鲁迅

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当他得知爱罗先珂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时，他便向北京

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于是，爱罗先珂于 1922 年 2 月应邀来到北京大

学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月薪 200 美元。     

    由于爱罗先珂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蔡元培先生便把他托付给鲁迅

家人照料。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常常在晚饭后用日

语跟他交谈，或陪他在院子里散步。爱罗先珂有时象讲故事一样谈他在故

乡和缅甸、印度、日本的经历，有时又弹着六弦琴，唱着古老的俄罗斯民

歌，表达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怀念。     

    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在北京大学，

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增加到 500 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的世界语班。由

于爱罗先珂参加授课，使学员们受益不浅。一些人如王鲁彦、陈声树、冯

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中坚。 

    在此期间，爱罗先珂经常在北大和其他一些大学作关于世界语和世界

语文学的演讲，对扩大世界语的影响起了不小的作用。     

    爱罗先珂除在北大任教外，还积极投身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工作。他定

期参加世界语者的集会，在语言上给予辅导。他每周坚持坐人力车去世界

语学校，为初、中级班授课，每周课时达 9 小时以上。1922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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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作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代表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4 届

国际世界语大会。11 月 4 日他回到北京，向北京世界语者报告了大会的盛

况。后来他当选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书记，并作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

董事，给这所学校以力所能及的支持。 

    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也积极参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他常常出

席一些高等院校的集会的发表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演讲。在这些演讲里，

他有时向中国公众介绍俄国文学的光辉成就，宣传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

义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有时又抨击中国封建制度和军阀专制的黑暗。他衷

心希望中国人民能抛弃过去的一切偏见、旧习和迷信，使中国走向光明的

未来。 

    1923 年 1 月 30 日，爱罗先珂利用寒假的机会，到上海、杭州等地去旅

行。在上海，他受到胡愈之等人的热情接待。杭州的世界语者也陪同他游

览了西湖等名胜。2 月 27 日他回到北京。这时，中苏之间已恢复外交关系。

忽然，他想起家乡的夜莺来。他渴望早日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同年 4 月

16 日，他告别鲁迅全家，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北京回国。 

    为了纪念爱罗先珂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贡献，1981 年，中国报道杂志

社重新出版了他的文集《枯叶杂记》，1985 年 12 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又

予以重印，两次共 7 千册，销售一空。今年该文集将第 3 次印行。从这里

不难看出中国世界语者对爱罗先珂的崇敬和对他的作品的珍爱。爱罗先珂

将永远活在中国世界语者的心里。 

（原载《中国报道》1990 年第 8 期） 
 
 



 

191 
 

 

 《胡愈之与世界语》编后记 

 

80 年代初，我们曾想编辑一本《胡愈之世界语论文集》，但胡愈老不同

意，未能如愿。90 年代中期，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与世界语》、

《叶籁士文集》后，我们又重提此事，立即得到陈原老的热情支持；并答

应亲自为该书写序。在编书的两年间，他亲自审定编目和部分稿件，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多次激励我们要编好此书。 

胡愈之是我国现代和近代史上文化界、出版界的巨人之一，他对我国文

化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他对世界语运动的贡献，在非

世界语界，却很少有人知道，正如陈原老所说，甚至连大部分胡愈老的传

记作者，也“没有深入到这位智者的内心世界”，“没有理解更没有窥见世界

语在胡愈老之身心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对国际语理想矢志不渝的坚

定意志，对世界语运动自始至终的热情支持，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世界

语的理想、世界语运动的有关论述和亲身实践，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

的世界语者；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使之成为国内外世界语界公认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执炬者和奠基人。 

中国世界语者历来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他们和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过去，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他们敢于赴汤蹈火；今天，为了祖国

的繁荣昌盛，他们也乐于奉献。同时他们也心系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

他们愿意学习胡愈之，走胡愈之的道路，为祖国和人类作出贡献，这贡献

当中，自然也包括世界语在内。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鼓励更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这一行列，在新的世纪，积极宣传、推广世界语，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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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在中国和世界的普及贡献一份力量。 

本书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胡愈之写的有关世界语的论文、讲话

和少部分论述文字改革的文章；二是胡愈之给世界语团体和世界语者的书

信、贺词；三是部分著名的世界语之友会成员和世界语者的纪念文章；四

是胡愈之主要生平与世界语活动记事。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有幸得到许多团体和个人的热情帮助与支

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同意我们选用《胡愈之文集》中有关世界语方面的文章；中国民主同

盟中央机关的有关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胡愈老的许多珍贵照片；还有世界语

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和支持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谭秀珠、

赵慕英、殷秦、徐森荣、徐婉芬等同志对该书进行了仔细的核校，使本书

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感激! 

                            编者   侯志平 

1998 年 12 月于北京 

（选自《胡愈之与世界语》一书） 

 

 

 

 

 

 

 



 

193 
 

 

黄尊生：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上有许多值得人们称赞的先驱者，黄尊生先

生便是其中之一。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一直致力于世界语运动的推广，

多次参加国际世界语会议，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享有盛誉。 

    黄尊生先生于 1894 年 7 月生于广东省番禺县。从 18 岁开始就向许论

博先生学习世界语。以后他曾在香山县和马来亚开班教授世界语。 1921 年

赴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毕业时获文学

博士学位。在这里他加入了里昂世界语协会。1922 年他第一次出席了在日

内瓦举行的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中国的世界语教学情况。 

    1923 年春，他代表北京和天津的商总会出席了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

国际世界语商业会议，同年 5 月，他应邀参加了西班牙、葡萄牙联合举办

的伊比利亚第一届世界语大会。 

    由于黄尊生先生的世界语、汉语水平比较高，又博学多才，于 1922 年

当选为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和国际世界语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 5 月，他再

次应邀到西班牙参加伊比利亚半岛第二届世界语大会。7 月，他代表国际世

界语中央委员会赴巴尔干半岛参加第 14 届保加利亚世界语大会。其后又参

加了第 4 届罗马尼亚世界语大会和第二届南斯拉夫世界语大会。在西班牙、

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他被推举为世界语大会的名誉副主席。 

    为了帮助最早将世界语引进学校教育的中国知名人士蔡元培先生更多

地了解世界语在国际上的应用和发展，黄尊生先生陪同他出席了在维也纳

举行的第 16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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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春，法国科学院 40名院士发起在巴黎召开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

讨论世界语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用途。黄先生受中国教育部的委托，

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写了一篇四万字的文章，论述世界语

在科学上的价值，后来由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出版。同年 8 月，第 17 届

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首创世界语夏令大学。黄尊生先生被

列为讲师之一。在大会上他发表了《孔子之教育哲学及其政治思想》的专

题演讲，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1926 年春，他结束了留学生的生活，返回广州，受聘于广东大学（后

改为中山大学)，除教文字学和语言学外，还兼教世界语。此外，他还在“国

民大学和市立美术学校担任世界语课的教师。同年 5 月，广东召开全省教

育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一项议案，请求将世界语列为各级学校课程。该

议案获得通过，从而使广州等地的不少大学和中学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

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设立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的议案，黄尊生先生应

聘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这所讲习所在三年间共培养了 200 名学员。当时的

广州实际成为中国世运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据当时出版的《世界语》杂志

报道，这一年的 12 月 15 日，广州世界语者在省教育会礼堂集会纪念柴门

霍夫诞辰 67 周年，参加人数约两千人。白天 30 辆汽车饰绿色彩带游行，

晚上 1500 多名世界语者举行晚会，会后 500 人举着绿色灯笼穿越全城，其

盛况可想而知。 

    为了给更多的世界语者提供深造的机会，他同蔡元培、吴稚晖、钱玄

同、周作人、陆式楷等中国文化界名人联合发起创办中国世界语学院。他

亲自到新加坡、马来亚为该院筹款，虽未能如愿，但先生的一番苦心，是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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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 年，上海世界语学会出版了他的《中国与世界语问题》一书。在

本书里，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语的

关系，提出要用世界语复兴中国，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在 30 年代初期，

他同世界语者区声白、伍大光、许论博一起，继续经办广州世界语师范讲

习所，为宣传推广世界语，培养世界语人才竭尽了全力。 

    抗战以后，由于颠沛流离，使他暂时离开了世界语运动。但从 50 年代

中期开始，又投身到运动中来。1955 年 8 月，他出席了在意大利波洛尼亚

举行的第 40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不久，他当选为世界语学院院士，任期 9

年，成为中国世运史上第一个担任该职的人。在国外侨居期间，他念念不

忘中国世界语运动。1976 年第 1 期《太平洋灯塔》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篇

文章，叙述了他所经历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情况，对它的未来寄予了殷切

的希望。 

1987 年黄尊生先生虽已 93 岁高龄，一只眼睛已全盲，另一只已半盲，

但仍然经常阅读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他对于近几年

来中国世界语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说“中国世界语运动之

蓬勃，前途之光明，为空前之所无，闻之庆幸之极。”在谈到北京召开国际

世界语大会时，他说：“这是我 60 年前的一种梦想，而今能够成为事实，更

加使我感动。”他认为“目前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已经蓬蓬勃勃、蜚声国际，

瞻望前途，充满希望。”他确信中国的世界语者在世界语的第二个百年里一

定能够为中外文化交流、世界和平和世界语运动作出更多的贡献。 

补记： 1990 年 8 月 24 日，黄尊生先生在香港病逝，享年 96 岁。 

            (原文载于《中国报道》1987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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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绿川  学习绿川 

 

今年（2012）是绿川英子诞生 100 周年，也是她逝世 65 周年。今天我

们首都世界语界的朋友们汇聚一起，隆重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表明她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尤其是我们世界语者的心里。作为长期

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的我，对这位日本友人是非常敬重的，特别为她

英年早逝而感到痛惜。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世界语名 Verda Majo，意为“绿色的五月”。

1912 年 3 月她出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庭，1929 年中学毕业

后，考进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2 年学习世界语，并参加日本无产

阶级联盟京都支部的活动。同时经常参加当地的左翼工会和文化团体的活

动。由于这些活动她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并被开除学籍。1936 年春，在一

次世界语活动中她结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由于他们都追求进

步，由相爱到结婚。当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和对留学生的迫害，

许多留学生纷纷回国。 

 1937 年 1 月，刘仁先期回到上海，4 月，绿川英子在世界语者的帮助

下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并同上海的世界语者取得了联系，经常参加

他们的一些活动，包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八·一三”战争

爆发后，她亲眼目击了日军在上海的种种暴行，为《中国怒吼》杂志写了

一篇《爱与憎》的文章，她写道：“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

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的新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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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作为一个世界语者和爱好世

界文化的我，我愿保卫中国的文化，不为日本强盗所掠夺。同时我是一个

女性，人类一份子，也本能地希望和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

的军队，因为他们是为着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并且他们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我对日本的弟兄们大声疾呼地呈请：‘不要白流掉你们的鲜血，你们的敌人

不是在隔海的这里。’” 

    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叶籁士同志的帮助下，从香港、广

州，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播音。她全力以赴地向世界揭露日本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

为此，日本东京一家报纸恶毒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

属也受到株连。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责骂，绿川说：“谁愿意叫我卖国

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甚至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

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

感到羞耻。” 

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来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

会”工作。此时她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1941 年 7 月

27 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纪念郭沫若回国 4 周年的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

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笑着对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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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川英子听了很激

动，她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

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郭沫若还为她题词鼓励：“茫茫四野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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黮（shen）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绿川在重庆工作期间除了做好对敌广播外，还为《新华日报》、《中国

报导》等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她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中

写道：“同志们，幸而我是个世界语者……因为多亏这个，我在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革命战斗中找到了自己小小的岗位。现在我们应最有效地把我们

的语言当作国际武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写在

纸上的漂亮词句……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抗战胜

利后绿川受党组织的派遣秘密来到东北解放区，在佳木斯，东北行政委员

会聘请她和刘仁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  

    1947 年 1 月 14 日，绿川英子由于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在佳木斯逝

世，年仅 35 岁。3 个月后，她的丈夫刘仁也因病逝世。佳木斯的党组织和

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绿川英子夫妇安葬在佳

木斯烈士公墓里。 

    今天我们纪念绿川，就是要学习绿川的精神。我认为，她的精神体现

在四个方面： 

    第一，绿川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

国和亚洲国家，为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而羞愧，号召日本军人

把枪口对内，对着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复活军国

主义，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今天我们

纪念绿川，就是要像绿川那样，团结包括日本世界语者在内的世界各国人

民，与日本右翼势力作不懈的斗争，所以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有着不寻常的

意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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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绿川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她身体力行，敢作敢为，排除

一切困难，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她号召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

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侵略战争，这种精神和勇气，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绿川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她从同情中国革命到参与中国革命，

真心诚意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自从她来到中国后就积极投入中国人民

的救亡运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多数的日本

人都回国参加国家的重建，但绿川却选择留在了中国，她曾经这样说：“日

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一半的愿望。中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

要继续留在中国，参加反蒋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了，我还要参加新中国

的建设。” 

    第四，绿川是一个坚持世界语的伟大理想，践行世界语精神的世界语

者，她多次讲过，多亏有了世界语，才使她能结识许多中国人，在抗日战

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她认为，世界语在本质上

是反对法西斯的，各个民族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共同为世界和平和

人类进步而努力奋斗，尽“人类一份子”应尽的责任。 

绿川的英年早逝使中日两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一位杰出的

国际主义战士，也使我们世界语界失去了了一位可敬、可亲、可靠的同志

和朋友，让我们感到无限的惋惜和悲痛，但中国世界语者将永远记住她的

英名！她永远是我们世界语者学习的榜样！ 

           (原载《枣庄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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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父子对世界语的两代情怀 

 

在中国政界、外交界支持世界语的名人中，有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

他就是陈毅元帅。1963 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国报道社工作时，常常听到

一批老世界语者如冯文洛、方善境、张闳凡等人总是带着尊敬的神情谈起

陈毅元帅，因为在当年，陈毅参观过全国世协举办的世界语展览，出席过

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据说在这次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

话。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和支持世界语自然给大家以巨大的鼓舞。

陈毅是四川人，作为家乡人，我倍感亲切。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从

事过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研究。我发现陈毅对世界语的了解与支持远远不

止于此，而且，他以政治家、外交家的胸怀，高瞻远瞩地阐明了世界语工

作的意义，使人耳目一新。 

  陈毅元帅 1919 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以

后又从事革命工作。他深知在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世界语应用于

国际宣传和联络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的延安、

新四军苏北根据地（陈毅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和重庆，都有一批革命者学

习世界语。他们经常开展活动，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吴玉章、郭沫若

等领导人和名流的支持。建国后，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世

界语协会，创办了世界语月刊《中国报道》杂志。他还知道世界语是柴门

霍夫医生发明的。他了解世界语者是一批重友谊、爱和平、追求“人类大同”、

十分善良的群体。他们对世界语非常爱好，一见面就称“同志”，彼此之间有

一种特殊的感情。陈毅以宽广的胸怀看待世界语。他说：“世界语工作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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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做呢？因为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喜欢这个工作。讲到世界语，就是同

志，不管黄种、白种，也不管信仰不同，一讲世界语，就可以坐下来谈几

分钟，几十分钟，这工作就值得做，有群众嘛。哪里有群众就要到哪里去

工作。要跟他们一道去工作”。他强调指出：“世界语工作很有意义，消除种

族、宗教成见。世界上搞世界语的，大都有一种朦胧的、模糊的、可是善

良的愿望，我们去工作，就是使它明朗化。” 陈毅认为：“讲世界语的都是

同行，同行同好，容易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不分种族、信仰，团结起来，

为了和平、进步、友谊，共同奋斗，这正是中国人民多年追求的目标，有

什么不好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全国世协的工作总是给予力所能

及的支持和帮助。 

 1950 年，《中国报道》创刊后，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世界语者的支持。但

是，在 1953 年，民主德国驻华使馆向我国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报道》停

刊，因为他们那里禁止世界语活动（由于东欧各国受斯大林肃反政策的影

响，禁止世界语），而《中国报道》在民主德国的发行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同是人民民主国家，但执行着两种不同的政策。为了顾全大局，中央批示

《中国报道》于 1954 年起停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以下简称“全国世协”）

的工作也相继中止。1956 年随着赫鲁晓夫执政，苏联不再禁止世界语活动，

东欧各国也开始解冻，世界语活动在这些国家重新活跃起来。这年五月一

日，著名世界语者、全国世协理事长胡愈之应邀到莫斯科参加“五·一”观礼，

接着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在苏、捷考察期间，胡愈之看到当地世界语活

动相当活跃，回国后就向国务院申请恢复全国世协的工作，申请《中国报

道》杂志复刊。时任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的陈毅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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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毅的关怀下，1957 年中华国世界语协会全面恢复工作，《中国报道》也

于当年 12 月复刊。协会也有了专职的工作人员，《中国报道》有了专职编

辑和翻译， 

  为了了解各国世界语活动的情况，加强同各国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

之间的交流，陈毅还批准全国世协组织代表团参加一系列的国外的世界语

活动。1956 年 7 月，叶籁士、陈原、张企程赴丹麦参加波兰、捷克的国内

世界语大会。1957 年杨永森代表中国世界语者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

1959 年叶籁士赴波兰参加第 44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参加这些活动大大促进

了中外世界语者之间的了解。 

  由于陈毅的倡导和支持，文化部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联合发出通

报，令各省、市、自治区的对外文协分会及文化局支持并指导当地的世界

语运动。上海、北京、重庆、西安、武汉、天津、太原、蚌埠、杭州、昆

明、贵阳等城市的世界语组织相继恢复活动或建立新的组织，世界语活动

便逐渐开展起来。各地举办世界语报告会，开办世界语班，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还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北京外语学院也将世界语列为第二外语。 

 在这段时间，全国世协在办好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的同时，还加

强了世界语对外图书的出版，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选集》、《新事新

办》小说集、《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

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怕鬼的故事》的世界语版。这些

书籍的出版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 

  在 1962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文委还专门讨论了世界语工作，6

月 24 日就加强世界语工作向全国各地发了专门的文件。 



 

203 
 

  陈毅十分重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特殊作用，支持和批准北京广播

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对外开办世界语广播。为了开播，从 1962

年起开始培训翻译和广播员。在陈毅、胡愈之的关怀下，我国的世界语对

外广播终于在 1964 年 12 月 19 日对外开播。现在我国的世界语广播每天对

外广播 ，已经成为全世界世界语广播覆盖面最广、播送时间最长的电台之

一。 

 1963 年全国世协为了向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世界语在对

外报道方面的工作和成果，于 7 月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

展览”，紧接着于 7 月 25 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陈毅副

总理在百忙之中抽身参观了展览，并且提出很想听听世界语的发音，遗憾

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未能如愿。在参观的间隙，胡愈之理事长邀请

陈毅副总理出席不久将召开的座谈会，没有料到陈毅欣然接受了邀请，而

且在会上就世界语工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大大推动了当时

的全国世界语运动，至今对指导全国世界语运动和对外报道工作仍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陈毅的讲话的确鼓舞人心，就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

感到亲切，给人以教诲。它永远是我们世界语者力量的源泉。在讲话中他

首先肯定这次世界语展览搞得很好，他谦虚地说：“看了以后，使我的知识

增加了一分，眼界扩大了一分，世界观丰富了一分。”他建议邀请更多的领

导人来看看这个展览，让他们也了解一下世界语工作，他还建议把这个展

览弄到各省去展出。在他的推动下，许多文化界、教育界的领导人都参观

了这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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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谈会上，陈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从事世界语工作的同志表示

感谢，他说：“世界语工作我很佩服，国务院、中共中央很感谢。这个部门

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做的，要大发展。”參加会议的世界语者听

到这些话倍感亲切，也很受鼓舞。 

  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对世界语的对外报道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他说：刊物杂志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就没有人看了。要搞点中国建设

成就、文学艺术，搞点图片，搞点历史文物，搞点基本知识，搞点农业和

知识分子生活，搞点科学、语言学等。政治性太强的东西，引不起人的兴

趣。对外报道要细水长流，点点滴滴，做十年二十年才会产生绝大效果。

性急的人不行，性急就是信心不足。每期有一点点，三五十年可以改变一

个人的思想，大批堆上去，连一个读者也会失掉。陈毅强调指出：对外报

道一定要分清对象，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他风趣地说：“打通人家的思想，

要使人家如坐在春风之中，讲道德，说仁义，很好听，很温暖。”“打通思想，

不是用鎯头去打，用鎯头去打，就要打破脑壳，思想仍不通。” 陈毅的这些

讲话对从事对外报道工作的我们，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像我这样

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这些讲话渗透的哲理足可以够我们终身受用。 

  陈毅副总理对培养世界语人才非常重视。当他得知世界语人才没有专

门的学校培养、世界语工作面临后继无人时，他指示世协的负责人，可以

自己招生培训。他着重指出：“我们要有一批人专搞世界语工作，这批人中

文要好，世界语要好，还要通一门外国语。一个人掌握了这三种文字，就

是宝贝，就是我们国家的先进人物，是这方面的领导人。要培养一批这样

的人。要把世界语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要使它绝了种。” 陈毅鼓励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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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年轻人：“搞学问不能有势利眼。搞学问就要专一，不要西红柿上市搞

西红柿，西瓜上市搞西瓜，到九、十月，什么都没有了，结果一事无成。

研究学问就要能坐冷板凳，坐不得冷板凳的，研究不了学问。钻它十年，

十五年，对我们国家很需要。只要脚踏实地，有成绩，对人民都会有贡献。”

正是在这些讲话的感召下，多少年来我和社里的年轻人才专心致力于世界

语工作的。 

  陈毅还建议：可以在北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要世界语协会的

同志们做一点准备，“在北京举行世界语年会，要真正有世界语工作，这样

大家来开会就好了。上海、杭州、广州、汉口和对外宾开放的地方都有个

分会，到外地参观，不单看中国建设，还要看一点世界语工作，三句话不

离本行，他们就满意了。” 

  在陈毅讲话的推动下，全国世协放手工作，不仅改进了刊物的对外报

道，使《中国报道》杂志的发行量创造了历史记录，还出版了许多世界语

书籍。在培养世界语人才方面，经高教部批准，从 11 所学校调集教师到北

京培训，这些教师回校后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高教部还专门下达文件，

批准在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开设世界语选修课或作为第二外语。1964 年高教

部又同意从各大学的学生中调集一批人学习世界语，使中国报道社、外文

出版社、中国国际书店、广播事业局充实了一批世界语专职干部。陈毅副

总理建议的各大城市建立分会的指示现在已在许多城市得到了落实，山东、

江苏、浙江、辽宁、吉林、广东、湖南、湖北、、陕西、内蒙古、甘肃、江

西、海南、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世界语协

会，世界语的种子也撒播到全国各地。 



 

206 
 

 更为可喜的是：1986 年 7 月 24 日，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开

幕，报名参加大会的有 54 个国家的 2482 人。陈毅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

全国世协又于 2004 年成功举办了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国际世界语

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毅的影响下他的儿子陈昊苏先生，也成为支持世

界语的知名人士之一。陈昊苏先生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

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他曾率领北京世协代表团出席过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在大会的开幕式上用刚学会的世界语致辞。他对世

界语的热情来源于对世界语理想的深刻理解，他说：“柴门霍夫博士在一百

年前创造世界语，是为了提供一种语言工具，把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

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百年来人类社会经过巨大的变革，赢得了

明显的进步。这种变革和进步提供了一种证明，就是柴门霍夫的理想是具

有生命力的，他当年所怀抱的人类团结的希望并不是一种空想。他创造世

界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以及他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

神是值得我们钦敬并永远纪念的”。他同时指出：“消除语言霸权、建立国际

语言新秩序，和让世界走向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应

该是个平行发展的过程”。现在他还兼职担任全国世协会长、中国世界语之

友会副会长。他虽然工作很忙，但经常要抽出时间，出席一些重要的世界

语集会。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对世界语工作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力所能及

的帮助。陈毅父子对世界语情有独钟的故事，现在在国际世界语界已成为

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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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楚老对世界语事业的贡献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同志生前是中国世界语之友会

首任会长，也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顾问和北京市世

界语协会名誉理事长。他在晚年对世界语事业矢志不渝的支持，一直受到

我国世界语者的爱戴和国际世界语界的敬重。 

    楚老在年轻时代就投身进步的文化教育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英勇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国际文化

交流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作出重要贡献，是德高望重的著名社会活

动家。但是，他对世界语的精辟论述和对世界语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还很

少为非世界语界所知。     

    楚老是在本世纪初接触世界语的。1919 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

习。当时，世界语运动由于得到蔡元培、鲁迅等一批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和教育家的倡导，曾兴盛一时，受此影响，他对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

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在课余时间开始自学世界语。

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加之生活的动荡不定，中断了世界语的学习。但

是，他一直关注着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1984 年，他在“中国世界语运动

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回忆了这段往事，他说：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

斗争中，世界语运动的绿星旗也曾团结了一批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

以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世界语者，当时以世界语

为工具，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作出了

极大的努力，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老一代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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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世界语者，创办了《中国报道》杂志，开辟了世界语广播，出版很多

介绍中国及其文学艺术的书籍，并且积极地参与了国际世界语活动。这些

都说明中国的世界语者在扩大中国和各国的交往中，起到了积极而又健康

的作用。1965 年，他作为对外文委副主任亲自参观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展览，

接着又出席了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表明了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关注

和支持。 

    一次他在接见我们时深情地说：“我对世界语一直怀着深厚的信念，‘信’

就是‘信仰’；‘念’就是‘怀念’。”楚老解释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世

界的空间、时间距离愈显愈短，人类的相互接触和交往日趋频繁，但是，

今天人类用的语言仍有两千余种，这对于人类的进步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障

碍。为了交流，人们不得不学习多种语言，不仅耗费了人类无可估量的时

间、精力和物资，也不利于各国人民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平等交流，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在全世界通用的、没有历史偏见和种族歧视的、

科学、易学而又优美动听的语言。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世界语就是这样

的语言。 

    正是本着这种认识和信念，楚老在晚年不顾自己年逾八旬和国务活动

繁忙，对世界语事业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自始至终支持世界语的宣

传和推广。他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许多论述世界语的文章、讲话，对世界

语运动提出过一些积极的、具有远见的主张和建议。在他与世界语者的会

见中，他经常通过自己从事国际友好活动，由于语言障碍给工作带来种种

不便的亲身经历，反复强调，如果世界语能成为人类共同使用的语言工具，

那么世界各国人民只需要掌握自己的民族语和世界语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和

国际交往中应付自如，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将节约大量用于语言方面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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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各国人民将节省许多学习外语的时间和精力。到那时，任何一个人只

需通过世界语就可以学习各国的古今优秀文化，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多次盛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肯定世界语对人类的价值方面作出的有关

决议，并希望它在推广世界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提出了在联合国逐

步推广世界语的七项建议，受到国内外世界语者的称赞和好评。 

    楚老对世界语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坚信，随着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一定会克服一切的无知和偏见，终于会实现

人类共同理想——人类逐步有了共同语言并建设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

人剥削人的大同社会。”为此，他在接见我们时，总是鼓励和教导我们：“你

们担负的责任很重，在你们的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世界语创始人柴

门霍夫的美好理想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中国有 10 亿人

口，如果能在学习和宣传世界语方面带头，必将大大推动世界语在全世界

的普及，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又一贡献。”     

    为了尽到老一代的责任，楚老不顾国事繁忙和八九十岁高龄，总是不

遗余力地支持世界语事业，使每一个世界语者都深为感动，他的高尚品德，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他在 82 岁高龄时，同胡愈之、巴金、赵朴初、夏衍、冰心等知名人士

一起，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把各界知名人士团结在一起，共同支

持世界语运动。在当选为该会会长的成立大会上，楚老表示，一定不辜负

大家的重托，将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此后的 12 年间，

他多次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和讨论该会工作。临终前，他慎重推荐老世界

语者柴泽民接替他担任会长职务，并留下遗嘱，要大儿子楚泽涵今后多参

加一些世界语活动，支持世界语事业。他在弥留之际对世界语还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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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令人感动。 

    在他去世前的十多年间，他经常应邀出席世界语的各种会议，在会上

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世界语在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和平方面的

贡献，鼓励大家加强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应用。 

    他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敦厚苍劲，是书法爱好者收藏的珍

品。按一般惯例，题写一幅字，要付上千元的润笔费，但楚老为世界语题

写了 30 多幅刊名、书名、牌名和条幅，从未收取报酬。这些书法作品倾注

了他对世界语的真挚感情，表达了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已经成为宣传世界

语的极好的材料和宝贵的文化珍品。 

    楚老总是热情地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的工

作，常常在家里听取我们的汇报，同我们一起探讨世界语运动方面的问题，

协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困难。他曾接见过国际世界语协会前任副会长

梅田善美、秘书长芙洛拉·萨波·费尔索和总干事西蒙·米诺耶维奇，同他们

讨论国际世界语运动和如何开好在北京举行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等

问题。他欣然接受担任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监护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外国友人从楚老对世界语的精辟见解中，看到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光明前

景，并为此受到鼓舞。 

    此外，楚老还关心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杂志和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多次出席有关世界语的纪念活动和展览，高度评

价我国世界语工作在介绍新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增进中国同各国

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所作出的成绩。 

    楚老对中科院世界语协会在科技界推广世界语，包括出版世界语科技

杂志工作，也给予了热情地支持。他经常勉励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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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应用世界语，他说：“中国科学院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

上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他们能支持在科技领域推广使用世界语，这

在人类文化史上也将是一大贡献。”为此，他接受中科院世界语协会约请担

任他们的顾问。楚老多次接见他们，直接听取他们汇报工作，即使在病中，

他仍然惦记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1994 年，楚老已是 95 岁高龄。由于

年老多病，在此之前，已住院半年。1 月初，他在医院接到中科院世界语协

会的一封信，尽管久病无力，仍然以惊人的毅力，亲笔给他们写了一封回

信。他在复信中说：“本月 5 日来函收悉。你们将于 7 月 10 日举行第 4 届世

界语科技会议，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促进世界语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定能够做出很好的贡献，再上新水平，开创新局面。”他预祝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这是楚老去世前三个月最后留给世界语者的遗训，可以说他对世

界语事业倾注了他的全部的爱心。 

    楚老虽然离开我们五年了，但我们永远怀念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前辈。

他作为世界语之友会第一任会长，以及他对世界语事业的支持和厚爱，将

永载世界语运动的史册，他的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前进！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长、中国民主

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楚图南教授 1994 年 4 月 11 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95 岁。 

（1999 年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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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巴金的世界语情缘 

 

巴金不仅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而且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生

前他曾长期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也曾担任全国政协

第 6 届至第十届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2 年荣获意大利国际但丁

奖，1983 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2003 年获国务院授予的“人民作家”荣誉

称号。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他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

学习世界语，对世界语的激情和钟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由于他

对我国世界语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从 1980 年起，他就担任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副会长，1988 年以后又改任名誉会长，直到逝世。在中国世界语者

眼里，他是世界语理想的象征，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由于世界语的关系，

我与巴金有过一段忘年之交，至今令人难忘。 
 

初识巴金：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我与巴金的交往始于 1980 年。那一年 7 月，巴老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

出席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他写了一篇

题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的文章，寄给世界语对外宣传杂志《中国报

道》编辑部，由于我是世界语专栏的编辑，领导要我来编发这篇文章。除

在《中国报道》上发表外，为了增进国内各界对世界语的认识和了解，领

导要我将这篇文章转给《人民日报》，建议他们发表。后来《人民日报》海

外版给予了转载。事后我将上述情况写信给巴老，向他作了汇报，并感谢

他对我们工作和世界语事业的支持，从此我便同巴老有了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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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4 月，巴金为参加茅盾的追悼会来到北京，住在西四皇城根南

街国务院招待所。正好我们想在《中国报道》上发表一篇悼念茅盾的文章，

想请巴老为我们写一写。于是经他同意，我们编辑部 3 人和世界语协会两

位同志于 4 月 23 日上午 9 点左右来到宾馆巴老的住处。巴老一见到我们，

就如同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给我们热情地让座。我在大学是学文学专业

的，巴老是我仰慕已久的大作家，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使我很快打消了敬畏感。当年巴老已 77 岁，虽过古稀之年，但精神仍

然不错。他不善言辞，但谈到世界语，却有说不完的话。除约稿外，我又

向他请教一些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方面的问题，他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

他还应我的请求，在我带去的他的著作上签名。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多小

时就过去了。我们担心影响巴老的休息便起身向巴老告辞。临别前，他还

欣然同意和我们在门外合影留念，并坚持要把我们送到招待所的门口，同

我们一一握手告别，这使我们非常感动。 

同年 12 月 6 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

会上，我又见到了巴老。在客厅休息室里，我向巴老表示问候之后问他：“还

记得我的名字吗？”没想到他老人家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回答：“你不是侯志平

吗？”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而且已愈古稀之年，竟然见过一次面后就能

记住一个普通人的名字，真令我惊奇，也让我感动。 

“世界语之友会”是楚图南、胡愈之、巴金、赵朴初、叶圣陶、夏衍、冰

心、叶籁士、白寿彝等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的、在道义上支持世界语的一个

组织。第一批参加世界语之友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大约有 100 多人，他们中

有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著名作家、艺术家、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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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宗教领袖。巴老在这次会上做了即席发

言，他谈了年轻时代学习世界语的过程，以及对世界语本身和世界语前途

的认识。他的讲话既令人信服，又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再识巴金：一个坚守信仰的世界语家 
 

我所工作的《中国报道》杂志社是一个对外宣传单位，除用世界语出

版杂志外，还出版世界语书籍。为了向各国世界语者报道我国世界语运动

的光荣历史和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对世界语的支持，作为世界语专栏的责任

编辑，我从 1979 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当时，世界语传

入中国已有 70 多年，曾经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鲁迅、郭沫若、

蔡元培、吴玉章、徐特立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支持。从与巴老见面以后，

我决心研究巴老与世界语的关系，为此我读了巴老的有关著作，包括《随

想录》、《巴金日记》、《巴金传》、巴金生平大事记以及他的一些小说、散文、

随笔等。 

随着读的书籍越多，对巴老的崇敬精神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

巴老对世界语理想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对学习、应用、宣传世界语的

无私奉献精神特别令我感动。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所说：“巴金毕生

爱着世界语，他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巴老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

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

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

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巴老对世界语的感情贯彻在他一生的行动中。他从 1918 年（14 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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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触世界语后就对世界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2 年至 1925 年在南京上

学期间，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即使生病，从不间断。他阅读了世界语

创始人柴门霍夫的许多著作和外国名著，这为他掌握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还每天坚持听世界语的自修唱片。他一

直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即使在“文革”受迫害期间，他还经常翻阅《中

国报道》，或到上海外文书店去购买世界语书籍。在那群魔乱舞、是非颠倒

的年代，世界语给他带来了温馨与安宁。 

巴金认为世界语是各国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极好工具，从 1928 年起，

他身体力行从事世界语的翻译工作，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如俄罗斯阿· 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

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舞蹈》，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等等，就

是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一生中通过世界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达 30 万字之多，这在中国作家和世界语学者中也是少有的，他为我们做出

了榜样。 

巴金对宣传、推广世界语更是不遗余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加

入过上海世界语学会，做过会刊《绿光》的编辑，发表过许多宣传和研究

世界语的文章，他甚至担任过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员，为许多青年批改过

作业，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特别在晚年，他为世界语的宣传和《中

国报道》杂志、世界语协会会刊《世界》(La Mondo)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他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作为作家，他要继续进行写作和翻译，所以是很忙的。1983 年年末，巴老

不幸患了“帕金森氏症”，体力大减，连写字都非常困难。1986 年 1 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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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上发表启事：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

写作和翻译，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

不会客访友。但是对世界语协会的各项工作却是一个例外。为了支持世界

语事业，支持《中国报道》对外宣传，他欣然同意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

会副会长，后又任名誉会长，担任《世界》(La Mondo)杂志顾问，还兼任上

海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直到他辞世。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经常开展国际工作，他同意担任 1986 年在北京举

行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开会时还发函祝贺。以后又

同意担任 1991 年在青岛举行的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监护委员会的

名誉主席。每逢《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五周年、十周年庆典，他都

克服巨大的病痛，写信祝贺。1990 年 5 月，他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 40

周年的贺信中这样深情地写道：“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庆祝活

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

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从这些

发自内心的话里，不难看出巴老对世界语的一片真挚感情。 

对一般爱好文学的读者来说，许多人并不了解巴金浓浓的世界语情结，

即使同巴老熟悉的朋友也未必了解他对世界语的深厚感情，他在“参加国际

世界语大会有感”一文中披露一件事情，他说：“我去北欧前友人劝我不要参

加这次的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人劝阻说：你年纪大了，不应

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

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我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人

类公用的语言。”他在另一篇文章“《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中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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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我要为人民友谊的事业贡献出我的晚年，这事业里面也包含着世界语

运动吧。”正是坚守这些信念，巴老才全身心地支持世界语事业和世界语运

动。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他同胡愈之、叶籁

士、陈原一起，制订了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作出了

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申办在北京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成立世界语之友

会、创办会刊《世界》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等重大决议，促进了中国世界

语运动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阶段。 
 

痛失巴金：世界语界失去了一位伟人 
 

2005 年 10 月 17 日，一代文学大师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 101 岁，这

不幸的消息传来，引起国内外世界语界的震惊和巨大的悲痛。巴老在生前

是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之一，这是国际世界语界授予他的

最高荣誉职务，荣获这一职务的大都是支持世界语的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

当时全世界仅 10 人左右。时任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雷纳托·科尔塞蒂立即发

来唁电，代表国际世界语协会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在唁电中说：有些人是

超越时空的，他们是伟人。他们的教诲长存于世，继续与我们同在，不断

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语者来说，巴金正是这样的伟人。时任国际世界语

协会副主席 Caude Noumont 、秘书长 Ulla Luin、韩国、日本、阿根廷、法

国等国的世界语协会和许多世界语者也纷纷来电、来函对巴老的不幸逝世

表示哀悼。中国外文局、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

界语之友会也立即向巴老的家属发了唁电，沉痛悼念他的逝世。唁电说：“巴

金先生的辞世是中国和国际世界语运动的巨大损失，中国的世界语者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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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发扬巴金先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继续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向

前发展。”《中国报道》电子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及时报道了

这位伟人的辞世，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全国世协通讯》从当年的第 10

期起，连续 3 期发表了全国世界语者哀悼巴金、学习巴金、走巴金的路的

文章，他们为自己的队伍里有巴金这样的知名人士而骄傲，为痛失这位伟

人而惋惜，他们决心继承巴金的遗志，继续为世界语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缅怀巴金：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巴老的一生是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读者中度过的，他的真诚

感动着每一读者，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他对世界语者也倾注着一片爱心。 

已故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李奈西就曾得到他的帮助。1930 年，李

奈西作为政治犯被关在监狱中，报名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的世界语

函授班学习世界语，巴金就曾给他批改过作业，并耐心地回答他提出的学

习中碰到的问题。天津青年学生苏阿芒 1951 年自学世界语时曾写信求教巴

老，他不仅立即函复，鼓励他好好学习世界语，还赠送给他一本他的新作。

文化大革命中苏阿芒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多年。1979 年平反出

狱后，路过上海，巴老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同他合影留念。上世纪 80 年

代以后，尽管他很忙，而且身体很不好，但他仍抽出一些时间给众多的普

通世界语者复信，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世界语运动方面的各种问题，甚至

在上海寓所接待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语者，给他们签名，同他们合影，向

他们了解各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鼓励他们要学好世界语，多为世界语运

动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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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学习的世界语者肖火力，1985 年

6 月写信给巴老他想代表四川世界语者去看望巴老，希望巴老能够接见他，

经巴老同意到了巴老家，受到巴老的热情接待，肖火力说：“巴老，我是从

咱们的家乡四川来看望您的，向您问好；另外，即将创刊的《世界语文选》

杂志编辑部邀请您为该刊顾问，并请您为该刊题词。”巴老听了他对刊物的

介绍后，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谈起世界语，巴老兴致很浓，巴老说：“四

川的世界语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现在世界语运动发展很快，令人高兴。”接着，肖火力给巴老介绍了上海外

国语学院世界语班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巴老听后很高兴，

并鼓励说：“你们应该珍惜今天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好好学习。我开始学世

界语时，条件差多了，缺乏学习资料，字典只有薄薄的一本，简直不能与

今天相比。”在这次接见中，巴老还留他吃饭、与他合影，临走时，送给他

一本新出版的《随想录》第四集——《病中吟》，为了鼓励他，还在他的笔

记本上写下了：“为世界语的发展而奋斗！” 

黑龙江省世界语者石成泰，同几个世界语者编了一个油印的世界语刊

物，叫《三色堇》，1991 年为了纪念匈牙利著名的世界语文学大师尤利·巴

基，写信给巴老，请他为巴基的作品《秋天里的春天》写一篇短序，因为

这本书是巴金 40 多年前从世界语翻译成中文的。巴老收到信后，很快地给

他复了信，复信中说：“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写作，45 年前我曾对照原文

第三次校改《秋天里的春天》，我未见过尤利·巴基，也不曾同他通过信，可

是我喜欢这个中篇……。我同意你们翻译我过去写的序言，在新的刊物上

发表，因为我没有精力另写文章了，请原谅。”1994 年，日本世界语者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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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写信给石成泰，请求他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为他收集到一本巴金汉译

的《秋天里的春天》初版本，那是开明书店 1932 年出版的，石成泰无法搞

到。峰芳隆后来希望他能复印该书的封面、版权页。石成泰无法在当地借

到这本书，只好求助巴老，不久，就收到了由马小弥同志代笔的巴老的回

函，回函中说：他已经把家中收藏的大多数的书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建议

石成泰到北京现代文学馆去借阅。可是几天后，石成泰出乎意料的收到了

巴老的回信，说是在家里的书柜中意外的发现了这本书，就把该书的封面、

封底、目录、版权页和序言复印后寄给了石成泰，让他转给日本朋友，这

使石成泰非常感动，他说：“我这个普通的读书人，遭遇过多次投书给编辑

和名人而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应的尴尬，可是，巴老不顾自己已经 90 岁

的高龄，却认真地回复他的一位普通读者，使我感到，他的那颗伟大的心

脏，的确是在同自己平凡的读者一起跳动着！” 

重庆世界语者魏以达，是四川外语学院的一个普通教师，多年来他从

事《家》的世界语译本的翻译工作。1981 年，他写信给巴老，请巴老为世

界语译本《家》写一篇序文，6 月 29 日，巴老立即给他回函说：“以达同志：

谢谢你花了那么多的工夫，把我的小说译成世界语。30 年代中，我曾经想

过用世界语重写《家》，但是，一则我没有较多的时间，二则我的世界语的

修养不够，因此，这个愿望无法实现，听说你的译稿就要完成，我很高兴，

你帮助我了却一桩心愿了。只是很抱歉，我没有时间细读你的手稿。你要

我为译本写序，我看不必了。关于《家》，我自己谈过不少次，也为好几种

外文译本写过序文。话说多了，就不免有重复的字句，有时说来说去都是

那些，还不如少说为妙。如果你实在想找作者讲点儿什么，我看就把我最



 

221 
 

近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激流>》摘译几段，连同这封短

信作为《代序》也好。总之由你决定，祝好！” 

1982 年 1 月，重庆世界语协会要创办一个世界语刊物《世界语学习》，

请巴老写祝词，巴老于 1 月 21 日立即函复：“这是很好的事情，我真心的祝

你们取得成功，也相信你们会把刊物办好。但是祝词无法写，请原谅。我

身体不好，写字很吃力……我无力答应，祝好！”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北京世界语者张德浦向巴老要一本他的著作《六

十年文选》，可是后来张德浦的信怎么也找不到了。巴老身为全国政协副主

席、全国作协主席，但不同意为自己配备秘书，所有来往书信都由自己亲

自处理，常常力不从心。为打听张德浦的地址，他专门写信给与张德浦同

一个单位的周茜云，询问张德浦的地址。他写到：“我生活忙乱，身体又不

好，记忆力衰退，常常收到朋友来信，读后一放就找不到了。要过了若干

时候才会无意间给发现，但事情却被耽误了，最近，我收到一封你的同事

张德浦的信，他看见我给你的《六十年文选》，他几年前跟我通过信，我还

记得他来信向我要这书，我愿意送他一部。可是这两天我准备寄发赠书时，

却找不到他的来信，我记不清他的名字，是不是张德浦，找信找了几天也

找不着，我整个书桌上都是书和信，找起来实在不容易。现在只好请你帮

忙了，快告诉我：他的名字，以便我早日寄出赠书。谢谢你。”为满足一个

普通世界语者和读者的要求他付出了多少精力！ 

我也曾多次与巴老通信，其中三次是为《中国报道》杂志约稿，另一

次是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许善述同志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

商讨出版事宜，每一次他都给我及时回了信，每封信虽然很短，但都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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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真诚，令人终身难忘。例如 1987 年 2 月 3 日，他在复信中说：“志平同志：

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很困难，稿

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我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同

时也为他的身体担心，只能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能早日康复。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巴老对我的关爱。他知道我是研究中国世界语运

动史的，1990 年台湾华东书局出版《巴金译文选集》，他亲自签名寄给我其

中三本小册子，这三本书都是他通过世界语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1994

年 10 月，他又赠送给我一套《随想录》，每当阅读他的这些作品，我都感

到特别的温暖。另一件事也使我难以忘怀，1987 年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时，

北京世界语协会出版了一张印有各国发行纪念柴门霍夫邮票的明信片，为

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北京世界语协会王彦京同志拿着两张明信片请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世界语之友会会长楚图南、聂荣臻元帅（他也支持世

界语，也为庆祝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题过辞）在上面签名，楚老不仅签了

名，而且还盖了章；聂老因病住院虽未签名，但盖了他的名章，当时我想，

如果请巴老在上面签一个名，这两张明信片的象征意义就很大了，也太珍

贵了，因为，他们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其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这两张明信片寄给巴老，说明了原

由。巴老是老世界语者，他深知世界语者喜欢集邮，借集邮来交朋友，借

集邮来宣传世界语。没想到半个月后我就收到巴老寄回的签了字、盖了他

的名章的明信片，而且两张明信片上盖的名章还不一样，足见巴老的细致

入微和重视。 

巴金关爱世界语，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世界语者，也赢得世界语者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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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和热爱。2003 年 10 月，在吉林延吉市出席第 5 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世界

语者在一幅巨大的绿星旗（世界语的象征）上签名，致函巴老，祝贺他的

百年华诞。在这封致敬信中写道： 

“数十年来，您不仅为我国的进步文学和文化事业、为世界文学宝库和

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

心血。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脚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

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

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

以您为榜样，热爱世界语，忠于世界语的理想，为世界语的崇高事业竭尽

全力！” 

2004 年 7 月，在北京举行了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式上宣读了

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位代表写给巴老的致敬信，表达了中外

世界语者对他的崇敬和祝福。 

为了让中外世界语者能读到巴金的作品，中国报道社和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翻译出版了巴老的《春天里的秋天》、《寒夜》、《家》和部分短篇小说，

编辑出版了《巴金与世界语》一书，书中收集了巴金有关世界语的文章、

译作、书信和悼念文章，让巴金的文学作品和他坚守世界语的理想、不断

为之奋斗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巴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真诚和爱已经通

过他的作品、他的言行传给了我们，他将鼓舞我们追随他的足迹，用世界

语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和世界和平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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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世界》 

——纪念巴金百年华诞 
 

编者按：11 月 25 日是巴金老人百岁寿辰。走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老人以

他深刻的笔触记载了对人生不同阶段的感悟与认识，因而，有人说巴金是

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作为记录者，他像战士一样，紧握手中

的笔，始终写作不辍，用他的话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靠用作品来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

作为见证者他热爱真理，忠实地生活，因为他相信“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

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

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他以他的品格和“把心交给读者”的愿望始终用

他的作品见证着历史；作为参与者他用他的真诚与热情表达着对祖国与人

民的热爱——“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一起接受阳

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

暖的脚印里。”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世界》已度过它的童年，进入了青春焕

发的青年时代。在它成长过程中得到胡愈之、楚图南、胡绳、陈原、叶籁

士、叶君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培育和提携。我国文坛泰斗巴金在晚年也

给予它许许多多的关爱。作为《世界》杂志编委的侯志平同志，曾接触过

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资料，特发表此文，敬祝巴老健康长寿。 

                             《世界》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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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关心《世界》 
 

    巴金从 1979 年起担任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8 年至今担任

名誉会长，自然对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世界》非常关心。 

    巴金是我国著名的老世界语者，曾对我国世界语运动做出过杰出贡献。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担任过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办过会刊，当过世

界语函授学社教员，翻译过数十万字的世界语作品。1951 年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1980 年他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斯德

哥尔摩召开的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后他与胡愈之、楚图南等人发起

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至今仍然兼任《世

界》杂志顾问。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初期，巴金曾参与全国世协恢复工作

和有关决策。有关全国世协的工作计划、人事安排，全国世协的领导总是

通过书信征求巴老的意见。巴老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或文联主席团会

议时，也总是挤出时间会见全国世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每当这时全国世

协的工作人员都向他汇报工作，征求他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在当时全国世

协的工作中就有一项创办会刊《世界》的计划。拟在 1981 年试刊 3 期，1982

年正式创刊。巴老对这些计划都予以支持。1981 年 4 月 23 日，我同李奈西、

杨汝模、赵慕英同志有幸得到巴老的接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巴老。他那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他说：世

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是值得在青年中推广的，特别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国际

交往，更有必要在青年中多作一些宣传。他鼓励我们要多做工作。 

    1991 年是《世界》杂志创刊 10 周年。这一年《世界》杂志面临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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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经全国世协与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协商，拟在青岛成立新的编辑部。

为了提高《世界》杂志的知名度，更有利于它的推广、发行，杂志编辑部

委托我给巴老写信，一是请他担任杂志顾问，二是请他给编辑部发一封贺

信。我深知，巴老作为知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很忙的。他除了要进行

文艺创作和翻译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

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参加，加上年事已高，精力也有限，能否有时间为我们

写信我心中没有底。但是为了《世界》杂志的生存和发展，我不揣冒昧地

于 1990 年 11 月初给巴老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上述请求。没有想到的是他很

快复了信，不仅欣然同意担任《世界》杂志顾问，还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

的贺信。他在贺信中写道： 

    “欣悉《世界》杂志创刊十周年和新的编辑部在青岛成立，特致祝贺！

十年来，《世界》杂志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在辅导读者学习世界语、

提高世界语者的语文水平方面，在交流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信息和经验方

面，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你们的艰苦奋斗，团结

协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尤其值得称赞。这使我想起二十年代共同编辑《绿

光》杂志的同事们，他们对世界语的忠诚和热情至今令人感奋！ 

    我虽然年老多病，但我一直关心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因为我始终认为，

世界语事业是一项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祝你们

获得成功！” 

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 1986 年 1 月，巴老就通

过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向外表示：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写作和翻译，

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不会客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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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支持世界语事业他却不惜时间和精力！ 
 

《世界》关注巴金 
 

    《世界》从创刊以来，一直关注巴金。巴金有关世界语的文章、讲话、

题词、贺信以及他所从事的世界语活动都予以报道。在编辑部的同仁看来，

巴金就是世界语的一面旗帜，他对世界语理想的忠诚、执着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而巴金对世界语的精辟见解则说服更多的

人投身世界语事业。  

    在世界语文章方面，《世界》曾发表过巴金写的《一篇序言》、《世界语

有着光辉的前途》、《世界语文学论》、《<巴金译文全集>等 7 卷代跋》。 

    在贺信、题词方面，《世界》发表过《我的祝愿——致上海世界语协会

成立大会》、《巴金给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贺信》、《祝贺<中国报道>创

刊 40 周年》、《给<世界>杂志编辑部的贺信》、《致第 2 届全国世界语大会》

等。 

    在巴金从事世界语活动方面，《世界》报道了巴金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

会名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以及他给国际世协的感谢信；报道了巴金同一批知

名人士发起成立“世界语之友会”的倡议以及他本人在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

话；报道了他支持魏以达把他的《家》译成世界语的通信以及接见译者的

情况；报道了巴金关心世界语运动，鼓励世界语者要加强内部团结、发扬

无私奉献精神的谈话等等。 

    此外，《世界》杂志还用较大的篇幅报道国内学者研究巴金与世界语运

动的文章， 如许善述整理的《巴金有关世界语著译系年目录》和撰写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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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上的一场争论，谈巴金对世界语的贡献》；还发表了我本人的

拙作《巴金与世界语》。 

    值得一提的是 2003 年第 10 期的《世界》报道了在当年举行的第 5 次

全国世界语大会上，来自全国的世界语者在一幅巨大的象征世界语的绿星

旗上签名，并通过《给巴金的致敬信》，祝贺巴老百年华诞的情景。《致敬

信》说：“数十年来，您不仅为我国的进步文学和文化事业、为世界文学宝

库和世界和平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著追求，脚

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

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推进中国世界语

运动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以您为榜样，热爱世界语，忠于世界语的理想，

为世界语的崇高事业竭尽全力!”我想这封信也表达了《世界》编辑部的同仁

和它的读者对巴老的崇敬，并以他为榜样把《世界》办好。 

            （原载《世界》杂志 2004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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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同志关怀世界语工作 

 

    近几年来，我在从事世运史料的研究工作中，了解到胡乔木同志与世

界语的一些关系。早在 1936 年，《世界》杂志征询中国作家对世界语的意

见时，乔木同志就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世界语，但由于排字工人的疏

忽，把原稿弄丢了，为此《世界》杂志专门登了向乔木同志致歉的启事。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同志为了继承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光荣传统，准备筹

办一份刊物对外宣传新中国，立即得到乔木同志的支持。他说：“我们可以

出英文、俄文刊物，但不可能出波兰、保加利亚等文字的刊物，而在这些

国家，世界语比较流行，因此，用世界语进行对外宣传，不失为一条很好

的渠道。”这样，一份以宣传新中国为宗旨的世界语月刊《人民中国报道》(后

中文名字更名为《中国报道》)就于 1950 年 5 月诞生了。 

    1963 年 7 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对外宣传汇报展览，乔

木同志于 7 月 21 日下午亲临展览会，仔细地观看了展览，并听取了协会负

责同志的汇报。他强调指出：“通过世界语，可以做许多工作。可以介绍中

国的美术作品和工艺美术。一幅中国画，国外有许多人喜欢。可以介绍中

国的谚语、民间文学。可以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等等。也可以搞集邮。

如果用世界语写一本《怎样打乒乓球》，一定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兴趣。此外

还可以通过世界语把一些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介绍过来。要培养世界语的

队伍，现在人手太少了。可以在有些大学开世界语课。这个展览可以多邀

请一些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看：外事部门的(包括外贸部)，文化教育部

门的，作家，以及外国语学院、北大外语系等等。”从这些指示中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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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同志对世界语工作的关心。 

    去年，第 7l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乔木同志正在外地，

他仍关心这次大会的工作。会议开幕前，他发来贺电：“热烈祝贺七十一届

国际世界语大会召开。祝愿大会取得完满成功，并为推进人类争取和平的

伟大运动作出贡献！” 

    今年是世界语一百周年，为了征求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对世界语的意见，

同时也是为了《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能够发表一批纪念文章，以便

进一步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我们向许多知名人士发了征询信。自然，

我们也想到了乔木同志。我们冒昧地向他发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有关资料。 

    信发出去近两个月，没有收到回音。我以为乔木同志太忙，不一定能

给我们写稿了。但是二月初，突然接到乔木同志的秘书白捷同志的电话，

说乔木同志前段时间在外地，最近才看到我们的信，问我们稿件的截稿日

期是什么时候。这出入意外的消息，自然使我们喜出望外。我当即回答，

只要三月底以前寄来就行。于是，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3 月 17 日下午，白捷同志给我来电话，问我下午有没有空，乔木同志

准备 4 点钟同我谈谈。我当即向领导汇了报，并准备了一批新的世界语书

籍送给乔木同志，并向他汇报近几年来我国世运和书刊出版情况。  

    3 点 55 分，我同摄影记者蔡明准时到达了乔木同志的住地。白捷同志

把我们迎进了会客厅。不一会，乔木同志健步走来，同我们一一握手。我

代表全社同志首先向乔木同志表示问候，感谢他多年来对世界语工作的关

怀和支持。随后向乔木同志一一介绍了带去的《山村》、《中国文选》、《四

十景》、《中国之旅》以及《中国报道》等样本，汇报了《中国报道》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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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的发行情况。乔木同志询问了我们刊物的发

行总数和国内学习世界语的人数，当他得知全国有 40 多万人学习世界语时，

他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我问乔木同志是否学过世界语，他微笑地回答说：“大概在 1930 年时曾

在清华大学学习过世界语，用的是盛国成编的《世界语全程》，只学过几课，

现在只记得 bildo 这个词。后来，我在‘文总’工作，因为同普罗世界语联盟

有联系，所以了解世界语。在三十年代或者更早一些，我国的世界语运动

日益成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鲁迅和胡愈之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胡愈之

写了《莫斯科印象记》，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的一些著作。巴金很早就学会世

界语，也从世界语翻译过几本书。” 

    在谈话中，乔木同志还关切地问：“《中国报道》现在有多少人，属哪

个部门管? ” 

    临别时，我再次代表中国报道社的全体同志祝乔木同志健康长寿！他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代我向同志们问好，你们办一个刊物也不容易。祝

你们杂志越办越好！”乔木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会客厅的门口。 

    几天以后，我们接到了乔木同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世界语在革命

中的地位和《中国报道》在增进中外世界语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的作用

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原载《世界》1987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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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籁士：世界语运动的一块磁石 

 

在老一代世界语者中，没有人不知道叶籁士的，因为他不仅是我国著

名的文字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出版家，而且还是我国世界语运动杰出

的领导人。在中国报道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早在 1963 年我有幸与

他相识。在我担任中国报道社负责人后，同他的往来就更多了。在我的印

象中他是一个忠于理想、乐于奉献、务实认真、不苟言笑，但又非常平易

近人的一个人，他的长者风度更令人肃然起敬。 

叶老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世界语，可以说他与我们亲爱的世界语陪伴

一生，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竭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被陈原同志称赞为中国

世界语运动的一块磁石。遗憾的是，过去我们的世界语刊物对他报道的太

少，以至许多新的世界语者至今不了解他对我国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杰出

贡献，最近在读了他的夫人殷国秀同志编撰的《叶籁士百年》一书后，我

颇有所感，于是决定写这篇文章，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怀念。 
 

与世界语结缘 
 

叶老的原名叫包叔元，世界语名字叫 Ĵelezo，叶籁士是他的汉语笔名，

是根据俄语“铁”的读音拼写成汉字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叶老在苏州桃坞

中学读书时喜欢读《学生杂志》，在这份杂志上胡愈之等人写的有关世界语

的文章尤其令他喜爱，对世界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 年 1 月他报名参

加了上海世界语函授学社，开始了世界语的学习。1930 年夏他在日本留学

期间，曾在东京的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暑期大学进一步深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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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并参加了日本左翼世界语运动。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认识到，

“应该为我的苦难中的祖国尽一份力量”，于当年 11 月毅然回到祖国。 
 

参加并领导“语联”工作 
 

叶老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这样说过：“我是为了争取人的生存，为了

得到人的尊严而学世界语、用世界语的；我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兴旺

发达而学习汉字拉丁化和推广汉语拉丁化拼音工作的。”他一生的经历和成

就也印证了他立下的这段誓言。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与胡愈之、楼适

夷等人于 1931 年 11 月 3 日发起成立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亦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并于

1932 年 3 月来到上海，胡愈之、楼适夷由于忙于其他工作，领导“语联”的

工作就落在叶老的身上。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世界语运动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苏联、德国等国的世界语组织在柏林召开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

（Internacio de Proleta Esperantistaro）成立大会。上海的世界语者决定加入

这个组织，成为它的中国支部。在国内，“语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

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成员之一，在“文总”的领导下，

有“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美

术家联盟”、“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左翼艺术家联盟”、“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等八个文化团体。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

当时就是“文总”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他学习过世界语，有段时间由他代表“文

总”与“语联”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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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联”成立以后，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对内方面，出了一本名为《中

国普罗世界语者》的机关刊物，在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宣传，组织了一些工

人世界语讲习班，并以乐嘉煊的名义创办了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及世界语

书店；对外方面，开展了世界语国际通信工作，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情况，用世界语写成通讯稿，发给总社和各国分社；总社和各国分社将这

些材料译成本国文字，在本国内加以广泛散发，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情

况。与此同时，“语联”也将各国的通讯稿译成中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让中

国人民了解各国人民的生活和革命斗争情况。除此之外，与国际上其它国

家的左翼世界语组织也开展了广泛的联系，相互交流经验，互相鼓励和支

持。日本、德国、法国、苏联和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都成为“语联”的很好

的合作伙伴。“语联”的工作在国外得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和各国的进

步世界语组织很大的支持。 

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是一个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地合法地开展

活动，（而且）为了教育、团结更多的世界语者和青年，有必要成立一个能

够公开活动的世界语组织。1933 年 1 月 22 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Ŝanhaja 

Esperantista Ligo）在期盼中诞生。这个组织一成立，就把原有的世界语函

授学社、世界语书店、世界语讲习班等接过来作为协会的事业，把《世界》

杂志作为协会的机关刊。在抗战之前，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广泛宣传世界语，

发展世界语的函授和面授教育，出版世界语图书，学员和会员遍及全国。

特别是它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把发展世界语运动与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团结、教育了一大批年轻人，使世界语运动无论在规

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大超过 20 年代，并为 40 年代世界语运动储备和

培养了一批世界语骨干，同时使许多进步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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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在这一时期，叶老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编辑协会会刊《世界》（La Mondo），

每月一期，直到抗战爆发时停刊。我在研究我国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语运

动时，经常看到叶老以索原、白山、叶君、吴人等笔名在《世界》等杂志

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宣传世界语的，也有讲解世界语语法、研究

拉丁化新文字的，还有评论时事的，他的文章经常被国内世界语刊物转载，

我在阅读北平《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时，常常看到他的被转载

的文章。叶老的另一项任务是：通过《世界》杂志和社会上的报刊引进、

宣传、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就是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

他的代表作《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工人用拉丁化课

本》、《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成为当时的主要读物。为推进拉丁化

运动，后来他与王益编辑了《Xin Wenz》月刊，这是国内第一个宣传和讨论

新文字问题的刊物。 

  当时由于有鲁迅、蔡元培、陶行知等人的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很快得

到进步文化界的支持，全国掀起新文字运动。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

会，时年 23 岁的叶老参与了《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倡议书的起草工

作，蔡元培、陶行知、鲁迅、孙科、柳亚子等 668 人参与了签名，这份倡

议书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以后叶老又接受了《语文》杂志的编辑工

作，继续宣传拉丁化新文字，促进了语文改革运动的发展和研究。 
 

参与世界语的国际宣传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北平、上海陷落，许多世界语者相继

到达汉口、广州、重庆，他们同当地世界语者在一起，以世界语为武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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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投入抗日战争，其主要方式是国际宣传。在众多的世界语国际宣传刊物

中，1939 年创刊的《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以其出版时间最长、

内容最丰富、影响也最大而享誉国内外世界语界，它在当时中国的国际宣

传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报导》是叶籁士等一批进步世界语者在文化名人郭沫若亲自主

持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

导下，利用世界语向国际上宣传抗战的刊物，其任务之一就是团结全国进

步人士加强抗战的文化宣传和国际宣传。 

《中国报导》创刊于 1939 年 6 月，半月刊，铅印，16 开，全部为世界

语。在出版 5 年多的时间里，它用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

罪行，报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反映中国在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国际上获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

援。《中国报导》每期印五至九千份，主要寄往国外，大约发行 63 个国家

和地区，在 850 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世界语者不仅

是《中国报导》的义务代销人，而且将《中国报导》上的一些文章译成民

族语，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让许多国家的人了解中国抗战情况，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世界语运动杰出的领导人 
 

在解放战争中叶老忙于山东解放区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上海解放后

在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和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尽管业务工作繁忙，但他

一刻也没有忘记世界语，他支持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复会、在电台举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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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广播讲座、出版会刊《人民世界》（Popola Mondo）杂志。1951 年在中华

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52 年奉调北京后，他先后担任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

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同胡愈之、巴金、陈原一起，为促进中国世界语

运动的恢复和发展竭尽全力。在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副会长、代会

长、名誉会长中，他总是为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杂志社出谋策划，全

面指导各项工作。 

1956年叶老率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 41届国际世界语

大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由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

胡愈之、叶老、陈原积极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促成了全国世协恢复工作

和《中国报道》杂志的复刊。1957 年《中国报道》在出版总署登记时，胡

愈之任社长、叶老任总编辑。1959 年叶老赴波兰参加第 44 届国际世界语大

会，调查了解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情况，听取国外读者对《中国报道》杂志

的意见。回国后将这些意见转告给报道社编辑部。 

1963 年为了让中央有关领导了解世界语，经胡愈之、叶老、陈原研究，

决定举办一次“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同时召开一次全国世界语工

作座谈会。陈毅副总理和文化部、对外文委、教育部的领导同志观看了展

览，陈毅同志还出席了座谈会，并对世界语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世界

语的宣传报道工作做了许多中肯的指示。这次展览和座谈会大大促进了对

外宣传工作，推动了世界语人才的培养和各地世界语运动的开展。 

1966 年，叶老同胡愈之、陈原出席了《中国报道》编委会，对杂志执

行新的编辑方针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定，勉励报道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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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编辑、发行工作。叶老针对外国读者的情况，指示我们要注意宣传方

式。他说：“外国人没有中国人的政治水平高，完全用国内报刊的口吻不行，

应多摆事实，方式方法要巧妙一些”，“通过真人真事进行宣传，读来亲切，

这种方式对中间层的读者尤其适合，我们可以多登一些先进人物的自述，

要配合照片，看来会受读者欢迎。这类文章比抽象的叙述效果好”；在发行

工作方面，他指出：“要千方百计、精心策划，开辟新的地区，填补空白点，

特别要研究打进别的刊物不能进去的地区。能鑚进去几份，就能逐步扩大

我们的影响”。会上他还建议报道社应创造条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967 年

在协会领导和外文局的支持下，经陈毅同志批准，刊物改为月刊。在“文化

大革命”中国内许多刊物纷纷停刊的情况下，《中国报道》竟然改为月刊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 

叶老非常重视读者来信，我们给他寄去的读者反应，他都仔细阅读，

每次我们去看他时，他都要问问近期读者对刊物有什么意见。当时我正在

中国报道社通联部工作，正好负责读者调研，他多次叮咛我们：要重视读

者来信，因为来信中不仅反映读者喜欢哪些文章和选题，还会提出许多意

见和建议，他说，在这方面应当向邹韬奋学习，重视读者的意见，努力满

足他们的要求，刊物就会与读者越来越近，也会越办越好。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老非常关心全国世协的工作，支持全国世

协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世界语工作会议，促进国内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支持全国世协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

培训世界语教师；他倡议全国世协出版一本会刊，并沿用上世纪三十年代

《世界》（La Mondo）的刊名，以继承其光荣传统，1981 年 7 月《世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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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后，在第二期试刊上他发表了《关于<La Mondo>的回忆》，作为《世界》

杂志的编委，我多次听到过他对办好会刊的意见和建议。 

叶老十分重视与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合作，早在 1973 年，他率中国世界

语代表团出席在日本龟冈举行的第 60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它向国际世界语

界传达了中国政府继续支持世界语、愿意与国际世界语界加强联系的信息；

在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他与胡愈之、巴金、陈原一起，积极支持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1980 年中国世协成为国际世协团体会员

后，他们又支持全国世协向国际世协提出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

的申请，以实现陈毅副总理的遗愿。由于叶老对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

杰出贡献，1986 年 7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被选为国际

世协荣誉会员，这一荣誉是国际世协专门授予各国对世界语运动有过特殊

贡献的世界语者的，可以说这对叶老是当之无愧的。 

叶老也非常关心国内世界语运动，1981 年 12 月，他同胡愈之、楚图南、

巴金、冰心等人发起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界、文化界、

科技界、教育界的名人，支持世界语运动的开展，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他支持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成立，出版各种著作，加强中外文化、

科技交流；他同地方世协一些同志也建立了联系，他支持北京世协开展活

动，亲自出席北京世协成立大会；多次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周年纪念活

动；当他按期收到张麟瑞编辑的《绿萤》（Verda Lampiro）、石成泰等人编

辑的《三色堇》(Penseo)小刊时，他除了写信鼓励外，还提议“为了小刊办得

长久起见，建议收工本费”，并主动寄去订费，以支持他们的出版。他在给

石成泰的信中说：“收到小刊很高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在三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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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世界》时就想出一份世界语文艺专刊，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也仅发

表过徐声越的译诗，叶君健的创作和徐沫的翻译等。我当年的愿望，今天

由你们来实现了，希望办好、办下去。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叶老信中所表

达的真诚、恳切之情令人感动。 

从 80 年代开始，我着手搜集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料，叶老给我很多鼓励，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87 年 7 月，时值世界语诞生一百

周年，他建议像三十年代那样，约请一些名人学者写纪念文章，以扩大世

界语的宣传和影响，我按照他的建议，以《中国报道》杂志的名义，约请

一些名人写文章，胡乔木、胡绳、端木蕻良等一批老世界语者热情地寄来

了文章，胡乔木还专门接见了我们的记者，了解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情况；

第二件事是，他建议我给一些老世界语者写信，请他们提供材料，编写一

部《中国世界语人物志》，并亲自设计表格，供受访人填写，使我感动的是

胡愈之、巴金、萧军、戈宝权等名人也寄来了填写的材料。正是由于他的

提议，才有 2002 年《中国世界语人物志》的出版，在这本书里收集了 650

名世界语者和支持世界语的名人的有关材料，第一次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

上为这些人“立传”，不仅丰富了我国世界语运动史料，而且为今后进一步研

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提供了线索。 

晚年，叶老患有多种疾病，如脑梗塞、糖尿病、帕金森综合症，以后

又查出患结肠癌，而且到了晚期，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仍然克服病痛，

将自己多年积累珍藏的世界语书刊逐一清理，赠送给全国世协，并希望能

充分利用这些资料。 

在弥留之际，他仍牵挂着老世界语者徐沫 1936 年翻译的《世界共通语

史——三个世纪的探索》（苏联著名世界语者 E·德雷仁著）一书的重新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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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来这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由陈原同志安排杭军同志核校后出

版，终于实现了叶老的意愿，遗憾的是叶老答应为该书写序未能如愿。 

叶老重病期间我曾同谭秀珠同志一道去医院探视过，看到他躺在病床

上沉睡的样子，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好像他劳累了一辈子，再也起不来

了，连睁开眼睛的力量也没有了。但当谭秀珠向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来看望

他时，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他无力、无助但很平静的眼神，我们只

能默默地祝福他平安度过难关。事后殷国秀同志告诉我们，一些亲友来看

他，他有时都不睁开眼睛，当世界语者来看他时，他总是睁开双眼，我们

听了这些话非常感动。 

1994 年 2 月 2 日，传来了叶老逝世的噩耗，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83 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闪光岁月！ 

为了纪念叶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决定编辑《叶籁士

文集》，该文集于 1995 年 9 月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叶老

生前有关文字改革和世界语方面的主要著作以及同志们怀念他的文章，为

中国世界语运动和文字改革工作保留了一批重要史料。正像他的好友胡绳

在文集的“序言”中所说：“他始终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文字改革和世界语上，

党也需要他在这方面做工作。在这两个工作领域内，他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凡和他共过事的同志都不会忘记他的踏实的工作作风，

诚恳的工作态度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 

叶老，您在天国安息吧，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因为您永远活在我

们的心中！ 

                    (2013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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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悼念陈原同志 
 

我初识陈原同志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当时他是全国世协领导，由于那

时世界语活动不多，我与他接触甚少，对他的印象也不深。真正了解他，

还是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那时，他不仅经常出席北京的一些重要的世

界语活动，而且从 1988 年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向他汇报或请

示工作，所以有机会能当面聆听他的指导和教诲。虽然他已过古稀之年，

但精力仍很充沛。最令我们自愧不如的是，他对世界语的满腔热情，仍不

减当年。 

    陈原同志于 1931 年开始学习世界语，以后他以世界语为武器，从事抗

日民族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解放后，他又协助胡

愈之、叶籁士领导我国世界语运动，成绩卓著。在上世纪 90 年代，虽然他

的社会活动很多，但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社有事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

给我们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对世界语方面的活动，他几乎是每请必到。令

我更加钦佩的是，他对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深刻研究。无论对国内外世界

语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运动宗旨、发展方向，还是方针政策、应对策

略，他都有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这主要得益于他有广博的知识，

特别是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对国际语理论和世界语

运动多年的深刻研究。可以说，他对我国的世界语运动学做出了历史性的、

开创性的贡献。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有大量的论述，对推动我国世界语运动持续、



 

243 
 

健康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段时间，我曾搜集他自 30 年代以来

有关世界语的论文，准备编辑一本《陈原与世界语》，但由于他的谦虚，终

究未能出版。他说，有了《胡愈之与世界语》、《叶籁士文集》、《巴金与世

界语》三本书就足够了。其实他对世界语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现代世界

语运动的论述，有许多独到之处，对指导当前的世界语运动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以 1988 年 6 月 7 日至 9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

会扩大会议为例。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湖南、

广东、福建、浙江、陕西、内蒙古的理事和世界语专业团体的代表共 42 人。

陈原同志在这次会上就新时期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方针、新会章和全国世

协的主要任务以及新班子的建立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至今仍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 

    关于新时期的方针问题：他第一次提出了“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为改

革开放、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加强各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的方针）。他指出：这不是套话，这确实是在新时代、大环境下，我们世

界语者应当明确的任务。在阐述“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关系时，他说：”

如果不立足国内，不把国内的工作搞好，那面向世界就徒有虚名。”他谈到

几年前国内有几十万人学习世界语，可是如何巩固、提高，如何把他们组

织起来，如何引导他们为世界和平、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事业服务，是值

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不去做工作，这几十万人就要损失掉。 

    关于全国世协的国内工作：他认为要抓八个字：团结、巩固、提高、

引导。引导包括协调。他认为国内工作大有可为，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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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工作大有可为，不在于 40 万人增加到 50 万人，增加到 60 万人，而在

于真正形成一个为世界语工作献身的、为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这样一

个队伍。”陈原同志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告诫全国

世协的同志，应当把所有能团结的世界语者都团结到协会里来。他说：

Solidareco signifas venkon，Skismo signifas pereon! 

    关于协会与各个专业世界语团体和各地世协的关系问题：在当时对全

国世协应不应该领导各省、市、自治区世协众说纷纭。陈原同志指出：协

会不是领导机关，但是它有协调各个专业世界语单位、各地世界语组织，

以至各个专门的世界语组织的任务。他说：如果认为世界语协会能领导一

切，那是行不通的，同我们现行的体制也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全国世协在

协调方面是无可作为，我看是错误的，应当有所作为。在协调关系方面，

全国世协绝对不能站在别人头上，指手画脚，而是应该高瞻远瞩，为贯彻

新时期的世界语工作的方针任务而进行必要的协助、协调、支持等等工作。

协调工作不单纯是事务性工作，它包括从全局的角度给人以提示，但不是

指示。陈原同志认为：全国世协“有支持和帮助其他世界语组织的义务，而

没有对人对事漠不关心的权利。”“全国世协是一个服务机关。它通过跟大家

的接触吸取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使大家觉得有人在那里注视着它，而且

有人关心着、支持着世界语运动，如果协会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不断

地给协会以支持。”陈原同志指出全国世协必须能使信息传播到所有的世界

语组织、世界语者中，包括国内的信息和国际的信息。协会本身做到心中

有数，在全国范围内，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协调、引导一个重要

的基础，就是信息及时的、准确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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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外工作，陈原同志认为还是抓八个字：友谊、和平、了解、交

流。交流包括文化的、学术的、经济的，经济包括旅游等等的交流。他说

改革开放给世界语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我们正需要一个和平的安定的国际

环境，以便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世界语者在这方面应该而且可能

起很大的作用。世界语是一种工具，我们用它到国际上去做工作，这就是

最大的用处。现在我们应当运用这一工具，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科技

交流，为使更多的外国世界语者了解中国，同情中国，支持中国而奋斗。     

    他建议协会应有一个规划，规划远的可以虚一点，近的要比较实一点。

规划要一项一项有专人负责。如果不把对内工作、对外工作具体化，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到头来一事无成，协会方针也得不到落实。在 90 年代中期，

他再一次希望我们制定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搜集世界语运动史料，写

一本中国世界语运动史，还包括出版一批中国文学作品等等。 

    关于会章问题他认为应当改变过去不按会章办事的状况。会章规定几

年开一次全国世界语大会就几年召开一次。他对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充

满希望和信心。他说：穷人有穷人开会的办法，开穷会并不丢脸，我们是

勤俭办事业。世界语者有这么一种穷的本领，因为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不

能同那些资本家比阔气，讲排场． 

    关于会员登记和交会费问题：他认为这是协会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协

会最紧迫的任务。他说没有会员的会算什么会?交会费是会员的责任．将来

人民团体要自己养活自己，会费就是收入之一。关键是要为会员服好务。     

    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希望新产生的协会领导班子，特别是常务

理事会，要坚持民主集中的作风。大事一定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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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小事可以分头去干。要克服过去密不透风状况，不能你干你的，我干

我的，互不往来。 

    关于提倡奉献精神的问题：他号召世界语者向柴门霍夫学习，学习他

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和世界语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说“用世界语谋私

的，不是好的世界语者。严格地说，他不是世界语者。”他希望在世界语者

中大力提倡不谋私利的精神。 

    关于世界语的宣传他认为对世界语的地位和作用要有正确的估计。不

能说它一无所用，也不能夸大它到哪儿都可以用。说它一钱不值，或说它

是万能工具，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语不是所有地方都使用，但在一定

地方很有作用。你写封信给世界语者，他会给你复信，而且真心为你服务；

你写封信到英国，给查尔斯、约翰，谁复你信?这就是世界语的特点。在国

际社会中世界语的应用范围在一步一步地扩大，所以我们对未来要充满信

心。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他希望协会的同志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比如会

员登记，说办就办，坚持到底。协会还可建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测试

世界语水平的工作，达到一定标准的可以发文凭。文凭可设两种：高级的、

初级的。协会还要想办法找点钱。他说：“商品社会要搞点钱，不搞钱怎么

活?搞钱同搞不正之风是两码事。”比如可以搞旅游，至少可以介绍旅游，给

旅行社提供世界语翻译等等。有钱，就有了一点基金，我们的事业就可以

一步一步地兴隆起来。 

    1991 年 12 月底，陈原同志在唐山召开的第 2 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再

次强调多办实事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世界语者绝不能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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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就能兴世界语运动，

空谈没有用处。”当前，我国世界语运动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如果

我们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落实陈原同志的这些指示，全国世界语运动就一定

能够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是我们的老会长陈原同志留给我们的遗训。

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落到实处，我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如果陈原同

志在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他也会是非常高兴的。 

            （原载《世界》杂志 2004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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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健的文学创作道路与世界语的渊源 

 

叶君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也是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者，他

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与世界语密不

可分的。1929 年，叶老 15 岁时来到上海，上海当时虽然是我国最大的商业

中心，但是许多区域被外国势力占领，有日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中

国政府不能在那里行使主权，等于是国中之国。见到这种情景，叶老心里

非常压抑，有一种亡国之感。恰在此时，他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中

得知有一种语言叫世界语，学习这种语言的人，主张民族之间要互相理解，

彼此相爱，他们的共同理想是通过世界语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误解与仇

恨，以实现人类一家和世界大同。这给他年轻的心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

他买了一本盛国成编的《世界语全程》，开始自学世界语。后来又读到世

界语创始人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故事特别生动，

译文十分精美，加上安徒生的经历与他非常相似，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此他对安徒生童话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将安徒生童话介

绍给中国读者。 

1931 年初，叶老在初中念书时，经常阅读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编的

文学刊物，使他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刊物时常有介绍一些弱小民族的

作品，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民生活情况与当时

的中国差不多，这使他产生了共鸣。当他了解到这些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

通过世界语翻译过来的，由此，他认识到世界语有其独特的作用，使他坚

定了学好这种语言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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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叶老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的一些活动，在那里他购得了许多世

界语的书籍，其中有《世界语基础文选》，有保加利亚的瓦佐夫、果罗夫、

匈牙利的裴多菲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是世界语的原文创作，有的是用世

界语翻译的，不仅文字水平高，文章很美，而且有许多在内容上是反映弱

小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斗争的。这些文学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叶老的心，越发

激励他学好世界语，以实现用世界语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人民苦难的生活

与斗争。 

1932 年夏秋之交，迫于经济困难，他离开上海，考入了武汉大学外国

文学系学习英语。由于英语与世界语同属印欧语系，这给他日后熟练地掌

握英语和世界语带来便利，同时，为他独特的文学创作道路——用世界语

和英语进行创作与翻译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1933 年，他开始尝试用世界语写小说，以实现他最初学习世界语的初

衷。他的《岁暮》就是这一年用世界语写成的第一部处女作。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国际世界语著名学者罗塞蒂还将《岁暮》收进了他新编的世

界语文学作品集里。在以后的三年间，他一面参加汉口世界语学会的活动，

通过世界语与国外进步世界语者秘密交往，阅读他们寄来的进步刊物和书

籍，从中汲取营养；一面用世界语继续进行创作，写了一些作品。后来，

他挑选出一部分收集成册，命名为《被遗忘的人们》，交给了上海绿叶书店

出版。他用实际行动响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号召：用世界语为中国的解

放而斗争。《被遗忘的人们》是用世界语直接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世界

语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叶老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从这个集子开始，我

就走上了略微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文学道路。用外文写作和翻译，成了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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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要的文学活动，在抗战期间是如此，我在欧洲居留的期间也是如此，

只不过后来我从世界语又扩大到了英语。我用这两种外语写短、中、长篇

小说和文章，也翻译过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我的目的却始终是一致的：

‘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 

1936 年，大学毕业以后，为了深造，叶老东渡日本。那时在日本不仅

有一批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聂耳等，还有他的许多世界语朋友。当时日本

世界语运动比较发达，出版了不少世界语书籍。在东京他主要教英语和世

界语。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知名的世界语者，如中垣虎二郎、三宅史平、

绿川英子，也结识了著名作家秋田雨雀，他也是一位世界语的热心支持者。

在日本期间，叶老不仅参加了日本世界语学会，还在中国留学日本的世界

语者中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语组织。日本世界语刊物介绍了他用世界语创作

的小说，并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不时还在日本的一本文化刊物《学艺新闻》

上发表文章。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日本秘密警察的注意。1937 年 6 月上旬，

日本警察逮捕了他，把叶老关押了两个多月，后来又把他作为危险人物强

迫递解出境。这些经历，使他更加仇视日本帝国主义者。回国以后，他重

返武汉。那里有同他一起共患难的世界语朋友。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开展

全面抗战，他立即与他们一道投身到抗日浪潮中去。他参加了文艺界抗日

统一战线，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国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1938 年，他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成为宣传处的一名干

部。他用英语和世界语为抗战而工作，以后他又转到香港，同几位在港作

家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对外文学刊物《中国作家》，开始了对外抗日宣

传工作。他用外文向世界介绍中国，解释中国发生的事件变化和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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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是第一个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作品介绍到外国

去的人。1939 年，叶老又将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人的抗日作品译成

了世界语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名为《新任务》和《中国战时小说集》，受到

各国读者的重视。 

1944 年，由于国际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叶老应邀去英国各地巡

回演讲，向那里的群众介绍中国抗战情况，以此鼓励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

的决心。 

二战结束以后，他便转到英国剑桥大学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工作。这段时

间，他用英文写成了长篇小说《山村》，被英国书会评为“优秀文学作品”。

他是第一个用英文写有关中国革命小说的中国人。在以后数十年里，这部

小说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发行，使各国读者对中国革命的发生、

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85 年这部小说被国际著名的世界语诗人威廉·奥

尔德译成世界语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被国际世协列为“东西方丛书”

之一，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广泛好评。 

在此期间，为了把安徒生全部童话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决定学习丹麦

文，每年寒暑假都到丹麦访问，了解丹麦的风土人情，结交了许多丹麦朋

友，与他们探讨安徒生童话的意境，积攒了对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体会。 

解放以后，他回到了祖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由茅盾创办的《中国

文学》英文刊物上，同时积极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但他也没有忘记安

徒生，总是抽一些空闲时间进行研究。1955 年他发表了传记文学《童话作

家安徒生》。1958 年他翻译、编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首次在国内出版。

1978 年发表了《鞋匠的儿子》。1984 年撰写了《不丑的丑小鸭》。他生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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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停止过安徒生的研究。1986 年他在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做了一次名

为《汉斯·安徒生在中国》的演讲，他指出：“安徒生童话和其它世界著名童

话传入中国，使人们看到了那些童话的奇幻色彩，机敏、天真、诗意，又

能深刻地反映人类的生活，教育儿童，使中国有了儿童文学的概念，继而

产生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 

叶老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总是精益求精，《安徒生童话全集》每次再版前

他都要对照原文再推敲，常常从英语、世界语译本中吸取教益，力求在“信、

达、雅”的基础上，再达到原作心灵和情态的再现。 

为了表彰他对中丹文化交流的贡献，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 1988 年

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感谢他把安徒生的全部童话介绍给中国人民，并邀

请他和他的夫人重访丹麦。 

值得一提的是，叶老对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他曾任中国世界

语之友会、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

杂志社顾问、国际世界语协会执行委员，并多次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在

大会上积极参与中外文化交流，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世界语者之间的相互了

解作了许多工作。中国世界语者永远不会忘记叶老对国际和国内世界语运

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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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企程：一生惦记世界语的人 

 

张企程老已在去年 12 月匆匆地离开我们，但在冥冥之中他似乎还未走，

他一直还惦记着躺在病榻上的挚友陈原（实际上陈原老已于同年 10 月 26

日去世，但家属害怕他受刺激，未敢告诉他），惦记着关心他的世界语界的

朋友们，惦记着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世界语事业……。 

在 89 届世界语大会前后，我曾同谭会长多次去他家看望。每次相见，

我们谈的都是 UK，讨论的也是国内世界语运动，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

的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除耳朵比较背外，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位 91 岁高龄

的老人。每次告别时，我们都要他多保重身体。一次我告诉他：要向巴老

学习，争取超过一百岁！他微笑地点点头。本来，在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前夕，他的老伴洪夫人说：“企程希望你们安排一个时间，趁李克希在北京，

大家聚一聚。”但因大家都忙，终于未能如愿。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

离开了我们，今后再也见不到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了，不免感到遗憾！ 

我同企程老相识大约在 1979 年，当时他以 66 岁高龄调到中国报道社

任总编辑，成为我的领导，并兼任全国世协秘书长。到任以后，他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按照胡愈之、叶籁士、陈原同志的指示，召开第 2 届全国世界

语工作座谈会。这次大会肯定了建国以来世界语运动取得的成绩，总结了

世界语运动的经验教训，清算了极“左”路线，确立了新时期世界语工作的方

针、任务，全国世界语者为之振奋！我也为世界语运动获得新生而欢欣鼓

舞。这大概是张老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好的印象。 

随后，他依靠杂志社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狠抓《中国报道》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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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减少刊物的政治色彩，增加中国文化、社会生活、世界语专题和国

际问题的报道，使刊物更加贴近读者，大大提高了刊物的知识性、趣味性

和可读性。此外，刊物还增加了彩色页，改进了编排，使刊物不仅在内容

上越来越丰富，而且在外观上也越来越漂亮，受到读者的青睐，刊物的订

户也不断上升。作为报道社一份子的我，自然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他尽力抓好全国世协的国内工作和国际工作。在他担任全

国世协秘书长和副会长期间，一件件喜事频传：全国世协会刊《世界》杂

志创刊；广纳各界知名人士的世界语之友会成立；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创建，

出版一批批深受国内外世界语者喜爱的好书；教育部再次下达文件重申世

界语可以作为高等学校选修的第二外语；七期大学世界语教师进修班相继

开办，数十所大学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建立了

世界语协会；世界语的面授、函授遍及全国，学习世界语的人数逐年攀升。 

在国际联络方面，他早就认识到只有将国内世界语运动融入国际世界

语界，我们才能在国际上开展更多的工作，国内运动也才能得到更快的发

展。因此，在他率团出席各届世界语大会期间，他总是加强同国际世界语

协会和各国世界语组织的联系，多做促和平、促友谊、促合作的事，以全

新的面貌展示中国世界语者的风采，结果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顺利加

入国际世协；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和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相继

在中国成功召开；访问中国的世界语组织的领导人和世界语者络绎不绝。

上述成绩的取得自然也倾注了张老的许多心血。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他 70 岁古稀之年离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和支持

国内世界语运动，以他丰富的经验，继续在国内世界语运动中发挥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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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比如，他常常出席一些重要的世界语会议，就当前世界语运动发表

他的意见；他还为《中国报道》杂志撰写世界语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文

章，使杂志继续保持文化性和世界语的特色。据我所知，从 1983 年至 2000

年，他在《中国报道》上共发表 16 篇很有特色的文章，如《新的阶段，新

的努力》（1987）、《邻居·亲戚·朋友》（1992）、《中国报道与中国外文局》

（1999）、《汉语与中国文化》（1999）、《儒学会在 21 世纪风行吗？》（2000）

等等。这些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其中有关论述汉语的文章后来还结集成

册，出版了一本名为《汉语：丰富而美丽的语言》的小册子。 

对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会刊《世界》和后来的《全国世协通讯》他

更是倍加爱护，从 1991 年起，他担任 5 年多的《世界》杂志主编，他不时

写一些世界语运动的文章，与国内世界语同行商榷，其中重要的有：《谈谈

从实际出发》（1985）、《跨上新阶段》（1987）、《练好本领，开拓工作》（1991）、

《四十五周年话今昔》（1996）、《跳出误区，走上正轨》（2003）、《百年来

的中国世界语运动》（2004）。他发表的文章，我几乎每篇都要阅读，这不

仅仅因为他的文章包含着他对世界语理想的执著的追求和热情，蕴藏着丰

富的经验和智慧，而且还因为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使人感到亲切、自然、

言之成理，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主张。 

为了写这篇悼念文章，我重温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发表在《中国报

道》、《世界》杂志和《全国世协通讯》上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就我

国世界语运动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也是张老最

为关注而放心不下的几个问题。在讨论后 UK 时代、中国世运的道路该怎么

走的今天，我们不妨听听张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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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张老认为：世界语是国际交流的工

具，我们在各种世界语活动中必然要进行一些国际交往。我们中国世界语

者在国际交往中一定要本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行事，才能

既站稳立场，又广交朋友。在我们同国外世界语者的交往中要采取不卑不

亢的态度。不卑就是不要妄自菲薄，要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不能

低三下四地去讨好别人，更不必说对别人卑躬屈膝，或甚至不顾国格、人

格去向别人讨什么东西；不亢就是不要自高自大，盛气凌人，动辄斥责他

人。张老说：“爱国主义必须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没有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

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它必然会发展成为沙文主义、扩张主义而有害于国家，

有害于人民；而没有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则是加引号的国际主义；不能设

想，一个不爱自己的祖国，不爱本国人民的人，有热爱人类、为解放全人

类而奋斗的胸怀。这样的‘国际主义’很有可能蜕化为民族投降主义，甚至堕

落为卖国主义而为人民所唾弃。”张老号召我们大家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的旗帜，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够把我国的世界语运动推上一

个新的台阶。 

关于世界语与祖国、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张老认为：世界语

只有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服务，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才能博得

人们的赞许和社会的认可。他说：“中国世界语运动一百年来发展的轨迹是

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足迹同步前进的，也是同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紧密相

联的。而这正是中国世运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绩之所在。” 这既是中国世

界语运动的特点，也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优势。与祖国同命运，同人民共

呼吸，努力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才能为社会所认可，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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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支持，这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应当永远坚持的正确方向。我们应当把工

作的基点放在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上，用世界语努力为祖国、为人民、为

社会多做贡献。 

关于世界语推广和应用的关系问题。要正确处理好推广和应用的关系，

在大力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同时，应花更大的力气，扩大世界语的应用范

围和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和繁荣。张老

认为：语言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才能显示它的作用，

特别是世界语这种人造的国际语，更是这样。只有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大，

世界语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及，而它的美好理想也才能逐步成为现实。

否则，理想纵然美好，也只能永远是理想而已。他说：“世界语要在新阶段

中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竭力扩大它的实用领域，这无论对于国际世界语

运动，或者对于中国世界语运动来说，都是这样。”张老多次强调：推广的

工作还是要做的，因为推广与应用不是互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比起

推广来，扩大世界语应用的范围更为重要。因为“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有价

值的文艺、科学著作，有更多的有水平有分量的文艺、科技刊物以世界语

出版，如果国际上有更多的学术团体、学术讨论会以及国际性的活动以世

界语为工作语言，那么世界语在全世界推广的速度将毫无疑问地大大加快，

世界语将不仅仅是人们所期望的而将成为货真价实的国际语。”为了促进大

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张老从１９８２年起到 2000 年止，成为《世界》杂

志《世界各地》专栏的编辑，在此期间他用世界语一共编了 114 期，材料虽

选自国外的世界语刊物，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且每期都在文章后加了详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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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大家阅读。对于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说来，能不懈地坚持 18 年，实属

不易，令我辈汗颜。 

关于提高世界语的语言水平和培养人才问题。这是最近 20 年来张老不

断呼吁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张老认为，现在我国能对世界语运用自如的人

还不多，总的世界语水平还不高，与欧洲国家世界语者的水平相差甚远，

在世界语方面，我们还是一个弱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弱点。为此我

们要大力提高我们的世界语水平，培养世界语人才。张老说：“如果我们能

够培养出几十个或更多的能从事文艺翻译的世界语者，几十个以至上百个

科技世界语者，那么我们就能够定期出版《中国文学》的世界语版，出版

一种有分量的科技世界语刊物，翻译出更多的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作品，

并且把中国的科学著作用世界语介绍到国外去。再如果我们有相当数量精

通世界语的各门学科的学者和各种专业人员，那么我们就可以举办更多的

以世界语为工作语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国际性专业会议（例如世界语国

际铁路员工大会），可以有更多的人到国外去用世界语做学术报告。如果我

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中国将真正像国际世协机关刊物《世界语》

所曾经预言的那样成为世界语发展的一个中心而对整个世界语运动做出举

世瞩目的贡献．而这当然也将大大地为我们的祖国增光．” 

关于在世界语运动中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问题。张老指出：我们搞

世界语运动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办事。他

说：“我们世界语者是热爱世界语的，当然希望世界语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推

广和应用。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世界语虽然已经生存了将近一个世纪，

虽然事实也已经证明它富有生命力，但它的推广和应用却远远不如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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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那样广泛。从推广方面来说，全世界还有很大一片是空白点；从应

用方面来说，它的范围还很狭窄，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它还没有

被实际应用。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实际。”“有些人根据世界语还没有普及

和广泛应用的事实，全盘否定世界语，把它说得一文不值，这是我们决不

能同意的，因为这也不符合实际……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目前世界

语的实际情况，在宣传和推广世界语的时候，不能夸大世界语的意义和作

用，而应对它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如果我们添油加醋地夸大它的作用，

而实际上它目前还起不了这样的作用，那么与其说我们是在宣传，倒不如

说是在进行反宣传。因为进行这样的宣传，也许一时能起虚假的号召作用，

但其结果足以引起人们的误解或失望而对世界语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张

老还指出：“我们还应看到：世界语运动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

中，我们中国世界语者只能起一定的作用，而且我们的作用要受整个国际

世界语运动的制约，不是我们主观上想起多大的作用就能起多大的作用。

例如，我们希望世界语能广泛地应用到科技方面来，而且我们也愿意在这

方面做出努力，但如果整个国际世界语界还做不到这一步，那么即使我们

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我们所能起的作用也仍然有限。更何况我们自身的力

量目前还很微薄，纵然很想有所作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张老认为：我

们可以而且应当起更大的作用，但我们要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例如，培

养一批确有相当语言水平的科技工作者，在科技界带头应用世界语，我们

就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张老还指出：国内有些世界语同志，出于提倡世界语的高度热情，总

希望我们的党政领导机关以及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给予世界语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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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应当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世界语在我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应当说主要是由于它过去为中国

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今天又在我国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方面起了

相当的作用。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毕

竟很小，世界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得到的支

持已经是相当大的了。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更大的重视，获得更多的支持，

我们首先得大大提高自己的能力，做更多的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 

  我想本文引述的企程老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对于指导我

们当前的世界语运动是很有益处的。可喜的是，从张老逝世以后，许多省

市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者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决心继承他的遗

志，把我国的世界语运动推向前进。所以我要说：企程老，您放心地走吧，

我国的世界语者是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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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难忘的乐嘉煊 

 

大约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搜集、整理、

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有关资料，我发现，在众多的世界语元老中，有一

位非常普通，却对中国世界语运动贡献多多的老世界语者，他的名字叫乐

嘉煊。我从冯文洛、方善境、张闳凡、陈世德乃至叶籁士等著名世界语者

那里进一步了解了他的身世。 

嘉煊同志是浙江镇海人，生于 1907 年。1929 年 6 月，与友人方善镜、

肖从荣、傅壁城、徐豪生、薛诚之等人在湖北汉口，发起建立汉口世界语

同志会，后改组为汉口世界语学会。当时他在宁波旅汉公学任职，学会即

设在该校。在这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用在办“绿星书店”，

出版会刊《希望》杂志，开办夜校，教授世界语。1931 年 1 月，他同另外

两名世界语者从汉口出发，拟步行全国，宣传世界语。他们恐亲友劝阻，

秘密自汉口出发，南行至广州，沿福建、浙江北上到上海，适逢“九·一八”

事变，便终止旅行。在上海他加入了上海世界语者的队伍。 

1931 年 11 月 3 日，在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下他逐渐倾向进步，后来在胡

愈之、楼适夷、叶籁士等人的倡议下，他们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无产阶级

世界语者联盟，共同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组建公开组织上

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会刊《世界》。他们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在他们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积极投入了民族救亡

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从这时候起，嘉煊同志就以其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于

世界语运动，除了主持中国世界语函授学校，批改学员课卷外，还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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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全部的行政工作、中国世界语书店的工作以及《世界》杂志的发行工

作。 

30 年代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止和镇压，

上海所有的革命文化团体，或遭破坏，或被关闭，许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独能坚持工作，成为上海仅有的公开的进步文化团体。

卡德路嘉平坊的会所一时成为进步文人、青年学生、职员聚会的地方，颇

受国民党政府及租界当局的注意，因此嘉煊同志必须经常与巡捕房的包探、

特务周旋。 

由于协会收入有限，嘉煊同志仅靠极少的生活费维持全家 6 口人的生

活，尽管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协会的工作搞的有声有色，受到全国

世界语者的称赞。 

抗战爆发以后，协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嘉煊同志于 1938 年应友人之

约，赴汉口参加郭沫若先生主持的第三厅国际宣传科工作。汉口失守后，

他随第 3 厅迁往重庆，与叶籁士等人创办了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的《中

国报导》杂志，并用世界语翻译、出版了许多抗战的宣传小册子。后来第

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嘉煊同志担任该会会计工作。由于工作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受到郭沫若同志题诗称赞。1945 年该委员会被国民党政府

解散后，他毅然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了人民革命。 

由于长期的工作紧张，加之政治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最终积劳成疾。

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的部队辗转于苏北、山东一带，终因当时处于战

时艰苦环境未能得到安静的修养和治疗。1949 年冬病情突然加重，即送医

院疗养。1950 年 3 月 5 日终因医治无效，卒于山东军区第 3 医院二所，享



 

263 
 

年 43 岁，后安葬于潍县坊子烈士陵园。 

嘉煊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的解放光荣献身的一生，也是为中国世界语

运动的发展艰苦奋斗的一生。最为可贵的是他把红星和绿星结合起来，通

过学习、应用、推广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以及

世界语的崇高理想而斗争。他的这种坚持理想的执着精神令我崇敬。同时

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不怕艰苦，甘于寂寞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令我辈

汗颜。他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更令许

多人称赞。凡是同嘉煊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的这些高尚品质所感动。

许多老世界语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个人，只要稍稍同他接触

过，就会给你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在中国世界语运动里，他是一个最

辛勤的、锲而不舍的工作者”，“一个平凡实干的”、“永远不知疲倦的”职业

世界语家。 

《乐嘉煊纪念文集》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嘉煊同志一生

的机会，也有助我们学习嘉煊同志崇高的品德，共同推进新时期世界语运

动的发展。 

嘉煊同志虽然离开我们 50 多年了，但他的崇高的精神和品德将永远铭

刻在中国世界语者的心中！ 

              （2005 年 11 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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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人们景仰的方志学大师 

 

傅振伦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大师，曾经长期从事地方志、博物馆学、

文物考古学的研究，92 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书出版。他在上世纪

三十年代撰写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曾在台湾一版再版，受到人们的青睐。 

傅振伦生于 1906 年，河北新河人。192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

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东北中正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建国后，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中华书局编辑、中国历史博物

馆研究员。年轻时的傅振伦博学多才，他早年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新河县

志》（26 卷），出版时年仅 23 岁，俨然已成了史志学专家。傅振伦在北京大

学读书时，向在校任教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了世界语，以后曾参

加过环球世语协会，创办《绿色世界》杂志，编辑了《英汉双解世界语基

本字典》、《汉语世界语辞典》。晚年他关心国内的世界语运动，曾加入楚图

南发起的世界语之友会，并给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世界》杂志撰写过北

京世界语运动回忆录。 

傅振伦研究领域涉及到历史学、方志学、金石学、考古学、博物馆学、

文献学、陶瓷学、民俗学等诸方面，他曾说，我学史于朱希祖、陈垣，学

目录学于袁同礼，学世界语于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先珂，学金石考古于马衡。

以如此多的大家为师，使他拥有较为深厚的治学功力。 

傅振伦善于从地方掌故、趣事佚闻中信手拈来补充史料，从民间挖掘

历史然后阐扬历史中的艺术。在历史学方面，撰有《刘知几年谱》、《中国

文学史概要》；在方志学方面，撰有《中国史志论丛》、《傅振伦方志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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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史著有《明瓷器工艺》；在考古学方面，撰有《简策论》、《云梦秦墓

牒记考释》。尤其在博物馆学，他撰写的《博物馆学概论》是新中国第一部

博物馆学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撰写论文 300 篇，出版

专著 20 种，达数百万字之多。1999 年 5 月 8 日，傅振伦不幸逝世，享年

93 岁。从其编写《城召村史》算起，致力于中国方志事业逾 70 多个春秋。

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风范，虚怀若谷的态度，热心扶持后学的精神，

以及他热心世界语的宣传、推广，让世人永远所景仰。 

                 (2013 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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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为盲人带来光明的使者 

 

“我虽然双目失明了，但是我还要努力为党工作，把党的温暖送给盲人。”

这是黄乃 50 多年前立下的誓言。在几十年中，他为中国的盲人事业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在广大盲人心中，黄乃就是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 
   

继承父志，以身许国 
 

黄乃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黄

兴最小的儿子。他出生于 1917 年，离他父亲去世还不到三个月。黄乃虽然

从未见过父亲，但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他就听人们说，他父亲是著名

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辅助孙中山先生一起领导了辛亥革命，结

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孙中山曾为他写下

了这样的题词：“黄君一身为同志所望，亦革命成功之关键。”黄兴本人也写

下这样的条幅：“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黄乃从小就为父亲这

种爱国主义的情怀、高尚的情操和笃实精神所感动。他说：“我是遗腹子，

没有见过父亲，可是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为了寻求真理，在少年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军》、《猛回头》、

《醒世钟》等进步书籍。书中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罪行，使他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恨之入骨；满目疮痍的祖国，使他对反动政府的无能义愤填膺。他立

志要像父亲那样胸怀磊落，以身许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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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世界语，走上革命之路 
 

  在上小学时，黄乃就担任学生自秩会主席和童子军的首领。在初中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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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祖国也能像苏联人民一样，走上美好的道路。从此，他开始自学世界语，

阅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的《世界》等进步书刊，还参加了南京世界语

协会，结识了著名作家巴人同志。巴人告诉他：柴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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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易记，受到很多国家一些人的喜欢和应用。这使他认识

到世界语是和平的语言、进步的语言，坚定了学好世界语信心。 

  1936 年，黄乃在哥哥的支持下去日本留学。在那里，由于世界语的缘

故，他遇到了使他终身难忘的老师、日本进步的世界语者中垣虎二郎。黄

乃和几位留日的同学经常到他家去学习世界语。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不

久他就参加了进步留日同学举办的“现代问题座谈会”，加入了中华留东世界

语者协会。同年 12 月，在日本世界语者协会召开的柴门霍夫诞辰纪念会上，

他结识了一批日本普罗（无产阶级）世界语运动的佼佼者，绿川英子就是

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位。绿川英子后来同中国留日学生、世界语者刘仁结了

婚。后来她毅然决定离开日本，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投身抗日战争，为中

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深受中

日两国人民爱戴的国际主义战士。 

 黄乃同志常说，学习世界语与我参加革命、成长进步是分不开的。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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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坚信，学好世界语对自己的工作和革命是有用处的。当时左派留日学生

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学世界语只是一种过渡的手段或某种阶梯，

而通过学世界语去交朋友，把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吸取到左派队伍中来才

是目的。因此，有的同志劝他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学世界语，也不要在中

华留东世界语者协会担任负责工作。黄乃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仍然跟着

中垣虎儿郎学习世界语。因为在他看来，学习世界语同革命不是对立的，

只有学好了世界语，才能更好地与他们交流，绿川英子本人就是一位精通

世界语的革命者。后来，他当选为中华留东世界语者协会的干事，负责学

习和教育工作。 

 1937 年初，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活动采取了取缔的方针，日

本警察相继查封了一些进步刊物，拘捕其负责人，把他们驱逐回国。在这

种形势下，刘仁和绿川英子作出了果断的决定——回到中国，同中国人民

同甘苦、共呼吸，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在黄乃等中日两国世界语者的

帮助下，刘仁夫妇分别于 1937 年 1 月和 4 月，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投

身中国的救亡运动。他们走后，日本的许多报纸造谣说：中国留日进步学

生派她去上海参加第三国际指导下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带去了贺信。为

此，黄乃等中国留日同学被日本警察拘留，后来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

以保释。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祖国人民在召唤他，险恶的环境也不允许

他久留，他决定响应中国左派留学生文化团体的号召，准备回国参加抗战。

同年 8 月 3 日，黄乃和大批留日同学乘坐“维多利亚皇后号”油轮返回上海，

参加了留日同学救亡会的工作。以后，黄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 1938

年到达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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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他先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新华社国际部从事对敌斗争的研究

工作。由于工作成绩卓著，他还受到毛主席的表彰。毛主席青年时代很敬

重黄兴，他知道黄乃一直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1942 年 5 月 5 日，毛主

席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

发言权”，他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黄乃，

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

题上，他最有发言权。”毛主席的这段话一直铭刻在他的心上，成为他终身

的座右铭。 

 在延安时代，他利用大部分业余时间协助延安世界语者协会负责人庄栋

开展活动，如编写世界语课本、出版《延安世界语者杂志》，开办世界语班，

举办世界语展览，同国内外世界语者建立广泛的联系，用世界语为中国的

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斗争。 
 

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中国新盲文 
 

延安的紧张工作固然使黄乃感受到生命的价值，他从未感到生活是如

此的充实和富有意义，但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使他的视力迅速下降。

本来在青年时代，由于踢足球受伤，右眼失明。在延安 11 年里，长期在昏

暗的捻子灯下工作，使他的左眼高度近视。1949 年左眼视网膜脱落，由于

当时的条件，未能及时医治，从此双目失明，使他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

而此时妻子又离开了他，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痛苦、自卑、彷徨同

时向他袭来。就在这时周总理给予了他巨大的关怀。当年，黄乃在中南海

养病，有一天傍晚，他在院中散步，正遇到周总理刚开完会，与很多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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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迎面走来。他看到是黄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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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使他深受感

动。他感到党就在自己的身边。1950 年，周总理送他去苏联治眼病。但终

因发病过久，无法治愈。病虽没治好，党的关怀却给他生活的勇气。作为

黄兴的儿子，他想到父亲为中华民族走向光明历经磨难，想到他的不屈不

挠的奋斗精神，想到父亲亲笔题写的“笃实”的家训，他的精神从此振作起来，

他决心战胜困难，寻求新的途径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而工作。 

 黑暗使黄乃更加懂得光明的可贵。他想到了千千万万的盲人多么需要一

种理想的盲文来进行学习、交流，了解外面多彩的世界，而当时在中国流

传的两种盲文，由于不分词组，或用代码，仅是汉字的注音符号，不能反

映词汇和语法关系，学习起来费时费力，还常常引起一些误会。黄乃静下

心来，开始研究世界各国的盲文。在苏联他曾学习过俄文的盲文点字，后

来，又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得到一本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的杂志《联

系者》，它的封面上印有盲文世界语的字母表，于是他和国外的盲人世界语

者通信，搜集各国盲文的字母表。经过各种盲文的对比分析，他找出了中

国旧盲文的弊端，大胆地把字母国际化。 

 在这段时间，黄乃研究盲文达到了废寝忘食、夜不能寐的地步。有时半

夜醒来，突然想到一种排列方法，他就光着脚下床去找笔记本，立即把它

记下来。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失败、改进，黄乃终于在 1952 年研究出了以

北京语言为标准、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拼音盲文体系。第二年获得教育部的

批准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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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将新的盲文付诸实践，黄乃亲自编写各种盲文教材，出版《盲人月

刊》，开办盲文印刷厂。《盲人课本》、《文艺特刊》、《卫生知识》等一批书

刊陆续出版。它像一座座桥梁，沟通了盲人之间的情感，促进了他们的文

字交流。 

 新盲文为中国 700 万盲人安上了“眼睛”，他们用它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掌握了编织、针灸、按摩、音乐等许多手艺和本领，培养出许多教师、工

程师、医生、作家、音乐家，郑州的盲姑娘王虹竟然还成了广播电台的节

目主持人。 

 黄乃创造的盲文一直沿用了 40 年。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知识的不断

更新，他觉得这种盲文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由于大部分音节没有标调，

一些复杂的句子容易惹出笑话，比如“敲起了牛皮鼓”，容易误作“翘起了牛

屁股”。于是他又开始琢磨一种新的方案。他和计算机工程师傅良文以及一

批热心于盲文改革的朋友一起，花费了 19 年的时间，于 1992 年制订出《汉

语双拼音盲文方案》。该方案词形清晰，音意准确，方少点少，比旧方案易

摸易学。这对盲文的发展又是一次重大的突破。1995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决定在全国推广这一新方案。如今盲校和盲文出版物已使用这种

新盲文。 
 

相知相伴，安度晚年 

 

 黄乃在事业上的成功使他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个人生活上却经历了一

段坎坷。在五十年代之前，三次失败的婚姻使他倍感孤寂，他只有在新盲

文的创造中去寻找快乐。正在他生活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一位比他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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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导演安琳闯入了他的生活。1960 年，安琳同延安鲁艺的一位战友到

黄乃家作客。一进门，屋内很凌乱。桌上放着没有刷洗的碗，床上是揉成

一团的被子。黄乃坐在椅子上，他的前后左右都是盲文书籍。谈起盲文，

他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言谈间，透出一种对人生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

军人气质。安琳既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又十分同情他生活上所面临的处境，

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战友之间的革命情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鸿雁传

书，终于在 1961 年，他们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成为相知相爱的伴侣。

安琳挑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白天，她忙于拍电影，晚上忙家务。买

菜、做饭、洗衣，把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有 5 个子女，是 4 个母亲

所生，他们都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疼爱他们，教育他们，一家人和和

睦睦。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担任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副主席的黄乃，带着 13

岁的儿子，被下放到湖北农村劳动。安琳十分担心。后来她主动向单位申

请，要求前去陪黄乃一同劳动改造。经同意，她带着 8 岁的小女儿毅然来

到湖北。他们同孩子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牛棚”里。黄乃每天要剁五、六百

斤的猪菜，安琳每天到大田里干农活儿。两年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生活，

使他们的感情更深厚了。 

 黄乃恢复工作后，先后担任第二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排忧解难。

而安琳成了黄乃志同道合的贤内助。她每天除生活上照顾黄乃、定时拉着

他的手去公园散步外，还要给黄乃读报章杂志，回复各种信件，整理盲文

资料，接待来访的朋友，出席各种会议。黄乃曾经感慨地说：他像一只漂



 

273 
 

泊的小船，终于找到了宁静的港湾。 

 生前两位老人相知相伴，形影不离。儿女们也很有孝心，经常问寒问暖，

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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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洛：为世界语奉献一生的人 

 

  冯文洛先生是一位可敬的世界语老前辈，在世时，他兢兢业业地从事

世界语工作，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增进各国世界语者对中国的了解和

友谊，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每当回忆起他那种永不服老、乐观向上的

精神，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

我久久不能平静。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 30 年了，但他好像仍然生活在我们

中间……     
 

当祖国面临危机的时刻 
 

  冯文洛先生生于 1901 年。他青年时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科，还未毕

业就参加了工作，在一个中学任教。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对我

国的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投降，使祖国的大片领土，包

括冯文洛同志的家乡——河北省涿县，很快被敌人占领。祖国面临的危机，

促使他考虑今后的道路。他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便来到离抗日

根据地延安较近的西安。在这里，他结识了西安世界语协会的负责人许寿

真。从此，他便和世界语运动发生了联系。1938 年春，他到甘肃省天水，

在一所中学任教。在学校里，他积极开设世界语讲习班，宣传抗日斗争。

不久，他同该市邮局的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经常阅读从延安秘

密寄来的书刊。 

为了能到解放区，他曾写信给在延安工作的朋友。还未收到他们的回

信时，他突然接到二哥的来信，要他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工作。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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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离香港较近，同在那里办《东方呼声》的世界语朋友们联系比较方便，

将来如有机会去香港，同他们在一起共同从事世界语工作和抗日宣传，那

将是一件很理想的事情。 
   

在函授学社的日日夜夜 
 

    1939 年秋天，他取道重庆赴昆明。在重庆他见到了叶籁士等一批进步

的世界语者。叶籁士劝他留下来一起筹建世界语函授学社。 

    世界语函授学社成立后，他和同志们一起积极开设讲习班，向全国各

地函授世界语，并出版世界语的书籍。     

    那时，他们的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不给予支持，相反

在世界语书刊的印刷、出版、发行等方面给予种种限制，有时，甚至派遣

特务捣乱和监视。他们还得防避敌机的轰炸，不得不从城里搬到乡下，以

后又从乡下搬回城里。当时的重庆，物价上涨，而他们却没有工资收入，

仅靠收点学费和同志们为《中国报道》译稿所得的稿费捐助维持最低生活。

每天他们只能吃两餐饭，每餐饭都是玉米饭和豆花。在六年多的时间里，

他无钱添置衣物。衣服破了，补一补；鞋子坏了，换上草鞋，没钱坐车，

他就步行。     

    尽管当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苦，但他以苦为荣，仍然以前所未有的热

情从事着函授学社的工作。他亲自编写语法课本，认真授课，仔细批改作

业，后来又用三年多的时间编写《世界语中文大辞典》。他说：“为了世界语，

我不惜牺牲生命。”同志们看到他的这种热情，都亲切地叫他“Nia Majstro”

（我们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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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 年，《延安世界语者》发表了毛主席关于世界语的题词，他受到很

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在共产党员叶籁士、许寿真、曾禾尧等世界语者的

帮助下，经常阅读进步书刊，了解国内外形势。他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使祖国被肢解，同胞遭屠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未来的希望。

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和同志们把解放

区出版的《延安世界语者》分发各地，也曾秘密地转寄过揭露国民党反动

军队袭击人民抗日武装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真象的传单，更多地则是为世界

语刊物《中国报导》翻译《新华日报》和其它进步报刊的文章。这些文章

报道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时，他还积极

翻译鲁迅先生的作品，国际上著名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曾发表过他

的译作。在重庆，他结识了刘仁、绿川英子夫妇，得到他们多方帮助。 

    冯文洛的工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南方局负责同志董必武的赞扬。董必

武同志把他请到办事处，同他一边吃饭，一边畅谈国内外形势，勉励他一

定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努力学习，扎扎实实地工作；团结更多的世界

语者。从此，他更加信心百倍地努力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 1946 年 4 月离开重庆，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

放区——张家口，开始了新的生活。  
 

辛勤的园丁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为世界语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使世界

语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1950 年 5 月，《人民中国报道》月刊创刊，冯文洛

担任主编，1951 年 3 月 11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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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理事。世协成立后，出版了数十种中外世界语书籍，其中包括冯文洛

新编的《世界语初级讲座》，并再版了他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    

    1962 年，北京电台准备增设世界语广播。年过六旬的冯文洛先生，主

动承担了培训世界语干部的工作。以后，他又担任了电台世界语组的改稿、

定稿工作。 

    1963 年 7 月，在北京举行了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和展览。陈毅副总理亲

自到会参观了展览，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称赞世界语工作的成绩，

指示今后还要大力发展世界语工作。为了贯彻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精神，从

全国 11 所大学调来一批青年教师学习世界语。冯文洛先生又担任了这个班

的教学工作。一年以后，这 11 所大学相继开设了世界语课。1964 年秋，教

育部又从全国五所大学抽调 20 名外语系的毕业生和肄业生，在北京广播学

院开设世界语班。冯文洛看到国家如此重视世界语工作感到欢欣鼓舞。为

了教好这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 

    在教学中，他积极引导学生认识世界语的前途，讲解世界语在我国革

命战争年代的作用，讲毛泽东主席对世界语工作的指示，说明从事世界语

工作的意义。许多学生看到他不辞辛苦地教学，都深为感动，表示要努力

学好世界语。     

    冯文洛先生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善于根据学生将

来从事不同的工作而各有侧重。对广播电台的同志，特别注意口语教学；

对将要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着重翻译方面的基本练习。在课堂上，他常

常启发学生提问，鼓励他们用世界语大胆地回答问题。一位已参加工作多

年的学生说：冯老待学生亲切热情，平易近人，对教学特别仔细耐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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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稍有一点进步，他比我们自己还高兴。现在我们还常常谈到他。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9 年以来，他教过的学生达二千多人。现在全国

各地都有他的学生，许多人称赞他是世界语园地中的一位辛勤的园丁。 
     

身残志更坚 
 

    冯文洛先生工作勤奋踏实、性格乐观开朗，充满青年人的朝气。1969

年以前，他从春到冬，无论刮风下雨，始终坚持骑自行车上班。有时，他

还同年轻人比高低，骑车到京郊的香山去远足旅行。同志们多次劝他：“你

六十多岁了，眼睛又高度近视，不要骑车了吧?”但他却说：“骑车可以锻炼

身体，磨练意志，一举两得。我要争取多活几年，为人民多干几年工作。” 

    1970 年春天的一个清晨，他骑自行车上班，突然被石子绊倒，被送进

了医院。经检查，右腿股骨骨折。当他的伤势略有好转，他就要求工作。

他风趣地说：“我的脑袋还没有伤，还可以工作。”自从腿残以后，他的体力

衰退，行动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扶着拐杖进行锻炼。一次他得

了肺炎，后又转为肺气肿，病愈后走路很吃力，每走一步都要带来很大痛

苦，甚至累得他汗流满面。但是，他仍然顽强地锻炼，并坚持每天拄着拐

杖步行去上班。同志们劝他就在家里工作，他却说：“我在办公室工作，能

够同大家一起生活和学习，大家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问起来也方便。”他知

道，自己年纪大了，为祖国服务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更加勤奋地工作。 

    冯文洛先生一贯对自己要求严格。他积极要求进步，数十年如一日地

勤奋工作，所以在他 73 岁的高龄时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

加意气风发，干劲倍增。当时他正从事《毛泽东选集》和其它世界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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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稿工作，他决定把自己的余生献给革命事业。 

  一次他对自己的亲人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逝世前，和同志们一

起，把《毛泽东选集》译成世界语。”为了实现这一誓言，近几年来，他有

时一天工作达十个小时。他的老伴含着眼泪，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却说：“我

人老了，工作效率低。不延长工作时间，就无法完成任务。”在他和同志们

的共同努力下，世界语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终于出版了。以后，

他又着手《跟随周副主席长征》等书世界语版的定稿工作，直到 1979 年 78

岁时和我们永别。他的老伴在一首悼念诗中写道：“呕心沥血为工作，夙夜

操劳诲学生”，“扶病拖伤完任务，无愧身残志更坚”。可以说，这是他一生

的真实写照。 

               (1979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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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泽民：世界语的战士和朋友 

 

2010 年 6 月 8 日下午，接到友人电话，说我们敬爱的柴泽民老已于昨

日凌晨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 93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去

年我们去他家拜访时，他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的。几年前，他还总是参加

我们的世界语活动，无论在北京还是去外地，只要是世界语活动，他都乐

意去捧场。在我们的印象中，柴老的身体是健壮的，他思维敏捷，而且食

欲也不错，很难相信他会突然离开了我们。作为世界语之友会的会长他的

离世让我们失掉了一位好师长、好朋友，中国世界语运动从此失去了一棵

参天大树…… 

  

为革命学习世界语 
 

  6 月 9 日上午，我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的几位领导到

柴老家中悼念，一进门就看到设在楼道里的供友人悼念的灵堂，我们立即

送上悼念花篮，代表全国世界语者向柴老表示深深的哀悼，随后在客厅里

我们向柴老的夫人李友峰老人致哀，感谢柴老一生对世界语事业的支持，

希望李老节哀，保重身体。李老平静地向我们介绍了柴老逝世前的一些情

况。听了她的介绍，我们觉得柴老一辈子辛苦，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世

界语，他都很优秀，我们默默地祝福他一路走好。 

  在这个熟悉的客厅里，我们曾多次向柴老汇报世界语工作，聆听他对

世界语工作的教诲，也曾听他谈及青年时代学习世界语的故事，他的低沉

而有力的山西口音仿佛仍回荡在客厅里，他说：我于 1933 年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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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才 17 岁。1936 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我不得不背井

离乡，离开山西闻喜县来到西安，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杨虎城西北军的

军医处招收学员学军医。因为过去我在学校里曾接触过一些生理学和解剖

学的知识，居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于是我就到了西安西北绥靖公署军医

处做了学员。 

  在西安有很多山西老乡，其中最知名的是景梅九老先生。景梅久先生

是孙中山同盟会时代的元老，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他精通 6 门外语，尤其

对世界语情有独钟，无论在太原还是在西安，他都积极宣传推广世界语。

当时景梅九在西安开办了世界语协会，宣传世界语。我有一个同学也到了

西安，正好在世界语协会里帮忙工作，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语。当

我接触了世界语以后，觉得它真是一种很好的语言。因为它提倡和平、主

张世界大同，比其它外语容易学习，我就报名参加了世界语班。经过认真

学习，我试着翻译一些小文章。为了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我还订阅了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会刊《LA MONDO》（世界）杂志，从中了解到更多的

世界语运动的信息，也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我们军医

处的一些同学在我的带动下也都开始学习世界语。后来我们的行动被军医

处处长知道了，他就把我们找去训话。他说：“你们这些穷小子，只要好好

地学医，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还学什么世界语，还想当什么外交官啊？

以后不许再去学习世界语了。”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我还真的成了外交官。学

习了世界语以后，我就考虑如何利用世界语这个工具来为革命事业做点工

作，把世界语同宣传我党政策结合起来。我不仅坚持每天晚上学习世界语，

还在工商日报上创办副刊《我们的语言》，专门撰写稿件来宣传世界语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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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化新文字。 

  我记得 《我们的语言》一共出版了 8 期。后来由于我在《更生》杂志

上发表了两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抄了，《更生》杂志的

社长、总编、记者和我都被他们抓了起来。经过特务们审查一个礼拜后，

后来把我们又送到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当时的军法官都是东北大学的学

生，他们抗日情绪很高，因此对我们宣传抗日还是同情的。所以在审理我

们案件的时候就比那些特务们宽松多了。除了问我为什么写抗日文章的事

外，他们也问我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语。因为当时学习世界语的大部分是进

步青年，有的就是共产党员。我说：“我是学医的，那个世界语的创始人柴

门霍夫也是个眼科医生。我学习了世界语就可以学习他的医学原著，提高

我的医术”。我的巧妙回答他也只是笑了笑，知道我是在说谎。又问我是否

CP（共产党员）、CY（共青团员），当时我回答都不知道。他们又查不出我

是共产党的证据，这时西安又正处于革命的高潮，最后只好宣判我无罪释

放。不过《更生》杂志也被迫停刊，社长以违背出版法罚款了事。我被放

回到军医训练班后，正是世界语诞生 50 周年。在我被捕以前，我已经准备

在报纸上出专刊纪念世界语五十周年。我从《LA MONDO》仿照柴门霍夫

的肖像用木头刻了一张像，这时正好用上来纪念世界语 50 周年。同时为了

不被特务们注意，我到张学良的《长安晚报》联系，利用它来作掩护。我

又找到了国民党的元老景梅九先生写了两篇纪念文章，就这样同敌人作巧

妙的斗争，继续宣传世界语。我还找了一个朋友筹了一笔款开了一个世界

语的书店。这样世界语运动在西安不仅未被敌人镇压下去，而且更加发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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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告别世界语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

巩固和发展西北军，党组织派柴泽民去第 27 路军第 42 师工作。1937 年抗

战开始后他便随 42 师开往华北抗日战场。当 42 师在娘子关战败后，42 师

残余部分撤退到晋南，他回到家乡找到了组织，担任了闻喜县委组织部长，

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在家乡开展武装抗日游击斗争。由于战争的原因，他

也不得不告别了心爱的世界语，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投入到民族解

放事业中去。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月，柴泽民几乎一直都战斗在晋南的土地上，

直至 1947 年底晋南全部解放。他先后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中条山抗

日联军司令员、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曾经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带

领八路军康杰支队在敌占区孤军作战；曾经率领部队冒着极大危险，穿过

敌人 20 万军队的层层封锁回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1948 年以后，随着解

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柴泽民也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他先

后担任了北京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和

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从 1952 年起又担任了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

任、市体委主任、市委委员等职，兼任过市委交通部长和地方工业部长。  
 

为国际交往举荐世界语 
 

    1960 年 12 月，柴泽民调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从 1961

年初开始，他先后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大使。1975 年，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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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柴泽民出任中国驻泰王国首任大使，为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架起了

一座坚固的友谊桥梁。为表彰他的成绩，泰国国王授予他最高荣誉——白

象勋章一枚。  

    1978 年夏天，酝酿已久的恢复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开始了。柴泽民

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参与了这次举世瞩目的建交谈判。 经过半年

的努力，1978 年 12 月 15 日，中美两国达成了建交协议。根据协议规定，

两国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 3 月 1 日互设大使馆并互换

大使。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责任十分重大，但他凭着多年丰富的

外交工作经验和处理外交难题的卓越能力，在工作中既不失原则性，又有

相当的灵活性，将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

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外交舞台上创造了辉煌。  

 1982 年，柴泽民任期届满回国，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从 1978

年起，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委员。此间，他多次率领政协

和外交学会代表团访问欧、亚、美许多国家，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

了新的贡献。 

  作为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资深外交家，他深感语言在外交交往中的重

要性，这使他又想到了他心爱的世界语。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青年同志说：

“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从事国际交往是多么困难，尤其当外交

官的，感到困难。我到过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和泰国，以后又作驻美大

使，去过不少国家。如果到哪一国就要求学哪国的语言，就是个语言天才

也感到困难。所以世界语是很需要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世界语，都把英

语当世界语来学。可是 英文学起来有很大困难，首先它的读音就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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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文法，就这读音也使人感到头疼。我学英语最早，小学就开始了，

直到现在还不能用，一直没有过关。英文虽然也是拼音文字，但它文法复

杂，学起来也困难。如果大家都能学世界语，用不了很多时间都能学会，

学了就可以用，这样就会使国际交往方便多了。”（摘自《一位老资格外交

家谈世界语》，原载《世界》1989 年第 3 期）。 

  在 1999 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他再次呼吁社会应当重视

世界语，他说：“我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深感在国际交往中语言障碍的严重

性，语言不平等对民族感情的伤害。我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世界语作

为中立的国际辅助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会被越来越多的政府所承

认。它最终将会成为普遍使用的世界语言。”（摘自《在第四届全国世界语

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杂志 1999 年第 9—10 期）可以说这是一个

来自外交官对世界语的深切呼唤。 
 

为理想回归世界语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柴老从报上看到北京有世界语活动的消息，他喜

出望外。1988 年，柴泽民首次出席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举行的世界语之友

会座谈会。在会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有世界语活动的消息

的，我就主动打电话找北京的世界语组织，我说，搞世界语活动怎么把我

这个老世界语者忘掉了呢？”从此他加入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回归到了世

界语队伍中。以后他被大家推举为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在上世纪 90 年代

初，柴老曾专门到世界语之友会会长楚图南家中拜访，两位老人一谈到世

界语就有说不完的话。在交谈中，楚图老非常赞赏柴老对世界语工作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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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他说柴老年纪还轻，身体也好，在外交界很有影响，希望柴老能够利

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世界语工作，他还希望柴老能够接过世界语之友会会长

的职务。1994 年，楚图南会长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要继续办好世界语之友

会，请柴泽民同志接我的班！”1996 年，世界语之友会换届选举时，柴泽民

当选为第二届会长。他一直说：“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很深、很远，我要用有

生之年多为世界语做点工作。” 

    柴老离休后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例如曾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中国文物学会、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多家民间组织的顾问、会长、副

会长等职务。尽管他每天公务依然繁忙，但他对参加世界语活动总是优先

安排。2003 年 8 月 29 日，第一届华北地区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开幕，会前北

京世界语协会的同志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大会，他欣然应允，但是他忘了当

天还要出席基辛格的一个招待会，当电话打到会场时，他才想起，早在 6

天前基辛格就给他发了请帖，他不得不遗憾地提前离开了开幕式的会场。 

在柴老离世前的 22 年间，柴老不仅亲自参加世界语活动，而且先后担

任了一些国际和国内世界语会议筹备组织的重要职务，对争取各级政府的

支持和大会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 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国际

俱乐部，中华全协、世界语之友会、北京世协等 16 家单位联合举行了柴门

霍夫博士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其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

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都是柴老出面邀请的，使得纪念大会规格大

大提高，中央和北京电视台都在当晚进行了新闻报道。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4%B8%AD%E5%9B%BD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7%BB%9F%E4%B8%80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4%B8%AD%E5%9B%BD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4%B8%AD%E5%9B%BD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4%B8%AD%E5%9B%BD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4%B8%AD%E5%9B%BD
http://www.256512.com/search.jsp?keyWord=%E4%B8%AD%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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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8 月，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桂林开幕，全国世界语协会特

别请柴老出席开幕式。那时柴老早已有其他会议的安排，但出于对世界语

运动的关心和支持，83 岁高龄的柴老还是决定参加我们的世界语大会。16

日晚，柴老乘飞机到桂林，17 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他又乘飞机赶回北京，

出席当天下午在北京的另外的会议。 

在筹备 2004 年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柴老同样竭尽全力，在聘

请国家领导人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大会

筹委会名誉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联系外交部领导人接见国际世协主席、

副主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大会期间，他坚持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

世界语林揭幕仪式等所有重要活动，体现了一个老世界语者对世界语事业

的忠诚和热爱，其拳拳之忱令人感动。 

世界语是和平的语言，是友爱的语言，正是秉持这种理念，几十年来

柴老才乐此不疲，愿意为它的成功默默地做出奉献。我们应当记住这位老

人的话：“没有一种国际语，要从事国际交往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大家

都来积极推广世界语。” 

          （写于 2010 年，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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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真:视死如归的世界语者 

 

    今年 12 月 6 日，是许寿真同志殉难 31 周年纪念日。许寿真同志是中

国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世界语者，1949 年成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于成都监狱。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许寿真同志就接触了世界语。当时，他在陕西潼

关一带的一支旧军队里服役。在这支部队里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经常

给他一些进步的书籍看，并向他介绍世界语。由于受他们的影响，许寿真

同志开始自学世界语。 

    1934 年前后，他向部队告假，来到上海，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开办的

讲习班里学习。以后，他回到西安，参加了西安世界语学会，积极从事抗

日救亡运动和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工作，同当地的世界语者编辑出版了《西

安世界语者》杂志。1939 年冬，他到达重庆，参加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工

作，成为该社的主要负责人冯文洛同志的得力助手。许寿真同志还在生活

书店等处开办世界语讲习班，开展世界语活动。当时他虽然没有固定工资，

生活困难，常常吃不饱饭。但是，他仍然忘我地从事函授学社的工作。1940

年，他创办了《中国世界语者》杂志，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41 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革命力量的镇压，身

为共产党员的许寿真同志被迫离开重庆。 

    在此后的近十年间，他一直以四川省的首府成都为中心从事世界语运

动。在这个城市里，他团结了一批年轻的世界语者，开办世界语班，举办

世界语展览会，组织四川大学语文学会，并同国外进步的世界语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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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所办的刊物，把中国人民的呼声传播出去。他创办了《新闻工作

者》、《中国音乐》、《漫画新闻》等世界语刊物。通过这些杂志，向各国世

界语者介绍了中国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真象，报

道了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当时，他还是全世界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会员，

他有时在保加利亚的《国际文化》上发表一些文章，报道中国人民要求和

平民主的热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这一时期，许寿真同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时，他一天只能用

几个烧饼或山芋充饥。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工作的过度劳累，他得了肺病。

但是，他仍然抱病工作。 

  许寿真同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语者，尤其在音乐、诗歌方面，有

很好的素养。他曾先后用世界语翻译了《兄妹开荒》、《义勇军进行曲》、《路

是我们开》等歌曲，向各国世界语者介绍。他曾说：“世界语是国际人民的

音乐语言，应该使它把中国人民的歌声传播到世界上去。” 

  1946 年，成都“绿星合唱团”演唱了他翻译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并

且在该市的广播电台用世界语播出，获得成功。由于该剧的译词韵脚严整，

节奏鲜明，密切配合曲谱，所以很适合歌唱。当时保加利亚电台曾经广播

过它的片断。 

    许寿真同志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直到献出他的年轻的生命。   

    1935 年，他因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西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父亲

是一位陇海铁路的高级职员，为了营救他的儿子，曾花重金疏通。监狱当

局要许寿真写悔过书，才能释放。他回答说：“我无过可悔！”以后，当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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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条件，要他在一张纸上签名，保证以后不再从事革命活动，他毅然加

以拒绝。直到 1937 年下半年，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许寿真

同志才被释放出狱。 

    1948 年，国民党扩大了国内反共战争，许寿真同志再次被捕入狱。在

狱中，他继续宣传世界语，并组织难友们进行学习。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

他用一切办法弄到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写在草纸上，在难友中传阅，以

鼓舞战友们斗志。事后被敌人发现，对他施以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公开

痛骂监狱长和蒋介石，以致被敌人带上镣铐，锁在铁窗上。为了反抗敌人

的迫害，他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高唱国际歌和人民解放军的歌曲。匪

徒们害怕扩大影响，只得把他解开。   

    1949 年 12 月 6 日，在成都即将获得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一次大屠杀，许多难友被押送刑场。当时，许寿真同志拒绝上车，被匪徒

们枪杀在监狱里。事后，人们在他监禁过的牢房墙上，发现他书写的“Espero”

的字迹，表达了他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响往！这位年仅 35 岁的革命战士，就

这样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革命！    

    许寿真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中国报道》198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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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轩：一个从学徒成长起来的英雄 

     

在我们世界语者中有一位从学徒成长起来的英雄，他的名字叫许晓轩，

是著名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 

1916 年许晓轩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幼年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中途

辍学，到本地的一个钱庄去当学徒，后来到无锡一家铁工厂担任会计工作。

1934 年他参加了江都电信局职员陈世德组织的学习班，开始学习世界语，

并加入当地世界语学会。由于学习世界语，接受了进步思想，开阔了视野。

陈世德是苏州世界语学会一位进步的世界语者，他同胡愈之、楼适夷等人

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经常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受

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一天陈世德突然被捕，世界语学会也随之被解散。 

    1935 年，受陈世德的影响，许晓轩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无锡学社”。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发起组织护厂大刀队，厂方决定将机器设备转运

武汉，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将帐册、资料装进枕套徒步到达常州，几

番周折到达汉口，接着又迁往重庆，他主动负责管理生活，使工厂迅速恢

复生产。1938 年初，在重庆复兴铁工厂当会计，由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

绍，参加杨修范领导的青年职业互助会活动，不久成为互助会的领导同志。

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川东青委创办的《青年生活》月刊编委，

并负责发行工作。1939 年春，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接着调任

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经常深入工厂，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 

    1940 年 3 月，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在他的组织发动下，新市区

党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40 年 4 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轩不幸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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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押往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作为狱中中共秘密支部的核心成员，

每当危险的时候，许晓轩就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

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1941 年 10 月，他同谭沈明一起，发动难友

与监狱主任周养浩作斗争。1946 年 7 月，又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守所。他

和谭沈明、韩子栋 3 人组成中共临时支部，许晓轩任支部书记，多次带领

难友们进行越狱斗争。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统监狱中，他用秘密方法和

党员相互联系，组织和领导狱中的地下斗争。敌人为切断他与狱中地下党

组织的联系，将他戴上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并被关进终日不见阳光的

地牢。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许晓轩始终大义凛然，

坚强不屈，不为所动。无可奈何的敌人不得不承认:任何刑具对他都是没有

效果的。 

    1949 年 11 月 27 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对狱中的革命者进行

血腥大屠杀，许晓轩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在临刑前，他高举双手，向

每间牢房的战友道别，平静地对同胞们说：“胜利以后，请转告党，我做到

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随后，他从容不迫地

走向刑场，蔑视地申斥敌人：“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就要审

判你们了”。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就这样英勇就义。 

            (2013 年写于北京，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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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英烈车耀先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

众，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这是世界语者车耀先同志入党后写下的一首诗，表达了他愿以自己的

一腔热血，换来祖国美好的明天。 

车耀先，1894 年 9 月出生于四川大邑县。1908 年在崇庆“益盛荣”商号

当学徒。1911 年四川保路风潮波及崇庆，参加保路同志会活动。1912 年弃

商从戎，到川军二师八团当兵。1918 年升任连长。1925 年至 1927 年大革

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1928

年 2 月东渡日本留学，然后返回成都。这次出游，促进了思想进一步发展，

1929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

别小组工作，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军阀刘文辉的 24 军，发展党的组织，参

加策动 1930 年“广汉暴动”，并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 

在这段时期，车耀先以自己平日喜爱烹饪之特长，先后以老板的身份

在成都的牌坊巷开了“新的面店”，人民公园大门左侧开了“庶几饭店”，1929

年又在三桥南街开了“努力餐”。为满足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努力餐”专门

设有低价的套菜、合菜、价廉物美的大包、大饺等。车耀先把餐馆命名为“努

力餐”，意思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 车耀先曾在餐馆楼

上雅座的壁上写过一幅意义深长的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 车

耀先常对厨师说：“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进餐，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

做到物美价廉。”因此“努力餐馆” 在烹制名贵川菜的同时还天天按时出售大

http://baike.baidu.com/view/689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81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5.htm


 

294 
 

肉蒸饺和大众蒸碗饭。每天一开门，人力车工人、报童、学生、城市贫民

来吃大众蒸饭和大肉蒸饺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为广大贫苦劳动者提供饮食

外，“努力餐” 为解决一些革命者吃饭有困难的，只要来人说出：“来一菜一

汤”的暗号，餐馆就可免费供应。  

    车耀先本着“努力餐”的宗旨，为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烹制适合大

众化口味的名菜，创造自己的特色。车耀先以他的革命精神，用他勤劳的

双手和智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诚信重义的美德，赢得了四方宾客，“努

力餐”越办越红火，名噪蓉城。不论土生土长的巴蜀人，还是逃难在川的晋

陕豫鲁北方人、江浙两广人，都喜欢光临品尝。车耀先在饭店经营期间还

招收贫穷人家的青年子弟来店学徒，白天忙完饭店的活计，晚上关闭店门，

车耀先给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上文化课，教他们念书写字，讲革命故事，讲

斗争史等，饭店成了传授革命道理的红色学堂。  

  车耀先凭借他川军中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川军内部和各方面的民主进

步人士，宣传鼓励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的民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车耀先利用担任第 24 军、第

28 军上校参谋、副官长等职，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进行

社会活动，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了解收集情况。  

“努力餐”不仅为革命活动筹集了资金，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

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南来北往的秘密工作者常出入其间。当时

在川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等，曾到餐厅楼上开会，车耀先并宴请

沙千里、史良等。车耀先和当时任中共四川省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等同志经

常在楼上隐蔽的小屋内聚会，分析研究革命形势，商讨斗争策略，领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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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的革命运动。饭店的员工在车耀先革命思想的教育下，在环境的影响和

熏陶下，成长为交通员。 

1934年，在任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女师校“国音”教员期间，车耀先为“世

界大同”的理想所感动，热心学习世界语，他每周两次到老世界语者卢剑波

教授的住所去上课，并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世界语活动。只读过两年私塾，

靠自学成才的车耀先深知平民读书难、识字难，而极力推广注音符号和文

字改革。通过学习世界语，车耀先和卢剑波、张良卿成了好朋友，而卢、

张二位也是热衷于文字改革的，三人便一同创办了《语言》刊物，该杂志

是一本以宣传世界语、文字改革和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刊物。车耀先把他

的餐馆作为刊物的大本营，宣传汉字改革，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帮助不少

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 年 10 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名义，联合成

都 40 多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 年 1 月创办《大

声周刊》，任社长，负责筹集经费和编辑工作，用许多笔名发表了大量救亡

运动的文章，揭露亲日派挑动内战的阴谋。  

七七事变后，车耀先当选为“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1937

年 12 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车耀先与工委书记罗世文积极从事党的上

层统战工作。1940 年，车耀先在国民党制造的成都“抢米事件”中被捕。在

狱中，敌人对车耀先进行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被他严词拒绝。他参

与组织建立了狱中党支部，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早就作好了随时牺

牲的准备，给子女写下了万言遗书，教育他们堂堂正正做人。1946 年 8 月

18 日，国民党反动派将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时年 52 岁。 

在丈夫被抓走的岁月里，车耀先的妻子黄体先在极度悲痛中，坚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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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着丈夫创办的“努力餐”，使其继续经营下去。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

又要多方筹集学费，让几个孩子继续上学念书。她对丈夫的每一件东西都

充满了深情，对丈夫的书籍特别爱护。为了躲避日机随时都可能轰炸，她

将这些书转移到乡下妥为保管。  

    1946 年黄体先收到车耀先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让人转来的一包东

西，这是车耀先在狱中花了六年时间撰写的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

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手稿。她视之为珍宝，一直精心地收藏，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才转交给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1950 年，重庆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悼念红岩死难烈士大会，将车耀

先和罗世文烈士的遗骨合葬于重庆歌乐山下松林坡，周恩来总理亲笔为墓

碑题了词。 

                             (写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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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何子成 

     

在我们的世界语者中有一位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何子成，他既是

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名热情的世界语者。我们应当记着他的英名。 

    何子成（1908—1943），原名何春尧，回族，山东省东平县州城镇西门

村人。1908 年 11 月出生于青岛。1920 年，因父亲有病，随母亲回到东平。

1921 年，父亲病故，与母亲展氏、大妹春兰、二妹春芳共同生活，先后在

西菜园小学、书院高等小学读书。何子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秉性耿直，

善言谈，胸怀大志。 

    1923 年，考入日本人为校董事长的济南东鲁中学。1928 年，五三惨案

发生，何子成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残酷暴行，义愤填膺，毅

然离校回乡，在州城真武庙发起组成反日运动会，抵制日货，下农村，赶

集会，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还经常在街上演讲，在公共场所议论

国事。这些对当时封闭保守、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东平县城来说，无疑是

一股革命的新生力量，影响着家乡的人们。   1929 年秋，何子成离开家乡，

考入青岛大学。  

    1931 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世界环游团出国留学，先后到达

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后来在印度泰戈尔

大学学习，掌握了世界语。1933 年至 1934 年，因患头痛病在香港留居，由

伯父接济。不久，经上海回到青岛，在一所市属中学任教。 

    1937 年七七事变前，何子成给家乡东平寄信，信中说他参加了抗日团

体，要到西北去，到南方去，不能再给家里寄信邮钱了，请家人多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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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表弟好好读书。这是何子成寄回东平的最后一封信。 

    1938 年，何子成到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39 年冬，到重庆在

一所中学任教，以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住在重庆市民族路以北一个

很偏僻的小屋，虽然“家徒四壁，室无长物”，生活清苦，但却有不少进步书

刊、资料，供他学习研究。当时，他还经常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活动。  

    1941 年８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何子成到宁夏工作，

公开的身份是宁夏中学校长马汝邻先生从重庆聘请来的教师，担任该校的

庶务主任兼教高中一年级历史、地理课。何子成到校后，联系进步教师和

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在课余时间，秘

密向一些进步学生借阅《新华日报》、《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呐

喊》、《阿Ｑ正传》和世界语图书《暴风雨下的低语》、世界语刊物《中国报

导》、《中国世界语者》等书刊。为应付特务的搜查，把《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说成是炼钢铁的技术书籍，把《夏伯阳》包上书皮，写成《瞎白眼》。  

    何子成是研究、推广世界语的学者，是世界语协会的成员。在宁夏中

学，他与教导主任兼英语教师的王植先先生结为挚友，联络宁夏邮电局职

员曹松林、毛吴达、刘斐、凌蕃、姚益庭及高炮连排长陈硕夫等进步青年，

开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学习班由何子成、王植先负责，得到重庆“世

界语函授学校”的间接指导。在学习班上，何子成既讲世界语，也教育学员

领会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动机、理想和为世界语献身的崇高品德，讲世

界语不同于其他民族语的优点。在何子成和王植先先生的精心组织下，世

界语在宁夏得到了推广和发展。何子成非常关心世界语的推广工作。当时，

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经费极端困难，为了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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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发起了为学社捐募基金的活动，并亲自起草了题为“挑战书”的倡议。当时，

在挑战书上签名的有何子成、王植先、白剑鸣、曹松林、凌蕃、王广仁、

毛达、张波等 10 余人。这份挑战书得到了广大世界语学习者的响应。  

    在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同时，何子成有计划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员

收听延安广播，传阅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介绍青年学生到延安学习。

同时，还非常关注内蒙古的工作，专门请了一位蒙古族的同胞，向其学习

蒙古语，为进入内蒙做准备。1942 年暑假将至，何子成带着刘柏石（宁夏

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宁夏回教协会干事）写的介绍信，以考察地理为由，进

入了内蒙古巴彦浩特（时称定远营，现阿拉善左旗）考察。期间，绘制了

一张边界地图。  

    何子成的上述活动，引起了马鸿逵军警特务的注意和严密监视。1942

年 9 月，国民党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以“共党嫌疑分子”为由逮捕了何子成。 

被捕后，敌人使用了老虎凳、竹签子、拔筋床、揭背花、压杠子等酷刑，

逼何子成供出共产党组织情况，但他始终“只字未供”，坚贞不屈。敌人用硬

的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段，用“谈话”的方式诱供，何子成却理直气壮地答复：

“世界语是一种学术，我们研究世界语不算违法。我去定远营是游历，不算

什么罪过……”  

    在狱中，何子成既遭受酷刑的摧残，又遭受饥饿的折磨。为了吃饭，

几次寄出明信片，向朋友借钱，都没有得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鼓

励难友说“我们要坚强些，牺牲个人的一切不算什么，要坚决服从总的利益。”

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动了难友，增强了难友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恨，从

而更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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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４月 17日夜，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共

党头目”“共党西北特务”的罪名，将何子成及同案毛英华、刘斐、陈硕夫４

人活埋于省城城隍庙后。何子成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

仅 35 岁。  

                            (写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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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奈西：世界语运动的实干家 

 

    在中国世界语界，李奈西是人们所熟知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位

德高望重的老世界语者，而且还由于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中国世界

语运动做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促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我和奈西同志相识是在四十年前。1963 年我从大学毕业来到中国外文

局，后被分到中国报道社。当时，他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办公室主任并

主持中国报道的工作。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社的工作人员虽然只有十几个

人，但它集中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批精英，如著名世界语者冯文洛、方

善境、张闳凡、陈世德、李士俊、葛一凡等都在这里。由于青年人比较少，

我们分来的几位年轻人被视为“宝贝”，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

我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因此在政治上希望我们追求进步，工作上能早日

独立工作，勇挑重担，生活上问寒问暖，还鼓励我们要学好世界语。我们

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当时，奈西同志的办公室同我们的办公室仅

一墙之隔。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成天埋头工作的领导，更是一个平易

近人的长者。 

    1979 年，奈西同志调到全国世协担任副秘书长，在胡愈之，叶籁士、

陈原同志的领导下，协助秘书长张企程同志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为推动国内世界语运动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时期，我在报道社

从事世界语的专职编辑，而且我们都是协会会刊《世界》杂志的编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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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他对世界语事业的忠诚总令我敬佩。 

    九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我对世界语学习和工作的回忆》，送给我

一份打字稿，从这篇回忆录中，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凡是读过这篇

回忆录的人无不为他的奉献精神和实干作风所感动。中国世界语运动之所

以有今天的成就，正是由于有一批像李奈西这样的实干家终身奋斗的结果。 

    今年 3 月 31 日李奈西告别人世，在他 95 年的人生历程中，有 80 年的

世界语者的经历，其中 30 年从事专职世界语工作。 

    李奈西 1908 年生于广东梅县，从小在外辱侵凌、军阀混战中长大。因

为厌恶战争，特别向往和平、安宁的生活。在中学时代，一些进步教师给

他们讲了许多苏俄十月革命以及工农政府成立后的故事，以后他便加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 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战争。1925 年

他在一本《学生杂志》上看到了有关世界语的介绍，从此对世界语发生了

兴趣。1927 年他买了一本世界语课本和一本读物便开始自学。1929 年因从

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报名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的世界

语函授学校。时任学校兼职教员的胡愈之、巴金等世界语先驱还亲自给他

批改过作业，这使他深感幸运，也很受鼓舞，以后他坚持从上海购买了一

些世界语书籍继续学习，提高自己。 

    1931 年 11 月，他刑满出狱，立即参加了 19 路军淞沪“一二八”抗战，

以后撤到福建，并辗转国内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即使这样，他也

未忘记世界语。三十年代，正是国内、国际世界语运动的鼎盛时期。在国

际上，左翼世界语组织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在苏联、东欧和德国都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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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国内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的世界语者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

语”的口号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的文化运动，出版了许多世界

语书刊。李奈西经常订阅国内外世界语刊物，还加入了国际世协。后来到

了贵阳，在那里他举办了有生以来第一个世界语班。在抗日战争期间，他

先后去过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找当地世界

语者联系，并结识了方善境、冯文洛、许寿真、张企程等一批著名世界语

者。在此期间，他从世界语译过—些巴基的诗和他的中篇小说《戏篮子》，

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也曾编过一本世界语文选，以后曾出资一万元，同

冯文洛办过一所世界语印刷所，尽其所能，为世界语做一点实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道》杂志社于 1950 午创刊，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也于 1951 年成立。他亲自参加了全国世协成立大会，也为《中国报道》

翻译过一些文章。当时他为世界语运动获得新生而兴奋不已。更令他感到

高兴的是，1958 年他被调到全国世协从事专职的世界语工作，并且一干就

是三十年。在全国世协和中国外文局领导的支持下，从 1960 年起，他陆续

调进了一批年轻人，壮大了世界语的专业队伍。他还对刊物进行了改革，

增加了图片和彩页，调整了内容，加强了通联和发行工作，使刊物深受读

者喜爱，发行量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力量，翻译和出版了一批世

界语图书对外发行。1963 午，他向世协常务理事会提出建议，举办一次世

界语工作汇报展览，以便使中央领导更多地了解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作

用，展览期间同时举行了全国第—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亲自观看了展览，并在座谈会上发表了支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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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工作的热情讲话。国家文化、教育、外事部门的领导也参观了展览。展

览和座谈会的成功，大大地推动了世界语工作和国内世界语运动。座谈会

后，李奈西积极落实陈毅的指示，一方面举办有 11 所高校参加的世界语教

师进修班，为全国各高等院校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使 10 所大学开设了世

界语课。另一方面，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世界语专业干部培训班，为全国

世协，中国报道社、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书店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培训

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后来成为上述单位的业务骨干，有些还成为这些单

位的领导。李奈西从联系学校，挑选学生，配备世界语教师，每件事都亲

自过问，直到全部落实。在此期间，他还积极支持国际广播电台创办世界

语广播，为他们培养干部，办好节目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国内学习世界语的人空

前高涨。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建议创办《世界》杂志，并担任第一任主

编，这份刊物在辅导世界语者学习世界语，推动国内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给越来越多的初学者提供各种程度的教科书、读物和工具书，他

积极落实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决议，创办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和协会书刊服

务部。在数年间，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教材、读物和世界语词典，

及时地满足了世界语学习者的需要。 

    在八十年代，他还为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的成立，全国第 1 届世界语大

会，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筹备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同时李奈西

还继续抓紧世界语师资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在他的积极领导下，从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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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88 年共举办 8 期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了

200 多名世界语教师，也为各省培养了一批世界语骨干。 

    李奈西一生留下了不少译作，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他相继从世界语翻

译出版了《灯塔看守人》、《机器世界》、《上帝保佑你》、《屠格涅夫散文诗》、

《安娜日记》、《勇敢的约翰》等外国文学作品。 

    李奈西从 1987 年退休后，经常同各地世界语者保持着联系，对世界语

运动一往情深，直到他去世前，仍然念念不忘 2004 年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

世界语大会。今年春节前后，我和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社的同志到他家里

看望，并为他过生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深感惋惜。他去世

以后，全国各地世界语组织发来唁电和唁函，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

哀悼。中国世界语运动失去了一位干将，但人们将永远记住他对世界语运

动的贡献。 

            （原载《世界》杂志 200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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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俊：中国翻译界的奇人 

 

2010 年 12 月 2 日，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著名翻译家李士俊先生全国翻译

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六位著名

的翻译家：杨宪益、季羡林、草婴、许渊冲、屠岸、沙博理。 

在中国翻译界很少有人知道李士俊的大名，但在国内外世界语的圈子

里，李士俊可以说是大腕级的人物，特别是随着 2009 年他翻译的世界语版

的《西游记》的问世，他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奇迹：独自一人翻译了中

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三大著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位奇人。 
 

奇人之奇处 
 

说李士俊是中国翻译界的奇人，原因有四： 

奇处之一是，他用世界语独自翻译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水

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部作品，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人。

这些作品被国际世界语协会列为东西方丛书之一，不仅使中国的优秀文学

作品在世界语的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文学，

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赞叹。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翻译四大名著的情况是：《红楼梦》英文版是著名

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翻译的，世界语版是著名世界语翻译家谢

玉明翻译的，朝文版是北京外文出版社朝文组集体翻译的。美籍华人陈智

诚与陈智龙曾于 1944 年合译过《西游记》的英文选译本。另一位美籍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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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藩也于上世纪 70 年代翻译出版过《西游记》的英文全译本。除此之外

其它外文版都是由外国的翻译家翻译的。 

以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为例，最早翻译《红楼梦》的是道光 22 年

( 1842 年)，英国人汤姆将《红楼梦》的几个章节译成英文，书名《红楼梦

幻》。后来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等又把它翻译成五卷英译本，书名《石

头记》。不过人们比较推崇的还是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的译本，

因为它最接近原著。 

施耐庵所著《水浒传》，早在 17 世纪的江户时代传入日本，前后有

18 种日文译本。西方最早七十回译本是德文本，书名《强盗和士兵》。法

译本书名为《中国的勇士》，英译本为《发生在河边的故事》或《在沼泽

地里》。193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中

文名字赛珠珍)也曾将《水浒传》译成英语，书名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受到西方人士的好评。但是《水浒传》被认为比较好的英文版本，应该是

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Sidney Shapiro）翻译的一百回本的

《水泊好汉》（Outlaws of the Marsh）。他的译本，被认为更加忠实于原著，

而且很贴切地反映了原文的神韵。  

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在日本流传最广，不同的日译本有吉川英

治《三国演义》，村上知行的《全译三国志》等。美国汉学家罗慕士翻译

了英译本《三国演义》，受到好评。1802 年由国王拉马一世指示本隆主持

翻译了泰文版《三国演义》。  

再说《西游记》，日本人开始翻译《西游记》的时间，要比西方早一个

多世纪。远在 1758 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笔名国木山人）就着手



 

308 
 

《通俗西游记》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经过三代人前后共 74 年的努力，到

1831 年才告完成。由西田维则等人参加翻译的另一译本《绘本西游记》，是

1806 年至 1837 年完成的，前后也经过了 30 年。《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

为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所译，书名《圣僧天国之行》。后来英

国翻译家海伦·M·海斯（Helen M. Hayes）又翻译了《西游记》，书名是《佛

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此书为一百回选译本。俄译文《西游记》有百

回全译本，译者是罗加切夫（A.PoFayeb ），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于 1959 

年出版。塔杜什·兹比科斯基（Tadeusz Zbikowski ）翻译的波兰文译本《西

游记》，书名《猴子造反》，1976 年由华沙读者出版社出版，为选译本。朝

鲜著名汉学家李周洪翻译了《西游记》的朝文全译本。 

总之，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这些外国翻译家许多是汉学家，有的直接

根据原著进行翻译，有的则是参照英语或其它语种转译的，如《西游记》

捷克文译本就是根据英语转移的。 

在各国翻译家的努力下，现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

游记》四大名著已被分别翻译成英、法、德、意、西、俄、日、韩、越、

泰、匈、捷、罗、波、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在各国传播，他们为中外文化交

流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中国人（包括华裔人士）还是外国人，没有一人

独自翻译过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两部或两部以上的作品，而李士俊却

做到了。 
 

奇处之二是，李士俊翻译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用的

是全译本，并保留了原著中全部的诗词，忠实地展示了原书的全貌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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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以其世界语大师的高超手法，灵活运用了世界语简明易懂的特点，吸

收世界语丰富的语汇，利用世界语富于变化的句式，将原著中生动有趣、

变幻莫测、惊险曲折的故事、极富鲜明个性特征和浓烈生活气息的人物对

话以及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微妙微俏。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译者

不仅保留了原著中全部的诗词，而且在翻译这些诗词时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修改，巧妙地使译文做到了传神达意，韵律整齐，格律严谨，忠实地再现

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而外籍翻译家翻译的各种中国四大名著的外文译本，许多是节译本，

未能反映原著的全貌。即使是全译本，对于原著中的诗词由于太难译，翻

译家们大多采用意译的办法，这就难免失去了原著中诗词的艺术情趣和神

韵，有的甚至干脆删去了诗词部分，使译著与原著相比大为逊色。著名翻

译家阿瑟·韦理翻译的《西游记》英译本，在西方被公认是高水平的，因为

他的译文能传达原文的风格，所以它的译本曾多次再版。但是译者在为此

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就坦率地说：“《西游记》是一部长篇神话小说，我的选

译文大幅度缩减了它的长度，省略了原著插进的许多诗词，这些诗词是十

分难译的。”为此他深感遗憾。  
 

奇处之三是，李士俊翻译《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只用了

18 年，其中《水浒传》用了 10 年，《三国演义》5 年，《西游记》3 年。在

此期间他还翻译出版了其他一些译著，担任了世界语版《红楼梦》、巴金长

篇小说《家》的审核工作，其工作之繁重这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是少见的。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门很高的艺术，他需要译者至少精通母语和一种外语，

对母语和外语都要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本领，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中



 

310 
 

国四大名著这样的长篇巨著，无疑是一种再创作。李士俊仅用 18 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三部巨著的翻译，足见他在汉语和世界语方面深厚的功底，同时

也见证他的勤奋和辛劳。 
 

奇处之四是：他是中国翻译史上少见的自学成材的翻译家。因为李士

俊没有上过大学，他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更没有留学的经历，世界语

是通过函授学习的，他曾对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

研究，而且还会弹琴、作诗、作曲、作画，也自学过英语等外语。所有的

这些知识都是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自学而获得的。 
 

中国世界语界大师级的翻译家 
 

李士俊是中国世界语界公认的大师级翻译家和学者，有的媒体在报道

他的事迹时把他誉为“当今中国世界语界的泰斗”，我认为他也是当之无愧

的。 

首先是因为他确实是著名的世界语翻译家和作家，他除了用世界语翻

译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外，还翻译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

学和现代文学作品，可以说著作等身。李士俊的世界语译作已经出版的有：

《阿诗玛》（叙事诗，1965）、《春天里的秋天》（巴金中篇小说，1980）、《王

贵与李香香》（李季叙事诗，1985）、历史剧《屈原》（郭沫若著，1987）、《寒

夜》（巴金长篇小说，1988）、《配图古诗精选》（1990）、《聊斋志异选》（1994）、

《子夜》（茅盾的代表作，2010 年）、《助学小唱》（世界语创作诗歌 222 首，

1994）、《四世同堂》（老舍代表作，2011）、《汉世中华成语熟语集》（2013）。

他参与合译的作品也是很多的，如《中国文学作品选集》（第一、二、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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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集》、《中国古代小说选》、《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唐诗选

译》。此外他还是《红楼梦》、《家》（巴金长篇小说）世译本的审核人。他

翻译的政治著作出版的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矛盾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 

李士俊已经翻译和创作、尚未出版的著作还有：《阿凡提的故事》（含

韵文 250 篇）、《巴黎试管小姐幽兰丽雅奇遇记》（汉译世界语原著，中篇小

说）、《汉世翻译教程》（在中国传媒大学世界语专修班教学的讲义），《世界

语文学漫步》（在中国传媒大学世界语专修班教学的讲义）、《世界语进修读

本学习辅导》、《世界语学习词典》（日本关西地区《世界语运动》月刊已经

连载 64 期）、《<红楼梦>、<家>、<鲁迅小说集>翻译问题研究》、《国际语问

题论文集》。 

此外，他撰写的杂文、小说、诗歌、剧本、书评等数百篇，翻译各种

稿件 200 余万字，发表在国内外杂志及文集中。 

李士俊又是著名的世界语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世界语教学，从开世

界语讲习班到登上高等院校的讲台，从自己编写教材到参与世界语词典的

编撰，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曾担任过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系世界语选修课教师（１９５７），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世界语高校教师培训班教师，青岛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世界语课程

的客座教授。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许多人成为中国各地世界语运动的

中坚，有十多人已经获得世界语的译审和副译审职称。他编写的世界语教

材《世界语自修课本》（第一、二册，1984）、《世界语初级教程》（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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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会话》（1964）、《世界语初阶》（1983）、《世界语会话指南》（2001）、

《世界语歌曲集》（1986）、《新编世界语课本》（合著，1986）、《世界语诗

歌十二讲》（１９８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语者。他参与编纂的世

界语词典，如《世界语新词典》（1959）、《世界语汉语词典》（1987）成为

世界语者案头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李士俊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也享有盛誉。这是因为，由于他的博学和成

就，早在 1983 年，60 岁的李士俊经５位不同国家的院士共同推荐，当选为

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加入该组织的专家。国际世界

语研究院是国际世界语界最高的学术机构，每四年选举一次，李士俊从 1983

年当选，连任至离世。由于他长期从事世界语的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

1984 年他又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教育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 年，中国政

府为表彰他对世界语和中外文化交流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决定向他颁发国

务院特殊津贴。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他还连续多年担任全国高级翻译

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2003 年，在第 88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他荣获格

拉鲍夫斯基头等奖，以表彰他在文学翻译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贡献。2004

年他在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在国际

世界语界，只有为世界语运动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才能享受这一殊荣。2005

年在美国奥斯丁北美世界语大会儿歌创作比赛中获奖。2006 年参加意大利

佛罗伦萨第 9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文学比赛，他缩写的独幕剧《天鹅》获荣

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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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成就探源 
 

2011 年是李士俊米寿（88 岁）之年，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中国文学

的翻译工作，他现在还在继续从事世界语的翻译工作。研究这位大师的一

生不难发现：他所以能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巨大成就，是有其原因的。 

在众多的原因中，“勤奋好学”可以说是他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李士

俊于 1923 年出生在河北省的一户清贫农家。11 岁那年，他有机会前往山东

济南哥哥家，全然不一样的城市文明使他大开眼界。明亮的电灯、航行的

船只、力大无穷的火车头，让少年李士俊对科学和技术萌发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他曾经用一辆自行车去换回一些自然科学书籍和一

块磁铁，他的梦想就是像瓦特、爱迪生一样成为一名发明家。   

1937 年是一个不幸的一年，那一年他不仅失去了双亲，也失去了家园。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河北、山东，彻底打破了他想做科学家的梦想。

为了不做亡国奴，他随济南一中的师生一起逃亡，14 岁的他不得不踏上了

漫漫的流亡之路。他们先后由山东步行到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

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行囊步行几十公里，虽然很累，但他们为了宣传抗日，

组织了狂飙剧团，沿途进行演出。1939 年，他们在成都北部的罗江县城安

定下来。 

流亡的生活让他尝到人生的艰辛和失去家园的痛苦，但未能泯灭他对

知识的渴求。一天，他在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书《世界语一月通》，这

立即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买了下来，并在两周之内读完了

它。更巧的是，就在此时，他在《新华日报》上看到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

的招生广告，李士俊和其他三位同学便决定报名参加学习。然而每人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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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学费却难住了这群穷学生，因为 5 元刚好是他们一个月的救济金。最

后，四个人凑齐了 5 元钱，以“贾铭”写信给函授学社，请求给予照顾：给一

份讲义，但是帮助他们修改四份作业。数天后，他们收到了著名世界语者

许寿真先生热情的回信，学社不仅答应他们的请求，还给他们寄了四份讲

义。从此世界语就同他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半年后李士俊学完了函授

世界语初级班，随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级班的学业。之后他开始用

世界语练习写作，翻译一些简单的文章。 

为了提高世界语水平，他需要世界语词典，但又无钱购买，于是他就

向别人借来词典，用手抄写一份。李士俊做事一向认真，他的手抄本词典，

既规范、又工整，犹如印刷的一般。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项工作虽然很辛

苦，但反而使他记住了许多单词，熟悉了世界语的句型、句法。那时，他

非常崇拜懂得 30 多种语言并对世界语语言风格的创建做出杰出贡献的波兰

世界语者卡贝（Kabe），崇拜世界语原作小说家和诗人尤利 · 巴基（Julio 

Baghy），崇拜诗歌翻译家卡罗柴（K. Kalocsay），他从朋友那里借来他们的

作品进行学习，并用老办法手工抄写了尤利 · 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

春天》和卡罗柴译作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从这以后，阅览世界语大

师们的著作便成为他一生的习惯，他深刻地感到，多读名著是提高世界语

水平的捷径。到北京工作以后，他浏览了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社所

有的世界语藏书，并认真地写读书笔记。可以说，国际上世界语大师们的

作品对他的世界语修辞、文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他日后的翻译和写

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李士俊对学习世界语非常执着，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学习。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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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由于从北方流亡到四川，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贫困的生活使他染上

了严重的肺结核。当时人们还没有找到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染上肺结核

就如现在得了癌症，凶多吉少。但由于他认识一个医生项全申，他也是一

位世界语者，项医生对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的帮助

下，医院方面同意给他免费治疗，而且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方法给他用药，

就这样没想到世界语为他捡回了一条命，从此他对世界语更是一往情深。

在住院期间，他不仅更加勤奋地学习世界语，还带动一些病友一起学习。 

多年来李士俊还有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好办法，那就是用世界语写日记，

随时养成用世界语直接思考的习惯，这不仅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大量的词汇，

还训练了他的思维反应能力和口语水平，遇事能做到“出口成章”，使世界语

成为他的第二“母语”，同自己掌握的汉语没有什么区别。翻开他厚厚的几大

本日记，里面工整清晰的手迹，让人以为是一份份精致的印刷品。 

李士俊的勤奋刻苦经常受到大家交口称赞。他喜欢骑自行车上班，几

十年来，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每天得从东城的

马神庙的住家到西城百万庄大街的单位上班，来回要花去两个多小时，“一

寸光阴一寸金”，他觉得是一种浪费，怎样利用这些时间呢？     

李士俊十分喜爱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在一次骑车途中，一个点子在

他头脑里闪现：如果每天抄写一段诗句，边骑车边琢磨，天长日久，不就

可以把它翻译完了吗？于是每天出发前，他就拿出一张纸片，在上面工工

整整地抄出十多行诗句，然后揣在上衣口袋里。在骑车途中，有时掏出来

看看，边骑车边思考，译完后记在脑海里，到单位后再把世界语译文写在

纸上。一个月下来，他顺利完成了《阿诗玛》的翻译，英国作家威廉·奥尔

http://www.24en.com/study
http://www.24en.com/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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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还把它的片段译文收在了他编选的《世界语新文选》中，作为中国民间

文学的样品。用同样的方法，李士俊翻译了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就这样在他的车轮下碾出了几部颇受好评的翻译作品。这就是我们的大师

李士俊，几十年来，他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用自己的汗水和特有的勤奋

铸就了他在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的成就！ 

    成就李士俊的第二大原因是：《中国报道》杂志社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他从 1950 年调入该社起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在这里有世界语

大师级的翻译家冯文洛、方善境，他可以以他们为师，学习他们的人品和

翻译经验； 

在这里他有机会翻译各种文体（散文、诗歌、戏剧）、各种内容（政治

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教育的、文学的）文章，得到多方面的锻

炼，而且每个月都要按时完成翻译任务，几十年来完成的各种文稿数以千

计； 

在这里他可以浏览从国外寄来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语书刊，从中不断吸

取丰富的营养； 

在这里他可以同编辑部和全国世协的同志一起接待来访的外国世界语

友人，聆听他们的演说和优美的世界语发音； 

在这里他有机会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各国召开的国际

世界语大会，使他能结交许多国际世界语界的大师和学者…… 

正是这个平台造就了李士俊！ 

改革开放为李士俊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也成就了他的辉煌，这

是他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翻译和磨练，到上世纪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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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李士俊已经成为中国报道社翻译部的主要业务骨干，随着知识

分子政策的落实，他的职务也不断地得到提升：由中国报道社翻译组副组

长、编委到总编室的副主任，最后晋升为中国报道杂志社和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的副总编辑。此外他还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世界

语协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校长，并兼任全国世协会刊《世界》

杂志的副总编辑。荣誉的增多使他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为了不辱使命，

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勤奋地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国际交往也日益增多。

我们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两次在北京成功召开国际世界语大会，巴金、

胡愈之、陈原先后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事会成员，我国在国际世

界语界的地位也获得新的提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包括李士俊在内的

中国世界语者，不出门就可以读到更多的外国世界语书刊，可以出席更多

的国内外世界语大会，可以自由地同外国世界语者通信、交往，可以在国

外发表自己更多的作品。李士俊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在此期间，李士俊于 1982 年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了日本世界语大

会，1985 年出席了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语成人教育研讨会，1986 年出席了

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作了关于中国民歌的学术报告（后来收入《佩雷

斯教授纪念文集》），1987 年出席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 72 届庆祝世界语百

周年国际大会，作了大会议题发言，并参加了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举行的

世界语国际文化节，担任语言评审委员。1993 年参加了第五届太平洋世界

语大会并主持了大会大学学术报告会；1995 年参加了日本世界语之家成立

周年庆祝大会，并访问了东京、大阪、名古屋、奈良等１４个城市，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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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诗歌、中国世界语运动等问题的演讲报告；1995 年还参加了第一

届亚洲世界语大会，并主持了大会学术报告活动；1996 年访问了美国休斯

敦世界语学会，并作了文化学术交流活动；2004 年参加了第 89 届国际世界

语大会，担任大会大学校长，主持学术报告会，并作了关于世界语发展的

学术报告；2005 年出席了第 58 届北美世界语大会，并作了关于世界语文学

和中国文学的报告。这些活动既为李士俊的学术活动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

的舞台，又使他在国际交流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人们注意到：李士俊一生的主要译著和创作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完

成的，这正好说明改革开放为他的成长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又使

他的聪明才智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展示。 

我们为中国翻译界有李士俊这样的奇才而高兴，也祝李士俊先生翻译

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语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2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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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周尧  铭记周尧 

 

今年 12 月 15 日从陕西传来噩耗，我们最崇敬的周尧教授因病不幸逝

世，他的离世震惊了昆虫学界和世界语界，也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 

周尧教授是国际著名昆虫学家、全国劳动模范，第六、七届全国政协

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士生导师，

也是我国著名世界语者。 

周尧教授于 1912 年 6 月生于浙江鄞县。他自小就立志学农，报效祖国。

1939 年 11 月，他怀着“科学救国”、“学习先农先儒，为中国农业与教育做

出贡献”的理想来到西北农学院，从此扎根西北，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

的昆虫学教学和科研事业。他学识渊博，睿智过人，在昆虫分类学研究中

成果斐然，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的重要奠基人，在国际昆虫学界享有盛誉。

历时 20 余年著成的《中国昆虫学史》，被国外专家誉为“不朽的著作”；主编

出版的《中国蝶类志》，被誉为“科学界创举”，他本人也被同行尊为“蝶神”。

他建立了“农业昆虫学”、“昆虫形态学”及“昆虫学史”等学科研究体系，昆虫

学者以周尧姓氏命名的昆虫新分类单元就达 56 个之多。他在科学研究上一

丝不苟，经他之手采集收藏的仅蝴蝶标本就有九百多种。他注重科学研究

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解决中国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组织和领导开展小麦吸浆虫研究，对控制这一毁灭性害

虫、保护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学以致用，言传身教，深受学

生爱戴，被誉为“一代师表”。先后编写出版了《普通昆虫学》、《昆虫分类学》

等 10 多部教材，为我国农业教育，尤其是昆虫学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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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创立了“昆虫趣味会”学术团体和《趣味的昆虫》杂志、天则昆虫研究所、

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并主编《昆虫与艺术》、《中国昆虫学杂志》等期

刊；创办国际性学术刊物《昆虫分类学报》、昆虫研究所、全国第一家民办

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昆虫博物馆，现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有较高知名度的综合性专业博物馆；设立了周尧昆虫分类学奖励基

金。 

1957 年当周尧教授风华正茂，专心于农业教育和昆虫学研究的时候，

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被推进“反动学

术权威”、“老右派分子”等所谓“牛鬼蛇神”之列，长期经受批斗、管制。一

家人住在一间破旧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中，藏书无处放，晚间老鼠、蚊子侵

扰，即使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他仍坚持从事昆虫和动物研究。1967 年，

他在农作二站被监督劳动，利用每天早晚被派去吆雁的机会，观察大雁起

飞、降落和为害的规律，将观察结果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写出来，当时许多

人都不理解。周尧教授却说：“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

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1974 年，周尧教授 60 多岁的时候，他还到云南西双版纳采集昆虫，历

时 116 天，行程 8000 多里。他白天挥动捕虫网，活跃在山林里，晚上利用

黑光灯诱虫，边收集边包装，一直工作到深夜 12 点之后。早晨一起床，他

就赶紧包装夜间未整理完的标本，植物上露水一消失，又开始野外工作。

即便是坐长途汽车，中途休息他也不放过采虫。直到 1978 年，周尧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终于恢复正常。这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周尧教授因

研究小麦吸浆虫防治取得突出成绩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大会授予“优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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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奖”；他个人也获得“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9 年，国务院又授予

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1982 年，周尧教授提出在西北农学院建立昆虫博物馆。他的建议受到

国家计委和农业部的重视，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于 1987 年 6 月 8 日在西

北农学院建成。1999 年 9 月，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关怀和支持下，昆

虫博物馆二期工程新馆建成。现在，一座占地面积为 4500 平方米的现代化

展馆矗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美丽的校园中。该馆藏昆虫标本 70 余万号，

藏书 3 万多册，四个宽敞明亮的展厅讲述着昆虫世界的奥秘，也记述着一

位科学家对昆虫事业的毕生追求。 

    周尧长期以来有一个心愿，就是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促进昆虫

分类学研究的开展，但基金的资金从哪里来？他曾努力拿出自己节省的工

资、稿费等，但微薄的收入使基金的资金增长仍很缓慢。1996 年 6 月，周

尧教授的家乡―浙江省鄞县县委和县政府为了弘扬周尧教授的爱国和敬业

精神，在宁波美丽的东钱湖畔修建了以周尧教授命名的“周尧昆虫博物馆”，

在开馆典礼大会上，给他颁发了 60 万元的奖金。周尧教授当即宣布，除将

其中 20 万元捐献给周尧昆虫博物馆外，其余的 40 万元和他积累的稿费 10

万元全部用来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希望基金能在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上发挥作用。迄今为止，获奖的中青年科学家已达 30 多人。 

周尧教授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始终眷恋着祖国和人民，在中学和大学

时代他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反对当局的错误政策；在国家沦陷的时刻毅

然回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强令原西北农学院南迁，

同时高薪诱迫一些知名教授去台湾时，他不为所动，带头参加护校运动，



 

322 
 

受到王震将军的表扬。周尧先生以提携后学为己任，甘为人梯。进入耄耋

之年，仍坚持科学研究，坚持教书育人，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科学，

献给了教育，献给了农业。 

周尧教授对世界语的理想和爱好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他从中学时代学

习世界语开始，终身致力于科技世界语运动，在上世纪 30 年代，他创立的

昆虫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所以及出版的昆虫学刊物，从团体名称、刊物名称

到文章目录、标题、内容摘要都配有世界语文，他还用世界语同苏联的科

学家交流农业科技的信息和成果，在意大利留学期间他通过世界语学习意

大利语，并同那里的世界语者建立了真诚的友谊；1951 年他同 19 位科学家、

教授联名发表“致世界进步科学家”的公开信，提倡科学家用世界语写科学论

文，使科学真正成为全人类的财富；1951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到 1991

年，他连续担任三届为理事会理事，后又担任名誉理事，直到谢世；在上

世纪 80 年代，他加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荣任西安世界语协会、陕西世界

语协会名誉会长；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向大会提出在学校开设世

界语课的建议；他还在学校里开设世界语班，积极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

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两次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自己撰

写的昆虫学方面的论文；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用世界语配以书名、目录

和摘要，一些重要的专著都有世界语译本。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在科学

界培养了一批世界语者。可以说他是世界语理想和精神的化身。 

    周尧教授除了在事业上的颇多建树外，他爱好文学、绘画、书法、集

邮、篆刻、摄影、武术以至打猎。年轻时，他还学过中医、法律、木工、

铸工、钳工，后来又学会了排版、印刷、编辑，自己办印刷厂。他精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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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语、德语、英语等多门外语。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很难设想，如果没

有这些业余爱好，自己能不能在昆虫研究王国里驰骋，能否取得那么多的

成就。  

周尧教授始终对祖国和人民满腔赤诚，对科技和教育孜孜以求，对学

校和学生无限热爱。可以说，他的一生，是报效祖国的一生，是拼搏奋斗

的一生，是开拓创新的一生，是淡泊名利的一生。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一

位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闪耀着一名优秀农业科学家的灿烂光辉！周

尧教授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失去了一位享誉中外

的科学家，失去了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这是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世

界语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良师益友而

深感悲痛。  

    正像全国许多科技界和世界语界的人士在周尧离世后的唁电中所指出

的那样：我们要学习周尧教授爱国、敬业、惜时、乐群的优秀品格；学习

他坚韧不拔、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严谨治

学、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开朗乐观、积极

进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生活态度。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科学、

教育和世界语事业不懈地奋斗到底！ 

                            （写于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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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们的老局长罗俊 

        

2013年9月19日是我们外文局的老局长罗俊同志诞生 100周年纪念日，

也是他老人家逝世 10 周年（2003 年 12 月 29 日）纪念日，我忽然想起一位

名人说过的一句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罗俊同志就是仍然活在我们心中的那种人。 

记得 50 年前的 9 月（1963 年），我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梦想从四川大

学中文系毕业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外文局虽然已有

13 年的历史，但对我们这批初来乍到的大学生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就

我而言，既不知道它的历史，也不知道它的职能，更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

工作，自己能否胜任新的任务。一种既兴奋、好奇，又感到不安的忐忑心

情笼罩在我的心头。幸好我们到外文局报到后不久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

集中学习。新来的大学生大约有 60 多人，据说是外文局历史上分来大学生

最多的一年，而且都是对外文委派人到全国各大学挑选的，足见局领导对

这批大学生的重视。外文局当时由对外文委领导，而罗俊同志是对外文委

副主任兼外文局局长。在这一个月里，外文局有关领导给我们介绍了外文

局的历史，它所肩负的对外宣传任务，以及在外事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和

应该遵守的纪律。一些老同志则给我们讲解对外宣传的特点和注意事项，

还安排我们去长城、颐和园、香山等名胜古迹游览。长城的巍峨雄奇，颐

和园的富丽堂皇，香山枫叶的迷人景色，让我们流连忘返，仿佛置身在天

堂般的世界里．．．．．．  

出人意料、也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罗俊局长，闫百真、江牧岳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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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分别找我们每一个大学生谈话，亲自征求我们愿意去哪一个单位和部门

工作。在我的想象中，作为副部级干部的罗俊同志一定是很威严，不苟言

笑的大干部，从块头上看他大腹便便、雍容华贵的样子似乎更像一个大老

板，但同他一接触，便觉得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个令人尊敬的前

辈，而他政治上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坦诚正直、待人宽厚、不计个人得

失的优秀品格还是他调回外文局任原职以后才感受到的。 

这是因为 1963 年我被分配到《中国报道》杂志社工作后，1964 年就去

河北衡水参加“四清”运动，1965 年 5 月才回社工作。所以没有机会接触上

层领导，自然谈不上更深的了解。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罗俊同志在“文

革”初期便被局本部的造反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很少见

到的罗局长却能在一次次的批斗会上见到了。虽然能看得出他内心的困惑、

无助和无奈，但他不与群众作对、不卑不亢的举止，赢得了许多人内心的

同情。 

在十年“文革”期间，外文局是北京外事口的“重灾区”之一，无论是在“清

队”，还是“批查打”抓“5·16”以及再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数百人受到非

法审查，24 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一些人被逮捕监禁，时间竟长达七年之久。

由于极左路线横行，对外宣传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读者怨声载道，

发行量也锐减。加上前后来局支左的军管小组各支持一派，更加剧了群众

之间的对立，人心涣散，到“文革”结束时，一些有门路的人纷纷调离外文局，

正像有的人形容的那样，当时的外文局就像漂泊在海上一只即将沉没的巨

轮，很多人都想弃船逃生。 

1979 年 3 月 1 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接见了外文局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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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外文局由中联部代管改归中宣部直接领导，罗俊从国务院港澳办调回

外文局任原职。面对外文局这样一个烂摊子，他没有选择逃避和退缩，而

是按中央的指示，勇敢地肩负起“抓纲治局”的担子。他不负众望，仅用 3

年时间，将一个混乱不堪的外文局，治理得井井有条，开辟了外文局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 

首先他不计个人恩怨，以大公无私精神，认真落实政策。1979 年 4 月

28 日，全局召开落实政策平反大会，宣布了 6 个平反决定，为在清队、“破

案”、清查“5·16”和“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受到立案审查的 524 人彻底平反；

召开 4 批追悼会，为 24 位因运动死去的同志平反昭雪，对其家属给予抚恤

安慰；对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安排了工作，对工作安置不当的，做了适当

调整。对此大多数干部群众都表示满意，很快稳定了局面，外文局逐渐趋

于安定。我们社有一位同志在“文革”中被错误地打成“5·16”骨干分子和“杀

人犯”，被开除公职回家。罗局长亲自过问此事，督促报道社为这位同志落

实了政策，回社后给他安排了工作。这位同志后来积极工作，表现不错，

还入了党，提了干。 

与此同时，以罗俊局长为首的党组在调整各单位领导班子的基础上，

狠抓班子建设，让各级领导加强党性，克服派性，为群众做出了榜样。局

党组还注意发挥编译骨干和外国专家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

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为搞好对外宣传工作，局党组还制订了外文局的改革方案，加强业务

建设，根据各个刊物不同的对象及时调整了方针，注意宣传的艺术性和实

效性，使对外宣传工作面貌一新，读者赞口不绝，发行量显著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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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俊同志年轻时代曾学习过世界语，对世界语者用世界语为中国的解放

而斗争的历史了然于心，所以他对世界语工作给予很多关照。他回到外文

局后不久便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胡愈之商量，考虑到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是搞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单位，把全国世协从国务院科教组划回

来仍由外文局代管。经中央批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重新回到外文局，

恢复了过去的领导体制。在罗俊同志的关怀下，全国世协有了专门的编制

和办公室。他还同意胡愈之的建议，从外交部调老世界语者张企程到全国

世协担任秘书长，并兼任《中国报道》杂志社总编辑，从此开辟了世界语

对外宣传和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局面。 

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工作方面，经局党组报中宣部批准，于 1979

年 8 月 27 至 31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胡愈之、

廖井丹（中宣部副部长）、罗俊同志亲自出席会议，并就今后如何搞好世界

语工作发表了意见。这次会议确立了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新方针：以世界

语为形式，积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增进

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为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

和平服务。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 1980 年顺利地加入

了国际世界语协会，加强了与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联系与合作，在此基础上

成功申办和举办了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国内世界语工作方面，212

位各界名人创建了世界语之友会，罗俊同志先后担任这个组织的副会长和

名誉会长。全国世协创办《世界》杂志，作为指导全国世界语运动和学习、

辅导世界语的刊物；建立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建设成就、

文学艺术和中国基本知识的世界语书籍，还为国内世界语者提供了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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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词典、辅导读物，国内世界语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各地世界语组织

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出现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 

在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工作方面，《中国报道》一改过去照抄照转国内文

章的陋习，自己派出记者到各地采访，在坚持报道我国经济建设成就、重

要国际新闻的同时，突出中国文化、社会生活的内容和世界语特点，增加

了彩色插页，改进了编排设计，赢得了广大读者称赞。《中国报道》被许多

读者誉为“世界语界最美最好的刊物”。 

在罗俊同志的领导下，还将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合并到报道社，集中

人力物力，统筹兼顾世界语书刊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国报道旗下的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中国基本知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著作、

世界语教科书和词典，取得了刊物、图书出版的双丰收。 

在 1981 年 3 月至 1993 年 4 月罗俊同志担任外文局顾问期间，他仍然

经常出席一些世界语活动，给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北京世

界语协会尽可能的支持。例如，1980 年 5 月，他亲自主持了《中国报道》

创刊 30 周年纪念座谈会，并在北海公园举办了世界语展览；1982 年 1 月，

他出席了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举行的年会，在会上罗俊

和林丽韫、楼适夷等人当选为名誉理事；1987 年 6 月 27 日上午，楚图南、

罗俊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大

会”；1987 年 7 月 26 日，罗俊和萧克、楚图南等同志出席并参观了由北京

世协、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报道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纪念世界语诞

生 100 周年“世界语展览”；1989 年 12 月 15 日，罗俊与卢嘉锡、韩叙等出

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华全

国世界语协会等单位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纪念柴门霍夫诞生 13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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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1993 年 4 月罗俊同志离休后，仍然关心世界语事业，一次我们到他家

去看望他时，他说：你们报道社这几年搞得不错，从外文局的简报上经常

能看到你们的消息。他还说：我退下来时还给后任的局领导说，报道社单

位小，世界语的力量比较弱，你们应多一些关照。罗局长离休以后仍然念

念不忘我们的世界语事业，这使我们非常感动。正是由于外文局历届领导

的关照，世界语工作才越来越好。 

罗俊同志是 1931 年就入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 年 10 月反动当局以“危

害民国”罪，判处他两年半的有期徒刑，在身陷囹圄的时间里，他遭受了严

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真实的政治身份。出狱后继续做

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从事出版、教育、银行工作，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

后主要从事银行方面的金融工作，1958 年至 1963 年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

会副主任。他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 

今天我们纪念罗俊局长，一要学习他对事业忠贞不移，对人民的赤胆

忠心；二要学习他光明磊落，坦诚正直，宽厚待人；三要学习他从不以权

谋私的优秀品格，他使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一位永远值

得我们怀念的人。 

                       （成稿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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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早期的世界语运动 

 

在世界语传入中国一百多年间，北京始终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比较活跃

的城市之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都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研究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北京世界

语运动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而且使我们看到它与中国现

代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中国现代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 
 

林振翰：北京第一个学习、研究世界语的人 
 

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北京第一个学习、研究世界语的人当属林振翰

（1883—1932）。林振翰，福建宁德人。幼年时代随父亲林廷伸到福州，

1897 年，他父亲将他送到福州格致书院学习英文，第二年，林振翰应试入

福州鳌峰书院学习，后又入智用书院。1905 年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清朝京

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建的综合性大学，是中国古代教育

与近现代教育的分水岭。京师大学堂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

七科。1912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京师大学堂内设译学馆，以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外国著作为主要任务。

译学馆设英、法、俄、德、日五科，学制五年。学生兼习数学、博物、理

化、法律、交涉、中外历史诸学，并由外国教员分授各国语言文字。毕业

生分授贡生、举人、进士，选充为清廷机构的议员及各地学堂的外文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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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翰在译学馆学习期间，秉承学必求甚解和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勤奋

学习，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敬重。在校期间，他接触了世界语，对

这种全新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英语很好，很快掌握了这种语

言。于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世界语《第一书》

译成汉语，取名为《汉译世界语》，经英国学者乌克那博士审校后，于 1911

年正式出版。礼部郎中寿林栋曾为之作序，指出"学者能先熟是书"，不惟"

习各国文学较易"，且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汉译世界语》是我国第

一部比较规范的汉译世界语教科书，初版发行很快就销售一空；因供不应

求，曾一版再版。后来，林振翰又编写《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为世界

语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成功，林振翰也毕业回福建，任《群报》主笔，

积极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1912 年冬，福建进行众议员选举，他在初选时

当选，1913 年任众议院秘书。目睹贿选竞争中的种种丑行后，他发誓终身

不当议员。1914 年，他应在四川盐务稽核所任经理的同学刘谦安推荐，赴

四川任一等课员，从此开始了他毕生研究中国盐政的道路。他先后在江苏、

浙江、福建盐政部门任职，撰写了《中国盐政史》、《盐政辞典》、《川盐纪

要》、《淮盐纪要》、《浙盐纪要》、《精盐调查录》等数百万字的专著，成为

我国近代盐政史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以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锐意改

革的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受到人们的崇敬。

1932 年 3 月 25 日，因用脑过度暴卒于福州。他的去世，引起许多社会有识

人士的惊愕和叹惋。南京国民政府和福建省政府分别举行公祭，蒋中正、

宋子文、杨树庄、陈绍宽等中央及省府要员还送了挽联或前往吊唁，足见



 

332 
 

对林振翰的重视。世界语界也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而自豪。1 
 

社会党创建北京世界语学会 

 

中国社会党于 1911 年 11 月 5 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创建人为江亢虎

（1883—1954）。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政党。无政府主义

是 19 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股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无政

府主义者热衷于进行以有特定含义的“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革命”，欲实现的主要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社会

主义”。20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阵营内部产生影

响，从 1904 年起，一些对无政府主义倍感兴趣的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人相继

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创办了《天义报》、《新世纪》等报刊，竭力介绍

与宣传无政府主义，他们企图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之外寻找新的“革命”途

径。他们在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涉猎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

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翻译和介绍过

《共产党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提到毛泽东和他谈话，毛泽东

表示自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2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张继、刘师培、何震、吴稚晖、李石曾、楮

民谊等人。这些人大都喜爱世界语，把世界语作为联系世界上无政府主义

者和各国社会党的最好工具，因此，在他们编辑出版的刊物如《天义报》、

《衡报》、《新世纪》等报刊上，竭力宣传、推广世界语。世界语也因此

传入中国，并推广开来。 

                                                         
1 《林氏论坛》“林氏名人”专栏：《我国世界语第一人：林振翰》2007 年 10 月 17 日 http://lin.5d6d.com/thread-458-1-1.html 
2 有关江亢虎的生平可参见《百度》的“江亢虎”词条，网址：baike.baidu.com/view/477462.htm 2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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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夏，江亢虎带着社会党的另一主要成员——活动部的负责人陈

翼龙（1886—1913）由上海北上，到北方各地发展基层组织，在北京建立

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江亢虎离开北京后，留下陈翼龙负责北京及北方

地区的组织工作和活动。陈翼龙出任北京总部的总务干事之后，克服种种

困难，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发展党员达到 400 多人。社会党北京总部设立

有法律出版社，编刊《生计杂志》，并借助当时的《公论杂志》宣传社会党

的宗旨和主张。在北京宣武门外淮阴会馆创办“平民学校”，免费专收贫苦人

家的子弟入学，学校聘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盟会会员、原天津高等学

校教授张星华女士任校长，经张星华介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也成

了平民学校的教员。这所学校的教师只供食宿，没有工资。陈翼龙创办平

民学校的目的，一是以这所学校为掩护，开展进步活动，使之成为社会党

政治活动的中心；二是为社会党培养一批年轻干部。当时邓颖超在该校读

三年级，时常听到她母亲对时局的议论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在她幼小的

心灵里，受到了进步的启蒙教育。3 

社会党除设立法律出版社及平民学校外，还于 1912 年下半年创办了北

京世界语学会，组织会员学习世界语，以便学员学成后，用世界语加强同

各国社会党的联系。邓颖超（时名邓文淑）还在这里的世界语班学习过世

界语。 

陈翼龙创办的北京世界语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毕竟是北

京世界语运动史上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开辟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先河。更

难能可贵的是由于社会党的主张，北京世界语学会带有进步色彩。因为陈

                                                         
3 赵炜、金瑞英：《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妈妈》，《人民日报》1987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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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龙坚决反对当时日益暴露反动面目的袁世凯。他在开会讲演及发表文章

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袁世凯政权是“变少数君主专制政治，为多数官僚专制

的政治”，是“使四亿同胞陷于流离颠沛不顾，土地供强邻之扩张殖民政策而

不恤的恶政府”。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自然多数是社会党的成员，这为世界语

与进步运动的结合开了一个好头。 

值得一提的是，陈翼龙还是李大钊加入社会党的介绍人。陈翼龙在北

京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当时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李大钊

的关注，他逐渐产生了同陈翼龙见面的渴望。1912 年冬，李大钊到北京办

事，经友人曹百善介绍，得以同陈翼龙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终夜。

陈翼龙向李大钊介绍了《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以及所

从事的平民教育、世界语学习、新剧团和法律书报社的实践。李大钊为陈

翼龙的政治主张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动，遂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

愿与陈翼龙等社会党人一起为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

而工作。至此，李大钊成为陈翼龙到北京后直接发展的天津的中国社会党

党员。以后李大钊按陈翼龙的指示，于 1913 年 2 月 2 日成立了社会党天津

支部，并成为总干事。4 陈翼龙的社会党虽然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但却是在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为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方

向发展奠定了坚实一步。 

1913 年 3 月，国民党重要人物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更激起革命党人对袁的极大愤恨。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全国，声讨袁世

凯。陈翼龙积极配合，拟秘密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1913 年 7 月，他典

                                                         
4 高金山：《从中国社会党到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71bbs.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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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衣物，筹措资金，以为平民学校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的名义，只身赴上

海联络进行“二次革命”推翻袁政权活动。1913 年 7 月 24 日，陈翼龙自上海

回到天津，当晚十时回到北京，其时袁世凯的爪牙早已暗中跟踪，25 日午

后二时，京师警察所的侦缉队多人，将社会党北京支部及平民学校包围，

并在距校不远的朱永刚家中将陈翼龙逮捕，当即由警察所解送军政执法处，

遭毒刑审讯后，于 8 月 6 日被判处死刑，陈尸荒野。陈翼龙死时年仅 28 岁。

平民学校教师杨振德女士，不怕受到牵连，勇敢地与革命党同事一起到宣

武门外为陈校长收尸，并为之安葬。5 

    陈翼龙死后，袁世凯通令全国查禁所有社会党各支部，北京支部、平

民学校以及世界语学会自然首当其冲，自此社会党的成员全部星散各地，

平民学校和世界语学会也被取缔。 
 

蔡元培：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奠基人 
 

蔡元培（1868—1940）先生的名字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不仅是中国现

代历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而且也是世界语者的良师

益友，他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世界语

的宣传推广，首先把世界语引进教育界，为世界语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做了

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北京成为

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可以说，蔡元培先生是北京世界语运

动的奠基人。 

早在 1907 年至 1911 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就自学过世界语，对于

                                                         
5 金  凤 ：《邓颖超传》第 1 章第 3 节“烈士的鲜血，点燃了她的理想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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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崇高思想，以及世界语的优点有着深刻的了解。所

以，他支持在巴黎出版的、用中文刊行的《新世纪》周刊积极宣传世界语，

使该刊成为最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报刊之一。 

1912 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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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教育部专门教

育司设世界语传习所，由该部职员、早期的世界语者杨曾诰先生讲授，有

时他还同该部的部员一起到讲习班学习。同年，他应邀到上海世界语学会

发表演说，讲述国际通用语的必要、中国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的利益，并

且对上海世界语学会寄以希望，他指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

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

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又说：“外人正研究我国事状者至多而苦

于学语之难，若告国人皆能为世界语，则不特世界语社会中，增多数份子，

而且外人之欲来中国者，学世界语而已足，则亦足以广世界语之推行，而

为吾人所应尽之义务也。”6 在演说中他建议先设一世界语的藏书楼，使世

人知世界语书籍之浩博，另设一私立大学，试验以世界语授课是否足用。

从这些讲话中，不难看出蔡元培先生对世界语推广之热情，而这种热情是

建立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希望祖国富强的基础之上的。 

1916 年 12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便决定从 1917 年开始在

该校文科增设世界语课，聘请孙国璋（1886－1965）先生为世界语讲师，

听讲者有二百多人。1921 年更将世界语列为必修课。7 

1921 年，在广州举行的第 7 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蔡元培又提出一项

                                                         
6 蔡元培：《在上海世界语学会之演说》（1912 年） 
7 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1933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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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获得通过，议案请求全国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促进和实施 1912 年

教育部下达的把世界语加入师范学校的命令，并依次将世界语推广到小学

校中去。这些倡议，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年 8 月 6 日，他还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出席了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

议。在会议期间，他起草两项提案，交大会讨论，其中之一是建议“与会诸

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国书籍。” 

为了加强北京大学世界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成立世界语研究

会，并亲自兼任会长。同时，他还特地聘请俄国著名的盲诗人、世界语者

爱罗先珂来北大教授世界语。爱罗先珂除教课外，常作特别讲演，对世界

语及其文学阐发得既精又详，使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渐渐增加到 500 多人。

有时，该校还邀请一些有名的世界语学者，如日本的小坂涓二来校演讲，

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当时的北大实际成了北京世界语的学习、推广和研究

中心。8 

1922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大学举行世界语联合大会，到会者有两千多

人，蔡元培先生亲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着重地

阐述了国际语和人造公用语言的必要性，赞扬了世界语的简明、科学，并

强调在中国普及世界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假如中国人都会说世界语，或

许有催促全世界的人去学世界语的效力。这些话至今还有着深刻的意义。9 

为了造就一批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为普及世界语作准备，他又

同李石曾等人一起，于 1923 年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并被推举为该

校校长。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为了表示对世界语的支持，曾是

该校的董事之一，并在这所学校任教，这所学校一直办到 1925 年，在当时，
                                                         
8 侯志平：《蔡元培与世界语》，《世界》，1982 年第 1 期 
9 蔡元培：《在世界语联合大会上的开幕词》，《北京大学日刊》，19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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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这样的专门学校，不但轰动了全国，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创举。它

对于推动北京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些世界语专门学

校的学生把世界语的种子撒播到各地，推进了各地的世界语运动；有的学

生后来成为专家学者，例如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董寿平（1904－1997）、

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张次溪(1909－1968)都是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学生。 

1924 年，蔡元培先生在世界语者黄尊生的陪同下，出席了在奥地利维

也纳举行的第 16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亲眼看到了世界语在增进各国人民的

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所以，他曾说：“中国人用世界语，可

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从事翻译、

出版世界语书籍的工作。10 

遗憾的是由于 20 年代下半期国内政局动荡，他的很多好的倡议未能实

现，1927 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从此逐渐萧条下

来。 
 

《新青年》的讨论促进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1915

年 9 月创刊，1922 年休刊，共出版 9 卷。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一

度以该刊为机关刊物。 

自 1918 年 1 月 15 日出版的 4 卷 1 期始，到 1919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 6

卷 6 期止，《新青年》杂志共有 3 卷 18 期是由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陈独秀、

胡适先生主编的。而在这一时期（1916 年－1919 年），《新青年》杂志就

世界语问题开展了近 3 年的讨论。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独秀、钱玄同、

                                                         
10 侯志平：《蔡元培与世界语》，《世界》，198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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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陶履恭、鲁迅等参加了讨论。一些有名的世界语者如区声白、孙

国璋、胡天月也积极投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次大讨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诸如世界语是一种什么语言、它与

民族语是不是对立的、是否能对当时的汉字改革有所帮助、它与世界大同、

人类的未来有何关系、它是否能翻译各国的文学作品、学习它是否有用等

等，经过大家的讨论不仅厘清了许多问题，消除了一些人对世界语的种种

误解，还给世界语许多积极的、正面的评价。这次讨论由于涉及的不仅仅

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新思想、新文化有关的问题，加之有许多知名人士

的参与，引起了知识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世界语运动成为

“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语

的宣传和传播，许多人就是因为这次讨论认识并开始学习世界语的，可以

说这次讨论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1 

在讨论中有的指出世界语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不够显著，这也为中国

世界语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后来，胡愈之、巴金、王鲁彦、周作人、孙

用、钟宪民等人用世界语翻译本国的文学作品、译介外国特别是东欧国家

的文学作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用世界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行动

和成果向《新青年》杂志献上了一份厚礼。 
 

鲁迅用实际行动支持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开展 
 

1908 年，鲁迅（1881－1936）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在张继东京《民报》

社开世界语讲座时学习过世界语，他虽然不是一个世界语者，但是他认为：

                                                         
11 熊秋良：《试析<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讨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f=detail&q=%e4%bd%9c%e8%80%85%3a%22%e7%86%8a%e7%a7%8b%e8%89%af%22++DBID%3aWF_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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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他赞成世界语。他还认为世界语在

中外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介绍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方面能发

挥很好的作用，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世界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北京世

界语专门学校的支持。 

1923 年，为了扶持世界语的发展，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世界语

专门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城孟端胡同路南。各省教育厅及男女师范学校多

派人来学习。鲁迅是这所学校的发起人和董事之一。1923 年 6 月，他亲自

将一笔捐款送给北京世界语学校，为学校的创办助一臂之力。以后学校又

聘请他为学生开设《中国小说史略》，当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

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且从事繁忙的创作和翻译工作，时间是很紧的，但

鲁迅对学校负责人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

的，我应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

一下，再通知你们。”12 第二天，鲁迅先生果然将通知送到学校，同意每周

去上两节课，直到 1925 年这所学校停办为止。 

世界语专门学校有近 200 学生，选修鲁迅课的，先是 40 多人，在小教

室讲课，可一两个星期后，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只好改在大教室里进行。

当时世界语专门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起初，每月是付给鲁迅一些讲课费，

名曰“车马费”，起初每月只有 10 至 15 元，后来学校因为没钱，已发不出给

鲁迅的“车马费”了。最后一次是一位叫陈空三的给他送“车马费”，鲁迅说：

“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

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

                                                         
12 荆有麟：《鲁迅与世界语》，《新暑报》副刊，1941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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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才能传播出去。……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从 1923 年 9

月鲁迅任课，一直到 1925 年 3 月结束，除收 55 元“车马费”外，鲁迅一直是

义务授课。13  

值得一提的是，1923 年和 1924 年是鲁迅一生中感情受到最大伤害、经

济上最艰难的时期。1923 年 7 月 19 日周作人从后院给住在前院的鲁迅送来

一封信，宣告兄弟之情结束，从此绝交。两年前，为购买八道湾这座院子，

鲁迅欠下了很多债。8 月 3 日鲁迅一家从八道湾搬出，租住砖塔胡同。因情

感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他病倒了。病中的他又忙于借款购买下西三条的一

个小院，随之是修房子，办手续，为母亲看病，还债，琐事缠身，终于 1924

年 5 月 25 日移居西三条。搬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又去世界语专门学校义务

讲课了。鲁迅先生在自己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在关心、支持这所世界语

学校，使之能继续开办下去，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可见他对世界语的情

怀。14 
 

爱罗先珂为北京世界语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谈到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盲人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

珂（V·Eroŝenko 1889－1952），由于他受聘到北大教授世界语，不仅受到世

界语者的欢迎，还引起文化界的关注。他的奇特经历和坎坷的人生让人们

给予深切的同情，而他的语言天赋和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更让人惊叹不已。

他精通俄文、英文、日文和世界语，当他用世界语发表演讲时，其讲话之

流利、语调之优美令人们啧啧称赞。 

                                                         
13 王伟瀛：《鲁迅与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铁道论坛网 http://bbs.railcn.net/ 
14 王伟瀛：《鲁迅与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铁道论坛网 http://bbs.railcn.net/ 

http://bbs.railcn.net/
http://bbs.railc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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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出身于乌克兰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后到莫

斯科盲童学校读书，后来，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天赋，他靠弹唱积攒了

一些钱，在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协助下，转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

1914 年，爱罗先珂前往日本，后被逐出，流浪于泰国、缅甸、印度。1919

年，他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革命党”和“德国间谍”，先是被拘禁，后又被驱

逐，他只好又辗转到了日本。在大学旁听时结识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组织“晓

明社”，后他又参加了 1920 年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这个组织是日本马

克思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发起的。1921 年爱

罗先珂因参加了“五一”游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当时爱罗先珂想回祖国

去盲校当音乐教师，可他从海参崴抵赤塔时，由于他的身份没有查清楚，

被拒绝入境，于是，爱罗先珂只好转往了哈尔滨。爱罗先珂在哈尔滨逗留

了一个多月，于同年 10 月 1 日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

地接待了这位异国的朋友。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先生在爱罗先珂到上海之前

曾收到过一位日本世界语者的信，向他介绍了爱罗先珂的遭遇，并希望上

海世界语学会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 

    上海世界语学会为爱罗先珂开了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

演说，向与会者介绍了各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情况。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生

活上的困难，经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将他安排在一家按摩医院工作，同

时，胡愈之先生还把他口述的诗文译成中文在报刊上发表，并邀请他在学

会创办的世界语学校教课。     

    在接触中，爱罗先珂得知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经费很困难，他便建议组

织一次万国音乐晚会，将售票的收入资助学会。不久，这个音乐会便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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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礼堂举行了。俄罗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一些歌唱家同台演出。爱

罗先珂在会上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世界语诗歌，演唱了俄罗斯民歌。他自弹

自唱，很受听众欢迎。音乐会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售

出的门票收入，除支付场租和偿还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欠债外，还从国外购

置了一批世界语书刊，成立了一个小图书馆，供会员借阅，同时还为学会

机关刊《绿光》的创刊提供了一笔资金。 

    爱罗先珂曲折的经历和在日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中国著名作家鲁迅

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在爱罗先珂还没有到中国之前，鲁迅就读到了他的一

些著作，而且准备给这些著作译成中文。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的生活问题，

胡愈之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帮忙，鲁迅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先生推荐。于是，爱罗先珂于 1922 年 2 月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和

俄国文学，月薪 200 美元。     

由于爱罗先珂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蔡元培先生便把他托付给鲁迅、

周作人照料。鲁氏兄弟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由于鲁迅懂日

语，周作人日语、世界语都精通，所以他们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聊天。爱

罗先珂有时象讲故事一样谈他在故乡和缅甸、印度、日本的经历，有时又

弹着六弦琴，唱着古老的俄罗斯民歌，表达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15     

    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在北京大学，

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增加到 500 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的世界语班。由

于爱罗先珂参加授课，使学员们受益不浅。一些人如王鲁彦、陈树声、冯

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中坚。 

                                                         
15 侯志平：《爱罗先珂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世界》199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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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部分参加过北大世界语学习的人，后来成为知名的专家和革命

家。例如北大学生傅振伦（1906－1999），1922 年 8 月，考入北大，就曾听

过爱罗先珂的世界语会话课，每课必到，从未缺席，由于他精通英文，后

来他根据《Universala Vortaro》，附以英文、华文，编成《英汉双解世界语

基本字典》（Fundamenta Vortaro Esperanta Trilingva），由民智书局出版。1927

年他又编辑《汉语世界语辞典》，1934 年 7 月由北平立达书局出版。16后来

傅振伦成为我国方志学的泰斗。 

同傅振伦一起在爱罗先珂那里学习世界语的还有进步青年杨景山

(1903—1927 年)，杨景山是河北省高阳县人。在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新青

年》、《觉醒》等进步刊物。从这些杂志里他知道了世界语。1919 年“五•四”

运动爆发，他就组织同学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他考入北

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直接领导

下，从事革命活动。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同傅振伦一起听爱罗先珂的世界

语课，也是每课必到。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

共合作正式形成。杨景山积极参加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组建工作。1925

年 1 月，杨景山担任了北京地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在李大

钊的直接领导下，同陈毅一起投入了国民会议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这次大会在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1925 年上海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杨景山等在北京发动、组织了“沪案雪耻会”，

他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夜以继日地协助李大钊组织、发动了有数万人参加

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26 年 3 月 12 日，日本军舰掩护奉舰驶入天津大沽口，

                                                         
16 傅振伦：《北京世界语运动史略》，《世界》杂志，1990 年第 8 期、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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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驻守那里的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中共北方区委积

极带领群众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3 月 18 日，北京

学生、工人、市民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反帝示威大会，会后，李

大钊、杨景山等带领群众二千多人去段祺瑞政府请愿，遭遇血腥镇压，当

场死亡 40 多人，伤 150 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当时，杨景山

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组织群众疏散、撤退，自己最后撤离现场，充分表

现了共产党人不避艰险，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三•一八惨案”

后，北方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北京城，杨景山随同

李大钊与北方区委转入地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这年秋天，杨景山开始

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1927 年初，国民军三军军长孙岳因病住进了

北京的一家德国医院，杨景山立即以同乡关系去医院探望，开导并说服他

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使他成为朋友。杨景山通过孙岳在医院建立了秘密

联络点，从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北方区委与各方面的联系，有

力地推动了中共北方局地下工作的开展。正当杨景山以高度的热情、忘我

的工作报效祖国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于 1927 年 4 月 6 日悍然下令，派军警

宪兵数百人，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杨景山等共产党、国

民党、无党派人士共 60 余人。在狱中李大钊、杨景山等共产党人面对敌人

的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残暴的

奉系军阀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4 月 28 日，以残酷的绞刑将李大钊、杨景

山等 20 多名革命者杀害。陈毅同志曾赋诗颂扬他：“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

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17 

                                                         
17 参见《中国新闻网•保定新闻网》“杨景山”词条，http://www.heb.chinanews.com.cn/todaybd/news/zljs/2006-11-04/5052.html 

http://www.heb.chinanews.com.cn/todaybd/news/zljs/2006-11-04/5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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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20 年代上半期北大世界语运动的盛况可从老世界语者傅振伦的回

忆中可见一斑，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22 年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日内瓦

开会，通过了我国教育部代表提出的“请各国采用世界语为国际辅助语，并

加入小学课程”的议案。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为督促上述议案的推行，又发起

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分电各教育机关、各男女师范学校及各

世界语团体，请他们在柴门霍夫生辰 12 月 15 日那一天，各推派代表来京

开会。北大事先筹备会场、印刷宣传品。世界语班的学生则练习《希望》

等歌曲。各地代表先后云集北京。15 日上午，在沙滩红楼北大第一院开讨

论会，并议决在北京成立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各地派员来校学习，更请北

大世界语研究会拟具草案。是日下午，在北大第三院（今东城区骑河楼胡

同东口迤南）大礼堂举行讲演会，到会的中外人士达 3 千余人。“大总统”

黎元洪派清末科状元刘春霖参加代致书面祝词，“外交部长”顾维钧也发表了

演说。18 

在此期间，爱罗先珂经常在北大和其他一些大学作关于世界语和世界

语文学的演讲，对扩大世界语的影响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活动常常由周

作人翻译兼向导，周作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以后的各处的讲演，照

例是用世界语，于是轮到我去跟着翻译兼向导，侥幸是西山那几个月的学

习，所以还勉强辩得来。但是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

两重人格，讲演大抵安排得很好，翻译却也就不容易；总须预先录稿译文，

方才可以。预备时间比口说不知要多过几倍，其中最费力的是介绍俄国文

学的演说，和一篇《春天与其力量》，那简直是散文诗的样子。最初到北大

                                                         
18 傅振伦：《北京世界语运动史略》，《世界》杂志，1990 年第 8 期、第 9 期；《晨报副刊》（北京）1922 年 12 月 22 日相关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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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的时候，好奇的观众很多，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适

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的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样子。”19    

  爱罗先珂除在北大任教外，还积极投身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工作。他定

期参加世界语者的集会，在语言上给予辅导。他每周为初、中级班授课，

课时达 9 小时以上。1922 年 5 月 23 日，北京世界语学会宣告成立，周作人

被当选为会长，爱罗先珂被选为学会的书记。鲁迅也出席这次北京世界语

盛会，会后，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罗志甫、陈声树等世界语者在北京世

界语学会合影。1922 年 7 月，爱罗先珂受会长周作人之托，作为北京世界

语学会的代表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4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1 月

4 日他回到北京，向北京世界语者报告了大会的盛况。     

  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也积极参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他常常出

席一些高等院校的集会复发表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演讲。在这些演讲里，

他有时向中国公众介绍俄国文学的光辉成就，宣传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

义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有时又抨击中国封建制度和军阀专制的黑暗。他衷

心希望中国人民能抛弃过去的一切偏见、旧习和迷信，使中国走向光明的

未来。 

    1923 年 1 月 30 日，爱罗先珂利用寒假的机会，到上海、杭州等地去旅

行。在上海，他受到胡愈之等人的热情接待。杭州的世界语者也陪同他游

览了西湖等名胜。2 月 27 日他回到北京。这时，中苏之间已恢复外交关系。

忽然，他想起家乡的夜莺来。他渴望早日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同年 4 月

16 日，他告别鲁迅全家，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北京回国。20 

                                                         
1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之《爱罗先珂》（上） 
20 侯志平：《爱罗先珂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世界》199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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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短短的日子，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

离开北京以后，鲁迅和周作人都十分想念他。鲁迅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小说

《鸭的喜剧》、周作人先生写了散文《送爱罗先珂》、《再送爱罗先珂》、《怀

念爱罗先珂》以表达对这位盲诗人的深切怀念。 
 

北京世界语者致力于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 
 

通过世界语译介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作品一直是鲁迅所倡导的。鲁

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课期间，总是鼓励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以便在实践中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有不少学生，如李瑞甫、王秋士、

李文辉、吕蕴儒等人，曾试译了一些世界语的短篇作品，发表在当时的《京

报副刊》、《黄报副刊》上。21 鲁迅还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

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以便鼓励更多的世界语者从事外国作

品的译介工作。 

在当时的北京世界语者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成绩最大的还要推周作人

和王鲁彦。周作人学习世界语要追索到 1920 年。这年 9 月 2 日他在日记中

写道：“阅 Jones 世界语教本了”，10 月 20 日致长岛丰太郎信中则云：“我正

在学习世界语。书能稍稍读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语写作。”由于周作人精

通英语、俄语、日语、古希腊语，所以他很快掌握了世界语。1921 年 6 月

至 9 月，他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养病期间，一面继续学习世界语，一面从事

世界语文学的翻译工作。22 后来，他先后翻译了柴门霍夫的诗歌《希望》、

波兰普鲁斯作的《世界的霉》、亚美尼亚阿伽洛年作的《一滴的牛乳》、匈

                                                         
21 魏若华：《鲁迅先生与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世界》杂志，1982 年第 4 期 
2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之《西山养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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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利约开·玛尔的《匈奴骑士录》和《黄蔷薇》、匈牙利作家柯洛玛若•卡洛

柴创作的《世界和心》、《孤独》、《绷紧的弦》以及荷尔泰、米克沙特和荷

尔宰戈的作品。他翻译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他是知名的教授和作家，

对世界语者能够起到示范和导向作用，对一般读者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23 

在北大学习世界语的学生中在这方面作出优异成绩的首推王鲁彦

（1910－1944）。王鲁彦浙江省镇海县人。1920 年 1 月，在“五• 四”新文化

运动的鼓舞下，王鲁彦来到北京，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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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工

半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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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旁听文学课程时，正值俄国作家爱罗先珂来中国，王鲁彦便向

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由于他学得不错，还成为爱罗先珂世界语方面的助

教。王鲁彦时刻记住鲁迅关于用世界语译介外国文学的教导，开始以世界

语翻译东欧文学作品，1922 年 8 月，鲁彦用世界语转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好

与坏》、《投降者》先后在《晨报副镌》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发表。这是他奉献给读者的最早的作品，并最早使用“鲁彦”这个笔名。从此

走上了翻译家的道路。1923 年，王鲁彦翻译《古诗》、散文诗《海前》、

《日落之后——给胡尔达·什妥南》、剧本《第一步》和小说《海滨别墅》，

在《绿光》、《晨报副镌·文学旬刊》、《妇女杂志》、《东方杂志》等刊

                                                         
23 侯志平主编：《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 6 章第 4节，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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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发表。后来王鲁彦虽然离开了北京，但他一直致力于世译中翻译工作。

从 1926 年开始，他先后翻译了《犹太小说集》（1926）、俄国西皮尔雅克的

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1927），《显克维支小说集》（北新书局 1928）、《世

界短篇小说选》（亚东图书馆 1928），中篇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29），

波兰谢罗谢夫斯基（Waclaw Sieroszewski）的中篇小说《苦海》（1929），短

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1930)，南斯拉夫米尔卡波嘉奇次的长篇小说《忏

悔》（1931），莫里哀三幕剧《唐裘安》(1933)，莫里哀喜剧《乔治•旦丁》(1934)、

果戈理长篇小说《肖像》(现代书局 1935)，波兰显克微奇的短篇小说集《老

仆人》（文学书店 1935）等，由于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

作品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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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北京世界语协会 

 

如果说从 1980 年参与北京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工作算起，我已经是一

位有 34 年会年的老会员了，而实际上我同北京世界语者的联系，还要追朔

到 1963 年，那时我刚分到中国报道社工作，对于世界语是一种什么语言，

世界语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一无所知。在老世界语者冯文洛、陈世

德、张闳凡的“鼓动”下，我也开始学习世界语。我怀着好奇的心里参加了他

们的一些活动。当时全国世协与中国报道社合署办公，实际上是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全协和报道社的一批老世界语者与北京的世界语者每月在国家

文字改革委员会聚会一次，尤其是春节前要举行一次联欢活动，在这些活

动中我结识了北京一些单位、北京电台（后改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

际书店的世界语者。在这批人中有的是部长级的领导人，如叶籁士，有的

是资深世界语者，他们毫无架子，个个平易近人，置身这个集体犹如生活

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里，北京世界语协会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建

立起来并开展工作的。 

几十年来北京世界语协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最深的是北京

世协的领导人曾禾尧十分重视发挥老世界语者的作用。这批老同志在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曾学习过世界语，有的甚至从事过世界语运动。新中国成

立后他们有的身居要职，都是一些部委的部长或副部长，有的则是各界知

名人士，他们至今对世界语仍怀着美好的感情，成立协会时选举他们担任

协会的领导或荣誉职务，如顾问、名誉会长和名誉理事，对于提高协会的

知名度和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文化界知名人士戈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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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学习过世界语，协会成立时当选为会长；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金紫

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王纪华担任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楚图南担任名誉理事长；聘请时任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刘导生担任名誉顾问，聘请时任中共中央

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及各界著名人士刘尊棋（新闻界）、吴大琨（经

济学家）、楼适夷（著名作家）、张玉麟（原厦门大学党委书记，1981 年调

国家海洋局任副局长）、张执一（统战部副部长）、罗俊（中国外文局局长）

等人担任名誉理事，这是北京世界语协会能顺利成立的重要因素。例如导

生同志批示给世协 1—2 个编制，由社科联筹备小组领导，全力支持。又如

协会每月聚会没有地方，经常务理事、老世界语者张子光的努力，在全国

人大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老世界

语者陶大镛，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关世雄和民盟北京

市委副主委沈一凡的大力支持下，民盟北京市委会决定：北京世协可在北

京西四羊肉胡同 36 号民盟北京市委会机关各会议厅（室）举行会员活动。

自此以后，会员们每两周的星期日在那里举行一次会员日活动：上午练唱

世界语歌曲，下午借阅世界语书刊。 

协会办世界语讲习班需要世界语课本和世界语读物，在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和知识出版社负责人、北京世协副会长王纪华的支持下，市世界

语协会与知识出版社签定了“知识出版社协助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出版世界语

书籍的协议”，仅几年时间北京世协组织编著的《世界语读本》（第一、二册）、

《汉世小词典》、《世华词典》、《世界语读物选》（第一、二、三册）、《世界

语幽默 100 则》、《世界语语法和构词》、《世界语趣味会话》、《世界语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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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和《你讲世界语吗？》等十多种书籍，由知识出版社陆续出版。国

际世协前任主席普里瓦的《世界语史》，经张闳凡译为中文后，由知识出版

社在 1983 年 5 月出版，楚图南为中文版写序。 

协会成立后建立了世界语合唱团，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老世界语者

吕骥和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老世界语者王元方被聘为合唱团顾问。北京

世协副会长金紫光任团长，中国木偶艺术剧团乐队指挥任兆学任副团长兼

技术训练教师。合唱团成立以来，以合唱、重唱为主，先后排练了中外歌

曲十几首，并在各种世界语集会上演唱。“五一”劳动节时，他们演唱的歌曲

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语对外广播节目中选播，受到了各国世界语听

众的好评。团员们在练唱和演出活动中，提高了演唱技巧和世界语水平。

1982 年 7 月 25 日至 31 日，北京世协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第二届北京世界

语者夏令周（暑期世界语进修班）。参加学习的学员有 48 人，均具有一定

的世界语水平。一些中外著名世界语者在夏令周中担任授课和辅导工作。

在开幕式上，吕骥、王元方等老世界语者和在京工作的英国世界语专家杰

佛里·萨顿先生应邀到会并讲话。北京世界语合唱团团员在会上演唱国内外

世界语歌曲。萨顿先生应邀在 30 日为学员们做了题为一个欧洲世界语者的

感受的讲演，并解答了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夏令周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新华社和英文《中国日报》都对开幕式作了详尽报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驻华记者散迪·基路摩先生闻讯后，对夏令周活动进行电视采访，于 30 日、

31 日分别在中国音乐学院和北海公园两处对学员活动做了实地录像。录像

片在美国电视台播映后，增加了美国广大观众对北京世界语活动的了解，

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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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世界语协会成立以来，协会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

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的关系十分融洽，彼此尊重，相互帮助，

亲如一家。这些组织的一部分负责人兼任了北京世协的领导人，北京世协

的部分领导人也兼任了全国世协的部分领导职务。当北京世协开世界语班

需要教师时，这几个世界语专业单位予以支持，许多同志被聘担任了教师。

当全国世协承办第 71 届、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北京世协负责大会工

作人员的世界语口语培训，并精选一批人做大会义务工作者，参与大会的

接待工作，保证了大会顺利召开。遇到重要活动，如 1987 年 6 月 27 日，

在民族文化宫西大厅举行的“纪念世界语诞辰 100 周年大会”、1989 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

博士诞辰 130 周年，北京世协都与上述几个单位联合举办。北京世协曾多

次被全国世协评为优秀协会。 

最可贵的是北京世协善于利用全国世协、中国报道、国际广播电台世

界语部的人才优势，开展世界语的科普知识宣传、世界语的学术研究，30

多年来一批优秀论文、论著诞生，成果丰硕。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北京世

协每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文化多样性系列讲座”，进行社科普及活动，

讲座内容包括教育、文学、语言、社会、心理等多个学科。以最近三年为

例，共举办了讲座 28 场次，听众共计 1050 人次，通过“文化多样性系列讲

座”，向社会提供文化服务，为建设和谐首都贡献了我们的力量。北京世协

坚持每年参加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

前沿论坛，并举办“世界语分论坛”，至 2012 年止已经成功举办 12 届，收到

论文近 70 篇，其中一些有相当的学术水平的论文，被各种世界语刊物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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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转载，有的被收入到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前沿论丛》的

书中。 

北京世界语协会在老一代世界语者优良作风的感召下形成了良好的会

风。从戈宝权、曾禾尧、李士俊、陈世德、张闳凡等领导到邹国相、李威

伦、南由礼、王彦京等同志，大家兢兢业业为世界语默默地奉献，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大家相互尊重，互相体谅，亲如一家，使协会风清气正。 

我今年已是 77 岁的老人，由于健康原因近年来虽然很少参加协会的活

动，但北京世协留给我的美好印象一直温暖着我的心，我要向大家学习，

只要协会需要，我会尽绵薄之力的。 

                        （写于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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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世界语者的深切感受 

 

今年（2013）是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市社科联）成立 30

周年，作为市社科联的团体会员之一的北京市世界语协会，自然也当作自

己的节日来庆祝，因为 30 多年来，我们风雨同舟，也受益良多，使北京的

世界语运动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多次被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评为先进集体，在全国世界语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中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使中国世界语运动饱受摧残，群众

性的世界语运动完全处于停顿状态，1980 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许多人对

世界语还不了解。但是由于北京老世界语者众多，在解放前他们曾用世界

语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解放后用世界语开展民间外交，在国际宣传和中

外文化交流中建功立业。老世界语者曾禾尧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恢复工

作后当选为常务理事，全国世协把组建北京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委托给他。

1980 年 4 月 12 日，曾禾尧等几位老世界语者向北京市委宣传部汇报了国内

外世界语运动的情况以及北京市世界语者在全国世运中的任务，并提出建

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的请求，这一想法立即得到时任北京市委委常委、宣

传部长的刘导生的支持和鼓励，他指示可先建立北京世协筹备小组，拿出

筹备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报市委宣传部研究决定。刘导生 30 年代学习过

世界语，并领导过北大的世界语运动，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 

4 月 25 日经市社科联筹备处的同意，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的成

员向市委宣传部报送了《关于建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的请示》，并

附上了筹备小组的工作计划和筹备小组人员名单。有幸的是我也是筹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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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成员之一，亲身参与了北京市世协成立的全过程。5 月 22 日，中共北

京市委宣传部对筹备小组的请示做了如下批复：“同意成立北京市世界语协

会。会长最好由戈宝权同志担任。市世界语协会的日常工作可由市社会科

学联合会筹备处代管，可调配懂一点世界语的专职干部一、二人”，这样市

社科联便正式成为市世界语协会的直接领导。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

在向市委宣传部报送请示报告之前就已经在北京语言学院开办了世界语

班，培养了一批世界语学员，该院副院长邱及就是一名热情的世界语者，

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大学生参加了学习。筹备小组成立后又将一批老世界

语者组织起来，成立了两个世界语组，开展学习活动。经过积极的筹备，6

月 27 日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在社科联会议室宣告成立，并开始办公。

非常荣幸的是楚图南（也是老世界语者）、刘导生同志同意担任筹备小组的

名誉组长。 

为了发展壮大世界语队伍，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同劳动人民文

化宫、北京语言学院、96 中学、月坛中学等单位合作，继续开办多期世界

语班，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人才，许多学员结业后要求加入协会，有些学员

后来成为协会的骨干，直到现在仍然在为世界语作默默的奉献。 

以曾禾尧为首的一批老世界语者不单单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顽强的

毅力，而且对开展世界语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例如他们不断地举办世界

语班，不仅用学员的学费支付了教室的房租费、老师的课时费，而且用结

余下来的钱出版世界语词典和读物。北京知识出版社负责人王纪华是是北

京世协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支持下，北京世协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世

界语读本》（上、下册）、《汉世小词典》、《世界语读物选（1—3 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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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幽默一百则》、《世界语语法和构词》、《世界语史》（普里瓦特著），内

部翻印了《世界语图解词典》、《世界语趣味会话》、《你讲世界语吗》等书

籍，总印数达十万册以上，不仅满足了北京学员继续深造世界语的需要，

也受到全国世界语初学者的欢迎。他们用出书赚来的钱贴补协会的活动经

费，这正是继承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的光荣传统，

曾禾尧当年正好是函授学校的工作人员之一。这种自力更生、以会养会的

精神多次受到市社科联领导同志的赞扬和表彰。 

北京世协筹备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的成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终于迎来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新纪元。198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新桥饭店会议厅人头攒动，300 多名新老世界语者齐聚一堂，参加了北京市

世界语协会的成立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胡愈之，中宣部副部长

廖井丹，北京市委书记贾庭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导生，全国文联副

主席巴金，分别来信或打电话祝贺北京市世协成立。楚图南和各界知名人

士张执一、吕骥、刘尊棋、张光年、叶君健、叶籁士、陳原以及市社科联

领导陆怀发出席了会议。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在会上当选为北京世协首任会

长。 

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是陈毅和胡愈之多年来的遗愿，也是

中国世界语者几十年来的梦想。当国际世界语协会批准第 71 届世界语大会

在北京举行时，开好这次大会便成为全国世界语者紧迫的任务，作为东道

城市，协助全国世协把这次会议办好，理所当然的是北京世协义不容辞的

责任。这次大会于 1986 年在北京举行。根据报名情况，约有 50 多个国家

的 2482 人参加，是解放以来国内举行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更为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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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工作增添了难度。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在社科联的支持下，北京世协竭尽了全力。北京

世协受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委托，举办了多期世界语口语班，既为世界语者

参加大会练习了口语和听力，又为大会选拔、输送一批义务工作者创造了

条件。全国世协从中挑选了一批素质高、世界语水平好的青年人参加了大

会的各项工作，其中的许多骨干就是北京世协的成员；市社科联为北京世

协参会的 30 位世界语者支付了全部会费，这对北京世协是最大的支持。参

会的北京世界语者在会议期间陪同各国世界语者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在大会的活动中他们宣传北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增进了

各国世界语者对北京的了解。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陈昊苏担任了北京代表

团名誉团长，他与会长戈宝权还在西苑宾馆的旋转餐厅宴请了各国世界语

协会负责人，这是在历届世界语大会中绝无仅有的，为大会增添了光彩，

可以说北京世协为大会的圆满落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87 年 7 月适逢世界语（ESPERANTO）诞生 100 周年，北京世协为

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6 月 26 日，北京世协和天津世协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演讲比赛”； 

6 月 27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北京世界语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单位在民族文化宫西大厅联合举行“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大

会”； 

7 月，北京世协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 72 届国际世界

语大会和世界语 100 周年庆祝大会，北京市财政局为此拨给 1.3 万元出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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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

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

会等 7 家单位，联合举办《世界语展览》，3000 多人参观了展览，售出世界

语书籍近千册； 

8 月 4 日至 10 日，北京世协和青岛世协，为庆祝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

在青岛联合举行世界语应用教学会议； 

12 月 28 日，北京世协、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等 6 家单位联

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纪念文艺晚会”，萧克、刘导

生、陈昊苏、姜习、吕骥、叶君健、戈宝权、周一兴（市社科联常务副主

任）等出席，著名歌唱家楼乾贵、姜嘉锵、卞小贞、胡宝善等用世界语演

唱了中国歌曲；陈铎担任了晚会的主持人。这次文艺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通过文艺宣传世界语积累了经验。同月，北京世协集邮组联合北京西区

邮局发行了《纪念柴门霍夫诞辰 130 周年纪念明信片》。 

上述活动张显了北京世协的实力和活力，通过首都新闻媒体的广泛报

道，扩大了世界语的影响，提高了世界语在公众中的知名度，收到了好的

效果。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活动都得到了市社科联的有力支持和及时指导，

各项活动才得以顺利地开展。 

北京世协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一个学术性的机构，它利用世界

语专业机构都在北京，世界语专家学者比较集中的优势，团结广大世界语

者开展学术研究，一直以来是协会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32 年来一批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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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论著诞生，成果丰硕。早在 1982 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北京世协就

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举办了首届年会，会上 17 人宣读（或印发）了涉及世

界语运动、语言发展、世界语教学和应用方面的论文，楚图南、林丽韫、

刘尊棋、吴大琨、楼适夷、陳原、李满义（市社科联副秘书长）等知名人

士和 280 名会员参加了会议。这是北京世协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举行的大型

学术活动，对推动会员学习、研究世界语开了一个好头。能在庄严的人民

大会堂召开世界语会议这还是首次，至今还没有第二次，足见市社科联对

世界语工作的支持和重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多年来，北京世协坚持每年参加由北京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前沿论坛，并举办“世界

语分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12 届，收到论文计近 70 篇，其中一些有相

当的学术水平的论文，被各种世界语刊物或网络转载，有的被收入到由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前沿论丛》中。例如《毛泽东与延安世界

语题词》（侯志平、王彦京撰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侯

志平）被评为优秀论文，被收入当年的《学术前沿论丛》中。 

北京世协还积极参加每年由社科联举办的社会科学普及周，开展咨询

和讲座活动，在地坛公园等地进行现场咨询活动，配合制作精美的世界语

宣传展板。 

最近几年来，北京世协每年还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文化多样性系列

讲座”，进行社科普及活动，讲座内容包括教育、文学、语言、社会、心理

等多个学科。前三年共举办了讲座 28 场次，听众共计 1050 人次，今年的

系列讲座还在进行中，通过“文化多样性系列讲座”，向社会提供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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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和谐首都贡献了我们的力量，这也是积极响应社科联“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倡议的良好举措。市社科联倡导的“学术前沿论坛”、“社会科学

普及周”和“文化多样性系列讲座”活动，既给我们北京世协带来动力和压力，

也为我们带来活力和希望。 

30 年来，北京市社科联积极资助社科类学术著作的出版，既是它的一

大特色，也是它的一大亮点，这一点我们感触尤深。仅以近十年为例，市

社科联资助世界语图书出版的品种达 8 种，其中包括《世界语在中国一百

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奥运实用词汇手册》、《现代世界语》

（上、下册）、《现代少儿世界语》、《柴门霍夫演讲集》（重版）、《法

老》（波兰文学名著）、《世界语语法纲要》等。由北京世协组织编写的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全面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

专著，填补了我国世界语运动史的研究空白，出版后受到国内外世界语界

的好评，像北京市社科联这样支持出版这么多的世界语图书据我所知在全

国是没有的。 

从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筹备之日开始，我先后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常

务理事、副会长，直至现在的名誉顾问，32 年来我亲身经历了北京世界语

运动的成长和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的理

解与支持密不可分的。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的领导多次参加国内外的世界

语会议，从中感受世界语理想的魅力，亲眼见到世界语在文化交流中的效

益，非常认同它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而理解从事世界语工作的意义，从而诚心诚意支持

世界语工作。正因为有这份理解和在支持世界语方面做出的成绩，在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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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世界语大会上时任市社科联党组书记的史秋秋当选为中华世界语协

会副会长，这是我们北京的荣耀。 

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对世界语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永远是鼓舞我们

前进的动力，也是我们力量不竭的源泉。敬祝北京市社科联在新的世纪里

取得更大的成就，继续书写新世纪的辉煌！ 

（原载《我与社科联》，北京出版社，2013 年出版，原标题是《亲切

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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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出版纪实 

 

三十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个梦：希望有生之年能为我国编辑一本世界语

运动史、出版一本相应的画册，这个梦跟随我几十年。1999 年我主编的《世

界语在中国一百年》和 2004 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出版以后，我的梦

想实现了一半，没有想到另一半在今年 7 月世界语诞生 125 周年之际实现

了，我认为这是中国世界语者向我们的大师柴门霍夫先生和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正在开展的世界语亚洲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立志出成果 
 

出书的梦始于 1980 年，当时我正在搜集鲁迅与世界语的资料，经常来

往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间，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天，虽然很

累，但觉得值得。同年，报道社安排我担任《中国报道》世界语专栏的责

任编辑，以后又任《世界》杂志编委，负责“世界语消息”的编发工作，接触

世界语史料的机会自然也多了起来，于是我开始积累有关世界语史的资料。

1982 年我写成《鲁迅与世界语》一文，全文长达 7000 多字，并刊登在《四

川大学学报》上；1983 年我写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约一万多字）一文

分三期在《中国报道》发表，被外国读者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文章。同年

我的第一本《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专著出版，受到中国报道社领导张企程、

许善述同志的赞扬。后来在叶籁士、陈原同志的鼓励下继续“著书立说”，终

于有了《胡愈之与世界语》、《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者与中

国世界语运动》（蓝天强编，人物志部分由我执笔）、《中外名人学者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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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重庆出版社）、《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等著作的出版。我没有忘记，

还有另一半梦没有变成现实，我默默地将《世界》杂志用过的各省寄来世

界语活动照片保管好。退休后我自己买了新相机，拍摄了数以千计的世界

语活动的照片，经过三十多年的日积月累，终于盼来了出版画册这一天。 
 

集体智慧的结晶 
 

2011 年年初为纪念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 60 周年，中国外文局批准

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画册列入出版选题，我喜出望外，当时我因为要

做心脏手术未能开始编辑。5 月初出院后我休息了一个多月，便坐在电脑前

开始工作，首先完成一万七千多字的文字稿，并从数千张图片中进行精选

画册所用照片，然后对每一张照片进行制作、加工。为了能全面反映我国

世界语运动的全貌，我给在京的老同志打电话，向各省世界语协会负责人

发电子邮件，在全国征集照片。在京的老同志把他们保存多年的世界语运

动的照片送来了，有刘铃的，谭秀珠的，邹国相的，祝明义的，李士俊的，

还有国际电台世界语部的；外地一些老同志也纷纷响应，汪敏豪、韩祖武、

彭争鸣。。。。及时发来了照片，黑龙江的宋萍女士甚至不远千里专程来京送

图片资料，让我感动不已，这一过程甚至持续到画册付印前夕，还不断地

调整照片，胡国柱、石成泰还给我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希望能出版一本

不负众望的画册。世界语者的热情大大丰富和充实了这本画册的内容，奠

定了它厚重的文献价值，可以说画册的出版凝结着全国世界语者的心血和

希望，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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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打气加油 
 

2011 年 4 月，我作了一次心脏手术，换了一个二尖瓣膜，搭了一根桥，

出院后在家疗养，定期到医院去复查，有时伤口还疼痛，气短、心悸、头

晕时有发生。据医生说，这样的大手术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的疗养，尤其不

能太累，孩子们都不同意我投入工作。许多朋友劝我将工作交给年轻同志

去完成，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要编辑这样一本反映一百多年世界语运动历

史的画册，谈何容易！因为要编好这样一本画册，编者必须非常熟悉中国

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了解各个时期有哪些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要懂得用

什么图片才能反映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艰难历程和重大成就，同时还要熟悉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省世界语运动的兴衰，在平衡各省用片的同时怎样保

证重点省市，反映他们在世界语运动方面的成绩，而了解这些绝非一日之

功，不是几天的介绍就能进入角色的。30 多年的坚守和功力，使我对完成

画册的编辑任务充满了信心。最近 10 多年来，我学会了摄影、图片扫描、

刻盘，熟练地掌握了图片制作、加工、剪裁，从互联网上搜集早期世界语

运动的图片，使用电子信箱收发文件，更为我编好画册提供了技术保证。 

我处于两难的抉择：如果我自己编辑，必然有碍身体的康复，还可能

加重病情；如果给别的同志编，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原计划去年年底出版，

万一完不成任务怎么办？“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内心里

的犹豫与痛苦何人能够理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我决定还是自己动

手。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我这样写道：不编好这本画册，我死不瞑目。后

来我决定将一部分工作交给李建华同志做，减轻了我许多的压力。但我每

天坚持在电脑前工作至少 5 个小时，用半年时间，经过反复修改，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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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画册的初稿。我在“国庆·重阳感怀”一诗中叙述了自己的感受：“独坐斗

室编画册，精挑细选别样忙。忆及先贤奋斗史，再苦再累也应当。人生虽

短当尽力，多做善事亦悠扬。”我用这样的诗句来为自己打气加油，我感受

到了“坚持就是胜利”的愉悦。 
 

编辑画册的指导思想和遵循的原则 
 

湖北一位老世界语者要我谈谈编辑这本画册的指导思想和遵循的原

则，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想法，也许能帮助大家了解编辑的良苦用心。 

用图片来反映我国一百多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这是过去所没有

的，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我在编辑这本画册时确定了以下原则： 

1.这本画册应当反映一百多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艰难的历程，特别是老

世界语者筚路蓝缕，兢兢业业，排除万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品格； 

2. 这本画册应当体现中国世界语运动取得的主要成就，特别是解放后

在各方面的成绩； 

3. 这本画册应当体现中国世界语运动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以便总结

经验，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仔细阅读这本画册，人们会发现，一百多年

来中国世界语者实际上做了三件值得称赞的事：第一件事是：以胡愈之为

代表的世界语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世界语为中国的解放、中华民族

的复兴和中国的繁荣富强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把世

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和进步的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英勇奋斗，视死如归，

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用世界语向各国人民介

绍中国是如何从贫穷、落后走向进步、繁荣的，也向各国人民传达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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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这一理想同世界语追求的理

念是一致的。第二件事是他们以世界语为桥梁，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又将各国的优秀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

国来，促进了人民之间心与心的沟通，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第

三件事是在中国持之以恒地宣传、推广世界语，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世界

语，学习世界语。中国世界语者从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世界语是人类的

伟大理想、伟大实践，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是世界上具有影响力

的大国，在它对人类的贡献中自然也包括世界语在内。 

4. 坚持平衡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处理好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平衡，在世界语传入中国一百多

年中，就时间而论，建国前是 40 多年，建国后是 60 多年；就取得的成绩

讲，后 60 年超过前 40 年。这就决定了在图片的总量上应该遵循“厚今薄古”

的原则，建国前的图片有 102 幅，建国后有 268 幅，共 370 幅照片； 

（2）处理好新老世界语者的平衡，老世界语者功不可没，在画册中应

有他们的地位，可以说凡在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主要世界语者在画册中基

本上都有他们一席之地，特别是一些烈士，我们能找到的照片都放进了画

册，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世界语者现在是主力，自然应该更多的反映他

们活动； 

（3）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平衡，各级世界语组织的负责人在领导世界

语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量的工作还是普通世界语者干的，因此世

界语者群体始终是画册的主体。画册中除历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主席和

现任的全国世协、中国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的主要领导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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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照片外，其余都是以群众为主体的照片； 

（4）处理好地区间的平衡，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表明，上海、广州、

北京、武汉、重庆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比较活跃的城市，在重点报道他们活

动的同时，也要反映其他各地的世界语运动，特别是近十年来世界语运动

搞得比较好的城市。画册中除青海、宁夏、西藏自治区没有图片外，其余

各省都有或多或少的照片； 

（5）处理好专业世界语部门的平衡，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负责全国世

界语运动的咨询、服务和协调工作，自然它是画册的重点之一，但《中国

报道》杂志、《中国报道》网络部、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也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坚和主力，应当突出反映他们为世界语运动

所作出的贡献。 

5. 处理好图片清晰度与生动活泼的平衡，这本画册既然是以图片来反

映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当然我们用的图片要求清晰度比较高、构图比较好，

而且最好要生动活泼的。但原则是原则，真要完全达到这个标准也很难。

例如解放前的照片大多数是从书刊上翻拍的，有的是从网上下载的，清晰

度自然就不能要求太高。又如世界语活动大多数是在室内进行的，照片许

多都是排排坐，生动性就比较差。 

6. 处理好群体与个体的平衡，画册中对支持世界语的知名人士，如鲁

迅、蔡元培等；世界语之友会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第 71 届、89 届国际世

界语大会最高监护人等都有单幅照片予以介绍，但由于画册要控制图片的

总量，我们不可能刊登更多世界语者的单幅照片。 

    最后我想说一点，由于过去我们掌握的图片有限，编辑这本画册时我

们虽然曾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向各省数十名老世界语者征集图片，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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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都没有回馈，如新疆、海南、河北等省，画册中反映他们的活动自然

比较少，这是我们引以为憾的。同样有些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由于我们缺

乏图片，或图片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没有选用，也是令人遗憾的。另外

由于画册要控制成本，必须掌握图片的总量，一些照片我们只能忍痛割爱，

再次让我觉得抱愧。 

    我知道，大家对这本画册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加

之我的一孔之见，让一些同志失望了，我向大家表示我的真诚的歉意！我

希望将来有能人编辑一本更好的画册出版，以弥补这些缺憾，借此机会向

关心我和这本画册出版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深切的感谢 
 

画册经过中国报道网络部苏漪军主任的初审，送到陈社长、赵珺副总

编辑哪里，他们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然后进入翻译阶段。由于社里的

一些老同志因病或家中有事，不能承担画册的翻译任务，于是我提议由李

士俊先生翻译，谭秀珠女士核稿。经社里联系，他们欣然表示同意，我从

内心表示感激。因为李士俊先生已经 90 高龄，谭秀珠女士也已进入古稀之

年，他们手头有许多繁重的工作，而且还有各种病痛。 

更让我感动的是译稿完成后，谭秀珠女士花了大量的精力核对原稿和

译文，而且对书中的人名、世界语组织名、书名、刊物名，进行仔细的核

对，并对编辑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前后体例、图片说明、个别照片的错误

以及部分图片，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

过，不仅避免了一些错误，还使这本画册在内容上更趋完善。画册进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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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设计阶段后，从苏主任、谭秀珠到社领导对图片的位置、大小、每部分

图片的数量等又进行反复的审核，在画册付印前李建华同志还对中世文进

行了仔细的核对，并多次到设计公司帮助工作人员进行改错和版式调整，

使画册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保证，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劳动我表示由

衷的敬佩和感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陈昊苏会长亲自为画册题词；中国外文局

局长周明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第一副会长郭晓勇为本书写序，并认真审查了书稿，对书的开本做了

具体的指示。其他几位副局长黄友义、陆彩荣也同意作为本书的顾问，没

有他们的全力支持，本书是很难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向我们的时代致敬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的是我们的时代，由于数码相机的发明，使我们很

方便地记录下世界语活动的精彩瞬间；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我们能从网上

很便捷地搜集到许多历史资料，特别是早期一些世界语方面的珍贵图片；

电子邮件的应用使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精力和成本；扫描仪的出现使我

们复制旧照片易如反掌；许多软件的发明使我们的一些旧照片完好如初，

这些大大提高了图片的清晰度和质量。正是由于有现代科技的支撑才使我

们的画册变得如此精美和尊贵，我真诚地向科技工作者和我们的时代表达

我发自肺腑的敬意。 

(2012 年初稿，2014 年 3 月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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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无旁贷的使命 

 

在第 7l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我接触最多的是新闻记者。他们最关

心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总要求我提供有关材料。在大会上，

我还会见几位外国友人，他们对中国世运史极感兴趣，早就开始中国世运

史料的搜集和研究。 

    一位是日本著名捷克文学翻译家栗栖继老先生，他虽已过古稀之年，

但精神抖擞。近年来他在日本的“Ponteto”和“La Mondo de Esperanto”上，发

表了许多介绍中国世运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我所见到的

中国世界语运动”，该文已连载 13 期。为了实地考察我国近几年来世界语运

动现状，大会以后，他已到苏杭一带去旅行。栗栖继老人为了研究中国世

运史，从前年起开始学习汉语，现在他已能读懂《世界》杂志。 

    另一位名叫金子的日本世界语者，在会议期间要求同我会见，并要我

赠送一本我的拙作《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会议期间由于人多事杂，几次约

见都未成功。但是，7 月 30 日那天，我们终于在长城的烽火台上见面了。

我们相约另抽一个时间详谈。 

    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接待了她，我们相互交换中国世运资料。她

告诉我，在七十年代末期，她上东京大学时，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发

生了兴趣，为此，她决心学习世界语。后来她写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中国世

运史为其内容的。她说，当时材料很少，又很零散，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遇

到不少困难。但是她并不气馁。她到日本世界语学会查阅资料，后又写信

给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请求他们的帮助。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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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中国世界语者掌握历史资料，她将二十年代的《绿光》复印件送

给了巴金同志，将三十年代的《世界》复印件送给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这次，我送给她一些《世界》杂志和《中国报道》中文稿，她说：“这对我

的研究太有帮助了。”她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我说：

“为了吸取历史经验，作为当今世界语运动的借鉴。同时也为了表彰先驱者

的功绩，鼓励后来者奋发有为！”她连连地点头。 

    我遇见的第三位世界语者是我的通信朋友斯拉娃·盖特纳，她今年 30

岁，是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早在 1980 年夏天，她就对中国无政府

主义与世界语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她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以及

1916 年至 1919 年《新青年》杂志关于世界语的辩论”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

题目。为了全面地掌握材料，她于 1981 年 9 月专程去奥地利维也纳，为的

是能在世界语博物馆查阅资料。当时，她曾给我写信，要求我提供中国世

界语运动先驱者华南圭的有关资料。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并寄赠了一批我

掌握的中国世运史料。为此，她非常高兴。1984 年 2 月，她终于完成了自

己的硕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受到导师好评。从此我们书信不断。 

    现在斯拉娃正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世运史。她给自己拟定了许多题目：

比如中国各地世界语协会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它们出版的世界语杂志，从

世界语开始传入中国到现在，中国对世界语的评价和推广世界语的目的的

变化，国外世界语者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贡献；世界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

的地位和作用，世界语与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关系等等。  

  在大会期间，我收到了日本著名世界语者宫本正男先生寄来的他撰写

的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世界语运动小史”，另一本是“La Morta Suito”。这两

本书都涉及一些中国世运史料。多年来，宫本正男先生也从事中国世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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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研究工作，他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共同编辑的《绿川英子文集》就是

他的研究成果之一。最近，他在日本《运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连载文章，

就中国初期的世界语运动情况，谈了他的一些见解，是极有参考价值的资

料。 

  还有一位奥地利世界语者把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作为自己的毕业论

文，也给我来信，请求我提供中国世界语史的有关资料，后来她的论文获

得了老师很好的评价，她给我来信说：“谢谢您，没有您的资料就没有我的

论文。”  

    在同这些世界语者的接触中，有一些问题，经常萦绕在我的脑际：他

们这些外国人，无论老幼，为什么对中国世界语运动那样感兴趣?他们为什

么那样热情而执着地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他们从哪里得到那么多连

中国世界语者都不知道的史料?作为一个中国世界语者应该怎样对待本国的

世界语运动历史?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的世界语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的回答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在国际世运史上占有重要的

篇章，当今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在国际世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我们应当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以

便更好地指导和搞好当今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争取为国际世运作出更多的

贡献。这是我们中国世界语者责无旁贷的使命。遗憾的是这一重要问题至

今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应当是重视搜集、整理、研究世界语运动史

料的时候了！这是我接触几位外国友人后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我参加这

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一点体会。 

              （原载《世界》杂志 1986 年 10—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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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 

 

1963 年 9 月，我调到中国报道社从事中文编辑工作，由于《中国报道》

是用世界语出版，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世界语。当时，我同著名老世界语

者冯文洛、陈世德、张闳凡刚好在一个办公室，中国报道编辑部的定稿人

李奈西也在同一间办公室的里间工作，所以天天见面。工作之余听他们谈

及世界语的事，他们也送给我一些书，如《世界语六讲》、冯文洛编的《世

界语初级讲座》，使我对世界语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为了工作方便，在他

们的鼓励下，我同编辑部其他同志一样开始自学世界语（刊物是中文定稿，

中文编辑都不懂世界语），基本读完了冯文洛编的课本。但是到 1964 年下

半年我便到河北参加“四清”工作。1965 年 5 月回到北京，不久便爆发了文

化大革命。“文革”结束以后我从事杂志经济方面的报道工作，这段时间更无

暇学习世界语。 

1979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我作为中国

报道社的记者参加了大会的全程采访和报道工作。这次大会具有不寻常的

意义，它除总结解放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经验、教训外，还确立了新时

期世界语运动的方针，强调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和人民外交方面的独特作

用，使我对世界语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此期间，张企程调到全国世协任秘

书长，兼任中国报道社总编辑。新的领导班子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增加了

中国文化、人民生活和世界语的报道。因我曾学过一段世界语，所以被指

定从事世界语的报道工作，从此真正走进了世界语的大门。 

为了做好工作，我开始阅读更多的有关世界语方面的书籍，了解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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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进而了解世界语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身边的一些老世界语者冯文洛、方善境、张

闳凡、张企程、陈世德、李奈西、李士俊，以及后来的许善述，还有世界

语的元老全国世协的领导胡愈之、巴金、叶籁士、叶君健、陈原，正是这

段历史的见证人。从此我萌生了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愿望。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从事世界语方面的报道工作，为我创造了非常

有利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为了保证《中国报道》杂志世界语专栏的文章

如期发稿，我必须及时掌握世运动态，于是我同各省市世界语协会的负责

人和积极分子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约稿，我同许多知名的老世界语

者如胡乔木、楚图南、胡绳、巴金、叶籁士、陈原、楼适夷、岑麒祥、端

木蕻良、刘火子、李益三、史平、卢剑波等同志建立了联系。此外，我还

参加了北京世协成立的筹备工作，后又担任常务理事和副会长。1988 年 11

月以后，我还担任中国报道社的领导、全国世协常务理事，从世界语运动

的参与者变成世界语运动的决策者和执行人。这些不仅为我及时了解国内

外世界语运动准确的信息、从事世界语报道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还为我

对世界语运动方针、政策、任务以及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的作

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我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因为今天的活动就是明天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我还兼任全国世协《世界》杂志的编委和世界语消息、

世界语运动历史两个方面的责任编辑，工作也迫使我去搜集有关资料，否

则就完不成定期的发稿任务。 

我从事中国世运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至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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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一些研究工作，回顾过去的经历，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 要带着工作任务去搜集、整理资料，开展研究工作。这里我举

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1980 年，《中国报道》迎来创刊 30 周年，为了扩

大世界语的宣传，社领导决定举办一次“世界语书刊广播展览”，出版一本《你

知道世界语吗》的宣传小册子，领导把编辑小册子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拟

定了编辑大纲，并约请张海平、王继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的同

志一同来完成这项工作。我负责了“什么叫世界语”、“世界语在中国”、“中

国知名人士、文人、学者论世界语”章节的起草工作，为了完成任务，我查

阅了过去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书籍，如《绿光》、《世界》、《人民世界》、《中

国报导》等刊物，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按时完成了任务。这本小册子首

版印了 2 万册，以后在大家的建议下，对内容进行了充实和修订，1982 年

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发行，并再版过两次，印数达数万册，在宣传、推广

世界语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由于我掌握了比

较丰富的资料，第一次在“世界语在中国”的文章中提出了世界语传入中国的

三个渠道和四个发展时期的观点，厘清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的轮廓，为

日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开辟了“中国知名人士、文人、学者论世

界语”的新的研究课题。第二个例子是：据老人们回忆，鲁迅非常赞成世界

语，但除了 1936 年回复《世界》杂志、支持世界语的信件外，其他的材料

很少。为了查清鲁迅与世界语的关系，我围绕“鲁迅与世界语”开展课题研究。

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阅了解放前后出版的世

界语书籍和刊物，还阅读了当时的报刊对历史上世界语一些重大活动的报

道。此外，我还重点浏览了《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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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年谱》、各种鲁迅纪念文集、研究文集、《新青年》杂志，采访了鲁迅研

究专家陈漱渝，以及与鲁迅有关的钟敬文、胡愈之、方善境、孙用等同志，

摘录了数万字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到 1981 年，我写成了长达 1 万 1

千字的论文《鲁迅与世界语》，这篇论文的详细摘要曾被我的母校《四川大

学学报》发表。《中国报道》也发表了这篇论文的简要稿，受到读者的欢迎，

被读者评为 1981 年最喜爱的文章之一。 

第二、针对世界语运动中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86 年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召开前夕，为了摸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的

现状，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向各地世协发了一份调查表，主要了解

各省、市、县世协成立日期、主要负责人、会员人数、会刊和世界语书籍

出版情况、举办各种讲习班的期次和人数、各高等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的情

况，这次调查基本上摸清了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中期我国世界语

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由于这是我国世界语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

材料最准的调查，这些资料已经成为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语运动发

展的珍贵资料。 

另一次专题调研是在老世界语者中进行的。叶籁士同志提议以表格的

形式调查老世界语者的情况。项目包括姓名、世界语名、出生年月、工作

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何时何地向何人学习世界语，在协会内担任

过何种职务、对世运有何贡献；翻译、出版过何种世界语书籍和期刊；主

要经历；本职工作中有过什么成就、受过何种奖励；现在保存何种世界语

书刊等等。令人感动的是包括胡愈之、巴金、萧军、端木蕻良在内的一批

老世界语者亲自填表寄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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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次专题调查为我日后编辑中国世界语运动年表、大事记、解放

前后出版的世界语书刊、世界语者人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搜集、整理世界语资料是一项枯燥的、琐碎的工作，不仅需要

有恒心、耐心，还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比如，各地寄来的世运消息和

图片，要一年一年的分类保管，每年整理一个世界语运动大事记；图片要

按省分类保管；各地出版的小报小刊也要按省分类保存；中国知名人士对

世界语的论述也应按政治界、经济界、军事界、文化界、教育界、语言学

界分为专档保存；各地出版的世界语书籍、重要期刊还要列卡片记录一些

重要信息，如书籍名称、出版年月、出版单位、编著人、译者、主要内容

简介等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个个很有价

值的选题，写出一篇篇有特色的文章和一本本书籍。 

长期的资料积累，细心的分析研究使我逐渐熟悉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

历史，在这 30 多年间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例如，综合性的文章有：《中

国世界语运动概述》、《方兴未艾的中国科技世界语运动》、《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世界语运动》、《民主救亡运动与抗战中的中国世界语者》、《新中国世

运 50 年》等。评论性的文章有：《关于现代世界语运动的一些思考》、《努

力构建和谐世运》、《理想、前途、成就》等。人物类的文章有：《鲁迅与世

界语》、《蔡元培与世界语》、《爱罗先珂与中国世界语运动》、《黄尊生——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悼念许寿真同志》、《胡乔木关心中国世界语工

作》、《我所了解的陈毅与世界语》、《缅怀楚老对世界语事业的贡献》、《毛

泽东与延安世界语题词》（与王彦京合写）、《李柰西——中国世界语运动的

实干家》、《学习巴金，走巴金之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悼念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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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等。编年类的文章有：《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胡愈之生平与

世界语活动纪事》、《巴金与世界语纪事（1918——1994）》、《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大事记》等。这些论文都分别在多家刊物上发表，其中一些论文被

评为社科类优秀论文，被收入一些论文集。 

在世界语专著方面，1983 年出版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1999 年编

辑出版了《胡愈之与世界语》；2002 年发表了《中国世界语人物志》（收集

在蓝天强主编的《中国世界语者与中国世界语运动》一书的下篇）；2004 年

发表了《中国名人学者论世界语》（收集在袁爱林主编的《中外名人论世界

语》内）。由我担任主编的专著有：《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

运动简史》。我根据多年搜集的图片终于编成了《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

动在中国》的大型画册。这些著作的出版都填补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研究

的空白。 

古语说：“集腋成裘”、“积沙成塔”，没有平时一点一点的积累，没有几

十年的坚守就不可能有这些文章和著作。我要活到老，搜集到老，研究到

老，为我国世界语史的研究工作尽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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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关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调查＊ 

 

中国报道社给各地世界语组织的一封信 
 

各地世界语组织：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引起国际世界

语界的注目，为了在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宣传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成

就，特发有关调查表，请各地世界语组织予以协助，填好后给我们寄回。

特预致谢意！ 

此致 

绿星的敬礼！ 

                         中国报道社（盖章）   1986 年 5 月 

联系人：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中国报道社 侯志平 

 

（一）1979 年以来各省世界语组织和会刊调查表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Pekina Esperanto-Asocio），1981 年 1 月 25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会长戈宝权，副会长曾禾尧（兼秘书长）、王纪华、金紫

光等，有会员 383 人，通讯地址：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大街六号 4 号楼。 

北京老世界语者协会（Pekina Veterana Esperanta Asocio），1986 年 7 月

12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叶君健、陈世德、沙地。 

★上海市世界语协会（Shanghai-a Esperanto-Asocio），1982 年 11 月 11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刘火子、王亚朴、先锡嘉等，有会员 77 人，通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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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7#，出版会刊《简报》（Bulteno），1985 年创刊，

主编先锡嘉，发行份数：20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天津市世界语协会（Tjanĝin-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3 月 9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吴火、高成元等，有会员 138 人，通讯地址：天津市 207

信箱。出版会刊《绿港》（Verda Haveno），1982 年建立筹委会时创刊，主编

高成元，发行份数：80—12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同。 

★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1984 年 6 月 5 日（《中国世界语

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6 月 15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沈澄如、王

玉春等，出版会刊《世界科学技术》（Tutamondaj Sciencoj kaj Teknikoj），主

编沈澄如，发行份数：1000—3000 份。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

沈阳分会，1984 年 11 月 15 日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医

学分会，1985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地学分会，1985

年 12 月 23 日成立。以上三个分会共 360 名会员。 

★石家庄市世界语研究会（Shijiazhuang-a Esperanto-Kurso），1982 年 11

月 14 日成立，负责人龙文绥，有会员 67 人，通讯地址：石家庄市柴油机

厂。 

唐山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15 日成立。 

衡水地区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7 月 28 日成立。 

衡水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14 日成立。 

★山西省世界语协会（Shanxi-a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7 月 14 日

（《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7 月 15 日）成立，负责人：张

德源，有会员 300 人，通讯地址：山西太原 171 信箱。出版会刊《山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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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Shanxi-a Verda Stelo），1985 年创刊，负责人:张德源，发行份数：10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太原市世界语协会（Taiyuan-a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10 月（《中

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12 月 16 日）成立，负责人:赵云峰，

有会员 500 人，通讯地址：太原市 182 信箱。 

太原地区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en Taiyuan），1985 年 12 月 16

日，负责人：赵云峰、王青龙，有会员 230 人（另一张表填的是 201 人），

通讯地址：太原 183 信箱。出版会刊《世界语小报》，1985 年 7 月 28 日创

刊。发行数 10000 份（编者：这个数字可能填表时有误），通讯地址：与协

会相同。 

太钢青年世界语协会（La Junulara Esperanto-Asocio de Taiyuan-a ŜFR）， 

1985 年 10 月成立（另一张表是 1986 年 6 月成立），负责人李杰燕，有会员

600 人（另一张表格填的是 130 人），通讯地址：山西太钢公司团委。 

长治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4 年 11 月成立。 

★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Interna Mongolia 

Aŭtonoma Regiono）， 1979 年 12 月 5 日成立，负责人：李森，有会员 92

人，通讯地址：呼和浩特铁路局。出版会刊《绿原》（Verda Stepo），  1980

年 2 月创刊，负责人：陈宝德，发行数：500 份，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大

召西夹道 48 号。 

呼和浩特市世界语协会（Huhhot-a Esperanto-Asocio）， 1981 年 6 月 20

日成立，负责人：陈宝德，有会员 54 人，通讯地址：呼和浩特铁路局李森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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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铁路职工世界语者协会（Fervojista Esperantista Asocio de 

Huhhot Fervoja Buroo）， 1984 年 1 月 5 日成立，负责人李森，有会员 60 人，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铁路局 224 室。出版刊物《世界语之友》（Amiko de 

Esperanto），  1983 年创刊，负责人李森，发行数 800 份，呼和浩特铁路局。 

包头市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Baotou），  1986 年 4 月 16 日，

负责人冯进毅、范建德，有会员 250 人，通讯地址包头市第九中学。 

包头市青年世界语协会（Baotou-a Junulara Esperanto-Asocio）， 1984

年 12 月 15 日成立，负责人陈德恩、马建明、王志义，有会员 40 人（另一

张表中填的是 100 人），通讯地址：包头第九中学转。出版会刊《塞上绿星》

（Saishang Verda Stelo）， 1985 年 10 月（一张表填的是 1984 年 12 月 5 日）

创刊，负责人：陈德恩（一张表填的是马建明、李燕），发行数：250 份（一

张表填的是 150 份）。通讯地址：包头第九中学。还出版《铁花》（Fera Floro）， 

1983 年 12 月 15 日创刊，负责人：柴树臣、姜太泉，发行数 100 份，通讯

地址：包头世界语小组（包头 18 中）。 

包头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15 日成立。 

哲里木盟科技青年世界语学会（ Junulara Scienc-teknika Esperanto- 

Asocio）， 1985 年 10 月 13 日，负责人：乔德俊，有会员 25 人，哲里木盟

农牧学院转。 

★江苏省世界语协会，1983 年 7 月 5—7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陈世德、

叶逢植，有会员 170 人，通讯地址：江苏省社科联。出版会刊《江苏世协

通讯》（Informilo de JSEA）， 1986 年 2 月创刊，负责人：叶逢植，发行份

数：220 份，通讯地址：南京 47 中学刘鸿元。 



 

385 
 

苏州市世界语协会，1983 年 1 月 9 日（《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

载的日期是 1984 年 1 月 9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许培基、杭立，有会员

210 人，通讯地址：苏州市图书馆。出版会刊《交流》（Interfluo）， 1983

年创刊，负责人：张铁铮、王冉、林文娴，发行份数：450 份。通讯地址：

苏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世界语协会（Changzhou-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8 月 15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章振之、刘国屏，有会员 146 人，通讯地址：常州

教育学院。出版会刊《火花》(Fajrero)，1984 年 3 月创刊，主编章振之，发

行份数：350 份。 

镇江市世界语协会（Zhenjiang-a Esperanto-Asocio），1982 年 5 月 9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王崇芳、童自中，有会员 112 人，镇江市第八中学。出

版会刊《甘露》（Dolĉa Roso）， 1983 年创刊，负责人：王崇芳、薛鸣亚，

印数 400 份，通讯地址：镇江第 8 中学。（注:镇江世界语协会填的表是：会

员有 140 人，协会主要负责人是：王崇芳、镇江师范专科学校的贾德霖。《甘

露》创刊日期是 1982 年 11 月，主编是薛鸣亚）。 

扬州市世界语协会（Yangzhou-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11 月 27

日成立（《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10 月 27 日），主要负

责人：姜倜，翁扬，55 人，扬州市城南中心小学。出版会刊《绿扬之星》

（La Stelo de Yanzhou），负责人：翁扬、蒋金源。(注：扬州世协填的表中，

会员人数为 53 人，会刊世界语名为 Stelo de Verdsaliko， 1985 年 11 月创刊，

负责人是翁扬、祁宏，发行份数：100 份。) 

徐州市世界语协会，1985 年 1 月 19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陈安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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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友，有会员 112 人，通讯地址：徐州教育学院。 

盐城市世界语协会（Yancheng-a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11 月 24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张大敏、水培德，有会员 62 人，通讯地址：盐城教育

学院。1980 年出版《世界语学习》，1981 年出版《盐城世界语者》（Yancheng-a 

Esperantisto），负责人：张大敏、水培德、唐晓宣，印数 500 份，通讯地址：

盐城教育学院。(注：在盐城市世界语协会填的表上，补充了以下材料：协

会通讯地址：盐城市朝阳新村 291—3 号。《盐城世界语者》的创刊时间是

1985 年 11 月，主编是水培德，副主编是丁国林，500 份。《盐城世界语者》

原名《世界语学习》，1981 年 10 月创刊。主编是水培德，发行份数：200

份) 。盐城市世界语教师联谊会于 1986 年 1 月 14 日成立。 

江苏常熟张麟瑞于 1979 年自费编辑出版《绿萤》（Verda Lampiro）半

月刊，发行份数：500 份，通讯地址：常熟市天灯弄 1-1 号。 

★山东省世界语协会（Shangdong-a Esperanto-Asocio），1986 年 6 月 28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管梅谷，117 人（1984 年筹委会登记人数），通讯地

址：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转。出版会刊《泰山绿星》

（Verda Stelo super Taishan）， 1984 年 7 月 14 日创刊（一份表格为：山东大

学 1982 年 11 月创刊），发行份数：2000 份，通讯地址同省世协。 

济南市青年世界语协会，1985 年 12 月 1 日成立。 

济南市世界语协会（Jinan-a Esperanto-Asocio)，1986 年 11 月 23 日成立，

主要负责人：曾天民；会员：80 余人，通信地址：济南市建筑设计院。 

青岛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5 月 26 日成立。 

潍坊市世界语协会，1985 年 12 月 15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方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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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良，有会员 95 人，通讯地址：潍坊市长城门窗工业公司宣传科。出版

会刊《希望》（Espero），1986 年 1 月创刊，主要负责人：陈友良，发行份

数：20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同。 

日照市世界语协会（Rizhao-a Esperanto-Asocio)成立于 1985 年 7 月 14

日，主要负责人：伊健民，会员：51 人，日照市丝绸厂。会刊：《黄海绿浪》。 

泰安市世界语协会（Tai-anshi-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5 月 25 日

（《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5 月 27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

王程远、白延中、蔡春发，有会员 50 人。通讯地址：泰安山东矿院基础部

白延中。 

烟台市青年世界语协会（Yantai-a Junular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4

月 28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秀华、谢洪涛、单红，有会员 35 人，通讯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共青团烟台市委转。出版会刊《半岛》（La Duoninsulo），

1983 年 12 月创刊，主要负责人：谢洪涛、单红，发行份数：250 份，通讯

地址与协会同。 

★安徽省世界语协会（Anhui-a Esperanto-Asocio），1980 年 11 月 20—21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杨百川、于国健，有会员 520 人，通讯地址：合肥

市合作化路西苑新村 7 号楼。出版会刊《世界语者》（Esperantisto），1984

年 5 月创刊，负责人：于国健、杨海春，发行份数：10000 份，通讯地址同

省世协。 

合肥市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Urbo Hefei），1985 年 5 月（《中

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4 月 18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铸

之、钱大兼，有会员 120 人，合肥市政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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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世界语协会（Esperanto-Ligo de Urbo Bengbu），1980 年 7 月 15

日，主要负责人：余子迅、张惟美，有会员 110 人，通讯地址：蚌埠市科学

宫。蚌埠市世界语俱乐部于 1986 年 7 月 5 日成立。 

淮南市世界语协会（Huainan-a Esperanto-Asocio），1980 年 10 月成立，

主要负责人：祁明秀、杨海春、姚多忠，有会员 100 人，通讯地址：淮南

市基建局中学 。(以上为省世协填表)。同时还收到盖有公章的淮南市世协

填的表，情况如下：淮南市世界语协会（Huainan-a Esperanto-Ligo），1980

年 9 月 21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戚明秀、杨海春、姚多忠、亓洪，有会员

135 人，通讯地址：淮南市矿建公司第一中学姚多忠。出版会刊《爱好者》

（Maroto），1980 年 9 月 15 日创刊，主要负责人：杨海春、姚多忠，发行份

数：200 份。出版《萌芽》（Plantolo）（分会会刊），1980 年 10 月 5 日创刊，

发行份数：80 份。主要负责人：姚多忠。另外又收到杨海春填的表，情况

如下：淮南市世界语协会（Huainan-a Esperanto-Ligo），1980 年 9 月 21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杨海春，有会员 80 人。出版会刊《爱好》（Maroto），1980

年 6 月创刊。通讯地址：淮南市八公山煤矿 16 中学。 

阜阳市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Urbo Fuyang），1983 年成立，

主要负责人：房学贤、罗时中，有会员 55 人，通讯地址：阜阳市三中罗时

中。 

马鞍山市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Urbo Maanshan），1986 年 3

月 2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姜大铭、时启亮，有会员 72 人，马鞍山市商业

专科学校外语系转。 

庐江县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Gubernio Lujiang），1982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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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主要负责人：徐业培、朱长丹，有会员 230 人，庐江县科协转。 

★浙江省世界语协会，1986 年 12 月 14—15 日召开成立大会。 

杭州市世界语协会(Hangzhou-a Esperanto-Ligo)，1984 年 7月 15日成立，

主要负责人是：吕漠野、杜祖淦，146 人，通讯地址是：杭州 550 信箱；出

版《简报》（Informilo），1983 年 2 月创刊，负责人是裘锡荣，发行份数：

300 份，通讯地址是：杭州 550 信箱. 

宁波市世界语协会(Ningbo-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12 月 15 日成

立，有会员 85 人，主要负责人是：毛翼虎、包叔钧、吴本立、顾伟艺、汪

佩绅，陈兰亭，通讯地址：宁波市南站西路 18 号或宁波造漆厂包叔钧转. 

温州地区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0 月 1 日成立。 

★福建省世界语学会(Fujian-a Esperanto-Asocio )，1983 年 12 月 28 日成

立，朱展华任会长，陈世民、杨格、盛子怡、郑金殿、杨葭菼任副会长，

杨葭菼兼任秘书长。后在黎明大学举办世界语班，为全省培养一批世界语

骨干。 

三明市青年世界语协会，1984 年 5 月 4—5 日成立。姜世川任会长，张

青年、柯白杨、夏福明为副会长，张青年为秘书长。 

泉州市世界语学会，1984 年 8 月 23 日成立。何绍先任会长，吴清南任

副会长，吴明达任秘书长。 

蒲田市世界语学会筹备组（《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是正式学

会），1984 年 11 月 17 日成立。 

宁德地区世界语学会，1985 年 12 月 22 日（《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

记载的日期是 12 月 21 日）成立。苏芝华任会长，白传禹、郑慕忠、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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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副会长，周郑辉任秘书长。出版不定期会刊《闽东世运》。 

永安市世界语协会，1984 年 12 月 15—16 日成立，程海珍任会长，张

青年、郑炳星、王国庆任副会长，鄢恒元任秘书长。 

漳州市青年世界语协会，1986 年 2 月 22 日成立。 

平和县世界语爱好者协会，1984 年 7 月 4 日成立，负责人：朱瑞祥、

黄秋汉、宋永杰。 

长汀县世界语学会，1984 年 8 月成立，陈盛章任名誉会长，刘永尧任

会长，刘燕萍任副会长。出版会刊《浪花》。 

云霄县世界语协会，1985 年 2 月成立，余翠云任会长。 

宁化县科技世界语学会，1985 年 11 月 17 日成立，李永康任会长，陈

清钰、崔明清、肖超琴任副会长。出版会刊《世园》。 

华安县世界语协会，1986 年 2 月成立，饶汝麟任会长，李树根任理事

长，李光辉、唐毅波任副会长，李树枝任秘书长。 

★江西省世界语协会(Jiangxi-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5 月 26 日

（《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1984 年 7 月 15 日）成立，会

长：黄宗林，副会长顾建华、桂文波、叶佩学、徐以敬，秘书长左红。有

会员 128 人，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省文联 371 号。1987 年 11

月省世协曾编印《世界语运动历史资料》（第一辑、三十年代早期）。 

景德镇市世界语协会，1984 年 11 月 21 日成立，是江西省最早成立的

世界语协会。会长：朱毅生，刘慰民，副会长：于建国 ，秘书长余细妹，

有会员 200 多人。出版《瓷都》（Ĉefurbo de La Porcelanaĵo），由余细妹等人

编撰，共出版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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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世界语学习会于 1985 年 9 月 28 日成立。 

赣州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5 年 3 月 17 日成立。 

★河南省世界语协会（Henan Esperanto-Ligo），1985 年 9 月 28 日成立，

主要负责人：张昊光，通讯地址：郑州市河南省科技干部局职称处陈正军

转。出版会刊《河南世运》（Esperanto-Movado de Henan）1986 年 7 月创刊，

负责人：张昊光，发行份数：400 份。通讯地址：郑州市河南中医学院。 

郑州市青年世界语协会（Zhengzhou-a Junular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9 月 7 日成立，负责人：孔雷，有会员 50 人，出版会刊《青年世界语者》

（Juna Esperantisto），1984 年 9 月创刊，负责人：孔雷，发行份数：200 份，

通讯地址：郑州市勤劳街 141 号。 

郑州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8 月 24 日成立。  

新乡市世界语协会(Xinxiang-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6 月 16 日成

立，有会员 110 人，主要负责人是张彬、韩道翥、高进忠、卫乃儒，通讯地

址是：新乡市文化路新乡师范专科学校。（另一表填的通讯地址是：新乡市

铁路西工房 52 号）。 

洛阳市世界语协会（Luoyang-a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10 月 28 日

成立，负责人：李青，有会员 65 人。通讯地址：洛阳市社科联汪洋。出版

会刊《绿牡丹》（La Verda Peonio）系由 1984 年 5 月 1 日创刊的《希望》（La 

Espero）更名而来，负责人：刘汉章、吉峰、汪洋，发行份数：150 份。通

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商丘市世界语协会（Shangqiu-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1 月 5 日

（《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1 月 1 日）成立，负责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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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敏，通讯地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代启亮转。 

鹤壁市世界语协会（Hebi-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5 月 26 日成立，

负责人：理事长丁志兴，秘书长索建春，有会员 81 人，通讯地址：鹤壁市

中山路东巷 142 号索建春。出版会刊《新星》（La Nova Stelo）， 1984 年 9

月 15 日创刊，发行份数：200 份，负责人：索建春，通讯地址与协会地址

相同。 

焦作市世界语协会（Jiaozuo-a Esperanto-Ligo），1986 年 1 月 15 日成立，

负责人：高全德，焦作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电图室杜闽。 

南阳地区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8 月 2 日成立。 

平顶山市舞钢区世界语协会，1986 年 5 月 9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

任辰、郭民昌、王贞兰，有会员 30 人，通讯地址：舞钢区科协。 

★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Hubei Esperanto-Asocio），1979 年 5 月 1 日成立，

成立时 30 人，通讯地址：武汉汉口大兴路 79 号张天心。出版会刊《新希

望》（Nova Espero），1980 年创刊，由省世协、华中师大外语系合编，发行

份数：2000 份。 

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世界语协会（Hubei kaj Wuhan Scienca-Asocio de 

Esperanto）， 1984 年 8 月 28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刘荣华、徐道荣、胡国

柱、张丹忱、杜庚生，有会员 167 人，团体会员 7 个，学生会员 420 人，

通讯地址：武汉市中山大道 460 号。出版《绿晶》（Verda Kristalo），1981

年 5 月创刊，负责人：左宗壁，发行份数：100 份，通讯地址：武汉市江岸

区卢沟桥路 34 号；出版《简讯》（La Informilo），1984 年 10 月 7 日创刊，

负责人：杜庚生，发行份数：200 份，通讯地址：武汉市中山大道 4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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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世界语协会（Wuhan Esperanto-Asocio）， 1980 年 6 月 8 日成立，

负责人：李云飞、张炳南、刘汉林，有会员 220 人，通讯地址：武汉市 230

信箱。出版《希望》（Espero），1985 年创刊，发行份数：6000 份，负责人：

张炳南。（武汉还于 1963 年出版《我们的学习》（Nia Studo），由武汉红钢

武勘黄启生编辑，发行 400 份。） 

黄石市世界语协会（Hangshi-a Esperanto-Asocio），1981年 4 月 14 日（《中

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是 5 月 24 日）成立，负责人胡国柱，有会员 184

人，通讯地址：黄石市 3 号信箱。出版会刊《新花》（Nova Floro），半月刊。

1980 年 7 月 25 日创刊，负责人：胡国柱，发行份数：500 份，黄石市 3 号

信箱。还合作出版纯世界语刊物《三色堇》（Penseo），1983 年 2 月创刊，

主编石成泰，双月刊，发行份数：200 份。主编地址：黑龙江省泰来县南街

147 号。出版、发行：黄石世协。 

荆州世界语协会（Gingzhou-a Esperanto-Asocio），1983 年 5 月 1 日成立，

主要负责人：杨野黎、庹尚奎，有会员：100 人。通讯地址：荆州世界语协

会。出版会刊《楚星》（La Stelo de Chu），1983 年 5 月 1 日创刊，负责人：

庹尚奎，发行 1 万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孝感市世界语协会（Xiaogan-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12 月 25 日

成立，负责人：杨志轩，有会员 280 人，通讯地址：湖北孝感师专英语科。 

黄冈地区世界语协会（Huanggang-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12 月

15 日成立（《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1986 年 10 月 25 日），

主要负责人冯京侯、居洋，有会员 217 人，通讯地址：湖北广济县卫生局

转。出版《黄冈世协内部通讯》，1985 年 12 月创刊，负责人：冯京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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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发行 30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鄂东世界语协会（Uodong-a 

Esperanto-Asocio），1981 年 10 月 1 日成立，负责人：冯京侯、居洋，有会

员 51 人，后并入黄冈世协。出版会刊《宇宙青》（Verda Kosmigi）(注:原稿

如此)， 1984 年 2 月 4 日创刊，负责人：冯京侯、居洋，发行 70 份，后停

刊。黄梅县世界语小组，1981 年 8 月 1 日成立，负责人：冯京侯、石雪峰，

有会员 14 人，后并入黄冈世协。出版会刊《绿星》（Verda Stelo），1981 年

1 月创刊，负责人：石雪峰、冯京侯，发行 20 份，后停刊。 

沙市世界语协会（SEA）， 1984 年 10 月 14 日成立，负责人：邓宗银，

有会员 50 人，通讯地址：沙市职业大学。曾创刊《世界语之友》，铅印八

开四版，1980 年 10 月 15 日出版，后因“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因同名而停

刊。 

沙市科技世界语协会（Shashi Scienca Teknik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6 月 16 日成立，负责人：曾铎，有会员 25 人，通讯地址：湖北省沙市

市 8409 信箱。出版会刊《益友》（Utila Amiko），1984 年 11 月创刊，负责

人：罗新平，发行 30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湖南省世界语协会，1980 年 10 月 4—6 日成立，史平、顾凌申、傅

明谛、郑旦任名誉理事长，谢祖钧、梁遇清、王大年分别担任正、副理事

长及秘书长。出版会刊《绿洲》（Verda Insuleto），1981 年 1 月创刊，发

行 250 份。1982 年 4 月中旬，湖南世界语协会在省电子研究所召开会议，

成立世界语学术研究会。 

湖南师范学院世界语学习会，1981 年 3 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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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世界语协会，1986 年 7 月 6 日成立。理事长谌震，副理事长为

聂定、黄友直、姜祖岳、秘书长为姜祖岳，出版不定期会刊《长沙世协通

讯》。 

湘潭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5 年 12 月 16 日成立。 

岳阳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6 月成立。 

怀化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1 月 16 日成立。 

衡阳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14 日成立。 

株洲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28 日成立。 

郴州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28 日成立。 

★广东省、广州市世界语协会，1982 年 9 月 9 日（《中国世界语运动百

年纪事》为 9 月 19 日成立）成立，会长：刘坚，副会长：任泊生、叶树滋、

李益三、董世扬、杜襟南；秘书长；王平，王汕平；顾问：杨康华（副省

长）。协会成员有近千人，协会刊物《绿穗》（La Verda Spiko），季刊。政府

批了三个专职人员编制，并每年拨给经费。协会挂靠在广州市科协，有专

用办公室。 

深圳市世界语协会（Shenzhen-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12 月 15 日

成立，理事长：黄文，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寿河。有会员 100 人，通讯

地址：深圳市木头龙翠华花园 7 栋 7c，杜寿河转。 

东莞世界语协会，1984 年成立，会长庾锦辉，骨干成员有黄润华、黎

剑雄、胡秋娴、张忠柱、张满林。 

韶关市世界语协会（Shaoguang-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11 月 10

日，主要负责人：崔耀钟、罗迪锋、江泽洪，有会员：165 人，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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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委宣传部理论科转。出版会刊《粤北世运》。 

湛江市世界语协会（Zhanjiang Esperanto-Asocio)， 1984 年 8 月 20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邢淑琴、潘纪亮、陈仰泉、陆树安、苏生、黎昌兴、

陈敬权，有会员 246 人，通讯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民族路 54 号。出版会刊

《南星》（Suda Stelo），1983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负责人：吴绍健、陈敬权，

发行份数：1 万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惠州市世界语协会（Huizhou Esperanta Asocio)，成立于 1986 年 7 月间，

会长张永平、副会长张伯达、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永坚。协会成立时，有会

员三十余人。 

中山市世界语协会， 1986 年 12 月成立中山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拟

以沈大启为会长，陈永曦为副会长，李秀田为秘书长，时任副市长的简庆

华，市政协副主席吴祖文为名誉会长，省世协董世掦为顾问。 

江 门 市 世 界 语 协 会 筹 备 组 （ La prepara grupo de Jiangmen-a 

Esperanto-Ligo）：1986 年 5 月 22 日成立，组长周堃，副组长李琅光、叶柏

舟、翁美嫦、陈洁莲。 

阳江县世界语小组，1985 年 7 月 14 日成立。1985 年 10 月 25 日创刊

了《绿珍珠-漠阳江新声》油印小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世界语学会（Guangxi Esperanto-Instituto），1984 年 7

月 15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是：丘行、杨秉纪、梁梓明，有会员 102 人，通

讯地址：南宁 5号信箱或广西民族学院转。出版会刊《绿化者》（La Verdiganto）

1983 年 1 月创刊，主要负责人：梁梓明，发行份数：400 余份，到 1986 年

时因经费不足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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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世界语协会 (Nanning-a Esperanto-Asocio)，1983 年 5 月 26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是：周忠强、邓家强，有会员约 30 人，通讯地址：南宁市

13 号信箱。出版《会讯》，1983 年 11 月创刊，发行份数：172 份。 

南宁市世界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学习园地》（Lernĝardeno），1981 年

8 月创刊，主要负责人：梁梓明，发行份数：200 余份，1983 年 7 月后停刊。 

桂林市世界语协会(Guilin-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12 月 1 日成立，

主要负责人是：曾定之、赵庆、周八中。有会员约 100 人，通讯地址：桂

林市三多路 40 号。出版会刊《跋涉》（Vadado）， 1982 年创刊，主要负责

人：卢纪新。(另一份表格填的是：协会于 1986 年 1 月成立，负责人是曾定

之，有会员 25 人，通讯地址：桂林市龙船坪 14 号)。 

桂林市世界语之友（Guilin-aj Amikoj de Esperanto），1984 年 4 月 15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是贺祥麟、王海涛、曾定之、陈宜祯，70 人，通讯地址：

广西桂林汽车配件厂陈宜祯转 

桂林市青年文科体爱好者协会世界语分会，1984 年 9 月 23 日成立，负

责人是谢凤琼、卢纪新，会员 60 人，桂林丽君路。 

广西师大世界语协会，1984 年 11 月成立，负责人是贺祥麟、王海涛、

曾定之、陈宜禎，会员 70 人，广西桂林汽车配件厂陈宜祯转 

柳州市世界语学会 (Liuzhou Esperanto-Instituto)，1985 年 5 月 19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是：冯昌麟、蓝天强，有会员约 45 人，通讯地址是：柳州

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蓝天强转。会刊《都乐》（Verda Ĝojo），1982 年 12 月创

刊，主要负责人：蓝天强、任士奇，发行份数：150—200 份，后因经费不

足停刊。（另一份表格填的是：协会外文名为：(Liuzhou Esperanto-Aso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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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是：1985 年 6 月，负责人：冯昌麟，会员人数：约 40 人，会刊外

文名为：Dule，1983 年创刊，负责人：蓝天强，发行份数：不定)。 

阳朔世界语协会，1985 年 2 月成立，主要负责人是：费先振、车科永，

会员 30 人，通讯地址：阳朔县农委能源科转 

★陕西省世界语协会（Shanxi-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3 月 31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袁烙、王动、王复隆、李少荣，实行团体会员制，通

讯地址：西安外国语学院王复隆转。出版会刊《陕西世界语通讯》（Informilo 

de Shanxi-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7 月 25 日创刊，主要负责人：王

复隆，发行份数：200 份，西安外国语学院王复隆。 

西安市世界语协会（Xi’an-a Esperanto-Asocio），1980 年 8 月 31 日，主

要负责人：袁烙、胥季方、王动，有会员 50 人，通讯地址：西安晚报社卢

高地。 

延安地区世界语协会（Yan’an-a Esperanto-Asocio），  1986 年 4 月 7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吕应利、刘震、马志龙，有会员 40 人（地区世协填的

表为 46 人），通讯地址：延安地区武装部吕应利。 

延安大学学生世界语学会，1986 年 6 月 29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康凯，

有会员 70 人。通讯地址：陕西延安大学。出版会刊《延安世界语者》（Yanan-a 

Esperantisto）， 1986 年 9 月成立，负责人：刘震。发行份数：200 份。通讯

地址：延安大学中文系。 

杨陵世界语协会（Yangling-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12 月 15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周尧、路进生、卢志伟、马国庆、王思明，有会员 126

人（杨陵世协填写为 220 人），通讯地址：陕西杨陵西北农业大学 55 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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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出版会刊《杨陵世界语者》（Yangling-a Esperantisto），1986 年 1 月 25

日创刊，主要负责人：路进生、康复华。发行份数：500 份，通讯地址与协

会同。 

★甘肃省世界语协会（Gansu-a Esperanto-Asocio），1986 年 1 月 12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何天祥、卢万仪，有会员 180 人，通讯地址：兰州化学

公司化肥厂卢万仪转。出版会刊《路》（Vojo），1980 年 12 月创刊，主要负

责人：张绍基，发行份数：200 份，通讯地址：兰化公司民用处。 

兰州市世界语协会（Lanzhou-a Esperanto-Asocio），1982 年 8 月 1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卢万仪，有会员 150 人，通讯地址与省世协同。 

天水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21 日成立。 

酒泉地区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0 月 5 日成立。 

金昌市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14 日成立。 

★青海省翻译家协会世界语专业组（Esperanta Fakgrupo de Ĉinhaja 

Tradukista Asocio），1984 年底成立，负责人汤钟琰，成立时只有 2 人，通

讯地址：青海师大外语系。1986 年 3 月 16 日经批准扩大成世界语委员会

（Esperanta Fakkomitato de Ĉinhaja Tradukista Asocio ），负责人汤钟琰，有会

员 40 人，通讯地址：青海师专英语系。出版会刊《世界语通讯》（Esperanta 

Komunikato），1985 年 1 月创刊，负责人：汤钟琰，发行份数：100 份，通

讯地址：青海师专英语系。 

贵南县农民世界语协会（Kamparana Esperanta Asocio de Gujnan 

Gubernio）， 1984 年 12 月成立，主要负责人：汤钟琰、甘发林，有会员 56

人，通讯地址：青海贵南县沙沟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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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世界语协会（Ningxia-a Esperanto-Asocio）， 1983 年

7 月 28 日成立，负责人是刘山、孙继武，共有会员 200 人，通讯地址：宁

夏世界语协会。 

(另一张表填的是：7 月 27 日成立，负责人还有黄发平、王燕鑫，通讯

地址为：宁夏自治区科协转宁夏世协，出版会刊《灿烂的明天》

（Bril-Morgaŭo）)，1984 年 12 月创刊。负责人：孙继武、黄发平，发行份

数：150 份，通讯地址与区世协相同。 

吴忠市世界语协会（Wuzhong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12 月 15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毕可、陈广中，有会员 50 人，通讯地址：宁夏吴忠市

科协转。（吴忠世协填的表格：成立日期是 1984 年 1 月 25 日。主要负责人：

朝月阁、郑亚秋、毕可、陈光中，有会员 48 人，通讯地址：宁夏吴忠市科

协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世界语协会（Xinjiang-a Aŭtonoma Regiono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12 月 23 日（《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

的日期是 12 月 26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张扬、张重。有会员 300 人，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201 信箱。出版会刊《新疆世运》（Esperanta 

Movado de Xinjiang）负责人：赵元发、刘桂萍，发行份数：500 份，通讯

地址与自治区世协相同。 

昌 吉 回 族 自 治 州 世 界 语 协 会 （ Ĉangji-a Huja Aŭtonoma 

Esperanto-Asocio）， 1982 年 10 月（《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是 1983

年 12 月 15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李典明，与吐鲁番世协、呼图壁世协

合办《医药之花》，1983 年创刊，负责人：李典明。（昌吉地区世协填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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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Changji-a Hujnacia Aŭtonoma Subregiona Esperanta Asocio），1983 年

12 月 15 日成立，名誉会长：吐尔逊太依（维族），顾问：吴樾，会长：毛

坦（哈族），副会长：李典明、韩光武、赵中勤，秘书长：汪伯庸（女），

副秘书长：丁涛（女，回族），靳菊红（女），有会员 150 人，通讯地址：

昌吉市第 3 号信箱。出版会刊《我们的希望》（Nia Espero），1983 年 12 月

15 日创刊（不定期），负责人：汪伯庸，发行份数：200 份。 

昌吉回族自治州医学世界语研究会（La Medicina Esperanto-Asocio de 

Changjia Hujnacia Aŭtonoma Subregiono），1986 年 2 月 2 日成立，名誉理事

长：丁哲夫（回族），顾问：裴元龙（回族），杨礼西、廖良骏、林国富、

张学勤、朱振华、李典明，理事长：刘诚之，副理事长：杨廉湘（女，兼

秘书长）、金雅珠（女）、高守勤，副秘书长：马佩斯（回族）、李振江（回

族）、王田禾（女），通讯地址：昌吉第 3 号信箱。出版会刊《医苑一角》（Angulo 

de Medicina Ĝardeno）， 1986 年 2 月 2 日创刊（不定期），负责人：杨廉湘(昌

吉州世界语研究会秘书长)，发行份数：12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地址相同。 

吐鲁番地区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Turpan Subregiono），1985

年 5 月 20 日（《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1984 年 5 月 20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小平、李晓军等，有会员 94 人，通讯地址：吐

鲁番地区行署农业处王小平收转。出版《火洲绿林》（Verda Arbaro de Fajra 

Lando），1985 年 5 月创刊，负责人：王小平、吴正泉、李晓军、刘建甫等，

发行份数：150 份，通讯地址：吐鲁番地区行署农业处王小平收转。还出版

《友谊》（Amikeco），1985 年 6 月创刊，负责人：王小平、吴正泉，发行份

数：100 份，不久两刊先后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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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世界语协会（Sichuan-a Esperanto-Asocio），1983 年 10 月 2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刘洪康、卢剑波、宁守仁、李任、李大成、魏以达，

有会员约 1000 人，通讯地址：成都 87 信箱。 

成都市世界语协会于 1979 年 11 月 18 日成立。 

重庆市世界语协会（Chongqing-a Esperanto-Asocio），1980 年 3 月 30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李任，有会员 174 人，通讯地址：重庆 497 信箱。

出版《世界语学习》（Lernado de Esperanto），1982 年 12 月创刊，负责人：

魏以达，发行份数：23000 份，通讯地址：重庆 1209 信箱。出版《世界语

之声》（Voĉo de Esperanto），1984 年 10 月创刊，负责人：古存华，发行份

数 6000 份，通讯地址：重庆 497 信箱。出版《绿川》（Verda Revero），1985

年 12 月创刊，负责人：冯光华，发行份数：4000 份，通讯地址：重庆 2325

信箱。 

重庆青年世界语者协会（Chongqing-a Junulara Esperanto-Asocio），1986

年 6 月 12 日成立，负责人：魏以达，有会员 70 人，通讯地址：重庆 2325

信箱。 

重 庆 世 界 语 协 会 北 碚 区 分 会 （ Beipei-a Filio de Chongqing-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5 月 25 日成立，负责人：闫童，46 人，重庆北

碚供电局徐成之转。 

重庆师范学院世界语协会（Esperanto-Asocio de Chongqing-a Instruista 

Kolegio），1985 年 11 月成立，负责人：冷季兰，有会员 15 人，通讯地址：

重庆师范学院图书馆冷季兰转。 

四川外语学院世界语研究室（Esplora Rondo Esperanta de Sichu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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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o de Fremdaj Lingvoj），1986 年 1 月成立，负责人：魏以达，人数：8

人。通讯地址：重庆四川外语学院世界语研究室。 

内江市世界语协会（Neijiang-a Esperanto-Asocio），1986 年 3 月 23 日成

立，主要负责人：理事长：李继康，副理事长：王全明、罗列妍，秘书长：

阴志勤，有会员 65 人，通讯地址：内江市人大财经工作委员会王全明收转。

出版会刊《绿色甜城》（Verda Dolĉurbo），负责人：王全明，发行份数：100—500

份，通讯地址与协会相同。 

万县地区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5 月 10 日成立。 

★贵州六枝特区世界语协会（Guizhou Liuzhi Esperanto-Asocio），1981

年 6 月 6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是朱奇、王麟、张先雨、胡曦峰，有会员 30

人，通讯地址：贵州六枝特区区委宣传部王麟转。协会出版会刊《绿星》（Verda 

Stelo），1982 年 6 月创刊，负责人是朱奇、王麟、张先雨，发行份数：30

份，通讯地址是：六枝特区第一中学。该刊已于 1985 年起停办。 

六盘水世界语协会，1984 年 11 月 24 日成立。 

★云南省世界语协会（Yunnan-a Esperanto-Asocio），1981 年 9 月 12—14

日召开成立大会，主要负责人是朱家璧、方仲伯、张镜秋、洪树勋、段永

兴等。 

★辽宁省世界语协会(Liaoning-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6 月 9 日成

立。 

沈阳市世界语协会，1985 年 7 月 24 日，负责人：赵承华（秘书长），

有 580 人。通讯地址：沈阳市旅游局旅游宣传处转。出版会刊《沈阳世界

语通讯》，1986 年 1 月创刊，负责人赵承华，发行份数 200 份，沈阳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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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族街 7 段 17 里 1 号。 

沈阳市青年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2 月 21 日成立。 

大连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7 月 6 日成立。 

丹东市世界语协会（Dandong-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6 月 9 日

成立，负责人：姜文戈、卢守政，有会员 68 人，通讯地址：丹东市六经街

105 号或丹东市社联。 

鞍山市世界语协会，1985 年 6 月 30 日成立，负责人孟宪洲，有会员

96 人，通讯地址：鞍山市立山区科协。 

锦州市世界语研究会于 1982 年 2 月成立。锦州市世界语协会（Jinzhou 

Esperanto-Asocio），1983 年 2 月 26 日成立，负责人：黎牧之，有会员 89

人，通讯地址：锦州电视台。 

抚顺市世界语协会（Fushun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7 月 20 日成立，

负责人：傅向东，有会员 125 人，通讯地址：抚顺钢厂全质办。 

★黑龙江省青年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10 月 4 日成立。 

哈尔滨市世界语协会（Harbin-a Esperanto-Asocio）， 1985 年 4 月 24 日

成立，主要负责人：马宁、杨韧、尤宽仁、杨延本，通讯地址：哈尔滨青

年宫教育科。出版会刊《冰花》（Glacia Floro），创刊 1985 年 1 月，主编：

杨延本，发行份数：200 份，通讯地址：哈尔滨轻工业研究所。 

佳木斯市世界语协会（Jiamusi-a Esperanto-Ligo），1984 年 9 月 9 日成

立，市委宣传部部长赵庆有任名誉会长，高锋矛（秘书长），有会员 105 人，

通讯地址：佳木斯文物管理站。出版会刊《佳木斯世界语者》（Esperantisto en 

Jiamusi），1984 年 12 月创刊。主要负责人：高锋矛。发行份数：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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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与协会同。 

齐齐哈尔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5 年 5 月 26 日成立。 

★吉林省世界语研究会于 1980 年 1 月成立。吉林省世界语学会（Jinlin-a 

Esperanto-Asocio），1984 年 1 月 12—13 日成立。 

长春市世界语协会（Changchun-a Esperanto-Asocio），1983 年 11 月 20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理事长朱文荣，第一副理事长戴立明，秘书长韦山，

有会员 200 人，通讯地址：长春地质宫转。 

长春市世界语协会医学世界语研究会，1984 年 4 月（《中国世界语运动

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7 月）成立，主要负责人：朱文荣、徐杰、采保

庚，有会员 40 人，通讯地址：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徐杰转。 

长春市科学技术工作者世界语协会于 1986 年 6 月 30 日成立。 

四平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1 年 7 月 11 日成立。 

通化市世界语协会（Tonghu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10 月 29 日，

主要负责人：徐公辰、李仁芝，有会员 200 人，通讯地址：通化师范学院

外语系李仁芝转。出版会刊《山城绿星》（Verda Stelo de Monturbo），1986

年 4 月创刊，主要负责人：李仁芝，发行份数：300 份，通讯地址：通化师

范学院外语系。 

通化市 606 地质队世界语协会，1986 年 5 月 18 日成立，负责人：徐旭

升，有会员 40 人，通讯地址：通化市 606 地质队徐旭升转。 

通化市铁厂镇世界语协会，1984 年 10 月 30 日成立，负责人：杨树先，

有会员 50 人，通讯地址：通化市铁厂镇科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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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世界语协会，1984 年 6 月成立，负责人：那君，有会员 50 人，

通讯地址：梅河口市工人文化宫那君转。 

延吉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3 年 12 月 15 日成立。 

辽源市世界语协会，1984 年 4 月 20 日成立，负责人：孙成礼，有会员

320 人，通讯地址：辽源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浑江市世界语协会（Hunjiang Esperanto-Asocio），1986 年 3 月 22 日（《中

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记载的日期是 3 月 2 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李

振元、闻东昌、万昌兴，有会员 83 人，通讯地址：浑江市财会中专学校转。

出版会刊《简报》（Bulteno），1986 年 4 月 22 日创刊，负责人：万昌兴、闻

东昌。发行份数：200 份，通讯地址：浑江市财会中专学校。 

敦化市世界语协会（Dunhua Esperanto-Asocio），1982 年 5 月 12 日成立，

负责人：朱正民，有会员 126 人，通讯地址：敦化市科协转。出版会刊《希

望者们》（Esperuloj），1985 年 10 月创刊，负责人：李久，发行份数：70 份，

通讯地址：敦化市曙光街西 44—5 号。 

吉林海龙县世界语学会，1984 年 6 月 23 日成立，负责人：张福生，有

会员 40 人，通讯地址：梅河口市市三中外语组。 

 

（二）1979 年以来各地出版的世界语书籍情况调查表 
 

《宁夏风光》（Pejzaĝoj de Ningxia），宁夏世界语协会编译，宁夏人民

出版社，1986 年 7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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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的智慧》（Ezopa Saĝo），卢剑波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 6 月出版，印数 37000 份。 

《实用世界语语法》（Pratika Gramatiko de Esperanto），刘鸿元编，江苏

省世界语协会筹备组，1981 年出版，印数 2000 册。 

《江苏省世界语论文选》，江苏省世界语协会编辑，1983 年 8 月出版，

印数 1500 册。 

《Ĉinio Marŝas en Insekta Mondo》，周尧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

5 月出版，印数 5000 册。 

《世界语初阶》，李士俊著，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出版，印数 20000 册。 

《英语世界语图解词典》（加拿大版本），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出版，印

数 20000 册。 

《柴门霍夫谚语集》，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出版，印数 20000 册。 

世界语速成讲座《国语与世界语》，姚先登、李永恒编著，印数：1000

册。黄河出版社，2009 年 10 月出版。 

《临沂市世界语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刘维诚、张兆庚编辑。

印数：400 册。内部交流刊物。印制时间：2007 年 12 月 27 日。 

 

（三）1979 年以来各地世协、函校举办世界语刊授、 

函授、专修班、讲习班情况调查表 
 

★ 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培训中心举办 5 期世界语专修

班，学制 1—3 个月，2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李士俊编的课本。后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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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业余世界语班，24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齐小荣、冯文洛的课本和讲

义。 

★ 北京世界语协会 1980 年举办第 1 期世界语班（初级），半年，106

人学习，使用全国世协编的《世界语课本》。1980 年举办第 2 期世界语班（中

级），半年 17 人学习，使用全国世协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2 册。1981 年

举办第 3 期世界语班（初级），半年，4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世界语

读本》第 1 册。举办第 4 期世界语班（中级），半年，20 人学习，使用李威

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同年举办世界语口语班，半年，34 人学习，

使用老师自编讲义。还举办夏令周，一周时间，40 人参加，使用老师自编

讲义。1982 年举办第 5 期世界语班（初级），半年，139 人学习，使用李威

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举办第 6 期世界语班（中级），半年，76 人学

习，使用李威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同年举办世界语阅读班，半年，

54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自编的讲义。举办世界语幼儿班，半年，20 人学习，

使用教师自编讲义。举办夏令周，一星期，40 人参加，使用老师自编教材。

1983 年举办第 7 期世界语班（初级），半年，401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世

界语读本》第 1 册。举办第 8 期世界语班（中级），半年，82 人学习，使用

李威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同年举办世界语口语班，半年，25 人学

习，使用老师自编教材。举办世界语阅读班，半年，50 人学习，使用老师

自编讲义。举办夏令周，一星期，40 人参加，使用老师自编教材。1984 年

举办第 9 期世界语班（初级），半年，33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世界语

读本》第 1 册。举办第 10 期世界语班（中级），半年，69 人学习，使用李

威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同年举办世界语口语班，半年，46 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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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老师自编教材。举办世界语阅读班，半年，25 人学习，使用老师自编

讲义。举办夏令周，一星期，50 人参加，使用老师自编教材。举办世界语

高级班，20 人学习，半年，使用老师自编讲义。1985 年举办第 11 期世界语

班（初级），半年，40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举

办第 12 期世界语班（中级），半年，9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世界语读

本》第 2 册。1985 年举办世界语口语班，半年，8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

的《世界语会话》。举办世界语口语培训，三个月一期，有 96 人学习，使

用教师自编讲义、齐小荣编的《世界语基础会话》、薛梅仙编的《旅游会话》。

1986 年举办第 13 期世界语班（初级），半年，44 人学习，使用使用李威伦

编《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举办世界语中级班，半年，39 人学习，使用李

威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2 册。举办世界语口语班，半年，100 人学习，使

用齐小荣编的《世界语基础会话》、李士俊编的《世界语会话》、祝明义编

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话手册》、《你讲世界语吗？》（波兰编）。举办世界

语口语培训班，3 个月一期，共有 110 人学习，使用齐小荣编的《世界语基

础会话》、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薛梅仙编的《旅游会话》。 

北京语言学院举办业余世界语班，半年（1979 年 3 月—8 月），15 人学

习，使用方善境《世界语读本》。幼儿世界语班，1 年 （1982 年 2 月—1983

年 1 月），24 人学习，无固定教材。小学生世界语班 2 年（1984 年 11 月—1986

年 6 月），10 人学习，自编教材。与中科院世协合办下列世界语班：第 1 期

专修班，3 个月（1985 年 4 月—6 月）37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

本》第 1 册、《会话教材》、《听力教材》、《幻灯教材》。第 2 期专修班，3 个

月（1985 年 9 月—11 月），37 人学习，教材同前。第 3 期专修班，3 个月（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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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6 月），32 人学习，除教材同前外，另加齐小荣《世界语基础会话》、

祝明义《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话手册》。第 4 期口语班，1 个月（1986 年 6 月

—7 月），9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会话教材》、Enizan《会话教材》。 

★ 天津世界语协会（筹）非正式举办的世界语班有：第 1 期讲习班（1979

年 9 月—12 月），4 个月，150 多人学习，使用方善境编的《初级世界语课

本》。第 2 期讲习班（1980 年 3 月—6 月），4 个月，50 多人学习，使用《世

界语课本》。第 3 期讲习班（1980 年 9 月—12 月），4 个月，使用华东师大

《世界语课本》（第 1 册）。举办世界语讲座（1981 年—1983 年春），经常

参加的 30 多人，间断参加的 60 多人，选用《中国报道》文章和有关世界

语语法书籍。在塘沽举办讲习班（1982 年 3 月—1983 年 3 月），25 人学习，

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 

天津世界语协会（筹）正式向社会招生，举办的世界语班有：第 1 期

讲习班（1983 年 3 月—1984 年 3 月），1 年，152 人学习并结业，使用祝明

义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2 期讲习班（1984 年 3 月—1985 年 3 月），60 人

学习并结业，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3 期（1984 年 9 月—1985

年 8 月），50 人学习并结业，使用李威伦课本。 

天津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阅读班（1985 年 3 月—8 月），40 人学习

结业，选用《中国报道》上的文章以及其他材料。第 2 期世界语阅读班（1985

年 10 月—1986 年 6 月），32 人学习，使用 Privat 编的《世界语讲习班课本》 ，

华东师大《Unuapaŝa Esperanto》（潘逖书编译），Auld 编的《世界语进修读

本》（中世文版），选用《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上的文章作为学习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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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基础班 4 期，每期 1 年，400

人学习，使用上海外语学院编的《世界语》、潘逖书编的《世界语教程》、

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中级班 3 期，每期 1 学期，90 人学习，使用自

编的阅读材料、《趣味会话》（Amuzaj Dialogoj）。口语班 1 期，15 人学习，

使用《趣味会话》（Amuzaj Dialogoj）。外事班 1 期，3 学期，40 人学习，使

用潘逖书编的《世界语教程》、《Jen Nia Mondo》、齐小荣编的《世界语基础

会话》、祝明义编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话手册》。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从 1980 年至 1981 年间举办初级世界语讲习班，每

期 4 个月，500 人学习，使用冯文洛编的《世界语初级讲座》、祝明义编的

《世界语课本》。 

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世界语学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22 个入门班，1

个月，900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入门十课》。7 个初级班，4 个

月，289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初级教程》。中级班 1 个班，6

个月，56 人学习，使用王崇芳编的《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 

武汉市世界语协会共举办过下列世界语班：15 期初级世界语班，学制

1 年或半年，3000 余人学习，使用冯文洛、李士俊、黄启生、于国健、方

善境、李威伦、中国报道社等编的课本。6 期中级班，200 多人学习，使用

教材同前。 

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市世界语协会、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举办 1

期世界语广播函授，9 个月，2400 人学习，使用谢玉明编的课本，由新华

世界语函授学校主持教学。 

孝感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世界语讲习班，8 个月，260 人学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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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初级教程》，出版《世界语之角》进行辅导，1986 年

2 月出版，共出版两期。 

孝感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科，举办世界语讲习班，50 人学习，使用胡国

柱编的《世界语入门》。 

黄石市世界语协会于 1980 年 5 月至 1985 年 12 月，举办初级、中级、

进修、口语、集训班共 10 期 96 个班，初级、中级班每期半年。进修、口

语班每期 1 年，进修班脱产 3 个月，4135 人学习，使用黄石出版的课本。 

鄂东世协和黄冈世协与各地世界语函授学校共同举办世界语班或参与

辅导的有：贵阳新华世界语函校（1980 年—1982 年），72 人学习，使用方

善境《世界语初级课本》，用《内部通讯》作为辅导材料。淮南世界语函校

（1980 年—1982 年），12 人学习，使用杨海春和张载编的教材。黄石世界

语函校（1982 年—1986 年 5 月），37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徐道荣、张丹

忱编的教材，用《宇宙青》进行辅导。重庆世界语函校（1982 年—1986 年 

5 月），13 人学习，使用《世界语初级课本》。山西太原世界语专修学校，（1984

年）1 人，使用师专世界语课本。武汉新华世界语函校（1984 年—1986 年

5 月）17 人学习。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1985 年—1986 年 5 月），9 人学习，

使用《世界语初级课本》。 

沙市科技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入门班，半个月，708 人学习，

使用胡国柱编《世界语入门》。世界语函授初级班，一年（1985 年），875

人学习，使用于国健、宋子彬、汪永红编的《世界语教程》，出版《函授辅

导资料》8 期。世界语面授基础班，两个月，85 人学习，使用《世界语入

门十课》。举办世界语口语短期培训班，一个月，32 人学习，使用齐小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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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语基础会话》、魏原枢编的《世界语语法》、于国健、宋子彬、汪

永红编的《世界语教程》。 

沙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5 期世界语讲习班，学制一年，共

150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七期世界语讲习班，学制三

个月左右，2000 人左右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入门十课》。世界语

函授班，一年，1100 人学习，使用方善境《世界语初级课本》。 

★江苏省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师资培训班，脱产 1 个月，120

人学习，使用 Privat 世界语课本、李威伦《世界语读本》（1、2 册）。4 期初

级班，每期 4 个月，共 20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

中级班 2 个班，4 个月。5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2 册。 

南京邮电学院举办世界语初级班，刘鸿元任教，80 人学习。 

南京工学院举办世界语初级班，刘鸿元任教，80 人学习。 

南京师范学院举办世界语初级班，朱一桂任教，50 人学习。 

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世界语初级班，华恩任教，40 人学习。 

南京晓庄师范举办世界语初级班，陈明达、凤永益任教，80 人学习。 

盐城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3 个初级班，4 个月，150 人学

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1 期中级班，4 个月，25 人学习，

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2 册。1 期口语班，12 人学习。 

常州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6 个初级班，4 个月，132 人学

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1 个中级班，4 个月，36 人学习，

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2 册。 

镇江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6 个初级班，4 个月，300 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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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1 个中级班，30 人学习，使用李

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另一份表格填写：举办世界语初级班第 1 期

120 人学习，第 2 期 120 人学习，第 3 期 200 人学习，中级班第 1 期，35

人学习，都由王崇芳任教。） 

扬州市世界语协会（筹）举办下列世界语班：世界语辅导班（1981 年

5—9 月），半年，40 人学习，使用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的《世界语初级课

本》。世界语初级班（第 1 期，1982 年 3 月至 7 月），半年，51 人学习，使

用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编的教材。世界语初级班（第 2 期，1982 年 9 月至

1983 年 1 月），半年，9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

世界语初级班（第 3 期，1983 年上半年），半年，8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

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世界语初级班（第 4 期，1983 年 7 月至 9 月），

3 个月，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世界语中级

班（1983 年下半年），半年，30 人学习。世界语初级班（第 5 期，1984 年

上半年），半年，32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世界

语口语班（1984 年上半年），半年，20 人学习。世界语初级班（第 6 期，

1985 年上半年），半年，3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扬州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后举办世界语入门班（第 7 期，1986 年 4 月至

6 月），三个月，20 人学习，使用黄石世协编的《世界语入门读本》。后举

办世界语口语班（1986 年上半年），半年，15 人学习。（在省世协填的表中，

扬州举办过 8 个初级班，4 个月，30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

第 1 册。中级班 1 个，4 个月，50 人学习，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2 册。

2 个口语班，4 个月，50 人学习。） 



 

415 
 

常州教育学院与常州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5 期初级班，每

期半年，共 175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1 期中级

班，半年。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和王崇芳编

的《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 

盐城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初级班 2 期，140 人学习，任课教师：钱

建方、丁国林、唐晓宣、水培德，中级班 1 期，28 人学习，任课教师：钱

建方、丁国林。 

★河南省民盟外文翻译公司专科学校举办世界语班（1 期），1 年，20

人，使用祝明义编《世界语课本》。 

洛阳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第 1 期（1984 年 5 月），两个月，

32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出版《绿牡丹》小刊辅导。第 2

期（1984 年 9 月），4 个月，96 人，使用古存华《世界语课本》。第 3 期（1985

年 5 月），3 个月，48 人，教材同前。第 4 期建材技校学生，3 个月，150

人，使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举办中级班：第 1 期（1984 年 9 月），4

个月，25 人，使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第 2 期（1985 年 4 月），4 个月，

24 人，使用古存华《世界语课本》。第 3 期（1985 年 9 月），4 个月，20 人，

教材同前。举办口语班：第 1 期（1985 年 9 月），4 个月，26 人，使用齐小

荣新编《世界语基础会话》。第 2 期（1986 年 3 月），5 个月，22 人，教材

同前。 

开封顺合职工业余学校举办世界语初级班，4 个月。 

商丘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讲习班，1 期，半年，使用帕利弗编《世

界语讲习班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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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世界语协会举办 4 期世界语讲习班，有 170 人参加学习。 

★四川省世界语协会举办暑期世界语培训班，1 个月，45 人，使用李威

伦《世界语读本》。 

成都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班，共 6 期，每期半年，约 600 人，使

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和李威伦《世界语读本》。 

成都科技大学团委举办世界语班，3 期，每期半年，约 100 人，使用李

威伦《世界语读本》。 

四川师范大学团委举办世界语班，共 2 期，每期半年，160 人，使用李

威伦《世界语读本》。 

成都世界语学校举办世界语班，2 期，每期半年，50 人，使用李威伦

《世界语读本》。 

华西外语学校举办世界语班，1 期，半年，22 人，使用李威伦《世界

语读本》。 

重庆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第 1 期初级班（1980—1981 年），

80 人学习，使用 F.帕利佛《世界语讲习班课本》；第 2 期初级班（1981—1982

年），140 人学习，使用课本同上；第 3 期初级班（1982—1983），160 人学

习，使用课本同上。 

四川省委第 2 党校举办世界语初级班（1986 年），30 人学习，使用李

士俊编的《世界语初阶》。 

四川红十字青年协会举办初级班（1984 年），1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

编的《世界语读本》。 

四川外语学院举办初级世界语班（1985 年 2 月—6 月），22 人学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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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帕利佛《讲习班课本》。这 22 人全部通过二外考试，其中 8 人晋升讲师。 

内江市世界语协会举办入门班 1 期（1986 年 5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举

办提高班 1 期（1986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30 日），两期参加学习的人共 150

人，由阴志勤、邱云莲、王全明任教。 

★山东省世界语协会（筹）举办下列世界语班：暑期班（1984 年），50

天，35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第 1 期世界语夜校（1984

年），半年，122 人学习，教材同前。第 2 期世界语夜校（1985 年），半年，

32 人学习，教材同前。第 3 期世界语夜校（1986 年），半年，25 人学习，

教材同前。第 4 期世界语夜校（1986 年），15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

语读本》第 2 册。 

山东大学与山东科技馆合办世界语班（1982 年），1 年，40 人学习，使

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 

济南市与 1984 年夏天至 1988 年秋天，先后在山东省委党校、济南中

山夜校、三和街小学、四十中学举办世界语业余学习班，每周两个晚上，

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于长林任教；以上共 1600 多人参加世界语班

学习。 

济南钢铁厂举办世界语班（1983 年），半年，3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

编的《世界语课本》。 

青岛市世界语协会与青岛大学举办世界语班，18 期，3 个月至 1 年，

共 800 人，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和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课本》。有 50

人成为协会会员。 

烟台市青年世界语协会（筹）、共青团烟台市委于 1985 年 5 月举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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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入门班，2 个月，50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入门》、《世界

语会话练习 100 句》。烟台市青年世界语协会、烟台市青年自学者协会、烟

台市团市委于 1985 年 9 月举办 1 期世界语初级班，半年，40 人学习，使用

于国健、宋子彬、汪永红编的《世界语教程》、《世界语发音练习》、《世界

语会话练习 100 句》。 

潍坊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举办过 3 期世界语班，每期半年，105 人学习。 

临沂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专修讲习班，共 20 期次。学习时间为 3—6 个

月，学习人数 280 名。使用李威伦编著《世界语读本》（第一、二册）、李

士俊编著的《世界语初级教程》、姚先登、李永恒编著的《国语与世界语》。

辅导刊物：祝明义编著的《世界语课本》，魏原枢编著的《世界语三百句》。 

★内蒙古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举办 2 期函授班，每期 1 年，

共 450 人学习，使用陈宝德编的《世界语函授教程》，出版《函授通讯》，

共 8 期。举办 21 个初级班，3 个月，共 240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

界语读本》（第 1 册）。举办 5 个中级班，4 个月，25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

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2 册）。还举办过 2 期专修班。 

呼和浩特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3 个初级班，每期 3 个月，共

180 人学习。使用陈宝德编的《世界语函授教程》。2 个中级班，每期 3 个

月，50 人学习，使用王崇芳编的《实用中级世界语课本》。 

包头市世界语协会举办包头师专讲习班，半年，300 人，使用内蒙古世

协出版的世界语课本。 

包头市世界语协会举办包头医学院讲习班，半年，150 人，使用内蒙古

世协出版的世界语课本。包头市世界语协会举办包钢讲习班，1 年，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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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黄石世协出版的世界语课本。包头白云区世界语小组举办白云区世界

语讲习班，两个月，40 人，使用黄石世协出版的世界语课本。 

呼和浩特铁路员工世界语协会于 1984 年举办函授班，每期半年，共两

期，350 人学习，使用陈宝德编的《世界语函授教程》，出版《函授通讯》

辅导，共出版 8 期。 

★深圳大学成教部举办世界语初级班，半年，2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

《世界语自修读本》（上册）。深圳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辅导班，3 个月，

43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上册）。举办世界语口语班，

半年，1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会话》（上册）。与深圳九龙海

关举办世界语速成班，3 个月，100 人学习，使用自编教材和《世界语三百

句》。 

韶关市世界语协会（筹）举办下列世界语班：入门班第 1 期（1984 年

10 月—12 月），45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世界语入门十课》。入门班第 2 期

（1985 年 7 月—9 月），47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初级班（1985

年 7 月—9 月），48 人学习，使用教材同前。世界语师资培训班（1985 年 7

月—9 月），15 人学习，使用全协的《世界语课本》、《心理学》、《教育学》

等 6 门公公课。速成班（1985 年 10 月—11 月底），32 人学习，使用云南世

协《世界语速成课本》。世界语辅导班（1985 年 8 月—1985 年 10 月），35

人学习，使用教材同前。 

韶关世界语协会正式成立后举办世界语速成班（1985 年 12 月—1986

年 2 月），50 人学习，使用教材同前。少年世界语入门班（1985 年 9 月—1986

年 2 月），30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世界语入门十课》。韶关师专世界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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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3 月—6 月），1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韶关武警

部队一中队世界语班（1986 年 6 月—10 月），30 人学习，使用赵云峰等人

编的《世界语自学入门》及自编口语教材。 

江门市世界语协会先后于 1986 年 6 月起先后举办了三期世界语学习

班，由李琅光、岑运泰及钟丽珠任教员，参加学习班共有 51 人。 

★广西世界语学会举办世界语教师培训班，3 个月，14 人学习。学会举

办世界语初级班，3 个月，600 人学习，使用梁梓明编的《世界语基础》第

1 册。学会还举办世界语中级班，6 个月，200 人学习，使用梁梓明编的《世

界语基础》第 2、3 册。学会举办高校世界语进修班，1 个月，44 人参加，

使用李士俊编《世界语初阶》。 

广西世界语函授班举办初级班，6 个月，1000 人学习，使用梁梓明编

的《世界语基础》第 1 册。 

广西教育厅、广西世界语学会联合举办高校外语教师世界语暑期班，

一个月，42 人学习，使用魏原枢编《世界语课本》。 

广西民族学院、广西世界语学会联合举办第 1 期世界语口语班，两个

月，17 人学习，使用梁梓明编的《世界语口语试用教材》。广西民族学院、

广西世界语学会联合举办第 2 期世界语口语班，两个月，24 人学习，使用

梁梓明编的《世界语会话教程》、王海涛编的《漓江风光》。广西世界语学

会世界语讲习班举办 2 期世界语初级班，每期 3 个月，共 130 人学习，使

用梁梓明编的《世界语基础班课程》。广西世界语学会、广西师大合作举办

1 期世界语师资培训班，1 个月，5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初阶》

和《世界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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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世界语协会举办 3 期世界语初级班，每期 3 个月，共 180 人

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初阶》。 

南宁市世界语讲习班举办第 1 期世界语初级班，10 人参加，使用方善

境编的《世界语课本》；后举办第 2 期世界语初级班，学制 1 年，22 人学习，

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南宁市世界语研究会（筹）举办世界语中

级班，学制 1 年，20 人参加，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 

柳州市世界语学会举办世界语讲习班，80 年代初期共 10 次，500 多人

参加学习，由蓝天强、赖露薇、李亦英、周致华任教。 

桂林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初级班、口语班各 1 期，每期 4 个月，

共 130 人学习，使用于国健等人编的《世界语教程》、李士俊编的《世界语

初阶》和《世界语会话》以及《世界语语法》。桂林漓江夜大学举办 3 期新

华函校辅导小组象山世界语初级班，每期半年，共 100 人学习，使用新华

函授学校编的课本和杨海春编的《世界语初级班课本》。民进桂林市委员会

举办世界语初级、中级班各 1 期，每期 3 个月，共 6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

编的《世界语课本》和《世界语语法》。桂林世界语小组举办 2 期世界语初

级班，每期 3 个月，共 70 人学习。桂林世界语之友举办 2 期世界语初级班，

每期 3 个月，共 6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后又与瓦窑

工人俱乐部合作举办 1 期世界语初级班，4 个月，50 人学习，使用课本同

前，另加《世界语语法》。 

★杭州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讲习班，3 次，500 人参加学习，由孙

健任教。 

宁波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初级班 1 期，4 个月，32 人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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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 

★合肥市世界语协会（筹）举办 3 期讲习班，每期 4 个月，240 人，使

用李士俊、祝明义课本。合肥中山夜校举办 1 期讲习班，4 个月，60 人，

教材同前。合肥科技情报所举办 1 期讲习班，4 个月，40 人，教材同前。 

安徽大学外语系与合肥市世界语世协于 1983 年 3 月联合举办世界语进

修班，3 个月，45 人学习，使用《En Novan Mondon》教材。安徽大学外语

系于 1984 年 2 月举办世界语初级班，半年，20 人学习，使用《世界语初阶》。

安徽大学举办 2 期讲习班，每期半年，30 人，教材同前。1 期函授班，1 年，

100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祝明义编的课本，出版《Lernado》（学习）杂

志辅导。 

合肥工业大学举办 3 期讲习班，每期半年，50 人，使用于国健课本。 

《世界语者》杂志 1985 年招收刊授生，1 年，400 人，用刊物辅导。 

蚌埠市世界语协会举办 3 期世界语进修班，每期半年，共 120 人，使

用方善境、祝明义课本。 

安庆、巢湖、阜阳、庐江等 15 个地市县举办过 20 期讲习班，每期 3

个月，1500 人，使用胡国柱课本。 

淮南世界语协会举办师资培训班，集中学习 1 个月，40 人，使用方善

境《世界语课本》。后举办第 1 期讲习班，3 个月，150 人，使用杨海春《初

级世界语》。第 2 期讲习班，3 个月，100 人，使用胡国柱《世界语课本》（初

级）。第 3 期讲习班，3 个月，100 人，使用教材同前。第 4 期讲习班，3 个

月，80 人，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第 5 期讲习班，5 个月，

80 人，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2 册。第 6 期讲习班，3 个月，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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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张载《世界语函授教程》。第 7 期讲习班，半年，60 人，使用帕利佛《世

界语讲习班课本》前半部分。第 8 期讲习班，3 个月，40 人，使用胡国柱

《世界语课本》。第 9 期讲习班，2 个月，40 人使用使用胡国柱《世界语入

门》。第 10 期讲习班，4 个月，20 人，使用帕利佛《世界语讲习班课本》

后半部分。举办市内函授班，半年，500 人，使用冯文洛《世界语初级讲座》。 

阜阳市世界语协会举办函授讲习班，1 年，150 人，使用李威伦《世界

语读本》。 

★石家庄市世界语研究会于 1984 年 11 月 18 日开始在市东风西路小学

开展第 2 渠道活动中，组织了世界语学习小组，利用每周星期二下午在三

年级学生中组织世界语学习，至 6 年级结束，42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

界语读本》第 1 册。 

唐山世界语协会（筹）举办世界语班，先后共有 1000 人学习。至 1986

年 6 月底仍坚持学习。 

★山西省交通厅 1983 年 11 月至 1984 年 7 月举办工程师世界语短训班，

6 个月，28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 

太原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讲习班，学制 3 个月，120 人学习，使用李

威伦的《世界语读本》。山西外语学会 1983 年 5 月至 7 月，举办世界语中

级班，3 个月，30 人，使用《世界语课本》。太原地区世界语协会 1984 年 4

月至 6 月举办世界语学习班，3 个月，120 人学习，使用《世界语课本》。 

山西世界语专科学校举办下列世界语班：1984 年 8 月 22 日起举办世界

语函授基础班，6 个月，3200 人学习使用日本《世界语课本》。1984 年 11

月 10 日起举办双外语专科班，60 人学习。1985 月 3 月起举办世界语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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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学制 1 年，302 人学习，使用世界语专科教材。1985 年 5 月还与太原

师专、太原南郊卫校联合举办世界语速成班，3 个月，70 人学习，使用《世

界语课本》。 

★六枝特区世界语协会从 1985 年到 1986 年共举办世界语初级班 5 期，

每期 3 个月，共 20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自修课本》第 1 册、

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入门十课》以及其他课本。 

★西安市世界语协会（筹）举办第 1 期讲习班（1979 年 10 月—1980 年

7 月），80 人，使用自编教材和方善境编的世界语课本。协会成立后，在西

安日报举办第 2 期讲习班，85 人学习，使用全协《世界语课本》。第 3 期讲

习班（1981 年 8 月），4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为新华函校

辅导站（省军区招待所，1981 年）辅导，60 人学习。使用新华函校课本。

与碑林区团委合办 2 期讲习班（1981 年 1 月—7 月；7 月—12 月），共 120

人学习，使用上海华东师大教材。举办世界语中级班（中医研究所，1981

年 9 月—1982 年 4 月），20 人学习，使用王复隆自编教材、《卡尔》、《茵梦

湖》。举办第 4 期讲习班（1982 年 3 月—7 月），4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

界语读本》。第 5 期讲习班（1982 年 10 月—1983 年 1 月），20 人学习，使

用王动选的教材。与小寨村委合办讲习班（1983 年 10 月—1984 年 3 月），

40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与陕西钢厂团委合办 2期讲习班（1984

年 9 月—12 月，1984 年 10 月—1985 年 2 月），共 7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

《世界语读本》、胡国柱《世界语入门十课》。口语班（1985 年 1 月—3 月），

30 人学习，使用方善境编的教材和《咱们来说世界语》。与动物研究所合办

讲习班（1984 年 10 月—12 月），20 人学习，使用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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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世界语协会（筹）举办的延安市首届世界语辅导班，从 1985

年 12 月至 1986 年 6 月，70 人学习，使用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古存华编的

《世界语课本》。延安地区世界语协会和延安大学学生世界语学会联合举办

的世界语讲习班，1986 年 9 月至 11 月 30 日，57 人学习，使用中国世界语

刊授学校李士俊编的课本。 

杨陵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第 1 期初级班（1985 年 11 月至 12

月），1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2 期初级班（1986

年 4 月至 6 月），120 人学习，使用的课本同前。 

★宁夏自治区科协举办世界语讲习班，第 1 期，6 个月，有学员 100 人，

使用中国报道社编辑的《世界语课本》，孙继武任教。第 2 期，由宁夏世协

举办，6 个月，有学员 150 人，使用课本同前，孙继武任教。第 3 期仍由宁

夏世协举办，6 个月，有学员 50 人，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白卫

任教。 

吴忠市科协与市世界语协会，联合举办下列世界语班：2 期世界语初级

班，每期 3 个月，共 67 人学习，第 1 期使用李威伦编《世界语读本》，第 2

期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举办 1 期世界语中级班，学制 1 个月，

15 人学习，使用世界语三百句、九百句，听录音和演讲。 

★兰州世界语小组于 1980 年 10 月至 1981 年 1 月，举办世界语初级班，

40 人学习，使用方善境编的《世界语课本》。兰州世界语小组于 1981 年 2

月至 8 月举办世界语中级班，3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

兰州世界语小组于 1981 年 8 月至 12 月，举办世界语中级班，50 人学习。

兰州世界语小组于 1981 年 11 月至 1982 年 1 月，举办世界语初级班，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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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使用张德源编的《世界语课本》。兰州市世界语学会举办世界语初级

学习班，1983 年 3 月至 1984 年 4 月，每期 4 个月，分几个地方办，有学员

660 人，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1 册。1984 年 6 月至 8 月，学

会还举办世界语入门班，有学员 100 人，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入门》。

1984 年 6 月至 12 月，学会举办中级世界语班，40 人参加学习，使用李威

伦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2 册。1984 年 10 月至 1985 年 1 月，学会举办世

界语初级班，10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1 册。1985

年 3 月至 1986 年 2 月，学会举办世界语广播教学面授班，70 人学习，使用

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学会于 1986 年 4 月至 10 月举办世界语中级班，

4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3、4 册。1986 年学会举办 1

年的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兰州分校辅导班，45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

界语自修课本》。学会于 1982 年在山丹开设世界语初级班，40 人学习。学

会于 1983 年在白银开设世界语班，30 人学习。 

兰州民航局于 1986年 3月至 7月举办西北地区民航单位世界语学习班，

20 人学习，使用魏原枢编的《世界语课本》。 

兰州大学举办世界语短训班，3 个月，15 人，使用李士俊《世界语初

级课本》。 

泾川世界语小组于 1983 年 7 月至 9 月举办世界语初级班，20 人学习，

使用黄石世界语协会编的《世界语初级教程》。后于 1983 年 3 月至 5 月举

办世界语初级班，60 人学习，使用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编的《世界语初级

教程》。 

中共金昌市委党校于 1985 年举办世界语初级班，40 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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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酒泉地委宣传部于 1985 年举办世界语初级班，40 人学习。 

★昌吉州世界语协会（筹）举办世界语师资班，时间半年（业余），20

人学习，使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的《世界语课本》。昌吉州世界语协会

举办世界语入门班 1—4 期，每期半年（业余），共 100 人学习，使用李威

伦编的《世界语读本》。昌吉州世界语协会举办少数民族世界语讲习班，时

间 3 个月（业余），20 人学习，使用自编教材。昌吉州世界语协会举办幼儿

世界语班，半年，每周两次，每次半小时，20 人学习。后举办第二期幼儿

世界语班，时间 1 年，30 人学习。使用自编教材。 

昌吉州医学世界语学会（筹）举办医学世界语函授班，学制二年，600

人学习，使用自编教材（共两册），出版《辅导通讯》（KMEK）和《医药之

花》（MFF）学员版。后来成立昌吉州医学世界语研究会，举办两期世界语。

辅导教师培训班，脱产一个月学习，使用自编教材，41 人学习。 

吐鲁番地区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业余讲习班，6 个月，94 人学习，

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黄石编的《世界语课本》。 

★青海省翻译家协会、青海师大外语系举办 1 期世界语班，半年，66

人学习，使用重庆世协编的课本，用《世界语学习》杂志辅导。青海省翻

译家协会、青海外语学会、青海师专联合举办师专教师世界语班，1 年，40

人学习，使用魏原枢编的《世界语教程》，用《世界》杂志辅导。海西州世

界语小组举办 1 期世界语班，1 年，57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

课本》，用《世界》杂志辅导。湟中县世界语小组举办 1 期世界语班，半年，

30 人学习，使用新华函校编的世界语课本。贵德县世界语小组举办 1 期世

界语班，半年，20 人学习，使用新华函校编的世界语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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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地函校在青海招生，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有 15 人；重庆世界语

函授学校有 28 人；黄石世界语函校有 4 人；华中师大与黄石函校连班有 2

人；淮南世界语函校有 12 人。 

★沈阳市世界语协会举办过下列世界语班：2 期初级班，每期 3 个月，

共 400 人学习，使用于国健编的《世界语教程》，用安徽世协出版的《世界

语者》杂志辅导。2 期中级班，每期 6 个月，1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

《世界语读本》第 2 册和于国健编的世界语教材。沈阳市世界语协会与沈

阳中兴机器厂联合举办 2 期世界语初级班，每期半年，140 人学习，使用于

国健编的《世界语教程》，用《世界语者》杂志辅导。沈阳市世界语协会与

沈阳冶金专科学校联合举办世界语班，半年，200 人学习，使用冯文洛编的

《世界语初级教程》。 

抚顺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1984 年 10 月至 1985 年 10 月举

办幼儿世界语班，1 年，46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幼儿世界语》。1984 年

1 月至 1985 年 1 月举办两期世界语入门班，每期半年，共 200 人学习，使

用太原世协编的《世界语入门》。1985 年 2 月至 1986 年 1 月举办两期世界

语初级班，每期半年，18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1 册。1985

年 12 月至 1986 年 4 月举办世界语中级班，半年，3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

《世界语读本》第 2 册。1984 年 1 月至 1985 年 7 月在清源县举办两期世界

语普及班，每期半年，100 人学习，使用重庆世协刊授教材。 

丹东市图书馆举办两届世界语初级班，每届 2 个月，1000 人学习，使

用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入门》。丹东教育科技文化服务社举办 8

届世界语初级班，每届 2 个月，共 1500 人学习，使用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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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语入门》。随后还举办 1 期世界语中级班，2 个半月，200 人学习，

使用全国世协编的《世界语课本》。丹东教育科技文化服务社与丹东市世界

语协会于 1985 年 3 月至 1986 年 6 月在站前小学联合举办小学生世界语学

习班，40 人学习，主要从事书本教学。自 1986 年 4 月开始举办世界语口语

教学，40 人学习。 

鞍山市世界语小组举办世界语初级班、中级班、口语班，3 个月 1 期，

共有 150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李士俊编的《世界语

自修课本》、山西编的《世界语入门》、张家胜编的《世界语课本》。 

锦州市广播电台与锦州市世界语协会联合举办第 1 期世界语广播讲座

（1984 年 10 月—1985 年 10 月），1 年，600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

界语课本》第 1、2 册。第 2 期世界语广播讲座（从 1986 年 1 月起），1 年，

1200 人学习，使用课本同前。第 3 期世界语广播讲座（从 1986 年 6 月起），

1 年 ，50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 3、4 册。 

锦州市世界语协会举办 3 个世界语初级班，3 个月，102 人学习，使用

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举办口语班，3 个月，38 人学习，使

用课本同前。 

★哈尔滨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业余讲习班，3 期，6 个月，120 人，

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和重庆市世界语协会出版的《世界语课本》。 

佳木斯市世界语协会举办 6 期世界语班，第 1 期 1 个月，第 4、5 期 2

个月，第 2、3、6 期 3 个月，共有 340 人学习，全部使用李威伦编的《世

界语读本》。另外举办 1 期世界语口语班，3 个月，6 人学习，使用自编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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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质学院世界语组于 1983 年举办科技工作者世界语短训班，时

间 2 周，40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入门十课》。 

长春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1984 年举办医学工作者世界语

短训班，3 个月，80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教程》。同年举办世

界语初级班，3 个月，8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1985 年

举办过 3 期世界语初级班，第 1 期为半年，80 人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

界语教程》。其余两期每期 3 个月，共有 80 人学习，分别使用李威伦编的

《世界语读本》、李士俊编的《世界语初阶》。举办过 1 期世界语口语班，3

个月，30 人学习，使用《Jen Nia Mondo》。1986 年举办世界语初级班，3

个月，80 人学习，使用于国健编的《世界语教程》。 

辽源市世界语协会举办过下列世界语班：第 1 期世界语业余培训班，3

个月，103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用《世界》杂志辅导。

举办过两期世界语业余培训班，第 1 期 6 个月，85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

的《世界语自修课本》，用《世界》杂志辅导。第 2 期，6 个月，90 人学习，

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上、下册，用《世界》杂志辅导。举办世

界语业余培训班，2 个月，13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用《世

界》杂志辅导。 

通化市世界语协会（筹）举办以下世界语班：1 期专修班（1983 年 7

月），1 个月，30 人学习。1 期函授班（1984 年 12 月开始），1 年，105 人

学习，使用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初级教程》。1 期讲习班（1985 年 5 月），2

个月，50 人学习，教材同前。通化市世界语协会正式成立后举办以下世界

语班：1 期讲习班（1986 年 4 月），2 个月，17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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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自修课本》。1 期专修班（1986 年 4 月报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吉林

分校，以通化师范学院学生为主），1 年，210 人学习，课本同前。1 期中国

世界语刊授学校辅导班（1986 年 4 月），1 年，40 人学习，教材同前。 

敦化市世界语协会举办下列世界语班：初级班（第 1 期），三个月，38

人学习，使用北京世协《世界语读本》。入门班，一个月，70 人学习，使用

赵云峰、张德源编辑的《世界语入门》（修订本）。初级班（第 2 期），一个

月，40 人，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 1 册）。初级班（第 3 期），

一个月，40 人学习，使用于国健、宋子彬、汪永红编的《世界语教程》。自

学提高班二个月，15 人，由各地函授学员组成，自带各种课本。初级速成

班，半个月，12 人学习，使用于国健、宋子彬、汪永红编的《世界语教程》。

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敦化市世界语协会举办科技世界语（医学）讲习

班，脱产二个月，20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一、二册。 

海龙县世界语学会举办世界语面授初级班，3 个月，50 人学习，使用

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1 期函授班，1 年 ，15 人学习，使用课本同前。 

★1979 年 12 月，福州市文化宫、少年宫举办世界语讲习班和进修班，

分别由何奋、何重钦、林谷、周国栋任教，从 1979—1984 年先后培训学员

400 多人。福建民革创办的福州业余外语学校于 1983 年举办 2 个世界语初

级班、1 个中级班，由林谷、何重钦、黄挺生任教，有 100 多人学习。福州

市台江区世界语中心组与区科协、区共青团于 1984 年 10 月举办的第 1 期

世界语班开学，设入门班和口语班。福州榕城艺术教育中心 1986 年为驻榕

部队举办首届世界语速成班，历时 4 个月。福建银行学校于 1984 年开办世

界语班，由蒋云林任教，25 人学习。福建省科技进修学院于 1985 年 5 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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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世界语班，学制一年，由林谷、黄挺生任教，28 人结业，由学校发结业

证书。 

1979 年黎明学园、黎明大学成立后，先后开设世界语班，出版《黎明

绿星》会刊。泉州世界语学会所属的世友公司于 1984 年夏天举办少年世界

语班，从全市重点中、小学生中挑选一批少年儿童参加学习。黎明大学与

福建省世界语学会、泉州世界语学会于 1985 年 3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联合

举办省首届世界语进修班，24 人学习，由吴清南任教，为全省培养了一批

骨干。福建省世界语学会与泉州世界语学会于 1985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联合举办暑期世界语口语班，50 人参加学习，由吴清南、林谷、郑金殿

任教。 

龙岩市世界语学习小组于 1980 年成立后开设世界语班，40 多人学习。 

三明市于 1983 年举办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面授班，由莫养圣任教。三

明市青年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举办世界语班，在 1984 年 5 月 4 日协会正式

成立时全市学习世界语的青少年已达 400 多人。三明职业大学永安分校开

设世界语班，60 人参加学习。 

共青团漳州市委和漳州大学于 1986 年联合开办世界语初级班，学员中

有医生、技术员、教师、机关干部、工人和学生。 

宁德地区世界语小组于 1984 年举办第 1 期世界语班，近 100 人学习。

宁德地区世界语协会筹备组成立后又举办第 2 期世界语班。 

★黄石市世界语函校福州面授辅导站于 1983 年 8 月开学，100 多人参

加。10 月，安徽大学外语系世界语函授班福州辅导站成立，由黄挺生任教。

新华世界语函校福建辅导站于 1983 年 2 月成立，40 多名学员参加学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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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重钦辅导。淮南世界语函校在福建招收的学员较多。仅福州有近 400 人，

由林谷、李永明、何重钦、廖德铭等任辅导员，曾举办 4 次辅导大课，5 次

分区辅导，参加辅导的人数达 576 人次。 

南平市解放小学于 1984 年 12 月举办世界语初级班，40 多人学习，每

周两个晚上授课，由林镜清任教。南平市青少年宫从 1985 年开始，至 1988

年底举办世界语班，每年两期，共举办 8 期，由林镜清任教。 

平和县世界语爱好者协会于 1984 年 7 月举办世界语班，120 多人学习。

长汀世界语学会于 1984 年 8 月举办世界语函授班，学员达 400 多人，由刘

燕平负责。崇安县中学校长郑金殿 1984 年在建阳县举办世界语学习班。云

霄县世界语协会于 1985 年 2 月成立后，先后举办两期世界语入门班。尤溪

第五中学从 1985 年 9 月 18 日起举办世界语班。长乐县实验幼儿园高频老

师，于 1985 年 10 月开始，在课余时间对幼儿进行世界语启蒙教育，经过 1

年的教学，40 名幼儿能用世界语讲一些课堂用语和日常礼貌用语，还能做

一些口语游戏。古田县张昌荣 1986 年在县医院举办世界语班，70 多人参加

学习。 

★1982 年，江西省外语学会成立，同年省外语学会办第 1 期世界语讲

习班，在中医学院，报名 50 人，为期 5 个月，17 人合格结业。江西师范学

院举办世界语班， 35 人学习，由左红与严筠任教。江西省教育学院举办世

界语班由左红主讲，40 人学习。江西大学于 1985 年举办第一期世界语学习

班，徐以敬任教，为期一年，40 人学习。江西省中医学院举办第一期世界

语学习班，200 余人报名，录取 178 人，80 人毕业，由顾建华任教。 

新华函校九江辅导班开办。先后得到当时的九江师专领导、九江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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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市教育局教研室领导支持，由蔡杰主讲，夏荣强负责课前师资辅导，

每周一次，授课地点主要在九江一中。 

    黄石函班九江辅导班开办，得到当时的九江一中领导支持，授课地点

在九江一中，夏荣强授课，每周一次。 

    南昌市世界语协会先后举办过 10 期世界语培训班，出版不定期刊物《滕

王阁》。 

景德镇世协先后在景德镇第 7 小学、原三六厂子弟学校举办 6 期世界

语初级班，由余细妹、于建国任教，共有 200 人学习。 

淮南函校九江辅导班开办，旋即全国各地在九江的函授学员并班辅导，

地点不定，每周 1—2 次。由夏荣强、祖浔生轮流讲课。 

★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举办下列世界语班：1985 年 3 月起举办第 1 期

刊授学习班，学制 1 年半，910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自修课

本》，出版《世界语教学》（双月刊）作为辅导刊物，共 9 期。1986 年 3 月

起举办第 2 期刊授学习班，学制 1 年，3166 人学习，教材和辅导刊物同前，

其中辅导刊物 4 期。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青海分校举办 1 期世界语班。1 年，

386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自修课本》，用《世界语教学》刊物

辅导。后又举办 1 期，1 年，48 人学习，教材和辅导材料同前。中国世界

语刊授学校天津辅导站，从 1985 年 3 月起进行辅导，130 人学习，使用李

士俊编的《世界语自修课本》。1985 年 9 月建立分校后招收第 1 期学员，66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1985 年 10 月招收第二批，99 人

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自修课本》（1—20 课）。中国世界语刊授学

校在泉州黎明大学设立福建分校，在福州设立辅导站，对学员进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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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举办下列世界语班：世界语初级班（1980 年），

28789 人学习，使用方善境编的《世界语初级课本》，1981 年起出版《内部

通讯》4 期进行辅导。世界语初级班（1981 年），24689 人学习，使用谢玉

明编的《世界语课本》，出版《科技幼苗》、《内部通讯》4 期进行辅导。刊

授班（1982 年），19845 人学习，使用谢玉明编的《世界语课本》，出版《辅

导材料》（1982 年）3 期。举办世界语专修班（1984 年）1681 人学习，使

用谢玉明编的《世界语课本》和《七记耳光》（上、下，1984 年）两期。世

界语初级班（1984 年），2867 人学习，使用谢玉明编的《葎草》，1985 年出

版《希望》小刊 3 期。举办世界语广播函授（1985 年），2487 人学习，使

用谢玉明编的《葎草》，1985 年出版《希望》小刊 3 期。成立新华世界语函

授学校校友会（1984 年），3847 人参加，使用谢玉明编的《葎草》，1985 年

出版《希望》小刊 3 期。 

★黄石世界语函授班于 1983 年 3 月至 1985 年 11 月举办世界语初级、

中级、进修班，初级、中级班半年，进修班 1 年，使用黄石出版的课本，

共有 23000 人学习，1983 年出版《函授通讯》进行辅导，共 7 册。 

★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举办下列世界语班：初级刊授班（1983 年 2 月

—1984 年 2 月），10000 人学习，使用帕利佛编的《世界语讲习班课本》，

使用《世界语学习》杂志辅导。第 2 期初级刊授班（1984 年 2 月—1985 年

3 月），33000 人学习，使用魏以达、刘祖军编的《世界语刊授教程》（上、

下），使用《世界语学习》杂志辅导。第 3 期世界语初级班（1985 年 5 月—1986

年 6 月），1700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一、二册），

使用《世界语学习》杂志辅导。初级常年刊授班（招生时间 1985 年 7 月—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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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5000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一、二册），

使用《刊授辅导》（上、中、下册）辅导。中级刊授第 1 期（1985—1986 年），

3000 人学习，使用张载编的《中级世界语刊授课本》（上、下册），使用《世

界语学习辅导》。 

四川外国语学院举办第 3 期初级函授（1985—1986 年），20000 人学习，

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一、二册），使用《函授辅导》（上、中、

下）辅导。 

重庆红岩升华函授学校举办初级函授第 1 期（1985—1986 年），500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一、二册），使用《函授辅导》

（1—6 册）辅导。 

重庆致公党外语函授部举办初级函授第 1 期，5000 人学习，使用古存

华编的《世界语课本》（第一、二册），使用《函授辅导》（1—6 册）辅导。 

《学英语》编辑部举办初级世界语函授，第 1 期（1985—1986 年），7000

人学习，使用魏以达、刘祖军编的《世界语自修课本》，使用《学英语》杂

志辅导。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与重庆世协于 1982—1983 年联合举办世界语入门讲

座，2000 人学习，使用张德源编的《世界语自学入门》。于 1984—1986 年

举办世界语初级讲座，2 年，5000 人学习，使用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 

重庆市中区职工业余学校举办第 1 期初级世界语讲习班（1979—1980

年），1 年，40 人学习，使用帕利华编的《世界语讲习班课本》。第 2 期初

级世界语讲习班（1980—1981 年），1 年，80 人学习，教材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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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举办下列世界语班：第 1 期初级班（1981 年

—1982 年），6782 人学习，使用杨海春《初级世界语课本》，出版

《Esperanto-Amanto》（小报）辅导。第 2 期初级班（1982 年—1983 年）2373

人学习，使用张载《世界语函授教程》，出版《Esperanto-Amanto》（小报）

辅导。第 3 期初级班（1983 年—1984 年）27000 人学习，使用教材和辅导

材料同前。第 4 期初级班（1984 年—1985 年），1340 人学习，使用教材和

辅导材料同前。第 5 期初级班（1985 年—1986 年），3014 人学习，使用教

材和辅导材料同前。举办第 1 期中级班（1983 年—1984 年），2640 人学习，

使用潘逖书《世界语中级班课本》。第 2 期中级班（1984 年—1985 年），9160

人学习，使用祝明义《世界语课本》。第 3 期中级班（1985 年—1986 年），

714 人学习。举办 2 期函授科技班（1984 年—1985 年；1985 年—1986 年），

共 421 人学习，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举办 2 期函授医学班（1984 年

—1985 年；1985 年—1986 年），共 363 人学习，使用自编讲义。 

★《山西科技报》举办世界语刊授（1980 年 6 月），6 个月，1 万余人

学习，使用赵云峰、张德源编的《世界语自学入门》，出版《世界语学习》

进行辅导。 

山西世界语协会举办世界语函授班（1981 年），6 个月，2000 人学习，

使用教材与辅导材料同前。第 2 期（1982 年），6 个月，4000 人学习，使用

教材与辅导材料同前。第 3 期（1984 年），6 个月，700 人，使用古存华编

的《世界语课本》，用《世界语者》杂志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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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79 年以来各高等院校开设选修课、举办世界语专修班调查表 
 

★1981 年 10 月教育部批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

举办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学制 1 年，每年办 1 期。第 1 期至第 2

期由李士俊主讲，戴颂恩辅导。第 3 期由戴颂恩、殷国义任教。第 4 期至

第 7 期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委托上海外语学院举办，由魏原枢、徐文琪、

周亦民任教。7 期共培训 143 人，大部分教师回校后在本校开设了选修课。 

★北京语言学院在外语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第 1 期，1 年（1980 年 4

月—1981 年 1 月）55 人选修，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1、2 册）；第 2

期，半年（1981 年 2 月—7 月）15 人选修，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第

3 期，半年（1982 年 3 月—7 月），10 人选修，使用教材同前。第 4 期在外

语系、语文系开选修课，半年（1986 年 3 月—6 月）有 100 人选修，使用

教材同前。分院世界语选修课，半年（1981 年 2 月—7 月），28 人选修，使

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 

★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半年（1984 年 9 月

—1985 年 1 月），57 人选修，使用李威伦《世界语读本》。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从 1979 年 9 月起将世界语列为第 2 外语。 

★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从 1979 年 9 月起将世界语列为第 2 外语。 

★成都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

学、江西教育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上海外语学院、四

川财经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从 1983 年 9 月起相继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南京大学开设第 2 外语选修课，1 学年，崔建华任教，30 人选修。 



 

439 
 

★山东大学于 1984 年下学期至 1985 年下学期在八个系（历史系、经济

系、科社系、化学系、哲学系、法律系、数学系、光学系）开设世界语选

修课，两个系一个班，每班 60 人。总计：300 人。教材使用李威伦世界语

读本，刘晓俊任哲学系、法律系、数学系、光学系世界语教师（每周 5—6

晚上上课）；于长林任历史系、经济系、科社系、化学系世界语教师（每周

3—4 晚上上课），每学期 2 个学分。1985 年初刘晓俊去非洲贝宁国家援外，

以上八个系由于长林一人兼任世界语教师。(另一份材料为:山东大学举办教

师世界语学习班，1 年，30 人学习，刘晓骏任教，自编教材。开设世界语

选修课，1 年（1984 年），142 人学习，刘晓骏任教，使用自编教材。） 

★山东师范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班，1 年（1985 年），21 人学习，使用

祝明义《世界语课本》。 

★山东化工学院，开设世界语课，时间半年，任课教师张国平、魏兵，

60 人。 

★安徽大学外语系举办世界语进修班，学制 2 年，33 人，使用李士俊

编的教材。 

★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从 1984 年起举办 7 期世界语专修班，学制 2 年，

3500 人学习。 

★重庆教育学院从 1985 年 1 月起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西北师范学院于 1986 年 3 月起，开设世界语课（二外选修），100 人

学习，使用李士俊编《世界语自修课本》。 

★兰州大学于 1983 年至 1984 年开设世界语课（二外选修），一年，30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课本》。兰州大学外语系还举办过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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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训班，学习 3 个月，15 人学习，使用李士俊编《世界语自修课本》。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于 1983 年 8 月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学制二年，

由曾美英任教。 

★厦门大学于 1984 年起在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由雷凡语任教，教

材用自编的《世界语课本》、《世界语文选》，学制一年，共办 7 个班，前 5

期结业 150 人。 

★福建农学院于 1984 年起在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由张曙光任教，

学制一年，授课 120 学时，学员 25 人。 

★三明职业大学永安分校于 1984 年开设世界语选修课，由黄长青任教，

学制二年，结业 34 人。 

★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 1985 年 3 月起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合肥工业大学 1985 年 4 月 1 日起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长春邮电学院 1985 年 9 月起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沈阳大学 1986 年 9 月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这次调查的起始和截止时间是 1979—1986 年。遗憾的是由于各地世

协绝大多数没有专职干部，加上信息不通，沟通不力等原因，许多资料没

有完全搜集上来，例如世界语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福建省、浙江、云南、

大连、青岛等省、市的材料；各地出版世界语书籍的情况；当时开设世界

语选修课的各高等院校的情况，给这次调查留下很大缺憾。尽管如此，它

仍然是我国世界语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多、来源最可靠的一次调查，

它对于我们摸清当时世界语运动的情况、总结开展世界语运动的经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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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弥补遗憾，这次在整理这些调查材料时，我同有

关协会的同志进行了联系，请他们予以补充，所幸的是得到许多同志的热

情支持，例如福建省的材料就是根据莫养圣先生寄来的《福建省世界语运

动大事记》（许佩英汇编）补充的；江西部分是弓晓峰、余细妹、王乐天同

志补充的，而另一些则是根据我主编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一百年》一书

中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的资料编辑的，从而使这次调查更能反

映当时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全貌。还要说明的是这份材料原来是 4 份表格，

这次为了出书排版的方便改成了文章形式，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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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的世界语书籍目录 

（1909—2013） 
 

前 言 
 

这份资料是作者花了数年时间搜集整理的，全文共 7 万 8 千多字，可

以说这是我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又一力作。它为我们提供了 100 多年

来我国出版的世界语书籍的概貌，从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中国世界

语运动的发展和成就，也可以看到随着国家时局的变化我国世界语运动起

伏跌宕的历史，更可以了解许多志士仁人为我们的运动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和卓越贡献，同时也为我们的世界语著作进入语言学文献、研究语际语言

学和世界语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线索。毋庸讳言，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

等原因，这份目录还有不够完整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若干疏漏和错误，万

望大家指正。经过大家的补充、修正，为我国出版的世界语书籍，编辑一

份完整、准确的目录。这份书目编辑的体例是： 

1.按世界语书籍的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以便大家了解同类书在不同时期

的出版情况； 

2.所有书目以图书出版的时间先后为序，依次排列，有利于我们研究中

国世界语运动各个时期的出版情况； 

3.所收入的书目绝大多数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也有少数是以世界语协

会、世界语函授学校的名义出版的。有的图书由于没有相关资料，无法注

明出版单位或出版年月，这类图书一律放在同一类书目后，并在书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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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注明。 
    

一、 世界语的基本知识、理论探讨和论文集 

 

《万国新语》，杨曾诰编，文明书局，1909年出版。 

《国际语运动》，胡愈之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 

《世界语论文集》，吕蕴儒等编，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出版。 

《世界语概论》， 郭后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 

《世界语运动拉杂记》，伍大光著，作者本人，1928年出版。 

《世界语运动概况》，周泽著，上海世界语学会，1928年出版。 

《国际语问题及其解决》(ESENCO KAJ ESTONTECO DE LA IDEO DE LINGVO 

INTERNACIA）， UNUEL著，上海世界语书店，1928 年出版。 

《中国与世界语问题》， 黄尊生著，上海世界语学会，1929年出版。 

《世界语概论》（汉语），后觉著，商务印书馆（上海），1930年出版。 

《世界语问题》， 一工编，长沙岳云中学，1930年出版。 

《世界语丛谈》， 李泺编，广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1932年出版。      

《万国语通论》， 周辨明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出版。 

《世界语论文集》（汉语），吕蕴儒编，上海民智书局 ，1933年出版。 

《为世界语主义的世界语》，卢剑波，成都中华绿星社，1933年出版。 

《世界语发音学》，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年出版。 

《世界语丛谈》（BABILADOJ PRI ESPERANTO）（汉语），李泺，广州市

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1934年出版。 

《言语学与世界语》，孙伯坚，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出版。 



 

444 
 

《世界语导论》（ENKONDUKO EN LA TEORIO DE LA INTERNACIA LINGVO），

V.VARANKIN 著，成都中华绿星社，1935年出版。 

《世界语新论》，徐沫，上海新知书店，1936年出版。 

《新兴言语理论》（汉语），A.P.ANDREEV， ERNEST DREZEN 著，上海新

文字书店，1936年出版。 

《香港世界语学会成立五周年经过特刊》（汉语），香港世界语学会，

1940年出版。 

《世界语是什么？》，后觉公学编，1947年出版。 

《世界语是什么》（ESPERANTO）(汉)，周尧著，西农世界语学会 陕西 

1950年出版。 

《世界语之钥》，西农世界语学会，1950年出版。 

《世界语六讲》（汉语），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51年出版。 

《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乌努尔著，新华世界语函校，1980年出

版。 

《世界语的语言学概观》（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汉

语）， [英]JOHN C. WELLS，北京，1980年出版。 

《你知道世界语吗？》（KIO ESTAS ESPERANTO），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中国报道杂志社，1980年出版。 

《你知道世界语吗？》（KIO ESTAS ESPERANTO）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年再版。 

《江苏省世界语论文选》（ELEKTITAJ DISERTACIOJ PRI ESPERANTO）（汉

语），江苏省世界语协会出版，1983 年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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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工作资料简介》(内部资料)，吉林省世界语学社，1984 年 1

月出版。 

《漫谈世界语》，黄石世协编，1984年。 

《你知道世界语吗？》（KIO ESTAS ESPERANTO）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侯志平）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第三次印刷。 

《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LA IDEALO KAJ LA REALO DE INTERNACIA 

LINGVO）（世汉对照），胡愈之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世界语学概论》（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汉语），

[英]J.C.威尔斯，周流溪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出版 

《世界语研究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出版。 

《学术文萃》（PRINTEMPA KAMPO）（世界语），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1995年出版。 

《世界语》（ESPERANTO）（汉语），[法]皮埃尔·让东，山东省世界语

协会，2000年出版。  

《世界语不仅仅是语言》（ESPRANTO NE ESTAS NUR LINGVO)（世汉对

照），SPOMENKA S’TIMEC 著，Harpina 译，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2001

年出版。 

《21世纪的世界语》，李种永主编，2002年出版。 

《说项集》（HU LAŬDAS VERDKORE）（汉世对照），胡国柱著，内蒙世协，

2003年出版。 

《王崇芳网文集（ 1）》（ RETE-AFIŜITA VERKETARO (1) D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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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FANG），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2007

年出版。 

《王崇芳网文集（ 2）》（ RETE-AFIŜITA VERKETARO (2) DE WANG 

CHONG-FANG），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2008

年出版。 

《世界语手册》（MANLIBRO DE ESPERANTO），广东·广州世界语协会编

印，2012年 12月出版。 
    

*《世界语理论论文集》，上海进之等译，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之通俗的应用》，卢剑波著，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ESPERANTO）（汉语），17 页，成都世界语协会（四川）。

出版年代不详。  

*《世界语》（ESPERANTO）（汉语），10页，香港世界语学会，出版年代

不详。  

*《世界语》（ESPERANTO）（汉语），15页，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中国

世界语书店（上海），出版年代不详。 

*《<世界语广播讲座>补充辅导材料(第四辑)》，山西世协编著，太钢

教育处印刷厂，出版年月不详。 
 

二、世界语运动史 

 

《奉天世界语学社发生之历史》，吴天民编，奉天世界语学社，1911年

5月出版。 



 

447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计划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董事会编，北京

世界语专门学校，1923年出版。 

《国际语运动》（汉语）， 胡愈之等著，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上海）， 

1925年出版。 

《世界语四十年》，胡愈之著，上海新知书店，1928年出版。 

《世界语史》(HISTORIO DE LINGVO ESPERANTO)，柏里华(E.PRIVAT)

著，天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初版。 

《世界语年刊(1931—1932)》，李泺等编，广州师范讲习所，1932年出

版。 

《世界语史》(HISTORIO DE LINGVO ESPERANTO)，柏里华(E.PRIVAT)

著，天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 4月国难后第 1版。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章程一览》，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上海世界语书

店，1936年初版。 

《世界语五十年》(ESPERANTO EN KVINDEK JAROJ)，周庄萍著，上海

世界语者协会，1937年 1月初版。 

《 柴 门 霍夫 大 会 演讲 集 》（ LA KONGRESAJ PAROLADOJ DE D-RO 

L.L.ZAMENHOF）(世汉对照)，上海综合书店，1950 年出版。 

《 柴 门 霍夫 大 会 演讲 集 》（ LA KONGRESAJ PAROLADOJ DE D-RO 

L.L.ZAMENHOF）(世汉对照)，祝明义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年出版。 

《柴门霍夫的一生》（VIVO DE ZAMENHOF），埃德蒙·普里瓦特著，知

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 

《方善境纪念文集》，黄石市世协编，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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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时代》，苦舟、邱关瑾编，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1985年出

版。  

《绿色的五月——纪念绿川英子》（汉语），龚佩康编，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 

《国际语理想历史概要》（HISTORIA SKIZO DE LA INTERNACILINGVA 

IDEO），布鲁恩编，新华世界语函校，1981年出版。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八一年年会学术座谈会文件汇编》（汉语），黄石

市世界语协会，1981年出版。 

《柴门霍夫演讲集》，祝明义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世界语运动二、三事》（汉语），劳荣著，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1982

年出版。 

《世界语者们》（ESPERANTISTOJ）（汉语），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3

年出版。 

《世界语史》（汉语）， E.普里瓦著，张闳凡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

5月出版。 

《世界语者们》(ESPERANTISTOJ)，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3年 3月出

版。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ESPERANTO-MOVADO EN ĈINIO）（汉语），侯志

平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LA IDEALO KAJ LA REALO DE INTERNACIA 

LINGVO)，胡愈之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 4月第 1版。 

《世界语者》（ESPERANTISTO）（汉世对照），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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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世界语者》编辑部，安徽，1986年出版。 

《中国世界语者人名录》（ADRESARO DE LA ĈINAJ ESPERANTISTOJ）（汉

语），《中国世界语者人名录》编写组，重庆，1986 年出版。 

《世界语运动历史资料》（第一辑、三十年代早期）（汉语）黄宗林编，

江西世界语协会，1987年出版。 

《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文件汇编》（汉语），高等学校

世界语教学研究会，上海，1989年出版。 

《中国世界语正规教育史料》（汉语，第二版），邵融、张晓霞合著，

1991年 7月出版。 

《人类大会合》（GRANDA RENKONTIĜO DE LA HOMARO）(汉语)第 71 届

国际世界语大会纪实，傅恒、肖火力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四川），1992

年出版。 

《世界语研究文集》（STUDOJ PRI ESPERANTO），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世界语运动史概要》（汉语），[法]加斯东·瓦兰吉安著，江苏省世

界语协会，1993年出版。 

《世界语文集》（ESPERANTO）（汉语），河北省世界语协会，1995 年出

版。 

《中国铁路员工世界语协会》，1997年出版。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汉语），侯志平主编，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组

织编写，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HISTORIO DE LA MONDOLING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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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 JARCENTOJ DA SERĈADO）（中文），（俄）E. 德雷仁著，徐沫译，

杭军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 

《吉林省世界语运动大事记》（1979.7—1998.12）（汉语），吉林省世

界语学会 吉林，1999年出版。 

《内蒙古世运二十年》（ESPERANTO-MOVADO DE INTERNA MONGOLIO）（汉

语），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编辑，2000年出版。 

《中国世界语者与世界语运动》，蓝天强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

港），2002年 8月出版。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袁爱林、曾凡跃主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

版。 

《 中 国 世 界 语 运 动 简 史 》（ KONCIZA HISTORIO DE LA ĈINIA 

ESPERANTO-MOVADO，中世对照），侯志平主编，新星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世界语与我》，广东世界语协会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7

年 11月出版。 

《我和世界语》，韦山编，《TRA LA MONDO》编辑部，2009 年 11月出版。 

《我们在行动(一卷)》（NI AGADAS EN ESPERANTO I），李森主编，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9年 9月出版。 

《我们在行动(二卷)》（NI AGADAS EN ESPERANTO II 卷），李森主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9年 9月出版。 

《我们在行动(三卷)》（NI AGADAS EN ESPERANTO III 卷），李森主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9年 9月出版。 

《柴门霍夫演讲集》，祝明义译，外文出版社，2010年 8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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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国》（ANTAŬN KUN ESPERO PRI ĈINA 

ESPERANTO-MOVADO）(画册)，侯志平主编，李士俊译，外文出版社，2012

年出版. 

 

*《国际世界语教育概况》，黄尊生著，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运动名言录》（汉语），13页，出版信息不详。       

*《世界语运动史概要》，加斯东·瓦伦金著，宋绳坦译，出版年代不

详 

 

三、人物传记 

 

《柴门霍夫传》（VIVO DE ZAMENHOF），PRIVAT 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

社，1935年出版。 

《柴门霍甫传》(VIVO DE ZAMENHOF)，PRIVAT 著，杨景梅译，上海文

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工 10月初版，1950年 3月第 3版。 

《柴门霍夫评传》（ZAMENHOF），E.Drezen 著，张闳凡译，世界语函授

学社，1945年 4月初版。 

《密茨凯维支评传》（汉语），[波]雅斯特隆著，张闳凡译，人民出版

社，1959年出版。 

《绿色的五月——纪念绿川英子》(VERDA MAJO)，龚佩康编译，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5月出版。 

《绿川英子文集》(VERKOJ DE VERDA MAJO)，绿川英子著，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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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的一生》（VIVO DE ZAMENHOF），(瑞士)埃德蒙·普里瓦特

著，龚佩康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 2月第 1版。 

《方善境纪念文集》(ARTIKOLOJ DEDIĈE AL SAMIDEANO TIKOS)，黄石

世协编，1984 年 3月出版。 

《雕虫话沧桑》（MEMOROJ DE UNU ENTOMOLOGO）（汉语），周尧著，（陕

西），1984年出版。 

《柴门霍夫时代》(EN ZAMENHOF-A TEMPO)，苦舟、邱关瑾编，安徽世

专出版，1985年 11月。 

《绿川英子传》（汉语），张雅文、周贺玉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年出版。 

《苍松》（VERDA PINO）（汉语），周尧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及创办《昆虫

分类学报》十周年纪念文集，周尧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筹备会编，

天则出版社（陕西），1989年出版。 

《雕虫春秋·科学篇》（LA MIAJ PRIMAVEROJ KAJ AŬTUNOJ PASINTAJ） 

（汉语），周尧著，天则出版社（陕西），1989年出版。 

《雕虫春秋·政治篇》（LA MIAJ PRIMAVEROJ KAJ AŬTUNOJ PASINTAJ） 

（汉语），周尧著，天则出版社（陕西），1989年出版。 

《雕虫春秋·文艺篇》（LA MIAJ PRIMAVEROJ KAJ AŬTUNOJ PASINTAJ） 

（汉语），周尧著，天则出版社（陕西），1989年出版。 

《雕虫春秋·世运篇》（LA MIAJ PRIMAVEROJ KAJ AŬTUNOJ PASINTAJ） 

（汉语），周尧著，天则出版社（陕西），1990年出版。 

《昆虫学家传奇》（LA LEGENDO DE ENTOMOLOGO）（汉语），毛锜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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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出版社（陕西），1990年出版。 

《怀念何增禧（徐沫）同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胡愈之论世界语》（汉语），李文编，长春出版社，1991年出版。 

《记胡愈之》，陈原著，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 

《南离子邱及》，杨白冰等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出版。 

《巴金与世界语》，许善述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出版。 

《叶籁士文集》（VERKOJ DE ĴELEZO）（汉语），刘铃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5年出版。 

《虫苑大师周尧》（汉语），魏军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年出

版。  

《胡愈之与世界语》（HUJUCZ KAJ ESPERANTO），侯志平编，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9年出版。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大型画册）季羡林主编，江苏美术

出版社，2001 年出版。 

《邵融文集》（MEMORE AL SOLIVA BATALANTO POR ESPERANTO）（汉语），

彭沛编，大连世界语协会（辽宁），2002年出版。 

《柴门霍夫传》，刘正坤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月出版。 

《方善境文集》，周流溪编，2003年出版。 

《世界语者乐嘉煊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 

《叶籁士一百年》，殷国秀编，2011年出版。 

《世界语与跨文化交际》，孙明孝编，山东音像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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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语教材 

 

(一).课本 

《汉译世界语》，柴门霍夫原著，林振翰编译，上海科学会编辑印行，

1912年 2月初版。 

《世界语文规》(原名，爱斯不难读)，陆式楷著，上海辅本爱世语传

播社，1912年初版。 

《爱世语初阶》(ESPERANTO POR ĤINO)，疾侵著，上海辅本爱世语、

传播社，1912 年初版； 

《世界语进阶》(STEPBY STEP IN ESPERANTO)，沈羽著，中国图书公

司出版，1912年初版。 

《世界语文规》(原名，爱斯不难读)，陆式楷著，上海辅本爱世语传

播社，1914年 6月第 3版。 

《世界语读本》(ESPERANTO-LEGOLIBRO)，区声白著，广东，1915年出

版。 

《世界语函授讲义》(KORESPONDA KURSO，MEZELERNILO DE ESPERANTO 

POR ĤINO)，盛国成著，上海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多 1916年出版。 

《世界语讲义(自修适用)》，盛国成编著，上海东方世界语传播社，1922

年 12月初版，1925年再版，1935 年由上海民智书局改订再版。 

《LA NOVA KRESTOMATIETO DE ESPEANTO》，（世界语高等新读本）（世

汉对照），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 

《世界语高等新读本》(LA NOVA KRESTOMATIETO DE ESPEANTO)，孙国

璋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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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世界语读本》(UNUAGRAD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冯省三

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11月初版，1924年 6月再版。 

《世界语读本》(LEGOLIBRO DE ESPERATO)，陈声树著，北京世界语专

科学校，1923 年出版。 

《 北 京 世 界 语 专 门 学 校 计 划 书 》 (LA PROSPEKTO DE PEKINA 

ESPERANTO-KOLEGIO)，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董事会编，北京编者刊行，1923

年出版。 

《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练习题答案》，黄惟志编，上海东方世界语传播

社，1923年。 

《爱世语初阶》(ESPERANTO POR ĤINO)，疾侵著，上海辅本爱世语传

播社，1924年出版。 

《世界语模范练习读本》(EKZERCOLIBRO DE ESPERANTO)，北京世界语

专科学校和南京世界语学社，1925年出版。 

《世界语讲义(自修适用)》，盛国成编著，上海东方世界语传播社，1925

年再版。 

《爱世语初阶》(ESPERANTO POR ĤINO)，疾侵著，上海辅本爱世语传

播社，1927年上海出版合作社第 6版。 

《世界语文规》(原名，爱斯不难读)，陆式楷著，上海辅本爱世语传

播社，1928年 3月第 4版。 

《世界语模范读本（上）》（LA MODEL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 (I)）

（汉语），钟宪民著，世界语出版社（上海），1928 年出版。 

 《世界语高等新读本》（LA NOVA KRESTOMATIETO DE ESPERANTO）（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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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商务印书馆（上海），1928年出版。 

《世界语全程》(PLEN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盛国成编著，上

海开明书店，1928 年 9 月初版，1929 年 5 月再版，1931 年第 3 版，1933

年 8月第 4版。 

《世界语捷径》，张锦源著，广州文思英文补习学校，1930年 4月初版。 

《世界语之基础》(FUNDAMENTO DE ESPERANTO)，柴门霍夫著，李泺译，

广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1930年。 

《世界语周课》(SEMAJNA KURSO DE ESPERANTO)，区声白著，广州出

版，1930年。 

《世界语一点钟》（ESPERANTO UNUHORA）（汉语），苏州世界语学会，

1931年出版。 

《世界语捷径》（KOMPLE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汉语)，钟宪

民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南京）1932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讲义》(ESPERANTA LEGOLIBRO POR ELEMENTA KURSO)，

乐嘉煊编，上海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1932年 5月初版，1935年 3月修订

再版，1936年 3月第 3版。 

《自修教科适用世界语捷径》(KOMPLE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

钟宪民编著，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32 年 11 月初版，1933 年重版，

1934年 10月第 3版。 

《世界语读本》(ESPERANTO 第一辑)，李泺著，1933年。 

《世界语》(ESPERANTO)，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编，上海中国世界语书

店，193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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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讲义(自修适用)》，盛国成编著，上海民智书局，1935年改订

再版。 

《世界语入门》(ABOCOLIBRO DE ESPERANTO)，索非著，上海开明书店

出版，1935年 8月初版。 

《大学用世界语教本》，H．T．编，1935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讲义》（汉语），乐嘉煊编，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上海）

1936年出版。 

《世界语一月通》(ESPERANTO EN UNU MONATO)，陈俊卿著，上海世界

语言学社，1936年 10月初版。 

《世界语一月通》(ESPERANTO EN UNU MONATO)，（汉语），陈俊卿著，

世界书局（北平），1936年出版。 

《世界语十课》(ESPERANTO：DEK LECIONOJ)，苏州世界语学会编印，

1936年出版。 

《世界语之匙》(ŜLOSILO DE ESPERANTO)，符恼武编译，1936 年 4 月

出版。 

《ESPERANTA LEGOLIBRO POR ELEMENTA KURSO》（世界语），JOĈAŜIEN

乐嘉煊编，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37 年出版。 

《世界语进阶》(STEP BY STEP IN ESPERANTO)，沈羽著，中国图书公

司出版，1937 年再版。 

《世界语一月通》(ESPERANTO EN UNU MONATO)，陈俊卿著，上海世界

语言学社，1937年 6月重版。 

《世界语入门》(ABOCOLIBRO DE ESPERANTO)，索非著，上海开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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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1939年 2月再版。 

《世界语》(ESPERANTO)，香港世界语学会编并出版，1940年。 

《世界语战时读本》（MILITTEMPA LEGOLIBRO DE ESPERANTO）（汉语），

钟宪民，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0 年出版。 

《世界语简明自修读本》，庄栋著，中国世界语协会延安分会，1941年

出版。 

《世界语战时读本讲义》（KOMENTARIO POR MILITTEMPA LEGOLIBRO DE 

ESPERANTO）（汉语），钟宪民编，世界语函授学社，1943年 5月第 4版。 

《世界语入门》(ABOCOLIBRO DE ESPERANTO)，索非著，上海开明书店

出版，1947年 1月第 4版。 

《世界语讲习班课本》，E.帕利佛著，上海综合书店印行，1949年出版。 

《ELLERNU!》（世界语中级课本）（世界语），上海综合书店，1950年出

版。 

《KURSO DE ESPERANTO》（世界语初级课本）（世界语），希拉奇著，上

海综合书店，1950年出版。 

《世界语基础课本》(FUNDAMENTA ESPERANTO)，西农世界语学会翻印，

1950年出版。 

《世界语新读本》(NOVA LEGOLIBRO DE ESPERANTO)，西农世界语学会

出版，1950年。 

《初级世界语讲习班课本》（ESPERANTA LEGOLIBRO POR ELEMENTA 

KURSO）（世界语），乐嘉煊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1年出版。 

《世界语全程》(PLEN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盛国成编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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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开明书店，1951年第 8版。 

《世界语初步》（汉语），焦风，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51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讲座》，冯文洛著，商务印书馆，1958年 11月初版。 

《世界语初级讲座》，冯文洛著，商务印书馆，1960年再版。 

《世界语初级讲座》，冯文洛著，商务印书馆，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世界语初级讲座》，冯文洛著，商务印书馆，1964年 2月第 4次印刷。 

《世界语讲习班课本（上）》（汉语），E. PRIVAT 著，1964年出版。 

《世界语讲习班课本（下）》（汉语），E. PRIVAT 著，1964年出版。 

《世界语教材》（汉语），北京广播学院（北京），1965 年出版。 

《外语系四年级世界语讲义》（LEGOLIBRO DE ESPERANTO(DAŬRIGA KURSO)

（汉语），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世界语教学小组，华中师范学院（湖北），

1965年出版。 

《世界语基础课》（LERNOLIBRO DE ESPERANTO）（汉语），华中师范学

院外语系世界语教学小组编，华中师范学院（湖北），1965 年出版。 

《初中世界语课本》（ESPERANTA LEGOLIBRO）（试用本），第一册，（汉

语），上杭第一中学外语教改组，福建上杭第一中学，1975年出版。 

《世界语全程》(PLEN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盛国成编著，台

湾开明书店（台湾），1976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LEMEN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上册），

方善境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0年 9月出版。 

《世界语讲习班课本》，E.帕利佛著，重庆第三师范学校外语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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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0月再版。 

《世界语》(上册)，华东师范大学编印，1980 年 11月出版。 

《世界语》(下册)，华东师范大学编印，1981 年 1月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LEMEN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下册），

方善境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1年 2月出版。 

《世界语自学入门》(ABC POR MENLERNADO DE ESPERANTO)，赵云峰、

张德沅著，山西科技报，1981年出版。  

《世界语课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教材组编，中国报道社，1981年

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LEMEN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初级班

下册（一）汉，方善境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1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LEMEN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初级班

下册（二）汉，方善境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1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LEMEN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初级班

下册（三）汉，方善境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1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LEMEN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初级班

下册（四）汉，方善境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1年出版。 

《世界语》(《科技幼苗》)，谢玉明编，新华世界语函校出版，1981

年。 

《世界语中级课本》，谢玉明编，新华世界语函校出版，1981年。 

《世界语自学入门》，山西科技报、山西省世界语协会筹备组编辑，1981

年 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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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世界语》(ELEMENTA KURSO DE ESPERANTO)，杨海春编，淮南初

级世界语函校，1981年 5月出版。 

《世界语课本》(ESPERANTO)(第一册)，李威伦编，淮南世界语函校，

1982年 2月出版。 

《世界语读本》(第一册辅导材料)，李威伦编，北京世协，1982 年出

版。 

《世界语入门十课》(ABC DE ESPERANTO)，胡国柱，淮南世界语函校，

1982年 8月出版。 

《世界语函授教程》(KORESPOND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张载

编，淮南世界语函校，1983年初版，1984年 10月修订版。 

《世界语讲习班课本》(LERNOLIBRO POR ESPERANTA KURSO)，帕利佛

著，张然译著，《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3年 2月出版。 

《世界语课本》，祝明义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3年出版。  

《初级世界语课本》(ELEMENTA ESPERANTO)，张忠文著，《世界语学习》

编辑部，1983 年 4月。 

《世界语基础》(第一册)，梁梓明著，广西世界语学会，1983年 5月。 

《世界语初级教程》(ESPERANTO ELEMENTA KURSO)，胡国柱著，黄石

世界语函授班，1983年第二版。 

《世界语读本》(ELEMENTA ESPERANTO-KURSO) (第一册)，李威伦编，

知识出版社，1983年 10月出版，1985年 10月第二次印刷。 

（《世界语读本》(ELEMENTA ESPERANTO-KURSO) (第二册)，李威伦编，

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 



 

462 
 

《世界语函授教程》(KORESPOND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 (第一、

二册)，陈宝德编，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1983 年 10 月出版第 1 册，

1986年 5月出版第 2册。 

《世界语课本辅导教材》，祝明义编，淮南世界语函校，1983年出版。 

《世界语中级教程》(上、下册)(ESPERANTO：MEZGRADA KURSO)，张丹

忱编，黄石世界语协会出版，1983年 10月出版第 1册。 

《世界语课本》，祝明义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第 4版。 

《世界语课本》，谢玉明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1984 年出

版。 

《世界语课本》（LERNOLIBRO DE ESPERANTO）（一）（汉语），古存华，

重庆世界语协会，1984年出版。 

《世界语课本》（LERNOLIBRO DE ESPERANTO）（二）（汉语），古存华，

重庆世界语协会，1984年出版。 

《世界语课本》(一、二、三、四册) (LERNO-LIBRO DE ESPERANTO)，

古存华编著，重庆世界语协会出版，1984年 3月出版第 1册和第 2册，1985

年 5月出版第 3册，1985年 8月出版第 4册。 

《世界语读本》(ELEMENTA ESPERANTO-KURSO) (第二册)，李威伦编，

知识出版社，1984年 1月出版，1985年 10月第二次印刷。 

《专科世界语教材》(ESPERANTO-LERNOLIBRO)，于国健、汪永红编，

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1984年 6月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方善境、张丹忱编，荆州世界语函授班，1984年

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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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教程》，于国健、宋子彬、汪永红编，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

1984年 6月出版。 

《专科世界语教材》，于国健、汪永红编，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光明

科技信息公司，1984年 7月出版。 

《世界语入门十课》(ABC DE ESPERANTO)，胡国柱著，黄石世协，1984

年 7月出版。 

《初级世界语课本》，张忠文译，《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 10月

出版。 

《葎草世界语课本》，谢玉明著，新华世界语函校，1984 年 12月出版。 

《刊授教程》(上)，《世界语学习》编辑部刊授部编印，1984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讲座》，冯文洛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再版。 

《世界语课本》(ELEMENTA ESPERANTO - KURSO)，DRALRO 著，山西世

界语专科学校，1984年春节出版。 

《世界语讲习班课本》（汉语），帕利佛著，《世界语学习》编辑部（重

庆），1984年出版。 

《世界语自学入门》（ABC POR MEMLERNADO DE ESPERANTO）（修订本）

（汉语），赵云峰、张德沅编著，山西科技报社、山西省世界语协会（筹），

1984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课本》（ESPERANTO）（汉语），方善境编，荆州世界语协

会（湖北），1984年出版。 

《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ESPERANTO EN PRAKTIKO(MEZGRADA)）（汉语），

王崇芳编，黄石市世界语协会（湖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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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自学课本》(ESPERANTO POR MEMLERNANTOJ)，魏以达、刘祖

军编，《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 年 2月出版。 

《七记耳光——世界语专修科公共读本》(上)(SEP VANGOFRAPOJ)，谢

玉明改编，新华世界语函校，1985年 1月出版，上册。 

《七记耳光——世界语专修科公共读本》(下)(SEP VANGOFRAPOJ)，谢

玉明改编，新华世界语函校，1985年 1月出版，下册。 

《世界语广播教材》(上、下)( ESPERANTO POR DISAŬDIGO)，于国健

编，安徽世界语广播函校，1985年 3月出版，第 1册、第 2册。 

《世界语专修科辅导材料》(1—3 册)，谢玉明编，新华世界语函校，

1985年 4月出版。 

《七记耳光——一个失业青年工程师的轶事)(匈)卡·阿兹拉尼飞

拉·史匹涅尔著，戴立明、武学善译，长春地质科学技术开发公司，1985

年 7月出版。 

《七记耳光辅导材料》(一、二、三册)，谢玉明编，新华世界语函授

学校，1985年 2月再版。 

《希望——世界语初级教材辅导》(一、二)，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

1985年 4月出版第 1册，1985年 6月出版第 2册。 

《中级世界语刊授课本》(上)(MEZGRADA ESPERANTA LERNOLIBRO POR 

PERGAZETA INSTRUADO I)，张载著，《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5年 6月出

版。 

《中级世界语刊授课本》(下)(MEZGRADA ESPERANTA LERNOLIBRO POR 

PERGAZETA INSTRUADO II)，张载著，《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5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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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专科教材辅导读本》，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教材编写组编，安徽世界

语专科学校，1985年 9月出版。 

《世界语初阶》(UNUAPAŜA ESPERANTO)，潘逖书、钱敏棋、朱钟毅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世界语教程》(LERNOLIBRO DE ESPERANTO)，魏原枢、徐文棋、周亦

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 

《科技世界语初阶》(简编本)(ABC DE ESPERANTO EN SCIENCO KAJ 

TEKNIKO)，(苏)盖格尔著，金海根、戴立明编译，北门出版社，1985 年出

版。 

《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ESPERANTO EN PRAKTIKO)，王崇芳著，黄石

世协，1985年出版。 

《世界语进修课本》(PAŜOJ AL PLENA POSEDO)（世界语），威廉·奥尔

德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世界语自修课本》(第一册)(ESPERANTO-KURSO POR MEMLERNADO(1)) ，

李士俊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 年出版。 

《世界语学习辅导》（汉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北京），1985 年出

版。 

《辅导读本》（汉语），教材编写组 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函授部，1985 

年出版。 

《新编世界语课本》（汉语），李土俊、殷国义、顾建华著，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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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ESPRANTO），邵融编，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世界语科技课本》，邵融著，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世界语初阶》(UNUAPAŜA ESPERANTO)，潘逖书著，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7年出版。 

《世界语课本》(LERNOLIBRO DE ESPERANTO)，赵承华、张志明编，沈

阳市世协、远距离教育出版社，1987 年 8月出版。 

《世界语》，张家声、王仁虎编，辽宁省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世界语教程》（修订版）（LERNOLIBRO DE ESPERANTO），魏原枢、李

奈西、徐文琪、周亦明编，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世界语函授教程》（KORESPONDO-LERNOLIBRO DE ESPERANTO I）（第

一册），陈宝德编，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1988年出版。 

《世界语会话读本》，绿川编著，学苑出版社出版，1988年出版。 

《世界语读本辅导教材》，李威伦编，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1989年出

版。 

《世界语科技课本》（LERNOLIBRO DE ESPERANTO EN SCIENCOJ KAJ 

TEKNIKOJ）（汉语），邵融编，大连理工大学（辽宁）1989年出版。 

《世界语自修课本》(第二册)(ESPERANTO-KURSO POR MEMLERNADO 

(2) ) ，李士俊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世界语初级教程》，1992年出版，出版单位信息不详。 

《世界语》，周光亚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4月出版。 

《世界语读本（上）》（ELEMENTA ESPERANTO-KURSO），李威伦编，中国

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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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语—汉语翻译教程》（汉语），于德全、刘晓骏、蓝天强等，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北京），1996年出版。 

《少儿世界语》，李威伦编，2003 年出版。 

《现代世界语》(MODERNA ESPERANTO，第一册及配套 CD 盘 2 张)，李

威伦编，新星出版社，2005年 11月出版。 

《现代世界语》（MODERNA ESPERANTO，第二册），李威伦编，新星出版

社，2007年出版。 

  

*《普及世界语教程》，北平学联会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函授讲义》，世界语学会编，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出版年

月不详。 

*《世界语高等读本》，世界语学会编，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出版年

月不详。 

*《爱世语教授》，陆式楷著，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练习本》，张禅林著，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简明自修读本》，重庆函授学社编，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初级课本》，曾倩仪、曹湄飘编，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初阶》(UNUA ŜTUPO LERNOLIBRO DE ESPERANTO)，李士俊编

著，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刊授教学辅导》(上、中、下)，刘瑛编，《世界语学习》编辑部，

上、中、下三册，出版年月不详。 

*《LINGVA KURSO UNIVERSITATA TEKSTOLIBRO DE ESPERANTO》（世界

语课本）（世汉对照），台湾辅仁大学世界语传习班出版，出版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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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基础课讲义》（汉语），出版年代不详。 

 

(二).世界语语法 

《世界语教科书》(附详解)，(德)鲍雷而著，沈羽编译，上海中国图

书公司，1911 年 3月初版。 

《世界语高等文典》（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汉语），

孙国璋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 

《世界语高等文典》（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汉语），

孙国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 

《世界语高等文典》（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汉语），

孙国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再版。 

《(基本的)普及世界语教程》，世界语学联教育股编译，北平编译者刊

行，1933年 5月出版。 

《世界语形态学》，V.VARANKIN 著，卢剑波译，中华绿星社出版，绿船

书屋发行，1934年 11月出版。 

《世界语大语法和构词法》(KOMPLETA GRAMATIKO KAJ VORTFARADO DE 

ESPERANTO)(影印)，FRUICTIER GRENKAMP- KOMFELD 著，北平清华绿星社，

1934年出版。 

《世界语发音学》，V.VARANKIN 著，卢剑波译，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

年出版。 

《世界语造句法》，V.VARANKIN 著，卢剑波译，成都中华绿星社，1935

年 3月初版。 

《世界语高等文典》，世界语学社编，北京大学，193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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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文法修辞讲话》（ELEKTITAJ ARTIKOLOJ PRI GRAMATIKO KAJ 

RETORIKO ESPERANTAJ）（汉语），La mondo社编，上海绿叶书店，1936年 3

月出版。 

《世界语初级文法》，钟宪民著，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0年出版。 

《世界语语法》(GRAMATIKO ESPERANTA)，冯文洛著，重庆世界语函授

学社，1943年 1月初版。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高级世界语文法)(世界语)， 

K.KALOCSAY，G.WARINGHIEN，（北京），1958年出版。 

《世界语高等文典》（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汉语），

孙国璋，1976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三版。 

《世界语的发音》（汉语），方善境著，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贵州），

1980年出版。 

《翻译修辞》（汉语），中国报道图书翻译组、国际电台世界语组（北

京），1980年出版。 

《世界语语法和构词》（KOMPLETA GRAMATIKO KAJ VORTFARADO）（汉语），

[法]鲍尔·佛瑞克梯尔，北京市世界语协会，1981 年出版。 

《实用世界语语法》（PRAKTIKA GRAMATIKO DE ESPERANTO），刘鸿元编

著，江苏省世协(筹)，1981年出版。 

《实用世界语语法》（PRAKTIKA GRAMATIKO DE ESPERANTO）（汉语），

刘鸿元编，安徽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1981年出版。 

《世界语语法》(GRAMATIKO DE ESPERANTO)，魏原枢、徐文琪编，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 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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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语法详解》(DETALA KLARIGO PRI ESPERANTA GRAMATIKO)，

张丹忱、曹东海编，黄石世界语协会，1983年出版。 

《世界语语法漫谈》(GRAMATIKAJ PUNKTOJ DE ESPERANTO)，《世界语

学习》编辑部编，重庆世界语协会，1983年 2月初版，1984 年 4月重印。 

《实用世界语语法》(PRAKTIKA GRAMATIKO DE ESPERANTO)，刘鸿元著，

淮南世界语函校，1983年出版。 

《世界语情感表达法》(ESPRIMO DE SENTOJ EN ESPERANTO)，柏利华

著，梁家枢译，《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 1月出版。 

《浅谈世界语句型分析》，李奈西著。淮南世界语函校，1984年 5月出

版。 

《世界语中级语法》（LA TUTA ESPERANTO）（汉语），亨利克·谢皮克，

余海涛译，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 5月出版。 

《世界语语音》(FONETIKO DE ESPERANTO)，魏原枢著，上海外语音像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PLENA ANAL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世界语分析语法），

KALOCSAY WARINGHIEN （卡洛柴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世界语表达法拾零》(RIMARKOJ PRI ESPERANTA ESPRIM-MANIERO)，

祝明义著，安徽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1984年 12月出版。 

《世界语课本语法补充》，王青龙编，山西世界语专科学校，1985 年

10月出版。 

《世界语前置词略解》（ MALGRANDA MONOGRAFIO PRI ESPERANTAJ 

PREPOZICIOJ）（汉语），[日]小坂狷二，周力编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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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世界语学习辅导》，李奈西、徐声越、李士俊等著，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5年出版。 

《世界语词汇辨析》(KIEL UZI VORTOJN)，朱世权、于国健、王迪生

著，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1985年出版。 

《世界语文法修词讲话》（ELEKTITAJ ARTIKOLOJ PRI GRAMATIKO KAJ 

RETORIKO ESPERANTAJ）（汉），《世界语学习》编辑部（重庆），1986年出版。 

《世界语文法修辞讲话》（ELEKTITAJ ARTIKOLOJ PRI GRAMATIKO KAJ 

RETORIKO ESPERANTAJ)，叶籁士等著，《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6年 4月

出版。 

《世界语介词》，周光志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6年 6

月出版。 

《简明世界语语法》(KONC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赵学刚、

王仁虎、张家声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 12月出版。 

《世界语简明语法》，赵承华编著，张家声审阅，沈阳市世界语协会，

1987年出版。 

《新编世界语语法》（NOVA GRAMATIKO DE ESPERANTO），（汉语），曹东

海，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湖北），1988年出版。 

《世界语语法纲要》，刘铃编，外文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世界语语法精要》，姜祖岳编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1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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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RIMO DE SENTOJ EN ESPERANTO》（世界语表现法研究）（世界语）

EDMOND PRIVAT，出版年代不详。 

*《KOMPLETA GRAMATIKO KAJ VORTFARADO DE ESPERPANTO》（世界语）

PAUL FRUICTIER，（福建），出版年代不详。 

*《LA TUTA ESPERANTO》（中级世界语文法），（世界语），HENRIK SEPPIK，

（北京），出版年代不详。 

*《发音学纲要》（汉语），出版信息不详。 

*《世界语文法》，李泺著，1933 年出版，出版者不详。 

*《世界语文法纲要》，李泺著，1933年出版，出版者不详。 

 

(三)．世界语会话 

《会话指南》，陆式楷著，上海辅本爱世语传播社，1912年 9月出版。 

《爱世语中国语会话指南》(KONVERSACIA GVIDLIBRO ESPERPANTA- 

ĤINA)，疾侵著，1912年 11月上海辅本爱世语传播社出版。 

《你会说世界语吗?》(ĈU VI PAROLAS ESPERPANTE?)，蔡方选著，北

平中国世界语书社，1935年 1月出版。 

《世界语会话指南》(GVIDLIBRO DE ESPERPANTA INTERPAROLADO)，肖

聪编，上海绿叶书店，1936年出版。 

《初级会话》(POR KOMENCANTOJ)，C.J.COPPENS 著，香港世界语学会，

1940年 10月出版。 

《世界语会话》，李士俊编，厦门大学，1963年出版。 

《ESPERANTA KONVERSACIO》（世界语会话）（世汉对照），李士俊编，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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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来说世界语》(NI PAROLU ESPERANTE)，（世汉对照），方善境编

著，孙凯之修校，新华世界语函校录制，中国唱片社，1980 年出版发行。 

《你会说世界语吗?》(ĈU VI PAROLAS ESPERPANTE?)，(波兰)ANDRZCJ 

PETTYN著，华东纺织工学院院刊编辑室，1981年 1月出版。 

《世界语有趣对话》(AMUZAJ DIALOGOJ EN ESPERPANTO)，彼得逊译，

亚纳斯校，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1981年翻印。 

《你讲世界语吗?》(ĈU VI PAROLAS ESPERANTE?)，(波)安德列·佩滕

著，施雨祖译，北京市世界语协会，1981年 8月出版。 

《世界语趣味会话》(AMUZAJ DIALOGOJ EN ESPERPANTO)，艾伯特·利

恩哈尔特著，徐婉芬译，北京世协，1981年 8月出版。 

《世界语三百句》，魏原枢编，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1983年 3月出版。 

《我们的世界》(JEN NIA MONDO)，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编印，1983年

4月出版。 

《世界语九百句》(900 FRAZOJ DE ESPERPANTO)，黄石市世界语协会

编印，1984年 3月出版。 

《新编世界语基础会话》（世汉对照），齐小荣编，湖北荆州世界语函

授班，1984年 9月出版。 

《ESPERANTA KONVERSACIO》（世界语会话练习册）（世汉对照），早稻

田大学世界语研究会[日]编，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 年出版。 

《世界语会话练习册》(ESPERPANTA KONVERSACIO)，张忠文编，《世界

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 12月出版。 

《我们的世界》(JEN NIA MONDO)，周光志编译，《世界语学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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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984年 12月出版。 

《初级世界语趣味故事复述教材》 (ELEMENTAJ RAKONTOJ POR 

RIPETADO)，(英)L.A 希尔著，周心、董振环、韦山世译，长春市世协、长

春地质科学技术开发公司、世界语科技出版基金会、长春地质学院学报编

辑部、中国信息展览交流会编辑，1985年出版。 

《说说笑笑》(LITERATURO KONVERSACIA)(翻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5年出版。 

《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话手册》(KONVERSACIA MANLIBRO PRI 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祝明义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ESPERANTA KONVRSACIO I》（世界语会话，第一册）（世汉对照），李

士俊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世界语口语实践》(PAROLA PRAKTIKO DE ESPERANTO)，彼得逊，安

徽世界语专科学校，1985年 9月出版。 

《世界语会话读本》，绿川编，学苑出版社出版，1988年出版。 

《MANLIBRO DE ĈINA-ESPERANTA KONVERSACIO KAJ LEKSIKONO》（汉语

世界语会话与词汇手册）（世汉对照），于德全编，延边大学出版社（吉林），

1988年出版。 

《世界语会话指南》（GVIDLIBRO DE ESPERANTA KONVERSACIO），李士

俊编著，东北绿星学苑，2001年 9月出版。 

《新编世界语基础会话》（世汉对照），张淑贤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

会，2003年出版。 

《青春与世博同行外语丛书——世界语 100句》，周天豪编，上海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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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2009年 12月出版。 

     

*《世界语灵格风会话》，陈举凤、曾美英编，福建世界语学会出版，

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三百句》，山西世界语专科学校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四)．世界语教学、翻译研究 

《世界语崔氏教授法》（PRI ĈE-METODO EN ESPERANTO）（汉语），李泺

著，广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1933年出版。 

《世界语翻译研究》（KOLEKTIVA STUDO DE TRADUKADO）（汉语），叶君

编，绿叶书店（上海），1936年出版。 

《世界语翻译研究（一）》（汉语），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50年出版。 

《大学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汉语）， 高校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审订

组（上海）。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出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出版。 

 

(五).世界语词典 

《(袖珍)世界语字典》(POŜA VORTARO ESPERANTA- ĤINA)，（世汉对照），

(波兰)柴门霍夫著，沈羽译，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1年 3月初版。 

《世界语汉文字典》(ESPERANTO- ĤINA VORTARO)（世汉对照），吕桐

荪、熊子英著，上海世界语学社，1911年出版。 

《世界语小字典》，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2年 9月出版。 

《世界语汉文字典》(ESPERANTO-ĤINA VORTARO)，（世汉对照），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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荪、熊子英编译，上海世界语学社发行，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1912年 10

月初版。 

《世界语汉文新辞典》(NOVA VORTARO ESPERANTA-ĤINA)，无等编，上

海民智书局，1922年出版。 

《世界语汉文新字典》(NOVA VORTARO ESPERANTO-ĤINA)（世汉对照），

杭州世界语学社编辑，浙江印刷公司出版，1924年 2月初版。 

《英汉双解基本世界语字典》 (FUNDAMENTA VORTARO ESPERANTA 

TRILINGVA)，傅振伦著，上海民知书局，1927年 5月初版。 

《世界语分类词汇》(KLASIGITA TERMINARO DE ESPERANTO)，EĈENO 

S.Cian著，上海世界语学会，1929年出版。 

《MODELA VORTARO ESPERANTO-ĤINA》（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世汉对

照），钟宪民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南京），1933年出版。 

《汉语世界语辞典》(ĤINA-ESPERANTA VORTARO)，傅振伦著，北平立

达书局，1934 年 8月 1日出版。 

《汉译世界语小辞典》，周庄萍编著，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 12 月初

版。1938年 3月 3版，1948年 3月 5版，1949年 11月 6版。 

《世界语大辞典》(PLENA VORTARO DE ESPERANTO)，GROSJEAN-MANPIN

等著，上海综合书店，北平清华绿星社，1934年出版。 

《 爱 丁 堡 世 英 英 世 字 典 》  (EDINBURGH POCKET ESPERANTO 

DICTIONARY)  (影印)，上海综合书店，1934年出版。 

《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续编》，钟宪民著，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3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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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MODERNA ĈINA-ESPERANTA VORTARO)（汉世

对照），周庄萍、徐文、郑竹逸著，上海曙光出版社，1935年 9月出版，精

装本，1943年 2月 10日订正再版。 

《汉世辞典》(MODERNA VORTARO ĈINA-ESPERANTA)（汉世对照），肖聪

著。上海绿叶书店发行，1935年 11月出版。 

《英世辞典》 (ESPERANTO-ENGLISH DICTIONARY)，上海综合书社印行，

1935年 10月 10日出版。 

《汉译世界语小辞典》，周庄萍编著，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 3月 3版，

1948年 3月 5版，1949年 11月 6版。 

《世界语分类词典》(ESPERANTA KLASIFIKA VORTARO)，亚克著，重庆

世界语函授学社，1941年 10月初版。 

《世界语中文大辞典》（PLENA VORTARO ESPERANTA- ĈINA）（世汉对照），

冯文洛著，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3年 8月出版。 

《汉译世界语小辞典》，周庄萍编著，上海开明书店，1948 年 3月第 5

版. 

《汉译世界语小辞典》，周庄萍编著，上海开明书店，1949 年 11 月第

6版。 

《世界语中文大辞典》（PLENA VORTARO ESPERANTA-ĈINA）（世汉对照），

冯文洛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2年 3月再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年再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再版。 

《世界语新词典》(NOVA VORTARO ESPERANTA- ĈINA)，（世汉对照）中

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1962年、1980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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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贵阳重印，1980 年 11 月北京世协翻印，1984 年 6 月淮南世界语函

授学校再版。 

《汉世词典》（PLENA VORTARO ĈINA-ESPERANTA）（汉世对照），胡国柱、

李军、张丹忱编，武汉市世界语小组，1969年出版。 

《华世辞典》(ĈINA-ESPERANTA VORTARO)，王步融编著，台湾光启出

版社，1980年出版。 

《世界语基本词汇》（世汉等八种），ZAMENHOF，（北京）1980年出版。 

《世界语新词典》(汉世索引)，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1年出版。 

《汉世辞典》( ĈINA-ESPERANTA VORTARO)，于国健、王迪生、高振全

著，蚌埠市科技协会、安徽省世界语协会、安徽大学外语系，1982 年 9 月

初版，1986年 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修订重印。 

《汉世小辞典》(ĈINA-ESPERANTA VORTARO)（世界语），北京市世界语

协会《汉世小词典》编写组，知识出版社，1983年 1月出版。 

《世界语原文小词典》(VORTARO DE ESPERANTO)，KABE（卡贝）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世界语教学辞典》(ESPERANTA-ĈINA VORTARO POR INSTRUADO)，（世

汉对照），魏以达等编，《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出版。 

《词源学词典》(NAŬLINGVA ETIMOLOGIA LEKSIKONO)（世汉等十种语

言对照），(英) LOUIS BASTIEN（L·贝斯腾）著，长春市世界语协会，1985

年出版。 

《汉语世界语词典》(ĈINA ESPERANTA VORTARO)，中华世协汉世词典

编写组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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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花卉名册》(NOMENKLATURO DE GENERALAJ ORNAMFLORAJ VEGETAĴOJ) 

(拉丁语、英语、世界语、汉语对照)，曾定之主编，广西植物研究所、广

西科技情报研究所、桂林世界语协会，1986年 7月出版。 

《简明科技世汉词典》 (KONCIZA ESPERANTA-ĈINA VORTARO POR 

SCIENCO-TEKNIKOJ)，梁梓明主编，广西交通世界语学会，1986年 8月第 1

版。 

《世华词典》(ĈINA-ESPERANTA VORTARO)，北京世协编，北京知识出

版社，1986年出版。 

《世界语常用词手册》，蓝天强编，广西世界语学会、广西交通世界语

学会，1986年 1月出版。 

《世界语汉语词典》(ESPERANTO-ĈINA VORTARO)，世界语汉语词典编

写组，张闳凡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 3月出版。 

《世英汉分类词典》，(LAŬTEMA VORTARO ESPERANTA- ANGLA-ĈINA)，

世英汉分类词典编辑组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图书情报文献学词典》（世英汉法德西对照），DOUG PORTMANN[美] 、

陈珊编著，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出版。 

《人体解剖学名词》（ANATOMIA NOMENKLATURO），（拉英法世汉），李克

希、ANDRE ALBAULT 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 年出版。 

《十一种语文经济贸易词典》（ INTERNACIA KOMERCA-EKONOMIKA 

VORTARO EN 11 LINGVOJ）（世英汉等十一种），F. MUNNIKSMA 编，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世界语汉语词典》(ESPERANTO-ĈINA VORTARO)，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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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再版。 

《世界语英语双解词典》，青岛出版社，1992年出版。 

《微生物遗传学词典》（INTERNACIA VORTARO DE MIKROBA GENETIKO），

（世英汉），RALPH A.LEWIN[美]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 汉 世 英 法 中 医 术 语 词 典 》（ ĈINA-ESPERANTA-ANGLA-FRANCA 

ĈINMEDICINA TERMINARO），（汉世英法对照），顾建华等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7年出版。 

《世界语汉语新词典》(ESPERANTO-ĈINA VORTARO)（20开本），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2000年出版。 

《ĈINA-ESPERANTA VORTARO PRI MEDICINAJ VEGETALOJ》，（植物药双

语词典）（世汉对照）崔之骎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 

《汉语世界语大词典》（GRANDA VORTARO ĈINA-ESPERANTA），王崇芳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7年 12月出版。 

《奥运实用词汇手册》，外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 

《世界语趣味教学词典》(ESPERANTA VORTARO POR LERNANTOJ)李士俊、

李朝阳编，外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 

 

*《世汉新字典》，张佩苍编，出版单位与出版年月不详。 

*《中文世界语字典》，罗石均编，出版单位与出版年月不详。 

*《世界语分类词汇》，索非著，出版单位与出版年月不详。 

*《分类世界语词汇》，朱华著，出版单位与出版年月不详。 

*《原文注释世界语大辞典》，综合书店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铁路运输组织工作技术术语汉语、英语、世界语对照手册》（Ŝ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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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O-TERMINARO DE FERVOJA TRAFIKA ORGANIZO ĈINA-ANGIA-ESPERANTA 

BROŜURO）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编译，出版年代不详。 

*《汉世词汇摘录》（汉世对照），（北京），出版年代不详。 

*《世界语杜登词典》（世界语），（北京），出版年代不详。 

 

(六).世界语读物 

《小红帽》，GRIMM ROUBER 著，泰伦译，上海绿的书店，1928年出版。 

《时的福音》（LA EVANGELIO DE LA HORO），PAUL BERTHELOT，上海出

版合作社，1928年出版。 

《为跌下而造的塔》(TURO POR FALI)，(俄)爱罗先珂(EROŜENKO)著，

胡愈之译，上海绿的书店，1930年出版。 

《加尔》(Karlo)，原著 Privat，李恺良译，孙义植注，上海世界语书

店，1931年 10月初出版。 

《 世 界 语模 范 文选 》（ FUNDAMENTA KRESTOMATIO DE LA LINGVO 

ESPERANTO）(华文译注)，钟宪民编译，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33年 8

月初版。 

《茵梦湖》(IMENLAGO)，原著 Theodor Storm，世译者 AlfredBader，

蔡方选注解，中国世界语书社，1934 年出版。 

《彼得》(PETRO)(影印)，上海综合书社，1934年出版。 

《父与子》(PATROJ KAJ FILOJ)(影印)屠格涅夫著，Kabe 译，北平清

华绿星社，1934年出版。 

《沙乐美》(世汉对照)，(英)王而德著，H.J.Bulthuis 世译，钟霖重

译，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年 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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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别墅与公墓》(VILAO APUD LA MARO KAJ EN LA TOMBEJO)（世

汉对照）(保加利亚)斯塔玛托夫 (Stomatov)著，克勒斯大诺夫世译，蔡方

选译，北平中国世界语书社出版，1934年 12月初版。 

《卡尔》( KARLO)(影印)，Privat 著，上海综合书社，1934年出版。 

《朋友们谈了些什么》(影印)，Zur Mtillen 著，上海综合书社，1934

年出版。 

《世界语活叶文选》（ESPERANTA KRESTOMATIO），TIKOS（方善境）编，

上海中国世界语书店，1935年出版。 

《KIEL MI LERNIS》(我怎样学习的) (世汉对照)，高尔基(MAKSIM 

GORKIJ)著，齐生译，世译者 P.Tilin，世界语函授学社，1936年出版。 

《世界语文选》(第一册) (NOVA KRESTOMATIO I )，叶籁士编，世界

语函授学社，1941年出版。 

《PROVERBOJ》（各国谚语选集）（世界语），叶籁士编，世界语函授学

社（重庆）1942年出版。 

《世界语文选第一册字彚》（世汉对照），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2

年出版。 

《PROVERBOJ》（各国谚语选集）（世界语），叶籁士编，世界语函授学

社（重庆）1944年出版。 

《KIEL MI LERNIS》（我怎样学习的）（世汉对照），高尔基（MAKSIM 

GORKIJ）著，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4年出版。 

《注释世界语文选（第一集）》（ESPERANTA KRESTOMATIO），世界语者

协会选辑，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4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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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讲讲 笑笑》（LITERATURO KONVERSACIA）（世界语），综合书店，

1950年出版。 

《弄巧成拙》（KIO POVAS OKAZI，SE ONI DONACAS SURPRIZE）（世界

语），FRITZ REUTER著，综合书店，1950年出版。 

《 世 界 语模 范 文选 》（ FUNDAMENTA KRESTOMATIO DE LA LINGVO 

ESPERANTO）（世界语），L.L.ZAMENHOF 著，1954年出版。 

《注释世界语文选（第一辑）》（ESPERANTA KRESTOMATIO），焦风 商务

印书馆，1959 年出版。 

《傻瓜伊凡》（(IVAN LA MALSAĜＵLO)）（世界语），LEO TOLSTOJ，中

国报道社，1980年出版。 

《枯叶杂记》(RAKONTOJ DE VELKINTA FOLIO)，爱罗先珂著，胡愈之、

张海平译，中国报道社，1981年出版。 

《世界语阅读文选》(LA LEGAĴOJ)，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1981 年 11

月出版。 

《世界语故事选》(RAKONGTOJ DE ESPERANTO)，谢玉明、孙凯之译，

新华世界语函校，1981年 2月出版。 

《茵梦湖》（IMENLAGO）（世汉对照），THEODOR STORM，中国报道社，

1981年出版。 

《世界语阅读文选》(LA LEGAĴOJ)(1—2)，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1981

年出版。 

《灯塔看守人》（LA LANTERNISTO KAJ ALIAJ NOVELOJ）（世汉对照），

泰戈尔著，李奈西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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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LA REVIZORO)，果戈理原著，柴门霍夫世译，戴颂恩注

释，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年出版。 

《柴门霍夫原著》，孙凯之改编，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1982年出版。 

《异国故事选》，孙凯之译，新华世界语函校，1982年出版。 

《LA VERDA KORO》（绿心）（世汉对照），尤里·巴基，孙劲平、张友

新等译，湖北黄石世协，1982年出版。 

《幽默 100则》（100 HUMORAĴOJ），李威伦，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 

《茵梦湖》（IMENLAGO）（世），THEODOR STORM，中国报道社，1983 年

出版。 

《世界语阅读文选》(ANTOLOGIO DE ESPERANTO)，杨帆、王希庚、王

云放、李景莉等编，安徽省世协，1984年 4月出版。 

《我们的世界》（JEN NIA MONDO）（世汉对照）周光志，《世界语学习》

编辑部，1984年出版。 

《机器世界》（MAŜIN-MONDO）（世汉对照），SANDOR SZHATMARI[匈]，李

奈西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出版。 

《绞刑架下的报告》(RAPORTO SKRIBUITA EN LA PENDUMILA MAŜO)，尤

利乌斯·伏契克著，鲁道尔夫·赫诺玛达世译，Kalo注译，《世界语学习》

编辑部，1984 年 11月出版。 

《父与子》(PATROJ KAJ FILOJ)，屠格涅夫著，卡贝译，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卡尔》（KARLO）（世界语），中国报道社，1980 年出版；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5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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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记耳光——一个失业青年工程师的轶事》，(匈)卡·阿兹拉尼、

拉·史匹涅尔著，戴立明、武学善译，长春地质科学技术开发公司，1985

年 7月出版。 

《世界语异国故事选》(RAKONTOJ EL PLURAJ LANDOJ)，彼得逊编，安

徽世界语专科学校，1985年 9月出版。 

《世界语小故事》(RAKONTETOJ DE ESPERANTO)，魏原枢、徐文棋、周

亦明编，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1985 年出版。 

《世界语读物选》（ESPERANTAJ LEGAĴOJ ELEKTITAJ I）（第 1 册），白

松编，知识出版社，北京 1985年出版。 

《世界语读物选》（ESPERANTAJ LEGAĴOJ ELEKTITAJ II）（第 2册），白

松编，知识出版社，北京 1985年出版。 

《世界语读物选》（ESPERANTAJ LEGAĴOJ ELEKTITAJ III）（第 3 册），

白松编，知识出版社，北京 1985年出版。 

《说说笑笑》（LITERATURO KONVERSACIA）（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5年出版。 

《屠格涅夫散文诗选》(VERSAĴOJ EN PROZO)，李奈西译注，《世界语学

习》编辑部，1985年 12月出版。  

《POPOLRAKONTOJ EL DIVERSAJ LANDOJ》（各国民间故事选）（世界语），

张载编，世界语学习编辑部（重庆）1985年出版。 

《MIKRONOVELOJ DE SINITI HOSI》(星新一微型小说选)，(世汉对照)，

星新一[日]，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 

《事实与幻想》（FAKTOJ KAJ FANTAZIOJ）（世界语），M.布尔顿[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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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PROVERBARO ESPERANTA.》（世界语谚语集）（世界语），L.L.柴门霍

夫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上帝保佑你》（DIO REKOMPENCU VIN），约拉西·卡玛戈，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1年出版。 

《小约翰》（JOĈJO）（世界语），爱尔沙·奥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2年出版。 

《PAŜOJ AL PLI ALTA ŜTUPO》(初学者 150 天)(世界语)，卢传标、王

汉平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碧海拾贝》，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3年出版。 

 

*《世界语文选第一册字汇》，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编印，出版年月不

详。 

*《十个诗人》(DEK POETOJ)，Ĉ.Scight主编，太阳出版社出版，出版

年月不详。 

*《伽利略》，《世界语学习》编辑部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春日小品》，上海绿的书店编印，出版年月不详。 

*《西线无战事》(EN OKCIDENTO NENIO NOVA)，Remarque 著，出版年

月及出版单位不详。 

 

(七)．世界语通讯： 

《 世 界 语 国 际 通 信 集 》 (KOLEKTO DE ESPERANTA INTERNACIA 

KORESPONDADO)，周庄萍、郑竹逸编注，上海曙光出版社，1936 年出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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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 57页，第二集 72页。 

《世界语两地书》，Alois Schneider 著，孙凯之译，新华世界语函授

学校，1982年出版。 

《 世 界 语 两 地 通 信 》 (KORESPONGDO INTER DU JUNAJ 

GEESPERANTISTOJ)(世汉对照)，Alois Schneider 著，Drako 译，山西世界

语专科学校，1985年 12月出版。 

《 中 国 世 界 语 者 人 名 录 》 ( 一 、 二 ) (ADRESARO DE ĈINAJ 

ESPERANTISTOJ)，人名录编写组编，《世界语学习》编辑部，第一册 1986

年 2月出版。第二册同年 6月出版。 

《世界语通讯大全》，侯志平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五、政治书籍 

 

(一)．毛泽东著作 

《实践论》(PRI PRAKTIKO) （世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1961年出版。 

《论人民民主专政》(PRI POPOL-DEMOKRATIA DIKTATURO)（世界语），

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1年出版。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INTERPAROLO KUN USONA 

ĴURNALISTINO ANNA LOUISE STRONG）（世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1961 年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RAPORTO AL LA DUA PLENA SESIO DE LA SEPA CENTRA KOMITATO DE LA 



 

488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1961年出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PAROLADOJ ĈE LA LITEATURA KAJ ARTA 

KUNSIDO EN JAN-AN)（世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2年

出版。 

《评白皮书》（KOMENTARIOJ PRI LA BLANKA LIBRO）（世界语），毛泽

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2年出版。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LA NUNA SITUACIO KAJ NIAJ TASKOJ）（世

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2年出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PRI LA ĜUSTA TRAKTADO DE 

KONTRAUXDIROJ INTERNE DE LA POPOLO) （世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1963年出版。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KOMENTARIO PRI LA DEKLAR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USONO）（世界语），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3年出

版。 

《矛盾论》(PRI KONTRAŬDIRO)，毛泽东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

年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LA AKTUALA SITUACIO KAJ 

NIA POLITIKO POST LA VENKO EN LA KONTRAŬJAPANA REZISTMILITO）（世

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LA SOCIALISMA INDUSTRIIGO 

KAJ LA KOLEKTIVIGO DE AGRIKULTURO EN ĈINIO）（世界语），毛泽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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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LA ĈINA REVOLUCIO KAJ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愚公移山》（MONTOTRANSLOKIGO FARE DE MALSAĜA AV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PAROLADOJ ĈE LA LITEATURA KAJ ARTA 

KUNSIDO EN JAN-AN)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ANALIZO DE LA KLASOJ EN LA ĈINA SOCIO）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将革命进行到底》（DAŬRIGU LA REVOLUCION ĜIS LA FIN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为人民服务》（SERVU AL LA POPOL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

版社，1966年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PAROLADO EN LA 

TUTLANDA KONFERENC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 PRI PROPAGANDA 

LABOR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6 年出版。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INTERPAROLO KUN USONA 

ĴURNALISTINO ANNA LOUISE STRONG）（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

1967年出版。 

《实践论》(PRI PRAKTIKO)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7

年再版。 

《毛主席语录》(VORTOJ DE PREZIDANTO MAŬZEDONG)（世界语），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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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著，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KELKAJ PROBLEMOJ PRI METODOJ DE 

GVIDAD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DE KIE VENAS LA KOREKTAJ IDEOJ DE LA 

HOM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ESTI OPONATA DE LA MALAMIKOJ 

ESTAS AFERO BONA SED NE MALBONA）（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

1967年出版。 

《反对自由主义》(KONTRAŬ LIBERALISM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

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反对本本主义》（KONTRAŬ LIBROADORAD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

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关于健全党委制》（ PRI PLIFORTGO DE LA SISTEMO DE PARTIA 

KOMITAT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ZORGU LA VIVON DE LA AMASOJ， 

PRIATENTU METODOJN DE LABOR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7

年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RAPORTO AL LA DUA PLENA SESIO DE LA SEPA CENTRA KOMITA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毛泽东，外文出版社，1967 年出

版。 

《论人民民主专政》(PRI POPOL-DEMOKRATIA DIKTATURO) （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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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LA NUNA SITUACIO KAJ NIAJ TASKOJ）（世

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评白皮书》（KOMENTARIOJ PRI LA BLANKA LIBRO）（世界语），毛泽

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再版。 

《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KVIN DOKUMENTOJ DE PREZIDANTO MAŬ 

ZEDONG PRI LITERATURO KAJ ART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

1968年出版。 

《毛主席论人民战争》(PREZIDANTO MAO ZEDONG PRI POPOLA MILITO)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统一站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LA PROBLEMO DE SENDEPENDECO KAJ 

MEMSTARECO EN LA UNUECFRONT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SERVU AL LA POPOLO MEMORE AL 

NORMAN BETHUNE MONTOTRANSLOKIGO FARE DE MALSAĜA AVO）（世界语），毛

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PAROLADO EN KONFERENCO DE KADROJ》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反对党八股》(KONTRAŬ PARTIA STEREOTIPAĴO)（世界语），毛泽东著，

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PRI KOREKTO DE ERARAJ IDEOJ EN LA 

PARTIO)，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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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日 游击 战 争 的战 略问 题 》 (STRATEGIAJ PROBLEMOJ EN LA 

KONTRAŬJAPANA GERILA MILITO)，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改造我们的学习》(REFORMU NIAN STUDON)（世界语），毛泽东著，

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战争和战略问题》(PROBLEMOJ DE MILITO KAJ STRATEGIO)，毛泽东

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毛主席论人民战争》（PRI POPOLA MILITO）（世界语），毛泽东著，

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ANTAŬPAROLO KAJ POSTSKRIBO AL LA 

KAMPARAJ ENKETOJ）（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PRI LA PROBLEMO DE AGRIKULTURA KOOPERIGO）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青年运动的方向》（LA DIREKTO DE LA JUNULA MOVAD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论政策》（PRI NIA POLITIK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

1968年出版。 

《<共产党人>发刊词》（INAŬGURAJ VORTOJ POR LA KOMUNISTO）（世界

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PAROLADO ĈE LA ASEMBLEO DE 

REPREZENTANTOJ DE LA ŜENHI-GANSU-NINGHIA-A LIMREGION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学习和时局》（NIA STUDO KAJ LA AKTUALA SITUACIO）（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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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NOV-DEMOKRATIA KONSTITUCIA REĜIMO）（世界

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NUNAJ TAKTIKAJ PROBLEMOJ EN LA 

KONTRAŬ JAPANA UNUECFRONT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组织起来》（ORGANIZIĜU!）（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PAROLADO EN KONFERENCO DE KADROJ EN 

LA ŜANHI-SUJJUAN-A LIBERIGITA REGION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

版社，1968年出版。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PRI KELKAJ GRAVAJ 

PROBLEMOJ EN LA NUNTEMPA POLITIKO DE LA PARTIO）（世界语），毛泽东

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LA SITUACIO KAJ TASKOJ 

EN LA KONTRAŬJAPANA REZISTMILITO POST LA FALO DE ŜANHAJO KAJ TAJJUAN）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关于重庆谈判》（PRI LA ĈONGKING-A INTERTRAKTAD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PRI TAKTIKO KONTRAŬ LA JAPANA 

IMPERIISM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LA ROL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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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ĈINIO EN LA NACIA MILII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UNUIĜU LA 

POPOLOJ DE LA TUTA MONDO POR FRAKASI LA USONAJN AGRESANTOJN KAJ ĈIUJN 

ILIAJN LAKEOJN）（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NI DEVAS ELLERNI EKONOMIAN LABORON）（世

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整顿党的作风》（ĜUSTIGO DE LA PARTIA LABORSTIL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中国的红色政为什么能够存在》（KIAL RUĜA POLITIKA POTENCO EN 

ĈINIO POVAS EKZISTI?）（世界语），毛泽东。外文出版社，北京，1969 年

出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STRATEGIAJ PROBLEMOJ EN LA ĈINA 

REVOLUCIA MILITO)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论联合政府》(PRI KOALICIA REGISTARO) （世界语），毛泽东著，

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论持久战》(PRI LONGDAŬRA MILIT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

版社，1969年出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SOLA FAJRERO POVAS BRULIGI TUTAN STEPON)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ORIENTILO，RIMEDOJ KAJ 

PERSPEKTIVO POR REZISTI KONTRAŬ LA JAPANA ATAKO）（世界语），毛泽东



 

495 
 

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新民主主义论》(PRI NOVA DEMOKRATIO)（世界语），毛泽东著，外

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RAPORTO PRI ESPLORADO DE LA KAMPARANA 

MOVADO EN HUNAN) （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整顿党的作风》(GUSTIGU DE LA PARTIA LABORSTILO)（世界语），

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BATALU POR LA MOBILIZADO 

DE ĈIUJ FORTOJ POR GAJNI VENKON EN LA REZISTMILITO）（世界语），毛

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LA TASKOJ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 EN LA PERIODO DE REZISTADO KONTRAŬ JAPANIO）（世界语），毛

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RAPORTO AL LA DUA PLENA SESIO DE LA SEPA CENTRA KOMITA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毛泽东。外文出版社，1969 年再

版。 

《毛泽东选集》(ELEKTITAJ VERKOJ DE MAŬ ZEDONG VOLUMO I)( 第一

卷)，(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71年出版。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KVIN FILOZOFIAJ VERKOJ DE PREZIDANTO 

MAŬ)（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72 年出版。 

《毛泽东选集》(ELEKTITAJ VERKOJ DE MAŬ ZEDONG VOLUMO II)(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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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73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

(ELEKTITAJ VERKOJ DE MAŬ ZEDONG VOLUMO III)(第三卷)(世界语)，毛泽

东著，外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毛泽东选集》(ELEKTITAJ VERKOJ DE MAŬ ZEDONG VOLUMO IV)(第四

卷)(世界语)，毛泽东著，外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 

《论十大关系》(PRI DEK GRAVAJ INTERRILATOJ)（世界语），毛泽东

著，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二)．文化大革命文件 

《评“三家村”》（PRI "TRIFAMILIA VILAĜO"）（世界语），姚文元，外

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五周年》（GRANDA VENKO 

DE LENINISM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VIVU LA GRANDA PROLETA KULTURA 

REVOLUC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ALTE TENU 

LA GRANDAN RUĜAN FLAGON DE LA PENSO DE MAŬ ZEDONG， AKTIVE PARTOPRENU 

EN LA GRANDA SOCIALISMA KULTURA REVOLUC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

1966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DECIDO DE 

LA CENTRA KOMITATO DE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 KONCERNE AL LA GRANDA 

PROLETA KULTURA REVOLUC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 5月 16日））（CIRKUL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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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CENTRA KOMITA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GRANDA HISTORIA 

DOKUMENT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ALTE 

TENU LA GRANDAN RUĜAN STANDARDON DE LA PENSO DE MAŬ ZEDONG，KONDUKU 

LA GRANDAN PROLETAN KULTURAN REVOLUCION ĜIS LA FINO)，外文出版社，

1967年出版。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PERFIDO AL LA PROLETA 

DIKTATURO ESTAS ESENCA ELEMENTO DE LA LIBRO MEMKULTURO）（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VENKE MARŜU ANTAŬEN LAŬ LA 

REVOLUCIA LINIO DE PREZIDANTO MAŬ)（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1年出

版。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GRANDA HISTORIA VENKO)（世界语），外文出

版社，1977年出版。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 

《列宁主义万岁》(VIVU LENINISMO)（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1960年初版。 

《列宁主义万岁》(VIVU LENINISM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 年

出版。 

《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SPEGULO POR REVIZIISTOJ）(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PRI LA PROBLEM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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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IN）（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LENINISMO KAJ MODERNA REVIZIISMO）

（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PROLETOJ DE ĈIUJ LANDOJ 

UNUIĜU POR OPONI NIAN KOMUNAN MALAMIKON)（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

年出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增订本)(PROLETOJ 

DE ĈIUJ LANDOJ UNUIĜU POR OPONI NIAN KOMUNAN MALAMIKON)（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1965年再版。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岐》（LA MALAKORDOJ INTER K-DO TOGLIATTI 

KAJ NI）（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REFOJE PRI LA MALAKORDOJ INTER 

K-DO TOGLIATTI KAJ NI），PRI KELKAJ GRAVAJ PROBLEMOJ DE LENINISMO EN 

LA NUNA TEMP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LA 

ORIGINO KAJ DISVOLVIĜO DE LA MALAKORDOJ INTER LA GVIDANTOJ DE KPSU 

KAJ NI）（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分歧从哪里来?》（DE KIE VENIS LA MALAKORDOJ）（世界语），外文

出版社，1963 年出版。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NI UNUIĜU SUR LA 

BAZO DE LA MOSKVA DEKLARACIO KAJ MOSKVA DEKLARO）（世界语），外文出

版社，196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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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美国共产党声明》（KOMENTARIO PRI LA DEKLAR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USON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APOLOGIISTOJ DE NOVKOLONIISMO）（世界语），

《人民日报》及《红旗》编辑部，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LA HISTORIA SPERTO DE LA PROLETA 

DIKTATUR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DU LINIOJ PRI LA DEMANDO DE 

MILITO KAJ PAC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DU RADIKALE ANTAGONISMAJ 

POLITIKOJ DE PACA KUNEKZIST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LA 

GVIDANTOJ DE KPSU ESTAS LA PIEJ GRANDAJ SPLITISTOJ DE NIA TEMPO）

（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LA PROLETA REVOLUCIO KAJ LA 

REVIZIISMO DE ĤRUŜĈOV）（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KIAL ĤRUŜĈOV FALIS）（世界语），外文出

版社，1964年出版。 

《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DAŬRIGU LA LUKTON 

KONTRAŬ LA REVIZIISMO DE ĤRUŜĈOV ĜIS LA FINO）（世界语），外文出版

社，1965年出版。 

《日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RESPONDAJ LETEROJ DE LA CENTRA 

KOMITATO DE LA JAPANA KOMUNISTA PARTIO AL LA CENTRA KOMITATO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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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UNISTA PARTIO DE SOVETU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KOMENTO PRI LA MARTA KUNVENO DE MOSKVO）

（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

共中央公开信》（PRI LA PSEŬDOKOMUNISMO DE ĤRUŜĈOV KAJ ĜIA HISTORIA 

LECIONO POR LA MOND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REFUTO AL LA TIEL NOMATA 

“UNUIGITA AGADO” DE LA NOVAJ GVIDANTOJ DE KPSU）（世界语），外文

出版社，1966 年出版。 

《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DEŜIRI LA MASKON DE 

"LIBERECO， EGALECO KAJ FRATECO" DE LA BURĜARO）（世界语），外文出

版社，1966年出版。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KONFESOJ DE LA NOVAJ 

GVIDANTOJ DE KPSU PRI SEKVADO DE LA LINIO DE KUNLABORO INTER SOVETUNIO 

KAJ USON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LA GVIDANTOJ DE KPSU ESTAS 

PERFIDULOJ DE LA DEKLARACIO KAJ DEKLAR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6

年出版。 

《粉碎美苏的一个大阴谋》（ FRAKASU GRANDAN USON-SOVETUNIAN 

KONSPIPON!）（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ANTAŬENMARŜU LAŬ LA 

VOJO MALFERMITA DE LA OKTOBRA SOCIALISMA REVOLUCIO）（世界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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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四）．其它政治类著作 

《 MONDPACO KAJ ŜANTUNA DEMANDO 》（ 世 界 语 ）， INTERNACLA 

RILATO-KOMOTAYO（南京），1928年。 

《三民主义》（TRI PRINCIPOJ DE POPOLO）（世界语），孙中山著，广

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1930年出版。 

《MINACO AL MONDPACO》（世界语），KOMITATO POR INTERNACIAJ RILATOJ

（南京）1932 年出版。 

《对国际和平的威胁》(MINACO AL MONDPACO)，田中义一著，南京国

际关系委员会出版。 

《国际和平教育会议》，杨景梅译，广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出版，

1932年。 

《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SINDIKATISMO KAJ ANARKIISMO)，

P.Kropotkin 著，爱文注释，中华绿星社，1935 年出版。 

《世界的呼声》(VOĈOJ EL LA MONDO)，张企程著，上海中国世界语书

店，1936年出版。 

《战火中的中国》(ĈINIO EN FLAMO)（世界语），陈原译，广州国际协

会，1938年出版。 

《在轰炸下的广州》(KANTONO SUB BOMBARDO)（世界语），夏衍著，陈

原译，广州国际协会，1938年出版。 

《日本人民的话》(PAROLAS JAPANOJ)（世界语），鹿地亘等著，绿川

英子译，广州国际协会，193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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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章》(TONAKA MEMORADO)（世界语），田中义一著，香港远东

使者社，1938 年出版。  

《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ĈINIO BATALOS ĜISFINE)（世界语），蒋介

石著，钟宪民译，重庆中国报导社，1940年出版。  

《日汪密约》(PLENA MALKAŜO DE JAPANA AMBICIO)（世界语），Millcz

编译，重庆中国报导社，1940年出版。 

《暴风雨中的低语》(FLUSTR’EL URAGANO)（世界语），绿川英子著，

重庆中国报导社，1941年出版。 

《未死的士兵》(VIVANTAJ SOLDATOJ)（世界语），石川达三著，绿川

英子译，重庆中国报导社，1941年出版。 

《在战斗的中国》（EN ĈINIO BATALANTA）（世界语），绿川英子著，世

界语函授学社（重庆）1945年出版。 

《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   *   *   *   *   * 

《共产党宣言》(LA KOMUNISTA MANIFESTO)（世界语），马克思、恩格

斯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1年翻印。 

《肯尼迪的如意算盘》（LAŬDEZIRA KALKULO DE KENNEDY）（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中印边境问题》(LA LANDLIMA PROBLEMO INTER ĈINIO KAJ HINDIO) 

（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年出版。 

《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LA VERO KIEL LA GVIDANTOJ DE KPSU 

ALIANCIĜIS KUN HINDIO KONTRAŬ ĈI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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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世界语），人民日报编辑部，外文出版

社，1965年出版。 

《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  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REMEMORU LA VENKON SUPER LA GERMANA FAŜISMO! KONDUKU LA BATALON 

KONTRAŬ LA USONA IMPERIISMO ĜIS LA FINO!）（世界语），罗瑞卿，外文

出版社，1965 年出版。 

《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PAROLADO EN 

ALIARĈAM SOCI-SCIENCA INSTITUTO DE INDONEZIO）（世界语），彭真，外

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KOMUNIKO DE 

LA DEKUNUA PLENA SESIO DE LA OKA CENTRA KOMITATO DE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VIVU LA VENKO DE POPOLA MILITO）（世界语）

林彪著，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KOMUNIKO 

DE LA PLIVASTIGITA DEKDUA PLENA SESIO DE LA OKA CENTRA KOMITA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

明》（DEKLARO DE KAMARADO MAŬ ZEDONG， PREZIDANTO DE LA CENTRA KOMITA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 POR SUBTENI LA BATALON DE LA USONAJ 

NIGRULOJ KONTRAŬ PERFORTA SUBPREM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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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

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NOVAĴ-KOMUNIKOJ DE LA 

SEKRETARIEJO DE LA PREZIDANTARO DE LA NAŬA TUTLANDA KONGRESO DE LA 

KPĈ NOVAĴ-KOMUNIKO DE LA UNUA PLENA SESIO DE LA NAŬA CENTRA KOMITA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章程》(STATUT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

界语），外文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LA DEKA TUTLANDA 

KONGRES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

1973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全

体会议上的发言》(PAROLADO DE KIAŬ GUANHUA，ESTRO DE LA DELEGACIO DE 

LA ĈINA POPOLA RESPUBLIKO，ĈE LA PLENA KUNVENO DE LA 28-A SESIO DE 

LA ĜENERALA ASEMBLEO DE LA UNUIĜINTAJ NACIOJ)（世界语），乔冠华，

外文出版社，1973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UNUA 

SESIO DE LA KVARA TUTLANDA POPOLA KONGRESO DE LA ĈINA POPOLA 

RESPUBLIKO(DOKUMENTOJ)）（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文件》(UNUA SESIO DE LA KVARA 

TUTLANDA POPOLA KONGRESO DE LA ĈINIA POPOLA RESPUBLIKO) (DOKMENTOJ)

（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505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ETERNAN GLORON AL LA 

GRANDA GVIDANTO KAJ INSTRUISTO PREZIDANTO MAŬ ZEDOG）（世界语），外

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 

《中国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KIAL EN ĈINIO NE TROVIĜAS INFLACIO)

（世界语），彭光玺著，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LA DEK-UNUA 

TUTLANDA KONGRESO DE L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世界语），外文

出版社，1978 年出版。 

《周恩来传略》（PROFILO DE ZHOU ENLAI）（世界语），方矩成、姜桂

侬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出版。 

 

六、中国基本知识 

 

（一）．中国概况 

《洞庭人民公社》(DONGTING-A POPOLA KOMUNUMO)（世界语），吴周编，

外文出版社多 1975年出版。 

《红旗渠》(KANALO RUĜA FLAGO) （世界语），林民著，外文出版社，

1976年出版。 

《中国概貌》（SKIZO PRI ĈINIO）（世界语），中国报道杂志社，1981

年出版。 

《我的生活》(MIA VIVO)（世界语），中国报道社编，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4年出版。 

《中国传统节日》(ĈINAJ TRADICIAJ FESTOJ)，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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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版。 

《中国小百科》(ENCIKLOPEDIETO DE ĈINIO)，力强、张梅芝编，中国

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2004中国》(ĈNIO 2004)（世界语版），外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事实与数字 2004》(ĈINIO:FAKTOJ KAJ CIFEROJ DE 2004)（世

界语版），外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 

《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婚 俗 》（ GEEDZIĜAJ MOROJ DE ĈINAJ 

NACIMALPLIMULTOJ），天星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风情》（MOROJ DE ĈINAJ NACIMALPLIMULTOJ），力强编，

杭军、南由礼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出版 

《汉语会话》(ĈINLINGVA KONVERSACIO)（世界语），中国报道社编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汉语——丰富而美丽的语言》(ĈINA LINGVO-LA RIĈA KAJ BELA LINGVO)

（中世对照），张企程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1年出版。 

《家庭实用中国菜谱》(ĈINAJ FAMILIAJ PLADOJ)（世界语），郑振杰

选编，刘才盛等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保健食谱》(KURACAJ MANĜAĴOJ)（世界语），翁维键等编，谭秀珠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太极拳》(TAJĜIĈJUAN——SPECO DE ĈINA KORPOEKZERCO)（世界语），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太极拳》(TAJĜIĈJŬAN)，中国报道社编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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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ĈINAJ BATALARTOJ）（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

年出版。 

    

(二)．中国历史 

《鸦片战争》(LA OPIA MILITO)，《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外文出版社，

1978年出版。 

《戊戌变法》(LA REFORMA MOVADO DE 1898)，《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外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辛亥革命》(LA REVOLUCIO DE 1911)，《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外文

出版社， 1979年出版。 

《太平天国革命》(LA REVOLUCIO DE LA TAJPING-A ĈIELA REGNO)，《近

代史丛书》编写组，外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义和团运动》(JIHETUAN-MOVAD)，《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外文出版

社，1979年出版。 

《世界屋脊上的西藏》  (TIBETO SUR LA MONDA TEGMENTO)，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中华五千年》（5000 JAROJ DE ĈINIO）（曹百龙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近代史题话》（MODERNA HISTORIO DE ĈINIO LAŬ TEMOJ），苏开

明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出版。 

《KOLEKTAĴO DE ARTIKOLOJ APERITAJ EN INTERNACIA FERVOJO KAJ 

FERVOJISTA ESPERANTISTO DE ĈFEA》，中国铁路员工世界语协会，1997 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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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发展现状及展望》(NUNA STATO KAJ PERSPEKTIVO DE LA 

EVOLUO DE ĈINA FERVOJO)，李森主编，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2004年

出版。 

《世界语与铁路建设》专刊，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呼铁局老科

学技术工作者协会，2006年 5月出版 

《世界连着我和你》（世界语），《中国报道》社编，外文出版社，2008

年出版。 

 

（三）.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家》（ANTIKVAJ FILOZOFOJ DE ĈINIO）（世界语），侯

爵良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论语》（ANALEKTOJ DE KONFUCEO）（世界语），王崇芳译，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6年出版。 

《孔子圣迹图》（ILUSTRITAJ GRAVAJ EVENTOJ EN LA VIVO DE KONFUCEO）

（世界语），侯爵良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出版。 

《RAKONTOJ PRI KONFUCEO》（世界语），山东省世协，2000年出版。 

《老子孔子名言精粹》(SAĜAJ VORTOJ DE LAŬZI KAJ KOMFUCEO)，（世

汉对照），王崇芳编译，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 

《道德经》（DAO DE JING DE LAŬZI）世汉对照，（春秋）老子著，王

崇芳译，外文出版社，2012出版。 

 

*《老子：汉语、世界语对译》，徐晋译，线装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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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地理、名胜古迹 

《中国政治地图》，太原世界语学会编印，1934年出版。 

《中国世界语地图》1935年出版。 

《中国地理概述》(KONCIZA GEOGRAFIO DE ĈINIO)，任育地著，中华

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中国地理知识》(GEOGRAFIO DE ĈINI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4

年出版。 

《邕城游》，韩文正著，广西世界语学会、广西旅游局，1983 年 10 月

出版。 

《中国四十景》(40 VIDINDAJ LOKOJ EN ĈINIO(世界语)，新世界出版

社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3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MAPO DE LA ĈINA POPOLA RESPUBLIKO)(世

界语)，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北京名胜》(PITORESKA PEKINO)(世界语)，程里民，沈涤著，邹国

相、陆彬生等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西湖》（LA OKCIDENTA LAGO）（世界语），杭州世界语协会（浙江），

1984年出版。 

《中国十六城市》(DEK SES URBOJ DE ĈINI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 年出版。  

《旅游中国》（TRA ĈINIO）（世汉对照）， 魏原枢编，上海外语音像出

版社，1985年出版。  

《中国之旅》(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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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导游手册》(GVIDLIBRO PRI LIAONING-PROVINCO)，辽宁美术出

版社多 1986年出版。 

《北京导游》（GVIDLIBRO PRI PEKINO）（世界语），赖海隆编，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北京风景集萃》(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 年出版。 

《柳州旅游指南》（TURISMO DE LIUZHOU）（世汉对照），蓝天强编，漓

江出版社，1995年出版 

《北京名胜揽翠》（世界语），中国报道社编，新星出版社，2003 年出

版。 

 

七、文学、艺术 

 

（一）.小说、报告文学 

《阿 Q 正传》(LA VERA HISTORIO DE AHQ)（世界语），鲁迅著，钟宪

民译，上海江湾合作出版社，1930 年 2 月出版；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也

于 1930年出版了此书。 

《小贝得》（世界语），(童话)，张天翼著，综合书社发行，1935 年出

版。 

《被遗忘的人》(FORGESITAJ HOMOJ)（世界语原文创作），CICIO MAR

（马耳）著，上海绿叶书店，上海，1937年出版。 

《鲁迅小说选》(ELEKTITAJ NOVELOJ DE LU SIN)（世界语），鲁迅著，

Elpin等译，香港远东使者社、东方呼声社合印，1939年出版。 

《新任务》(NOVA TASKO)（世界语），姚雪垠等著，马耳译，香港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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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社，1939 年出版。   

《新生活》(NOVA VIVO)（世界语），宋之的等著，冯文洛译，中国报

导社，1940年出版。 

《郭沫若先生创作活动廿五周年纪念特刊》(LA ARĜENTA JUBILEO DE LA 

LITERATURA AGADO DE S-RO KUO MO-ĴO)（世界语），郭沫若著，钟宪民等译，

中国报导社，1941年出版。 

《阿 Q 正传》(LA VERA HISTORIO DE AHQ)（世界语），鲁迅著，钟宪

民译，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1年出版。 

《归来》(REVENO)，李辉英等著，钟宪民译，中国报导社，1942 年出

版。 

《转形期》(TRANSFORMIĜO)，宋之的著，冯文洛译，中国报导社（HEROLDO 

DE ĈINIO），1942年出版。 

《小母亲》(PATRINETO)（世界语），刘盛亚著，钟宪民译，中国报导

社（HEROLDO DE ĈINIO），1943年出版。 

《小母亲》(PATRINETO)（世界语），刘盛亚著，钟宪民译，重庆世界

语函授社，1943年 8月出版。  

《差半车麦秸》（世界语），姚雪垠等著，中国报导社，1943 年 8 月出

版。  

《野草》(SOVAĜA HERBARO)（世界语），鲁迅著，徐声越译，上海世界

语者协会；1951年 7月初版。 

《幸福》(LA FELIĈO)（世界语），赵树理等著，外文出版社，1953 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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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光在前》(FAJROLUMO EN LA FRONTO)，刘白羽著，徐声越译，上

海艺文书局，1951年出版。 

《新事新办》(POR NOVA AFERO NOVA MANIERO)（世界语），孙犁等著，

徐声越等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1年出版。 

《新事新办》(POR NOVA AFERO NOVA MANIERO)（世界语），孙犁等著，

徐声越等译，外文出版社，1952年初版。 

《新事新办》(POR NOVA AFERO NOVA MANIERO)，孙犁等著，徐声越等

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9年再版。 

《中国文学作品选集》(ĈINA ANTOLOGIO 1949-1959)（世界语），中华

全国世界语协会，1959年出版。 

《不怕鬼的故事》(RAKONTOJ PRI FANTOM-SPITANTOJ) （世界语），中

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1年出版。 

《鲁迅小说选》(NOVELOJ DE LUSIN)（世界语），鲁迅著，中华全国世

界语协会，1963年出版。 

《鲁迅小说集》（NOVELOJ DE LUSIN(PLENA KOLEKTO)（世界语），鲁迅

著，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上学》(VIZITO AL LERNEJO)（世界语），管桦著，外文出版社，1977

年出版。 

《彩霞》(KOLORAJ NUBOJ) （世界语），浩然著，外文出版社，1977 年

出版。 

《不怕鬼的故事》(RAKONTOJ PRI FANTOM-SPITANTOJ) （世界语），中

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外文出版社，1979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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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秋天》(AŬTUNO EN LA PRINTEMPO)（世界语），巴金著，李

士俊译，中国报道社，1980年出版。   

《青春之歌》(上集)( KANTO DE JUNECO(UNUA PARTO))（世界语），杨

沫著，杨永森译，中国报道社，1981 年出版。 

《春天里的秋天》(AŬTUNO EN LA PRINTEMPO) （世界语），巴金著，

李士俊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 年出版。 

《献你一束花》(BUKEDO AL VI)，冯骥才等著，王士荣译，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山村》(MONTARA VILAĜO)（世界语），叶君健著，威廉·奥尔德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被遗忘的人们》(LA FORGESITAJ HOMOJ)（世界语），叶君健著，《世

界语学习》编辑部，1985年 12月出版。 

《RAKONTOJ DE LIAOZHAI》（世界语），蒲松龄著，胡国柱译，黄石世

协（湖北）1985年出版。  

《星新一微型小说选》(MIKRONOVELOJ DE SIN'ITI HOSI)，陈剑彤译，

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6年 9月出版。 

《桔红色的伞》(ORANĜA OMBRELO)（世界语），赵慕英选编，蒋鸿章、

黄凤珠、李宝发、幺宝印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国文学作品选 1919——1949》(ĈINA ANTOLOGIO（1919—1949）)

（世界语），赵慕英选编，谭秀珠、蒋鸿章等世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

年出版。 

《世界语文学》（ESPERANTA LITERATURO）（世界语），华中工学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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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湖北），1986年出版。 

《中国文学作品选（1949－1979）》（ĈINA ANTOLOGIO 1949—1979）（世

界语），中国报道社图书部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出版。 

《寒夜》（FROSTA NOKTO）（世界语），巴金著，李士俊翻译，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特别奖金》（微型小说）（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出版。 

《聊斋志异选》（MIRRAKONTOJ DE LIAOZHAI）（世界语），蒲松龄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红楼梦（一）》（RUĜDOMA SONĜO（I））（世界语），曹雪芹著，谢玉明

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出版。 

《红楼梦（二）》（RUĜDOMA SONĜO（II））（世界语），曹雪芹著，谢玉

明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6年出版。 

《红楼梦（三）》（RUĜDOMA SONĜO（III））（世界语），曹雪芹著，谢玉

明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NOVELOJ EL ANTIKVA ĈINIO）（世界语），顾

钟锦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家》（FAMILIO）（世界语），巴金著，魏以达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年出版。 

《水浒传》(ĈE AKVO-RANDO)（世界语版），外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三国演义》(ROMANO PRI LA TRI REGBNOJ)，罗贯中著，李士俊译，

外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 

《西游记》( PILGRIMO AL LA OKCENDENTO )，施耐庵著，李士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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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出版社，2009年出版。 

《子夜》(NOKTOMEZO)，茅盾著，李士俊译，外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 

 

2．戏剧： 

 

《转型期》（TRANSFORMIĜO）（世界语），宋之的著，中国报导社，（重

庆），1942年出版。  

《虎符》(BRONZA TIGRO)，郭沫若著，谢玉明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5年出版。 

《屈原》(QU YUAN)，郭沫若著，李士俊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

年出版。 

《骆驼祥子》（KAMELO ŜJANGZI）（世界语），老舍著，王崇芳译，中国

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日出》（SUNLEVIĜO）（世界语），曹禺著，谭秀珠译，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7年出版。 

《雷雨》（FULMOTONDRO）（世界语），曹禺著，刘才盛译，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97 年出版。 

《四世同堂》(KVAR GENERACIOJ SUB LA SAMA TEGMENTO)，老舍著，

李士俊译，外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 

《茶馆》(TETRINKEJO)，老舍著，刘铃译，外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 

 

＊《OTELO》（奥赛罗）（世界语）莎士比亚著，北京，出版信息不详。 

＊《LA REVIZORO》（钦差大臣）（世界语），N.V. GOGOL 著，北京，出

版信息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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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散文、诗歌 

《野草》(SOVAĜA HERBARO)（世界语），鲁迅著，上海世界语者协会，

1951年出版。 

《和平最强音》(LA PLEJ FORTA VOĈO DE LA PACO)（世界语），田间

等著，徐声越译，外文出版社，1952 年出版。 

《阿诗玛》(AŜMA)（世界语），云南文工团整理，李土俊译，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1964年初版。 

《中国古诗选》（EL ĈINA POEZIO），（世汉对照），张丹忱编辑、打印，

油印本，1971 年出版。 

《野草》(SOVAĜA HERBARO)（世界语），鲁迅著，外文出版社，1974

年出版。 

《毛泽东诗词》(POEMOJ DE MAŬ ZEDONG)（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9

年初版。 

《中国诗歌选译》（EL ĈINA POEZIO)（世界语），徐声越选译，中国报

道社，1980年初版。 

《阿诗玛》(AŜMA)（世界语），云南文工团整理，李土俊译，中国报道

社，1980年出版。 

《朝花夕拾》(MATENAJ FLOROJ KOLEKTITAJ EN VESPERO)（世界语），

鲁迅著，胡国柱译，中国报道社，1981年出版。 

《中国诗歌选译》（EL ĈINA POEZIO)（世界语），徐声越选译，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2年再版。 

《春田之歌》(PRIMAVERAJ ELEGIOJ)（世界语），苏阿芒著，淮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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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协会出版，1981年 8月。 

《世界语诗歌简史》，苏阿芒编，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1982年 1月出

版。 

《世界语诗词格律》(ESPERANTA METRIKO)（中文），胡国柱著，黄石

世界语协会，1983年初版。1984年 1月新 1版。 

《王贵与李香香》(ŬANG GUJ KAJ LI ŜJANGŜJANG)（世界语），李季著，

李士俊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LIBRO DE POEZIO》（世界语），黄石世协，1985年出版。 

《配图儿童古诗精选》（ĈINAJ KLASIKAJ POEMOJ ILUSTRITAJ）（世界

语），王砚波、任广编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苏阿芒诗集》（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2年出版。 

《助学小唱》（222 SIMPLAJ VERSAĴOJ POR KOMENCANTOJ）（世界语），

LAŬLUM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出版。 

《雕虫外集》（VERSARO DE UNU ENTOMOLOGO）（汉语），周尧著，昆虫

博物馆·昆虫分类学报（陕西），1997年出版。  

《柴门霍夫诗集》（LA POEMARO DE L.L.ZAMENHOF）（世汉对照），国际

农业世界语协会（甘肃），1999年出版。 

《杜甫诗选》(POEMOJ DE DU FU)（世界语），石成泰编辑，徐声越、

胡国柱等译，内蒙古世协监制，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5年出版。 

《唐诗选译》（POEMOJ DE TANG-DINASTIO）（世界语），胡国柱、石成

泰等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7年出版。 

《世界语诗词格律十讲》，胡国柱著，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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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古诗十九首》(DEK NAŬ ANTIKVAJ POEMOJ)（世界语），胡国柱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8年出版。 

《赤壁赋》（RUĜA KLIFO），王崇芳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8

年出版。 

《希望之路》（LA ESPERA VOJO）（世界语），陈昊苏著，毛自富译，外

文出版社，2009年出版。 

《李清照诗选》，石成泰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2009年出版。 

《VENTO SED KUN SPURO》（《风过留痕》），石成泰著，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香港），2009年出版。 

 

（四）.民间故事 

《阿凡提的故事》(RAKONTOJ PRI AFANTI)（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2年出版。 

《智慧囊》(SAĜO-SAK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3年出版。 

《幸福鸟》(LA FELIĈA BIRDO)，中国报道社图书部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4年出版。 

《蝴蝶泉》(PAPILIA FONTO)（世界语），中国报道社图书部编，中国

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宝船》(MAGIA ŜIPO)（世界语），中国报道社图书部编，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牛郎织女》（BOVISTO KAJ TEKSISTINO）（世界语），华积庆等编，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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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的故事》(RAKONTOJ PRI AFANTI)（世界语），李士俊编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再版。 

《飞来峰》(ALFLUGIMTA MONTO)（世界语），华积庆编，郝铎仁译，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出版。 

《牧童与仙女》（PAŜTISTO KAJ FEINO），郑振杰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0年出版。 

《中国神话故事》（ĈINAJ MITOJ）（世界语），袁珂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2年出版。 

《老鼠嫁女》（RATETO VOLAS EDZINIĜI）（世界语），华积庆编，中国

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出版。 

 

（五）．笑话、寓言、谚语 

《世界语幽默 100例》(100 HUMORAĴOJ)，李威伦编，知识出版社，1983

年 4月出版。 

《世界语幽默 400则》(400 HUMORAĴOJ)，魏以达等编，《世界语学习》

编辑部，1984 年 5月出版。 

《ĈINAJ FABLOJ》（世界语），湖北黄石，1985年出版。 

《世界语谚语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古代笑话》（LEGU KAJ RIDU）（世界语），柳间亭、李焕武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国寓言百则》（CENT ĈINAJ FABLOJ），高晶民编，于涛、王丽华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 12月出版。 

《汉世中华成语熟语集》（ĈINA FRAZEOLOGIO ESPERANTIGITA）（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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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对照），李士俊编译，外文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世界语笑话集》，周庄萍编，出版年月及出版者不详。 

 

八．摄影、艺术和美术画册 

 

《中国战时木刻》(ĈINIA MILITTEMPA LIGNOGRAVURO) （世界语），丁

正等著，重庆中国报导社，1943年出版。 

《中国风光》(PEJZAĜOJ DE ĈINIO)（世界语），《中国摄影》编辑部编，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2年出版。 

《中国画选集》（EL ĈINA PENTRARTO）（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

会，1962年出版。 

《职工文化生活》(LA KULTURA VIVO DE LA ĈINAJ LABORISTOJ KAJ 

OFICISTOJ)(世界语)，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2 年

出版。 

《北京城市建设新面貌》(MODERNA PEKINO)（世界语）(摄影画册)，

北京城市规划局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3年出版。 

《摄影作品选集》(EL ĈINA FOTOGRAFIA ARTO)（世界语）(摄影画册)，

《中国摄影》编辑部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3年出版。 

《中国一览》（ALBUMO PRI ĈINIO）（世界语），《中国》编辑组编辑。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中国现代木刻》(MODERNAJ LIGNOGRAVURAĴOJ DE ĈINIO)（世界语）(美

术画册)，外文出版社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5年出版。 

《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CERTE TRIUMFOS LA POPOL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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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ETNAMIO! CERTE MALVENKOS LA USONAJ AGRESANTOJ!)(第 1集)（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CERTE TRIUMFOS LA POPOLO DE 

VJETNAMIO! CERTE MALVENKOS LA USONAJ AGRESANTOJ!)(第 2集)（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5年出版。 

《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CERTE TRIUMFOS LA POPOLO DE 

VJETNAMIO! CERTE MALVENKOS LA USONAJ AGRESANTOJ!)(第 3集)，外文出

版社，1966年出版. 

《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CERTE TRIUMFOS LA POPOLO DE 

VJETNAMIO! CERTE MALVENKOS LA USONAJ AGRESANTOJ!)(第 4集)（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CERTE TRIUMFOS LA POPOLO DE 

VJETNAMIO! CERTE MALVENKOS LA USONAJ AGRESANTOJ!)(第 5集)（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67年出版。 

《收租院泥塑群像》(RENTKOLEKTA KORTO-ARGILA STATUARO)（世界语）

(美术画册)，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 

《杂技剪集》(ĈINAJ AKROBATAĴOJ)（世、德、西对照）(摄影画册)，

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今日西藏》(HODIAŬA TIBETO)（世界语）(摄影画册)，外文出版社，

1974年出版。 

《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 (LUSIN— GRANDA 

REVOLUCIULO，PENSULO KAJ LITERATURISTO)（世界语）(美术画册)，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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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外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农奴愤——大型泥塑》 (INDAIGNO DE LA SERVUTULOJ)(英文版加世

界语说明)(美术画册)，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中国儿童美术作品选集》(PENTRAJXOJ DE ĈINAJ INFANOJ)（世界语）

(美术画册)，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中国画新作选》(EL NOVAJ ĈINSTILAJ PENTRAĴOJ)（世汉对照），(美

术画册)，中国报道社，1978年出版。 

《中国民间玩具》(ĈINAJ POPULARAJ LUDILOJ)（世界语）(艺术画册)，

田原绘，外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 

《中国一览》(ALBUMO PRI ĈINIO)（世界语）(摄影画册)，人民画报

社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中国之旅》(VOJAĜO TRA ĈINIO)（世界语）(摄影画册)，中国报道

社编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长城内外》(SUDE KAJ NORDE DE LA GRANDA MURO)（世界语）《摄影

画册》，中国报道社编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徐州六千年文化集萃》(LA 6000-JARA BRILA KULTURO DE SJŬGOŬ)

（世界语）(摄影画册)，唐士钦、李银德等撰文，郑云峰等摄影，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世界屋脊上的西藏》（TIBETO SUR LA MONDA TEGMENTO）（世界语），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奇花异木》（KURIOZAJ FLOROJ KAJ ARBOJ）（世界语），张启泰、冯

志舟、杨增宏、望天星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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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风景集萃》（PEKINAJ VIDINDAĴOJ）（世汉对照），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9年出版。 

《笑画》（HUMURAĴOJ EN BILDOJ）（世界语），李加著，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北京）1992年出版。 

《北京名胜揽翠》（世界语版），外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 

《相逢在北京》(RENKONTIĜO EN PEKINO)（世界语）（画册），新星出

版社，2005年出版。 

 

九．儿童画册 

 

《小鲤鱼跳龙门》(KARPETOJ TRANSSALTIS LA DRAKPORDON)（世界语），

金近等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1年出版。 

《鲁班学艺》(KIEL LU BAN MAJSTRIĜIS)，晴帆编，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1963年出版。 

《刘家五兄弟》（LA KVIN FRATOJ）（世界语），王玉泉编，中华全国世

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骄傲的将军》（LA FIERA GENERALO）（世界语），华君武编，中华全

国世界语协会，1964 年出版。 

《美丽的牵牛花》(BELA KONVOLVULO)（世界语），陆静山、胡进庆等

编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狐狸》（LA VULPO）（世界语），管桦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

年初版。 

《小鲤鱼跳龙门》（KARPETOJ TRANSSALTIS LA DRAKPORDON）（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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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近等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第 2版。 

《猴子捞月亮》（KLOPODO DE SIMIOJ POR ELAKVIGI LA LUNON）（世界

语），夏霞、万籁鸣编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初版。 

《金斧头》（LA ORA HAKILO）（世界语），杨菊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

会，1964年出版。 

《秘密快报》（SEKRETA INFORMILO）（世界语），高沙编，外文出版社，

1965年出版。 

《狐狸》（LA VULPO）（世界语），管桦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5

年出第二版。 

《美丽的牵牛花》（BELA KONVOLVULO）（世界语），陆静山、胡进庆等

编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65年出版。 

《跟爷爷去打猎》（ĈASADO KUN AVĈJO）（世界语），赵复兴著，外文出

版社（北京），1965年出版。 

《猴子捞月亮》（RAKONTOJ PRI SIMIOJ）（世界语），夏霞编，中华全

国世界语协会，1965年第二版。 

《金斧头》（LA ORA HAKILO）（世界语），杨菊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

会，1965年第二版。 

《刘胡兰的小故事》（RAKONTOJ PRI LIU HULAN）（世界语），群力义、

华三月画，上海少儿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66年出版。 

《三号瞭望哨》（OBSERVEJO 3）（世界语），黎汝清编，外文出版社，

1972年出版。 

《小小运动员》（SPORTISTETOJ）（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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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前后》（ANTAŬ KAJ POST ŜTORMO）（世界语），韦江凡、吴衍

休、周思聪著，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小护青员》（MALGRANDAJ PLANTIDGARDANTOJ）（世界语），外文出版

社，1974年出版。 

《智捕大鲟鱼》（SAĜA KAPTO DE GRANDA HUZO）（世界语），杜炜编，

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海螺渡》（PRAMEJO LITORINKONKO）（世界语），马正泉、马力编，外

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红小兵的故事》（RAKONTOJ PRI RUĜGVARDIANETOJ）（世界语），外文

出版社，1975 年出版。 

《换稻种》(INTERSXANĜO DE RIZ-SEMOJ) (世界语)，李德复编，外文

出版社，1976 年出版。 

《狡猾的大灰狼》（RUZA GRIZA LUPEGO）（世界语），虞天慈、姜金城

编，外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 

《小马过河》（ĈEVALIDO TRANSIRAS RIVERON）（世界语），明扬著，外

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 

《追踪》（SPURADO）（世界语），蔺鸿儒编，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刘文学》（LIU VENHJUE）（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布娃娃的新衣服》（NOVA VESTO DE LA PUPO）（世界语），陈惠莲、

唐鲁峰编，外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骄傲的小花猫》(LA FIERA MULTKOLORA KATETO)（世界语），耿耿等

编绘，外文出版社，1979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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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事自己做》（ĈION FARU MEN NI ĈUJ）（世界语），外文出版社， 

1979年出版。 

《我们院子里的朋友》（GEAMIKETOJ EN NIA KORTO）（世界语），任大

霖著，外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美丽的空想家》(BELA REVULO)（世界语），耿耿等编绘，外文出版

社，1979年出版。 

《架新桥》(KONSTRUI NOVAN PONTON) （世界语），万韵改编，外文出

版社，1979年出版。 

《熊家婆》（LA AVINO-URSINO）（世界语），江敉著，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79年出版。 

《雪孩子》(NEĜA INFANO)（世界语），柳丝编绘，中国报道社，1980

年初版。 

《猴子捞月亮》（SIMIOJ PROVAS ELAKVIGI LA LUNON）（世界语），夏

霞、万籁鸣编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1年出版。 

《曹冲称象》（PESI ELEFANTON）（世界语），贺友直等编，中国报道社，

1981年出版。 

《架新桥》（KONSTRUI NOVAN PONTON）（世界语），万韵改编，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2年出版。 

《孵娃娃》（KIEL KOVI）（世界语），林颂英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3年出版。 

《骄傲的小花猫》(LA FIERA MULTKOLORA KATETO)（世界语），耿耿等

编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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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空想家》(BELA REVULO)（世界语），耿耿等编绘，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83年出第二版。 

《人参姑娘》（KNABINO GINSENG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3

年出版。 

《胖嫂回娘家》（MALATENTEMA VIRINO）（世界语），方原编，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83年出版。 

《金斧头》（ORA HAKILO）（世界语），方原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3

年出版。 

《找妈妈》（SERĈI PANJON）（世界语），韩星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3年出版。 

《尾巴比赛》（VOSTOKONKURSO）（世界语），王振华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3年出版。 

《鸟儿的家》（HEJMOJ DE BIRDOJ）（世界语），菊子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4年出版。 

《蜗牛和它的房屋》（HELIKO KAI ĜIA DOMO）（世界语），詹同编，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小鸡报仇》（KOKIDO VENĜIS SIAN PANJON）（世界语），詹同编，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涂涂画画》（KOLORIGU-AMINDA URSIDO）（世界语），何边编，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涂涂画画》（KOLORIGU-BELAJ FLOROJ）（世界语），何边编，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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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涂画画》（KOLORIGU-BIRDOJ）（世界语），何边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4年出版。 

《涂涂画画》（KOLORIGU-ESTAĴOJ DE PRAHISTORIO）（世界语），何边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涂涂画画》（KOLORIGU-KATETO FIŜHOKANTA）（世界语），何边编，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涂涂画画》（KOLORIGU-LEONO）（世界语），何边编，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4年出版。 

《老狼请客》（LUPO INVITAS URSON）（世界语），梅樱编，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水獭和蛤嫫》（LUTRO KAJ BUFO）（世界语），詹同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4年出版。 

《不听话的小山羊》（PETOLEMA KAPRID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4年出版。 

《小鸽子救火》（BRAVA KOLOMBIDO）（世界语），詹同著，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两只小猫》（DU KATETOJ-FABELO DE LA TIBETA NACIECO）（世界语），

詹同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4年出版。 

《猴子捞月亮》(KLOPODO DE SIMIOJ POR ELAKVIGI LA LUNON)（世界

语），夏霞、万籁鸣编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骄傲的将军》（LA FIERA GENERALO）（世界语），华君武编，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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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鸭子和小公鸡》（ANASETO KAJ KOKETO）（世界语），黄君苑、刍川

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咕咚来了》（PLAŬ!PLAŬ!）（世界语），杨小春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5年出版。 

《雪孩子》(NEĜA INFANO)（世界语），柳丝编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5年出版。 

《快乐的小宝宝》（BESTIDOJ KAJ ILIAJ PATRINOJ）（世界语），姜一

鸣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兔子尾巴为啥这样短》（KIAL LEPOROJ HAVAS MALLONGAN VOSTON?）

（世界语），徐光玉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青蛙搬家》(MALGRANDA RANO FLUGIS KAJ FALIS)(世界语)，张志君

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珍珍的奇遇》（SONĜO DE ĜENĜEN）（世界语），梅樱编，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6年出版。 

《过桥》（TRANSIRO DE PONTO ）（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

年出版。 

《骄傲的小花猫》(LA FIERA MULTKOLORA KATETO)（世界语），耿耿等

编绘，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再版。 

《大熊猫来我家》（GRANDA PANDO VIZITIS MIAN HEJMON）（世界语），

刘谦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表演明星大熊猫》（GRANDAJ PANDOJ——BRILAJ STELOJ）（世界语），

耿守忠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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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熊认错》(URSETO EKKONIS SIAN ERARON)(世界语)，林颂英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月亮婆婆》（AVINETO LUNO）（世界语），林颂英著，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8年出版。 

《小猎手考察探险记》（AVENTURO DE ĈASISTETO DUM EKSPEDICIADO）

（世界语），陈效一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 

《笑笑漫画》（AMUZAJ KARIKATUROJ）（世界语），彭国良编，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我们一起玩》（NI KUNE LUDU）（世界语），纪家秀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0年出版。 

《宝宝的一天》（LA TAGO DE BAOBAO）（世界语），张美芬、黄碧云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好宝宝》（BONA BAOBAO）（世界语），何艳荣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0年出版。 

《刺猬头彼得》（汉语），亨利·霍夫曼[德]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3年出版。 

 

十．连环画 

 

《巧媳妇》(LERTA VIRINETO)（世界语），熊赛声等编，中华全国世界

语协会，1957 年出版。 

《我要读书》(MI VOLIS VIZITI LERNEJON)（世界语），高玉宝、徐光

玉著，王绪阳改编，刘洪康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9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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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OKCIDENTA ĈAMBRO)，洪曾玲、王叔晖等编绘，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1961年出版。 

《姑娘和八歌鸟》（KNABINO KAJ GAROLO）（世界语）刘肇霖编，中华

全国世界语协会，1962年出版。 

《东郭先生》(SINJORO DONGGUO) （世界语），董聚贤绘，中华全国世

界语协会，1962年出版。 

《一幅僮锦》（LA BELA ĜŬANG-BROKATO）（世界语），吉志西编，中华

全国世界语协会，1963年出版。 

《我要读书》(MI VOLIS VIZITI LERNEJON)，高玉宝、徐光玉著，王

绪阳改编，刘洪康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再版。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SUN VUKONG TRIFOJE BATIS LA SPIRITON DE 

BLANKA SKELETO)（世界语），王星北等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 年

初版。 

《召树屯和喃诺娜》（ĜAŬŜUTUN KAJ NANNONA）（世界语），阿秀编，中

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南征北战》（MILITIRADO NORDEN KAJ SUDEN）（世界语），外文出版

社，1972年出版。 

《地雷战》(MINA MILITO)，外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 

《半夜鸡叫》（KOKERIKO EN NOKTOMEZ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3

年出版。 

《草原英雄小姐妹》（HEROAJ FRATINETOJ SUR LA STEPO）（世界语），

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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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崖》（KRUTAĴO FLUGANTA AGLO）（世界语），广东人民出版社、外

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活捉老秃鹰》（KAPTI VULTURON VIVA）（世界语），黄钲、肖人编，

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狼牙山五壮士》（KVIN HEROOJ SUR LANGJA-MONTO）（世界语），楼齐

贵编，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SUN VUKONG TRIFOJE BATIS LA SPIRITON DE 

BLANKA SKELETO)（世界语），王星北等编，外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闪闪的红星》（BRILANTA RUĜA STELO）（世界语），王佩家编，外文

出版社，1974 年出版。 

《白求恩在中国》(NORMAN BETHUNE EN ĈINIO)（世界语），钟志诚等。

外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 

《江防图》（RIVERDEFENDA SKEMO）（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

版。 

《边疆风雨夜》（ŜTORMNOKTO ĈE LANDLIMO）（世界语），刘维仁编，外

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祝福》(BENOPETA OFERO)（世界语），永祥等绘。外文出版社，1978

年出版。 

《刘胡兰》(LIU HULAN) （世界语），孟庆江绘。外文出版社，1978 年

出版。 

《大闹天宫》(RIBELO KONTRAŬ LA ĈIELA PALACO)（世界语），唐澄等

编，外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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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叱闹海》(NEZHA KIRLAS LA MARON) （世界语），李洪思等编绘。

中国报道社，1980年出版。 

《善良的夏吾冬》（BONKORA ŜJAUDON）（世界语），梅樱编，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人参果》（SENMORTIGAJ FRUKTOJ）（世界语），梅樱编，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SUN VUKONG TRIFOJE BATIS SKELETOSPIRITON) 

（世界语），王星北等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长发妹》（LONGHARA FRATINO），（世界语），DING JUZHEN 编，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金色的海螺》（ORA BUKCENO）（世界语），王启中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6年出版。 

《宝莲灯》（LOTUS-LANTERN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0年

出版。 

 

十一.音乐、歌曲 

 

《世界名歌选》(ELEKTO DE MONDFAMAJ KANTOJ)（世界语），亚克编，

上海中国世界语书店，1936年出版。 

《中国抗战歌选》(ĈINA KANTARO)，(中世对照)，亚克等。中国报导

社，1942年出版。 

《世界语歌曲集》(KOLEKTO DE ESPERANTAJ KANTOJ)，重庆世界语函

授学社编著并出版，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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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开荒》（GEFRATOJ PLUGAS）（世汉对照）（《中国音乐》第 3—4

期合刊），王大化、李波、路由编，许寿真（ELTUNKO）译，（四川），1947

年出版。 

《义勇军进行曲》（LA MARŜO DE L' VOLONTULOJ）（世界语），田汉著，

成都世界语者，（四川）1947年出版。 

《世界语名歌选》（ELEKTITAJ ESPERANTAJ KANTOJ）（世界语），JAK编，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49年出版。 

《兄妹开荒》（GEFRATOJ PLUGAS）（《中国音乐》第 3—4 期合刊）（世

汉对照），王大化、李波、路由编，许寿真（ELTUNKO）译，西农世界语学

会（陕西），1950年出版。 

《世界语歌曲集》(KOLEKTO DE ESPERANTAJ KANTOJ)，世界语函授学

社编著并出版，上海世界语协会，1951年再版。   

《绿星歌声》(VERDSTELO-KANTARO)，高耀东等编，淮南世界语函校，

1983年出版。 

《世界语歌曲 45首》(45 KANTOJ EN ESPERANTO)，罗加、黄家忻选编，

《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 12月出版。 

《世界语歌曲集》（一）（KANTU! KANTU!）（世界语），李士俊编译，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十二．科学、技术 

 

《宇宙化学》(LA KEMIO DE LA UIVERSO)，(俄) Fersman 著，卢剑波

译，1930年出版，出版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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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理学底世界相》(EL LA MONDBILDO DE LA NOVA FIZIKO)，(俄) 

Reiche著，卢剑波译，1930年出版，出版者不详。 

《天文学》(ASTRONOMIO)，乐嘉煊著，上海，1936 年出版，出版者不

详。 

《蜘蛛》(ARANEO)，(葡)A.Dasilva 著，张闳凡译，1944 年出版。 

《中国针炙疗法》(LA AKUPUNKTURO KAJ KAŬTERIZO DE ĈINIO)（世界

语），中医研究针炙研究所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4年出版。 

《你知道地球吗?》（ĈU VI KONAS LA TERON?）（世界语），E.杜蒂斯博

士著，长春市世界语协会，1983年出版。 

《中国盾蚧志（第一卷）》（MONOGRAFIO DE ĈINAJ DIASPIDEDOJ I）（汉

语），周尧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中国盾蚧志（第二卷）》（MONOGRAFIO DE ĈINAJ DIASPIDEDOJ II）(汉

语)，周尧，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世界微电脑——朋友还是敌人?》(中文版)，布罗茨科·佩特尔主编，

戴立明，肖培良译，长春地质学院学报编辑部、长春市世协、长春地质科

学技术开发公司、世界语科技出版基金会，1985年 7月出版。 

《世界微电脑——朋友还是敌人?》（MIKROKOMPUTILO）(世界语)，布

罗茨科·佩特尔著，长春市世协、长春地质科学技术开发公司、世界语科

技出版基金会、长春地质学院学报编辑部、长春中国信息展览交流中心 1985

年出版。 

《国际地质——第 27 届国际地质大会世界语论文专辑》（GEOLOGIO 

INTERNACIA VOL 5）(世界语)，戴立明、王国良等编，长春中国信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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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1984年出版。 

《你知道地球吗?——地球科学通俗讲座》(ĈU VI KONAS LA TERON?)(世

界语)，(匈)E·杜蒂斯著，中国信息展览交流会，1985年出版。 

《 世 界 语 科 技 文 选 》 (ELEKTITAJ SCIENC-TEKNIKAJ VERKOJ EN 

ESPERANTO)，伊帆、东阳选注，中国世界浯出版社，1985年出版。 

《菌儿自传》(AŬTOBIOGRAFIO DE BAKTERIO)（世界语），高士其著，

廖芝根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 年出版。 

《中国盾蚧志（第三卷）》（MONOGRAFIO DE ĈINAJ DIASPIDEDOJ III）

（汉语），周尧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 

《 未 来 教 育 科 学 入 门 》 (PROPEDEŬTIKO DE LA KLERIGSCIENCO 

PROSPEKTIVA)（世汉对照），(德)弗兰克博士（HELMAR G. FRANK）著，安

文铸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国向昆虫世界进军》(ĈINIO MARŜAS EN INSEKTA MONDO)（世界语），

周尧主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5月出版。 

 《世界语科学小品集》，叶树滋编，知识出版社(北京)，1987年出版。 

《智慧的火花》(BRILAS SAĜO)（世界语），王梓坤等著，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7 年出版。 

《中国保护动物图谱》(ĈINAJ PROTEKTATAJ BESTOJ)（世界语），陈效

一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昆虫形态图解》(ATLASO DE INSEKTA MORFOLOGIO)（世拉汉），

H.Steinmann 和 L.Zombori 拉丁语原著，李克希世译汉译改编，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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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昆虫世界进军》（ĈINIO MARŜAS EN INSEKTA MONDO）（世界语），

周尧主编，天则出版社（陕西），1988年出版。 

《中国昆虫学史》（HISTORIO DE ĈINA ENTOMOLOGIO）（汉语），周尧，

天则出版社（陕西），1988年出版。  

《昆虫世界丛刊（第一辑）》（LA INSEKTA MONDO(I)）（汉语），天则出

版社（陕西），1988年出版。 

《我们的身体——通俗人体解剖生理学》（NIA KORPO）（世汉对照），

西成甫[日]著，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中国古代科学家》（ANTIKVAJ ĈINAJ SCIENCISTOJ）（世界语），曹百

龙、张庆珍编，戴颂恩、薛梅仙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世界蝴蝶邮票》（PAPILIO-POŜTMARKOJ EN LA MONDO）（汉语），寿建

新、周尧著，天则出版社（陕西）1990年出版。 

《国际地质》第 8 卷（GEOLOGIO INTERNACIA VOL 8），由中科院科技

工作者世协和国际科学世界语者协会联合编辑，1990年出版。 

《中国医药史话》（RAKONTOJ PRI LA HISTORIO DE LA ĈINAJ MEDICINO 

KAJ FARMAKOLOGIO）（世界语），甄志亚、熊同俭、盛亦如、贾以仁编，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出版。 

《 世 界 语 科 学 论 文 集 》（ AKTOJ DE INTERNACIA AKADEMIO 

COMENIUS(VOLUMO I）（世界语），PAUL NEERGAARD，CHRISTER KISELMAN 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2年出版。 

《谈天说地》（PRI NIA UNIVERSO）（世界语），力强编，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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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话》（ĈINA CERAMINKO）（世界语），赵鸿声著，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祝你健康》（PROVU POR VIA SANO）（世界语），刘才盛编，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4年出版。 

      

十三、其他著作 

 

《 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 邮 票集 》 (POŜTMARKOJ DE LA ĈINA POPOLA 

RESPUBLIKO)(画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9年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通讯集》(LETEROJ EL ĈINIO DE ANNA LOUISE 

STRONG)（世界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新世界出版社，1965 年出

版。 

《世界语邮票目录》（KATALOGO DE ESPERANTAJ POŜTMARKOJ）（世界语），

宋绳坦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 年出版。 

《KAJTO DE ESPERANTO》，Kurisu Kei，Esperanto-Asocio de Interna 

Mongolio，Ĉinio.2010-a Eldono。 

《第二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大会手册》（KONFERENCA LIBRO DE 

2-A INTERNACIA AKADEMIA KONFERENCO PRI SCIENCO KAJ TEKNIKO EN 

ESPERANTO）（世界语），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1988年出版。 

《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大会手册》（KONGRESA LIBRO DE 5-A 

PACIFIKA KONGRESO DE ESPERANTO）（世界语），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

大会组委会，青岛出版社，1992年出版。  

《内部通讯（一）》（ESPERANTO-LERNANTO）（汉语、世界语），新华世



 

539 
 

界语函授学校（贵州）编印，1981年出版。 

《内部通讯（二）》（ESPERANTO-LERNANTO）（汉语），新华世界语函授

学校（贵州）编印，1981年出版。 

《内部通讯（三）》（ESPERANTO-LERNANTO）（汉语），新华世界语函授

学校（贵州）编印，1981年出版。 

《内部通讯（四）》（ESPERANTO-LERNANTO）（汉语），新华世界语函授

学校（贵州）编印，1981年出版。 

《内部通讯（增刊）》（ESPERANTO-LERNANTO）（汉语），新华世界语函

授学校（贵州）编印，1981年出版。 

《新实在论》（LA NOVA REALISMO）（汉语），[德]BRUNO VOGELMANN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出版。 

《胡愈之文集》（第一卷）（汉语），胡愈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北京），1996年出版。 

《胡愈之文集》（第二卷）（汉语），胡愈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北京），1996年出版。 

《胡愈之文集》（第三卷）（汉语），胡愈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北京），1996年出版。 

《胡愈之文集》（第四卷）（汉语），胡愈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北京），1996年出版。 

《胡愈之文集》（第五卷）（汉语），胡愈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北京），1996年出版。 

《胡愈之文集》（第六卷）（汉语），胡愈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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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北京），1996年出版。 

《陈原语言学论著》（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月出版。 

《陈原语言学论著》（二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月出版。 

《陈原语言学论著》（三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月出版。 

《楚图南集》（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楚图南集》（二卷），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楚图南集》（三卷），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楚图南集》（四卷），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象棋新弈论》（NOVA LUDMETODO DE LA ĈINA ŜAKO）（汉语），辛艺著，

中国世界语象棋学会（筹）（四川），2000年出版。 

 

十四、通过世界语译成中文的书籍、翻印的外国世界语书籍 

 

《孤魂的呻吟》(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Eroŝenko著，东洋

世界语宣传学会，1923年出版。 

《过去的幽灵及其它》，爱罗先珂著，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出版。 

《犹太小说集》，王鲁彦译，开明书店，1926年出版。 

《显克微支小说集》(NOVELOJ DE H.SIENKIEWICZ)王鲁彦译，上海北

新书局，1928 年出版。 

《为跌下而造的塔》爱罗先珂著，胡愈之译，上海绿的书店，1928 年

出版。 

《小弟妹》(FRATETO KAJ FRATINETO)，格林原著，鞠馨汉译，上海绿

的书店，192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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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ABISMOJ)，(波)福尔格(Forge)著，钟宪民译，现代书局，

1928年出版。 

《世界短篇小说集》(KOLEKTO DE MONDAJ NOVELOJ)，王鲁彦译，亚东

图书馆发行，1928年 8月初版。 

《钟》(LA SONORILO)，莱美德尔著，胡愈之译，上海绿的书店，1928

年出版。 

《小红帽》(RUĜĈAPETO)，Grimm E.Heltai 著，泰伦译，上海绿的书店，

1928年出版。 

《花束》，(法)拉姆贝尔(Lambert)著，王鲁彦译，上海光华书局，1928

年出版。 

《苦海》，(波兰)，先罗什伐斯基著，王鲁彦译，亚东图书馆，1929年

出版。 

《海涅诗选》，卢剑波译，1929年出版。 

《世界短篇小说集》(KOLEKTO DE MONDAJ NOVELOJ)，王鲁彦译，亚东

图书馆发行，1929年 7月再版。 

《骷髅的跳舞》(DANCO DE SKELETOJ)（包括《国境之夜》、《骷髅的跳

舞》、《首陀罗人的喷泉》）（汉语），秋田雨雀(Ujxaku Akita) [日]，巴金

译，开明书店，上海，1930年 3月出版。 

《丹东之死》（LA MORTO DE DANTON）(汉语)，A.N.TOLSTOJ（阿.托尔

斯泰）著，巴金译，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出版。 

《遗产》(HEREDĴO)，Julio Baghy 著，索非译，上海开明书店，193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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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俄)科罗涟科著，胡愈之译，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出版。 

《幸福的船》(爱罗先珂童话第二辑)，巴金编，上海开明书店，1931

年 3月出版。 

《过岭记》，伐佐夫(I.Vazov)著，孙用译，上海中华书局，1931 年 2

月出版。 

《勇敢的约翰》（JOHANO LA BRAVA），(匈)裴多菲(S.Petof)著，孙用

译，上海湖风书店，1931年 10月出版。  

《加尔》(KARLO)，Privat著，李恺良译，孙义植注，上海世界语书店，

1931年 10月出版。 

《家》(FAMILIO)，V.Poljanov Arima 著，索非译，上海绿的书店，1931

年出版。 

《怒吼吧，中国》(捷克)S.Tretjakov 著，罗稷南译，1932 年出版，

出版者不详。 

《秋天里的春天》(PRINTEMPO EN LA AŬTUNO)，J.Baghy 著，巴金译，

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 10月出版。  

《过客之花》(LA FLORO DE LA PASINTO)，(意)爱·亚米西斯(E.de Amicis)

著，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3 年 6月出版。 

《春天的歌及其它》(波兰)戈尔扎克(Korczak)等著，孙用译，中华书

局，1933年出版。 

《被驱逐的人们》(FORPELATAJ HOMOJ )(朝鲜)张赫宙原著。1933年 8

月译成中文，出版者及出版年月不详。 

《牺牲者》(VIKTIMOJ)，(匈)尤利·巴基(Julio Baghy)著，钟宪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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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书局印行，1934年 4月初版。  

《在我们的岗位上》(SUR NIA POSTENO)，P.Kropotkin 等著，爱文注

释，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年 10月出版。 

《沙乐美》(WILDE BULTHUIS)著，钟霖重译，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

年出版。 

《波兰的故事》，钟宪民译，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出版。 

《海滨别墅》(VILAO APUD LA MARO)，(保)斯塔玛托夫(Stamatov G.P.)

著，金克木译，北平中国世界语言书店，1934年出版。 

《公墓》，(EN LA TOMBEJO)，(保)斯塔玛托夫(Stamatov G.P)著，金

克木译，北平中国世界语言书店，1934年出版。 

《肖像》(LA PORTRETE)，(俄)果戈里(N.V.Gogo1)著，王鲁彦译，亚

东图书馆，1935年出版。 

《忏悔》(KONFESO)，(克罗地亚)M，Pogaĉiĉ著，王鲁彦译，亚东图书

馆，1935年出版。 

《失去了影子的人》，(德)嘉米著，王鲁彦译，光华书局，1935年出版。 

《在世界的尽头》，王鲁彦译，神州国光社，1935年出版。 

《虚心的人》(MALRIĈA EN SPIRITO)，(荷兰) H.J.Bulthuis著，周尧

译，中华书局，1935年 11月出版。 

《花束》，(法)拉姆贝尔(Lambert)著，王鲁彦译，上海光华书局，1935

年再版。《村差日历》，(丹麦)St.Blicher 著，周尧译，1936 年出版，出版

者不详。 

《我怎样学习的》，(苏)高尔基著，蒋齐生译，1936年出版，出版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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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世界语日记作法示范》，符恼武作，绿叶书店，1936年 5月出版。 

《过客之花》（汉语），亚米契斯[意]，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1940

年出版。 

《未死的兵》（VIVANTAJ SOLDATOJ）（世界语），IŜIKAŬA TACUZO[日]，

中国报导社（重庆），1941年出版。 

《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出

版。 

《各国谚语选集》，叶籁士编注，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1942年出版。 

《老仆人》，(波)显克微支著，王鲁彦译，文学书店，1943年出版。 

《塞巴斯托波尔之围》(LA SIEĜO DE SEBASTOPOLO )，孙用译，桂林

文献出版社，1943年出版。 

《丹东之死》（LA MORTO DE DANTON）(汉语)，A.N.TOLSTOJ，上海开

明书店，1943 年出版。 

《戏篮子》，Juko Baghy 著，李奈西译，1944 年出版，出版者不详。 

《甲必丹女儿》(LA KAPITANFILINO)，(俄)普希金(A.S.Puŝkin)著，孙

用译，永安东南出版社，1944年 2月出版。 

《保加利亚短篇集》，孙用译，上海正言出版社，1945年 12月出版。 

《寓言的寓言》，胡愈之译，开明书店 1947年出版。 

《上尉的女儿》（原译名《甲必丹女儿》）(LA KAPITANFILINO)，(俄)

普希金(A.S.Puŝkin)著，孙用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 4月出版。  

《美丽之歌》(爱沙尼亚诗选及民歌)，孙用译，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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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出版。 

《捷克艺文选》，魏荒弩编译，上海光华出版社，1949年 9月出版。 

《捷克诗歌选》，魏荒弩编译，晨光出版公司发行，1950年 9月出版。  

《捷克小说选》(ELEKTITAJ ĈEĤOSLOVAKAJ NOVELOJ)，魏荒弩译，上

海晨光出版公司，1950年 10月出版。 

《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万湜思译，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 

《被打穿的布告》，劳荣译，上海大众书店，1950年 1月出版。 

《裁判》，劳荣译，天津知识书店，1950年 9月出版。 

《裴多菲诗 40首》(40 POEMOJ DE S.PETOFI )，孙用译，上海文化工

作社，1951年 9月出版。 

《枞树的喧嘈》，劳荣译，上海文化工作社，1951年 12月出版。  

《妖怪莫尔加那》，(俄)珂丘宾斯基著，吕漠野译，文化生活出版社（上

海），1950年出版。 

《可爱的祖国》，(保)伊凡·伐佐夫(I.Vazov)著，孙用译，上海文化

工作社，1952 年 5月出版。 

《为了和平》，劳荣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 6月出版。 

《九月及其它》(SEPTEMBRO)，(保)盖欧·米列夫(Geo Milev)等著，

杨铁婴、吴火译，群众书店 1955年 2月出版。 

《艾琳·沛林短篇小说集》(ELEKTITAJ RAKONTOJ DE ELIN)，(保)Elin 

Pelin 著，希麦昂·海萨普切夫(Simeon Hesapchiev)世译，杨铁婴中译，

群众出版社，1955年 4月出版。 

《行动起来》(LA MONDO NE HAVAS ATENDEJON)，英理兹·德克尔(Man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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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ker)著，闳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4月，初版。 

《沉默的防御工事》，[捷]杨．德尔达著，张闳凡、劳荣合译，作家出

版社，1956年出版。  

《中国的微笑》(ĈINA RIDETO)，(捷)普伊玛诺娃(M.Pujmanova)著，

劳荣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5月出版。 

《血和沙》(SANGO KAJ SABLO)，(西班牙)伊巴涅斯(V.B.Ibanez)著，

吕漠野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出版。 

《斯米尔宁斯基诗文集》，斯米尔宁斯基(H.Smirnenski)著，孙用译，

上海文化工作社，1959年 9月出版。 

《密茨凯维支评传》，雅斯特隆著，约翰·扎瓦达(J.Zawada)世译，张

闳凡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出版。 

《奴隶之歌》(LA KANTOJ DE SKLAVOJ)，(捷)捷赫(S.Cech)著，劳荣

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60年明出版。 

《米诺斯的公牛》，卢剑波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PRINTEMPO EN LA AŬTUNO》（秋天里的春天）（世汉对照），尤利·巴

基著，中国报道社，1981年出版。 

《机器世界》(MAŜIN-MONDO)，(匈)山道尔·萨特马利(Sandor Szhatmari)

著，丁未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1 年 11月出版。 

《伊索寓言》，孙凯之译，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1982年出版。 

《LA REVIZORO》（钦差大臣）（世界语）果戈里（N.V.GOGOL）著，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年出版。 

《PRINTEMPO EN LA AŬTUNO》（秋天里的春天）（世汉对照），尤利·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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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著，中国报道社，1983年出版。 

《西里西亚之歌》(SILESIAJ KANTOJ)，(捷)倍兹鲁奇(P.Bezruĉ)著，

劳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再版。 

《PATROJ KAJ FILOJ》（父与子）（世界语），屠格涅夫著，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1984 年出版。 

《伊索寓言》(EZOPAJ FABELOJ)，(日)中垣虎二郎世译，Kalo 译注。

《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4年 10月出版。 

《日本童话选》(JAPANAJ FABELDJ)(世汉对照)，邱关瑾编，《世界语

学习》编辑部，1984年出版。 

《绞刑架下的报告》（RIPORTO SKRIBITA EN LA PENDUMILA MAŜO）（世

界语），尤利乌斯·伏契克（JULIUS FUĈIK）著，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

部，1984年出版。 

《各国民间故事选》(POPOLRAKONTOJ EL DIVERSAJ LANDOJ)，张载选

注。《世界语学习》编辑部，1985年 4月出版。 

《匈牙利童话选》，望天星、蒋鸿章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七记耳光》（SEP VANGOFRAPOJ）（汉语），[匈]卡·阿兹拉尼、拉·史

匹涅尔著，长春地质科学技术开发公司（吉林），1985年出版。 

《小约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上帝保佑你》，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2年出版。 

《勇敢的约翰》（JOHANO LA BRAVA）（世汉对照），SANDOR PETOFI著，

湖北世协，1997年出版。 

《捷克文学给了我什么》（KION DONIS AL MI LA ĈEĤA LITERAT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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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栗栖继著，石成泰译，内蒙古世界语协会，2004年出版。 

《克罗地亚战时夜记》，（克罗地亚）斯波门卡·斯蒂梅茨著，石成泰

译，远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 

《法老》，波兰波列斯瓦夫·普鲁斯著，邹国相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 8月出版。 

《匈奴太子》（上、下册），[法]欧根·德·季拉赫著，石成泰译，内

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2012年出版。  

 

*《花束集》(BUKEDO)，(捷)艾尔本(K.J. Erben)著，劳荣译，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年月未详。 

*《东方寓言集》，(俄)陀罗雪维支著，胡愈之译，开明书店出版，出

版年月不详。 

*《白马的骑者》(LA BLANKĈEVALA RAJDANTO)，(德)斯托姆著，钟宪

民译，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灵魂的一隅》，(保)斯塔马托夫(G.P. Stamatov)著，钟宪民译，上

海光华书局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跳舞吧，小玛丽》，(匈)尤里·巴基(J.Baghy)著，钟宪民译，出版

者和出版年月均不详。 

*《只有一个人》(NUR HOMO)，(匈)尤利·巴基(J.Baghy)著，钟宪民

译，光华书局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流浪者》，伐佐夫著，孙用译，出版者和出版年月均不详。  

*《欧根·奥涅金》(EFIGENNO ONEGIN)，A.S.Puŝkin 著，出版者和出

版年月均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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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民族小说选》，世界知识社编，生活书店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屠格涅夫散文诗》，Kabe 世译，陶陶然中译并注释，出版者和出版

年月均不详。 

*《海伦的童话》(FABELOJ AL HELENO)，西皮尔亚克(D.M.Sibirjak)

著，王鲁彦译，光华书局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国境之夜》(NOKTO ĈE LANDOLIMO)，秋田雨雀(Ujaku Akita)著，

巴金译，出版者和出版年月均不详。 

*《骷髅的跳舞》（汉语），秋田雨雀[日]，上海，出版信息不详。 

*《十个诗人》(DEK POETOJ)，C.Scight 主编，太阳出版社出版，出版

者及出版年月不详。 

*《匈奴骑士录》，周作人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黄蔷薇》，周作人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玛加尔的梦》，周作人译，开明书店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现代小说译丛》，周作人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玛尔达》(MARTA)，(波)E·奥什斯科(E.Orzeszko)著，钟宪民译，

北新书局出版，出版年月不详。 

*《奥都罗谷地最后活着的孩子们》古德伦·包瑟旺著，约阿希姆·吉

斯纳尔世译，乌吉玛汉译，内蒙古世界语协会，出版年代不详。 

*《TOPAZE》（托帕兹先生）（世界语），MARCEL PAGNOL著，出版年代不

详。 

*《PATROJ KAJ FILOJ》（父与子）（世界语），I.S.TURGENJEV 著，出版

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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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ELOJ DE ANDERSEN（PLENA KOLEKTO)》（世界语），《安徒生童话》

（全集），ANDERSEN著，出版年代不详。 

 

十五、明信片 

 

《人物小品》(HOMO)（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59年出版。

8张，42开。 

《花鸟小品》(FLOROJ KAJ BIRDOJ)（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1960年出版。8张，42开。 

《北京风景》(PITORESKAĴOJ DE PEKINO)（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1962年出版。12张，42开。 

《金鱼》(ORFIŜOJ)（世界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3 年初版。14

张，42开。 

《金鱼》（ORFIŜOJ）（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65年再版。 

《齐白石小品》(PENTRAĴOJ DE KI BAJŜI)（世界语），白石绘，中华全

国世界语协会，1965年出版。12张，42开。 

《风景木刻》(PEJZAĜ-LINGNOGRAVURAĴoj)（世界语），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1966年出版。14张，42开。 

《中国出土文物》(HISTORIAJ RESTAĴOJ ELTERIGITAJ EN ĈINIO)(第 1

集)（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 1集。12张，44开。 

《中国出土文物》(HISTORIAJ RESTAĴOJ ELTERIGITAJ EN ĈINIO)(第 2

集)（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3年出第 2集。12张，44开。 

《桂林山水》(PEJZAĜOJ DE GUJLIN)（世界语），外文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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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12张，44开。 

《中国风光》(PEJZAĜOJ DE ĈINI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6年出版。10张，50开。 

《北京风光》(PEJZAĜOJ DE PEKINO)（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6年出版。10张，50开。 

《北京风景》（PEJZAĜOJ DE PEKINO）（世汉英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6年出版。 

《中国风景》（PEJZAĜOJ DE ĈINIO）（世汉英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6年出版。 

《河南风光》（PEJZAĜOJ DE HENAN）（世汉英日对照），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7年出版。 

《郑州风光》(PITORESKA ĜENGĜOŬ)(世汉英日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7年出版。 

《武汉风光》（PITORESKA UHAN）（世汉日英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7年出版。 

《北京十六景》（16 VIDINDAJ LOKOJ DE PEKINO）（世汉英对照），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中国传统十大名花》（DEK FAMAJ FLOROJ DE ĈINIO）（世界语），中

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世界风光》（FAMAJ VIDAĴOJ EN LA MONDO）（汉世英日对照），中国世

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黄鹤楼》（LA FLAV-GRUA TURO）（世汉英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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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版。 

《新北京十六景》(16 VIDINDAJ LOKOJ DE PEKINO)，中国世界语出版

社，1987年出版。16张，50开。 

《兰花》(ORKIDEO)，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10张，50开。 

《中国传统十大名花》(DEK FAMAJ FLOROJ DE ĈINIO)，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7年出版。10张，50开。 

《漓江揽胜》(LIĜANG-RIVERO)，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10

张，50开。 

《世界风光》(FAMAJ VIDAĴOJ EN LA MONDO)，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

年出版。10张，50开。 

《中国风光》(PEJZAĜOJ DE ĈINIO)，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年出版。

10张，50开。 

《郑州风光》（PITORESKA ĜENGĜOŬ ）（世汉日英对照），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89年出版。 

《石榴》（GRANATOJ）（世界语），晓丁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

出版。 

《西安风光》（VIDAĴOJ DE XI'AN）（世英汉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9年出版。  

《人与生活》（HOMO KAJ VIVO）（世汉对照），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

版。 

《静物》（MUTA NATURO）（世汉对照），望天星、曲维波编，中国世界

语出版社，199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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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避暑山庄》（SOMERUMA MONTVILAO EN CHENGDE）（世英汉对照），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年出版。 

《 亚 运 会 场 馆 》（ DIONOJ KAJ SPORTHALOJ POR LA 11-A AZIA 

SPORTKUNVENO）（世英汉对照），望天星、曲维波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0版。 

《枣庄风光》，枣庄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市世协、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制

作，1995年出版。 

 

十六、文字改革书籍 

 

《国音常用字彚》（GWOIN CHARNGYONQ TZYHHUEY）（汉），教育部国语

统一筹备委员会，商务印书馆（上海），1933年出版。 

《注音字母无师自通》（JUHIN TZYHMUU WU SHY TZYH TONG）（汉），黎

锦熙、白涤洲著，文化学社（北平），1934年出版。 

《初级课本》（CHUGI KOBEN）（汉），（新文字），北平新文字研究会，

1936年出版。 

《小彼得》（SIAO PETER）（汉），（新文字），XERMINIA ZUR MULEN，上

海新文字书店，1936年出版。 

《大家结成一条心》（DAGIA GIECHENG ITIAO SIN!）（汉），（新文字），

LETOLING ，上海新文字书店，1936 年出版。 

《政治经济学入门》（ZHENGZH GINGZIXYO ABC）（汉），（新文字） 

DIKSTEIN  上海新文字书店，1936年出版。 

《妇女课本》（FUNY KOBEN）（汉），（新文字），拓牧著，语文出版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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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1938年出版。 

《拉丁化课本》（汉），叶籁士著，天马书店（湖北），1938年出版。 

《鲁迅与语文运动》（汉），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1948 年出版。 

《拉丁化新文字“国语”课本》（LATINXUA SIN WENZ "GUOY" KOBEN），

（汉），香港新文字学会，1948年出版。 

《新文字单音字彚》（SIN WENZY DANJIN ZYHUEI）（汉），林涛著，光

华书店（黑龙江）1948年出版。 

《新文字自修课本》（SIN WENZY ZYSIU KOBEN）（汉），林涛著，光华

书店（黑龙江），1948年出版。 

《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SIN WENZ Y SIN WENXUA YNDUNG）（汉），吴

玉章著，华北大学（北京），1949年出版。 

《论新语文运动》（LUN SIN Y-WEN YNDUNG），（汉），曹伯韩，文光书

店（北京），1950年出版。 

《北方话新文字基础读本》（BEIFANGXUA SIN WENZ GICHU DUBEN）（汉），

任以奇著，上海东方书店，1950年出版。 

《定型化新文字》（DINGXHINGHUA SIN WEN）（汉），林涛著，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0年出版。 

《工人用新文字课本》（GUNGRHEN YNG SIN WENZ KOBEN(BEIFANGXUA)

（北方话），（汉），王若望、王青著，劳动出版社，1950年出版。 

《论中国文字改革的统一战线》（汉），张芷著，上海东方书店，1950

年出版。 

《从旧文字到新文字》（汉），孟文著，商务印书馆（上海），1950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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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用的北方话新文字课本》（ZHSHFENZ YNG DE BEIFANGXUA SIN 

WENZ KEBEN）（汉），倪海曙著，开明书店（上海），1950年出版。 

《怎样学习普通话》（汉），朱星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汉），章炳麟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

1957年出版。  

《汉语拼音常识》（HANYU PINYIN CHANGSHI）（汉），郑林曦著，上海

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 

《汉语拼音课本》（HANYU PINYIN KEBEN）（汉），文字改革出版社(北

京)，1958年出版。 

《汉语拼音入门》（HANYU PINYIN RUMEN）（汉），拓牧著，新知识出版

社（上海），1958年出版。 

《汉语拼音字母自修讲义》（HANYU PINYIN ZIMU ZIXIU JIANGYI）（汉），

张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汉语拼音字母发音示意图解》（HANYU PINYINZIMU FAYIN SHIYI 

TUJIE），（汉），新订本，徐世荣著，教育图片出版社（上海），1958年出版。 

《汉语拼音字母十课》（HANYU PINYINZIMU SHIKE）（汉），郑林曦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58年出版。 

《普通话常识》（PUTONGHUA CHANGSHI）（汉），周有光、杜松寿、徐世

荣、林曦、曹伯韩、倪海曙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8年出版。 

《普通话语音讲话》（PUTONGHUA YUYIN JIANGHUA）（汉），徐世荣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8年出版。 

《普通话正音教材》（PUTONGHUA ZHENGYIN JIAOCAI）（汉），徐世荣著，

新知识出版社（上海），195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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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人 学 习 普 通 话 手 册 》 (SHANGHAIREN XUEXI PUTONGHUA 

SHOUCE)(汉)， 复旦大学上海方言调查小组，新知识出版社(上海)，1958

年出版。 

《汉语拼音字母电视教学课本》（HANYU PINYIN ZIMU DIANSHI JIAOXUE 

KEBEN）（汉），徐世荣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9年出版。 

《教师进修汉语拼音广播讲义》（JIAOSHI JINXIU HANYU PINYIN 

GUANGBO JIANGYI）（汉），徐世荣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9 年出

版。 

《拼音字母基础知识》（PINYIN ZIMU JICHU ZHISHI）（汉），周有光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9年出版。  

《汉语拼音广播教学课本》（HANYU PINYIN GUANGBO JIAOXUE KEBEN）

（汉），徐世荣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2年出版。 

《拉丁语基本语法》（ELEMENTA GRAMMATICAE LATINAE）（汉拉），297

页，PEKINI TYPIS PE-T'ANG（北京）1999年出版。 
 

*《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方案》（汉），唐兰著，62页，出版年代不详。 

*《送报伕》（SUNGBAOFU）（汉），（新文字），杨逵著，上海新文字书店

出版，44页，出版年代不详。 

本目录主要参考资料如下： 

1.《世界语四十年》，胡愈之著，上海新知书店，1928年出版。 

2.《世界语五十年》(ESPERANTO EN KVINDEK JAROJ)，周庄萍著，上

海世界语者协会，1937年 1月出版。 

3.《世界语运动在中国》（ESPERANTO-MOVADO EN ĈINIO），侯志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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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出版。 

4.中国出版的世界语书籍目录（1909—1987），侯晓红编。 

5.《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乙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 

6.《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编写组，中国世界语出

版社，1999年出版。 

7. 《 中 国 世 界 语 运 动 简 史 》 (KONCIZA HISTORIO DE LA ĈINA 

ESPERANTO-MOVADO)（中世对照)，侯志平主编，新星出版社，2004年出版。 

8.中国世界语图书馆藏书目录（分类），刘铃编。 

9.各个历史时期各地世界语协会出版的会刊、大事记。 

10.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人民世界》、《世界》杂志和《全国世协

通讯》。 

11.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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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世界语小报小刊 

（1978—1987） 
 

1979 年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有了较快的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各地

出版的世界语小报小刊犹如百花盛开，争奇斗妍，其总数达到 300 多种，

这在中国世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小报小刊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首先是宣传作用，它们经常介绍

国际语的由来和发展，柴门霍夫的理想，世界语的历史和基本知识，介绍

中外知名人士对世界语的支持和赞助，介绍世界语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发

展，从而使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我们的运动，也使我们世界语者更深刻地

懂得了世界语运动的意义，更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可以说，每一种小报小

刊都是一架播种机，它们把世界语的种子播撒到祖国大江南北，让绿色种

子在各地生根，开花。其次是交流作用。世界语的小报小刊经常刊登各地

世界语运动的消息，介绍本地世界语运动的经验，讨论当前世运中面临的

问题，表扬我们队伍中的好人好事，批评不良倾向，促进了信息和经验交

流，有利于世界语运动的健康发展。就其时效和作用，并不亚于大报大刊。

由于这些小报小刊真实地记录了当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所以它们又成为

研究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的不可多得的材料。第三，辅导作用。许多

报刊都能根据读者的世界语水平刊载语法讲座、问题解答、翻译研究、口

语练习、辅导材料和初、中级读物，对于提高读者世界语水平，起着一定

的作用。第四，园地作用。许多小报小刊经常刊载初学者的习作，而这些

习作常常是大报大刊所难以发表的。因此这些小报小刊就成为世界语者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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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最好园地。 

为了办好这些小报小刊，许多世界语者不惜捐款、出力，并且用去了自

己许多宝贵的时间。常熟市张麟瑞同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几乎将自

己的全部业余时间倾注在自己所办的油印小刊《绿萤》上。这份小刊内容

丰富，报道及时，刻印精美，排版独具匠心，是不可多得的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1978 年至 1987 年期间各省共出版了 317 种小报小刊，

其中铅印 43 种，油印 274 种，科技类刊物 13 种，文学类刊物 5 种。湖北

省出版了 38 种，为各省之冠。到 1987 年 11 月止，没有刊物的只有西藏。 

为了使读者，特别是研究中国世运的同志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现将我搜

集到的有关资料作简要介绍。由于本人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有些刊物可能

未能提到，有的虽然提到，但创刊年月不详，甚至有错误，还希望读者补

充和指正。下面我按省份一一介绍。 
 

北京出版 4 种： 

1.《世界语工作简报》，1982 年 11 月创刊，16 开，铅印，不定期。由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界语之友会联合编印。 

2.《科技世界语简报》，1985 年创刊，16 开，铅印，不定期。中国科学

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内部通讯。 

3.《世界语教学》(Lernilo de Esperanto)，1985 年创刊，16 开，铅印，

不定期。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编辑出版。 

4．《相逢在这里》(Amika Rondo)，1985 年 12 月 5 日创刊，16 开，铅

印。发刊词中说该刊是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杂志社的几位

编辑、翻译同志创办的世界语双月刊，但实际只出了 198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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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出版两种： 

1．《绿港》(Verda Haveno)，1981 年 12 月 20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不定期。天津市世界语协会会刊。地址：天津第 207 信箱。 

2．《二月》(Februaro)，1987 年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天津塘沽外语

协会世界语班班刊。 
 

上海市出版一种： 

《简报》（Bulteno），1985 年创刊，16 开，铅印。上海市世界语协会会

刊。 
 

黑龙江省出版 8 种： 

1．《冰花》 (Glacia Floro)，1985 年 2 月出版第 4 期，16 开，打字油印，

不定期，哈尔滨市世界语协会会刊。1984 年 7 月，哈尔滨世协筹备小组出

版《世协会报》，可能是该刊的创刊号。地址: 哈尔滨市友谊路 135 号哈尔

滨市社科联转。 

2．《北星》(La Norda Stelo)，1985 年 6 月 10 日出版第 3 期，16 开，油

印，不定期。齐齐哈尔市世协会会刊。 

3．《碧光》 (La Jaspa Brilo，1984 年 7 月 20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鸡西碧光世界语小组编。 

4．《北大荒》(La Norda Ruro)，1983 年 4 月 11 日创刊，16 开，油印，

不定期，鹤岗市煤城世界语学习小组编。 

5．《佳木斯世界语者》(Esperantisto en Jiamusi)，1984 年 12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地址：佳木斯文物管理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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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极星》(Norda Stelo)，1985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北安

农校世协编。 

7．《北方之光》(La Norda Lumo)，1983 年 10 月创刊，16 开，油印，

不定期。原名《绿光》(Verda Lumo)，从第 2 期改为现名。鸡西市世界语组

编。 

8．《读物》(La Legaĵoj)，1979 年 6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泰来县世界语者石成泰主办。 
  

吉林省出版 9 种： 

1．《长春》（Eterna Printempo)，1983 年 11 月 20 日创刊，8 开，复印，

不定期，长春市世协会刊，从 1984 年起该刊外文名称改为 Changchun。 

2．《希望者们》(Esperuloj)，1985 年 10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敦化市世协会刊。地址：敦化市曙光街西 44—5 号李久同志转。 

3．《绿苗》，重 986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通化市铁厂镇世协

会刊。 

4．《绿舟》(Verda Boato)1984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吉林农

大世界语爱好者协会会刊。 

5．《函授通讯》，创刊日期不详，16 开，铅印，不定期，通化师范学院

外语系函授班编辑。 

6．《绿枝》(Verda Grefto)，汪清县一世界语组织编辑，创刊年月不详。 

7．《绿色宇宙》(Verda Universo)，四平一世界语组织编辑，创刊年月

不详。 

8．《山城绿星》(Verda Stelo de Monturbo)，1986 年 4 月创刊，16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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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印，不定期，通化市世协会刊。地址：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转。 

9．《简报》(Bulteno)，1986 年 4 月 22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浑江市世协会刊，地址：浑江市财会中专学校。 
 

辽宁省出版 15 种： 

1．《辽宁世运》(Esperanto–Movado en Liaoning–provinco)，1985 年 7

月 5 日创刊，16 开，铅印，不定期，辽宁省世协会刊，地址：沈阳体育学

院赵学刚同志转。 

2．《沈阳世界语通讯》，1986 年 1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

沈阳市世协会刊，地址：沈阳市旅游局外宣传赵承华同志转。 

3．《希望之星》，1986 年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大连市世

协会刊，地址：大连师范专科学校王太林同志转。 

4．《短讯》(Kurtasciigo)，1982 年 10 月创刊，16 开，油印，共出 7 期，

现已停刊。沈阳苏家屯世界语小组编。 

5．《地学》(Al Geografio)，1982 年 12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全

部为世界语，共出 16 期，现已停刊，由沈阳苏家屯世界语者赵英文编辑。 

6．《北国之星》，1985 年 8 月出版第 5 期，16 开，打字油印，沈阳出

版。 

7．《沈阳绿星简报》，1986 年 12 月创刊，16 开，油印，沈阳出版。 

8．《绿地》，1987 年 6 月 6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沈阳市青

年世协会刊。 

9．《简报》，1987 年 9 月创刊，8 开，油印，沈阳市青年世协编辑。 

10．《友谊》(Amikeco)，1981 年 7 月直 5 日创刊，16 开，油印，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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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世协筹委会《友谊》编辑部出版。 

11．《友谊》(Amikeco)，1983 年 4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

辽宁省世界语学习班出版。 

12．《绿丛》，1983 年 6 月创刊，16 开，油印，丹东市世界语小组编辑。 

13．《绿星》(Verdstelo)，沈阳东北工学院世界语小组编辑，创刊年月不

详。 

14．《煤都绿洲》，抚顺市世界语小组编辑，创刊年月不详。 

15．《晨星》(La Matenstelo)，辽宁省灯塔县世界语者编辑，创刊年月不

详。 
 

河北省出版 4 种： 

1．《青春》(Juneco)，1983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唐山市世界

语小组编辑。现已停刊。 

2．《唐山绿星》(Verda Stelo de Tangshan)，1985 年 1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唐山世界语学习会主办。 

3．《橄榄枝》(La Olivarba Branĉo)，1987 年 1 月创刊，32 开，打字油

印，河北宣化青年世界语学友会会刊，地址：张家口市宣化区青年联合会

刘志岗同志。 

4．《世界语作文展览》，1985 年创刊，16 开，打字油印，河北省世协(筹)

编辑。 
 

山西省出版 8 种： 

1．《简报》，1984 年 7 月 20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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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世协编辑。 

2．《世界语学习》(Lernado de Esperanto)，1981 年 1 月创刊，32 开本，

油印，不定期，曾出版过 3 期铅印，共出版 7 期，山西省世协(筹)编辑。 

3.《山西绿星》（Shanxi-a Verda Stelo），1985 年创刊，16 开，打字复印，

不定期。山西省世协会刊。地址：太原 171 信箱。 

4.《世界语文报》，1985 年 7 月 28 日创刊，16 开，铅印，原为山西世

界语专科学校编辑。从第 3 期起刊名改为《世界语小报》，主办单位改为山

西世界语专科学校和太原地区世界语协会。地址：太原 183 信箱。 

5.《共同的呼声》（Komuna Voĉo），1983 年 1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

太原市学习小组编。 

6.《幼苗》（Markoto），1982 年创刊，16 开，油印。太原世界语中级班

编辑。 

7.《世界语咨询报》，1984 年 1 月 15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太原

市二盘山一世界语者编辑。 

8.《国际普通话》（Esperanto），1984 年 6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

太原市世协（筹）会刊。 
 

内蒙古自治区出版 7 种： 

    1．《在绿色的草原上》(Sur Verda Herbejo)，1980 年 3 月创刊，16 开，

打字油印，双月刊，呼和浩特世界语小组编辑出版。 

    2.《绿原》(Verda Stepo)，原来的刊名叫《在绿色的草原上》，1981 年

改为现名，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呼和浩特世协会刊。1985 年第 1 期

和 1986 年第 2 期曾铅印过。地址：呼和浩特市大召西夹道 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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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芳草》(Aromherbeto)，1984 年 12 月 29 日创刊，8 开，铅印，呼和

浩特《芳草》世界语小组编辑，出刊两期后与《绿原》合并。 

    4．《塞上绿星》(Sai Shang Verda Stelo)，1983 年 12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原为包头世协筹委会主办，后为包头市青年世协会刊。

地址：包头市第 9 中学陈德恩同志转。 

    5．《铁花》(Fera Floro)，1983 年 12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

期。原名《铁花之星》，从第 4 期起改为现名。包头白云地区世界语小组编

辑出版。现已同《塞上绿星》合刊。 

    6．《草原之鹰》，哲里木盟青年科技世界语学会会刊。创刊年月不详。 

    7．《世界语之友》(Amikoj de Esperanto)，1983 年 1 月 10 日创刊，32

开，铅印。内蒙古铁道学会、呼和浩特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会刊。地址：

呼和浩特铁路局李森同志转。 
  

陕西省出版 10 种： 

1．《陕西世协通讯》(Informilo de Shanxi-a Esperanto-Asocio)，1985 年 7

月 25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陕西省世协会刊。地址：西安外

语学院王复隆同志转。 

2．《杨陵世界语者》(Yangling-a Esperantisto)，1986 年 1 月 25 日创刊，

16 开，油印，不定期。杨陵世协会刊。地址：陕西西北农业大学第 55 号信

箱杨陵世协。 

3．《延安世界语者》(Yan'an-a Esperantisto)，1986 年 9 月创刊，16 开，

油印，不定期。延安地区世协会刊。地址：延安大学中文系。 

4．《希望》(Espero)，1983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宝鸡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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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小组编辑出版。 

5．《绿色电台》(Verda Radio)，1984 年 7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

双月刊。84651 部队青年世界语小组编辑出版，已停刊。 

6．《开拓》(Ekspluato)，1984 年 5 月 4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陕西永坪世界语绿星俱乐部编辑。     

7．《世界语》(Esperanto)，1983 年 12 月创刊，油印。宝鸡市世界语学

习小组编辑，已停刊。 

8．《绿色邮政》(Verda Poŝto)，陕西省长安县世界语小组编辑，创刊年

月不详。 

9．《昆虫分类学报》(La Entomotak-Sonomio)，1979 年创刊，16 开，铅

印。国际性的专门学术刊物，由著名世界语者昆虫学家周尧、路进生主编，

世界语被正式列为写论文和摘要的语言之一。地址：陕西西北农大《昆虫

分类学报》编辑部。 

10．《动物世界》(La Animala Mondo)，1985 年创刊，16 开，铅印。由

周尧教授主编，用世界语写论文摘要。 
 

甘肃省出版 10 种： 

1．《路》(La Vojo)，1980 年 12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兰州世

界语学会会刊。地址:甘肃兰州兰化公司民用处张绍基同志转。 

    2．《甘肃世运》，1987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甘肃省世

协会刊。地址：兰州市兰化 302 厂计量站卢万仪同志转。 

    3．《绿色放大镜》(La Verda Lupeo-Fenikso)，1983 年 5 月 4 日创刊，

16 开，油印，不定期。兰州世界语者集邮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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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学女神》(Urania)，1980 年 12 月 9 日创刊，1 开，油印，兰州世

协会刊 La Vojo 副刊。  

    5．《小星》(La Steletoj)，1985 年 10 月 12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中共金昌市委党校业余世界语班班刊。 

    6．《科技简报》(La Bulteno de SKT)，1986 年 12 月 15 日创刊，16 开，

油印，不定期。金昌市科技世协会刊。地址：金昌市委党校赵英文同志转。 

7．《绿墨》(Verda Stelo)，1982 年 11 月 25 日出第 2 期，16 开，油印。

泾川世界语传播小组编辑，已停刊。 

8．《绿邮》(La Verda Poŝto)，1983 年 10 月 25 日出版第 12 期，16 开，

油印，不定期。泾川世界语小组编辑，已停刊。 

9．《泾川世运简报》(Informilo de Jingchuan Esperanto-grupo)，1985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泾川世界语俱乐部编辑。 

10．《文化》(La Kulturo)，1982 年创刊，泾川世界语传播小组编辑。 
 

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 2 种： 

1．《灿烂的明天》(Bril-Morgaŭo)，1984 年 12 月创刊，16 开，油印，

不定期，宁夏世协会刊。地址：宁夏银川宁夏世界语协会。 

    2．《希望》(Espero)，石嘴山市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创刊年月不详。 
 

青海省出版 3 种： 

    1．《世界语通讯》(Esperanta Komunikado)，1985 年 1 月创刊，16 开，

打字油印，不定期。青海省外语学会世界语专业组编辑。     

    2．《原上草》，1983 年 3 月 31 日创刊，8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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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世界语小组编辑。 

    3．《绿星》(Verda Stelo)，1983 年 3 月 1 日出版第 3 期，16 开，油印，

不定期。后更名为《希望》(La Espero)，沙沟世界语协会编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 9 种： 

    1．《新疆世运》(Esperanto-Movado de Xinjiang)，1985 年 1 月创刊，

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1985 年 12 月 10 日出版的第 8 期改为 16 开铅

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世协会刊。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20l 信箱。 

    2．《我们的希望》(Nia Espero)，1984 年 12 月 31 日创刊，16 开，油印，

不定期。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世协会刊。地址：昌吉州第 3 号信箱。 

    3．《医苑之角》(La Angulo de Medicina Ĝardeno)，1986 年 2 月 2 日创

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新疆昌吉州医学世界语研究会编辑。 

    4．《医药之花》(Medicina Farmacia Floro)，1984 年 5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昌吉州世协《医药之花》编辑组主办。地址：昌吉市

第 3 号信箱。 

    5．《世界语林地》，1984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吐鲁番

地区世界语学习会主办。 

    6．《火洲绿林》(Verda Arbaro de Fajra Lando)，1985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吐鲁番地区世协会刊。地址：吐鲁番地区行署农业处

王小平同志转。 

    7．《准噶尔绿洲》(Oazoj en Gengger)，1984 年 12 月 15 日创刊，16 开，

油印，不定期。玛纳斯县世协会刊。 

8．《友谊》(Amikeco)，1985 年 6 月创刊，吐鲁番地区世协编，已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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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辅导》(Helpo)，1984 年 3 月 18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新疆社会职业专科学校世界语讲习班编辑。 
     

四川省出版 17 种： 

    1．《绿叶》(Verda Folio)，1981 年 3 月 20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

期。成都世协会刊。  

    2．《绿星》(Verda Stelo)，1979 年 1 月创刊，32 开，油印，双月刊。重

庆世界语小组编辑。 

3．《国际世运》(Internacia Esperanto-Movado)，1979 年 10 月创刊，32

开，油印，共出 4 期。重庆世界语研究会编，后同《绿星》合并，更名为

《春天》。 

4．《春天》(Printempo)，1980 年 6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月刊，

重庆世协会刊。 

    5．《世界语学习》(Lernado de Esperanto)，1982 年 12 月创刊，32 开，

铅印，月刊。重庆世协编辑出版。地址：重庆市 1209 信箱。 

    6．《世界语之声》(Voĉo de Esperanto)，1984 年 10 月创刊，8 开，铅印，

原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重庆世协会刊。地址：重庆市 1209 信箱。 

    7．《绿川报》(Verda Rivero)，1985 年 12 月创刊，原为 8 开 4 版，后改

为 16 开，铅印，月刊。重庆青年世界语者协会会刊。地址：重庆市 2325

信箱。 

    8．《草叶》(La Herbero)，1984 年 6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重

庆沙坪坝区世界语学习小组编辑，已停刊。 

9．《勤奋》(Diligenteco)，1983 年 11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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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北区世界语学习小组编辑。 

    10．《绿星》(Verda Stelo)，1983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绵阳

绿星世界语学习会编，已停刊。 

    11．《绿色甜城》(Verda Dolĉurbo)，1986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

期。内江世协会刊。 

12．《内外文谈》副刊 (La Reforma Skribsistemo en kaj ekster Ĉinio)，1983

年创刊，16 开，油印，中国拼音文字促进会编辑。 

13．《小星)(1a Nova Steleto)，1982 年 4 月 28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重庆市沙坪坝区世界语学习小组编辑。 

14．《南星》(Suda Stelo)，1982 年 7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重庆

沙坪坝世协编辑。 

15．《绿叶》(Yerda Folio)，1984 年出第 5 期，16 开 6 版，油印。重庆

沙坪坝区世界语小组。 

16．《海行舟》，1984 年 12 月出第 5 期，16 开 10 版，油印。成都一世

界语组出版。 

17．《小航导》，1985 年 6 月出版第 2 期，16 开，油印。成都新都机械

厂世界语组编。 
 

贵州省出版 11 种： 

    1．《探索与启示》(Esploro kaj Ediro)，1987 年 7 月创刊，16 开，油印。

都匀世界语学习辅导中心编辑。 

    2．《世界语精神》(Esperantismo)，1987 年 6 月 2 日出版第 9 期，16 开，

油印。都匀市世界语展览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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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星》(Verda Stelo)，1981 年 2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六

枝特区世协会刊。 

4．《内部通讯》(Esperanto-Lernanto)，1980 年 12 月试刊，1981 年 1 月

创刊，32 开，铅印，不定期。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编。 

5．《世界语学习》，1981 年 10 月创刊，32 开，铅印。贵州省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协会《科技幼苗》副刊，共出 4 期。 

6．《春芽》（Printempa Burĝono），1981 年 1 月出版，16 开，油印。贵

阳《春芽》编辑部编辑，已停刊。 

7．《绿叶》(Verda Folio)，1979 年 10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贵阳

世界语学习小组编辑。 

    8．《小绿苗》(Verda Plantideto)，1981 年 6 月 1 日创刊，《绿叶》同该

刊合并。贵阳地区世协筹备工作组编，已停刊。 

    9．《人民科学》(Popola Scienco)，1979 年 12 月创刊，仅出一期，贵阳

光明世界语学习班编辑。 

    10．《Esperanto 通讯》，1980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共出 3 期。贵

阳市世界语班编辑。 

    11．《初学者》(Eklernanto)，1980 年创刊，32 开，油印。贵阳一世界

语小组编。 

    

 云南省出版 8 种： 

    1．《迎春花》(La Flava Jasmeno)，1982 年 1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云南世协会刊，后改名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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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来》(1a Estonteco)，1984 年 2 月创刊，16 开，油印，从 1984 年

2 月起改为铅印。云南省世协会刊，现已停刊。 

    3．《宇宙》(La Kosmo)，1985 年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世

界语民族艺术协会会刊，地址：昆明北京路前卫营村 127 信箱沙江同志收。 

    4．《南疆萤火报》，1987 年 3 月 30 日创刊，16 开油印，35206 部队出

版。 

    5．《云南世界语协会会刊》，1982 年创刊，16 开，油印。 

    6．《绿芽》，1981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滇东南世界语学习小组

编辑，已停刊。 

    7．《新垦地》(Sur Freŝe Plugita Montkampo)，1980 年 11 月创刊，32 开，

油印，云南个旧世界语小组编辑，已停刊。 

    8．《八一绿星》，1987 年创刊，16 开，油印，后与《宇宙》合刊。由

中国世界语八·一学校编辑。 
    

河南省出版 15 种： 

1.《河南世运》(Esperanto-Movado en Henan)，1986 年 7 月创刊，16 开，

打字油印，不定期。河南省世协会刊，地址：河南省中医学院张昊光转。 

2．《青年世界语者》(Juna Esperantisto)，1984 年 9 月创刊，16 开，打

字油印，不定期。郑州青年世界语协会会刊，地址：郑州市勤劳街 141 号

孔雷转。 

    3．《新星》(La Nova Stelo)，1984 年 9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鹤壁市世协会刊，地址：鹤壁市中山路东巷 142 号索建春转。 

    4．《绿牡丹》(La Verda Peonio，由《希望》更名)，1985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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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16 开，打字油印。洛阳市世协会刊，地址：洛阳市社科联王洋同志

转。 

    5．《希望》(La Espero)，1984 年 5 月 1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洛

阳市世界语活动小组编印，共出三期，从第 4 期起改为《绿牡丹》。 

    6，《绿塔》(Verda Pagodo)，1983 年元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郑州绿塔编辑部编印，共出 8 期，现已停刊。 

    7．《绿乡》(Verda Hejmloko)，1983 年 8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共出 8 期，现已停刊。新乡市绿乡编辑室编印。 

    8．《希望之乡》(Espera Hejmloko)，1984 年 10 月 15 日创刊，16 开，

油印，不定期。原为新乡市科协世界语讲习班班刊，新乡市协会成立后改

由协会编辑。地址：新乡市 55 号信箱中学分箱韩道翥同志转。 

    9．《中国世界语者》(Ĉina Esperantisto)，1980 年 4 月 15 日创刊，8 开，

油印，只出 1 期即停刊。河南新乡韩道翥同志编辑。 

10．《牧野》(Paŝtkamparo)，1983 年 7 月 5 日创刊，16 开，油印，新乡

世界语小组牧野编辑组编。 

11 ．《绿峰》(Verda Montpinto)，1983 年 8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

期。安阳世界语小组编，地址：安阳地区肿瘤医院薛新民同志转。 

12．《山风》(Vento el Monto)，1986 年 8 月 20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

印，不定期，信阳县青年世协会刊。 

13．《火花》(Fajrero)，1979 年创刊，16 开，油印，三门峡市木丙、胡

国柱编。 

14．《和平》(Paco)，清丰县世界语小组编，创刊年月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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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绿浪》(Verda Matero)，1982 年 11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巩县芝田镇世界语小组创办，已停刊。 
 

湖北省出版 38 种： 

    1，《湖北世运》，1986 年 8 月创刊，不定期，开始是 16 开，打字油印，

从第 3 期改为 8 开，铅印。湖北省世协会刊。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路

82 号贺振球同志转。  

    2．《新希望》(La Nova Espero)，1980 年 12 月创刊。32 开，铅印，只

出版一期。华中师范学院、湖北世协合办。 

    3．《学习》(Nia Studo)，1963 年 1 月创刊，原名是《武汉市世界语通讯》，

后更此名。1979 年 8 月复刊(第 25 期)，16 卉，油印，不定期。武汉市世协

会刊。现已停刊。 

    4．《希望》(La Espero)，1985 年 9 月创刊，32 开，铅印，武汉市世协、

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主编，地址：武汉市 230 信箱。 

    5。《嫩芽》(Ŝoso)，1982 年 2 月出第 3 期，16 开，油印。武汉世界语

速成班班刊。现已停刊。 

    6．《小门》(Pordeto)，1984 年 7 月 14 日创刊，8 开，油印，不定期。

武汉小门编辑组编，现已停刊。 

    7．《绿晶》(Verda Kristalo)，1981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世界语学会会刊。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芦沟桥路 34 号

左宗璧同志转。 

    8．《简讯》(Informilo)，1984 年 10 月 7 日创刊，16 开，油印。湖北省

暨武汉市科技世界语学会编印。地址：武汉市中山大道 460 号杜庚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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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9．《新花》(Nova Floro)，1980 年 7 月 25 日创刊，16 开，先为油印，

后改为复印，半月刊。黄石世协会刊。地址：黄石市 3 号信箱。 

    10．《三色堇》(Penseo)，1983 年 2 月创刊，16 开，先为打字油印，后

改成复印，双月刊。全世界语纯文学小刊，黄石世协出版。 

    11．《绿星》(Verda Stelo)，1981 年 8 月 1 日创刊，油印，黄梅县世界

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2．《宇宙青》(Verda Kosmigo)，1984 年 2 月 4 日创刊，油印，鄂东世

界语协会会刊，已停刊。 

    13．《黄冈世协内部通讯》，1985 年工 2 月创刊，油印。黄冈地区世协

编印。 

14．《世界语之友》(La Amiko de Esperanto)，1980 年 10 月 15 日创刊，

8 开，铅印。沙市世界语讲习班编印。   

    15．《益友》(Utila Amiko)，1984 年 11 月创刊，油印。沙市科技世协会

刊，地址：沙市 8409 信箱。 

    16．《楚星》(1a Stelo de Chu)，1982 年 5 月 1 日创刊，原先为 16 开油

印。荆州世界语讲习班编印，从 1984 年出版的第 9 期开始改为 8 开，铅印，

由荆州世协编印。现已停刊。 

    17．《世界语者》(Esperantisto)，1985 年创刊，油印，荆州东方红中学

世界语小组编印。 

    18．《希望》(Espero)，1986 年创刊，油印，湖北农学院世界语小组编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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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绿岛》(Verda Insulo)，1986 年创刊，16 开，油印。宜昌市树脂厂

世界语之友小组编印。 

    20．《油田》(La Petrola Kampo)，1984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石油部第 4 机械厂世界语讲习班编印，已停刊。 

    2l，《曙光》(La Aŭroro Ĵurnalo)，1986 年 2 月 21 日创刊，8 开，铅印。

洪湖世协会刊。 

    22．《风华报》(E1 E1ito)，1984 年 5 月 1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月刊。监利县世协会刊，地址：监利县人民医院中药库杨俊同志。 

    23，黄石《世界语函授班班刊》(KEK)，1983 年 7 月 1 日创刊，16 开，

油印，不定期。黄石世界语函授班编印。 

    24，《教学通讯》1983 年 1 月 30 日创刊，16 开，油印。月刊，黄石世

界语函授班编印。 

    25。《星火》(Fajrero)，1983 年 4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黄石下陆区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已停刊。 

    26．《小竹》(Bambueto)，1982 年 5 月 24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

期。黄石小竹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已停刊。 

    27. 《小草》(Herbeto)，1982 年 6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黄

石市世界语小草编辑组编印，已停刊。 

    28．《绿友》(Verda Amiko)，1982 年 7 月 25 日出版第 2 期，16 开，油

印，不定期。黄石绿友同学会编，已停刊。 

    29．《函授通讯》，1983 年创刊，32 开，铅印。辅导性刊物，分初级班

和中级班两种，不定期，黄石市世界语函授班编印，已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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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青山湖》(Lago kun Verda Monto)，1982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

黄石师范学院世界语讲习班编印，已停刊。 

    31．《世界语文学》(Esperanta Literaturo)，1983 年 6 月创刊，16 开，

油印。沙市世协(筹)编印，已停刊。   

    32．《世界语文学》(Esperanta Literaturo)，1986 年 7 月 14 日创刊，32

开，铅印。地址：沙市市 8510 信箱收转。  

    33．《黎明》(Aŭroro)，1984 年创刊，16 开，油印。沙市市职工业余大

学 84 届世界语班班刊，已停刊。 

    34．《绿野》(Verda Kamparo)，1982 年 4 月创刊，16 开，油印后改为 8

开，沙市世协(筹)编印，已停刊。 

    35．《春笋》(Printempa Bambuŝoso)，1987 年 8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

印，不定期。十堰市世协编印。地址：十堰市郧阳二中殷嘉新收。 

    36．《津星》，1986 年创刊，沙市世界语函授学校编印，已停刊。  

    37．《函授通讯》荆州世界语函授班编印，铅印，32 开本，共出 6 期，

具体出版日期未注明。 

    38．《求索》(Serĉado)，1982 年 8 月 22 日创刊，8 开，油印。安徽大学

外语系世界语函授班沙市辅导点编印，已停刊。 
    

    湖南省出版 5 种： 

    1．《绿洲》(Verda Insulo)，1981 年 3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湖南省世协会刊。地址：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部转。 

    2．《长沙世协通讯》，1986 年 7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长沙

世协会刊，地址：长沙窑岭长沙科技情报所易曙同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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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绿洲》(Oazeto)，1986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衡阳市

世协会刊，地址：衡阳玻璃总厂办公室匡红旗同志转。 

    4．《老世界语者》(Veterana Esperantisto)，1985 年 8 月 23 日创刊，16

开，铅印，不定期。北京老世界语者协会、湖南省世协、湖南省电子学会

联合编辑。该刊主要刊载有关世运史料，其宗旨是：存真史，励来者。地

址：长沙解放东路 1 号。    

    5．《嫩芽》(La Ĝermo)，1982 年 11 月 3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吉

首大学世界语学习会编，已停刊。 
    

 广东省出版 9 种：   

    1.《绿穗》(Verda Spiko)，1982 年 4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广东、

广州世协会刊，地址：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国际部转。     

    2．《简报》(Informilo)，1987 年 1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广东、

广州世界语协会编印。地址：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国际部转。    

    3．《南星》(Suda Stelo)，1983 年 9 月 30 日创刊，8 开，铅印小报。湛

江市升华外语速成学校、湛江世协联合主办。地址：湛江市亦坎区民族路

54 号陈敬权同志转。    

    4．《绿色的种子》(Verda Semo)，1982 年元旦创刊，原为 8 开油印，后

改为 16 开油印，不定期。东莞市世协编印，地址：东莞市  

    5．《简报》，深圳世协编，16 开，打字油印，创刊年月不详。地址：深

圳市本头龙翠华花园 7 栋 7C 杜寿河同志转。 

    6．《绿禅》，佛山世协(筹)会刊，创刊年月不详。 

    7．《绿椰》(Verda Kokosarbo)，1982 年 6 月 16 日创刊，16 开，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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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世界语学联筹委会编印，后改为万宁世界语辅导站编辑出版，全部文

章都是世界语，已停刊。 

    8．《绿苗》，海南世界语学会编印，创刊年月不详口     

    9．《绿丛》，1985 年出版，连平世界语学会会刊，创刊年月不详。 
    

广西出版 20 种： 

    1．《国际普通话》，1986 年 10 月创刊，16 开，铅印，内部双月刊，广

西世界语学会编印。地址：南宁市广西民族学院外语系李向平转。 

    2．《绿化者》(La Verdiganto)，1982 年 12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不定期。广西世界语学会(筹)编印，已停刊。 

    3．《交通与科技》 (Trafiko kaj Scienctekniko)，1984 年 5 月创刊，16

开，铅印，全用世界语。广西交通世界语学会(筹)编印。 

    4．广西世界语函授班通讯，1984 年创刊，32 开，铅印，不定期。广

西世界语函授班编印。 

    5．《友谊》，1987 年 1 月创刊，16 开，铅印。桂林市世界语协会编印，

地址：桂林市 121 信箱。 

    6．《跋涉》(La Vadado)，1982 年 5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

桂林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7．《丹桂花》(La Osmanto)，16 开，打字油印，桂林市世界语之友编印，

创刊年月不详，已停刊。 

    8．《桥》(La Ponto)，1983 年 4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已停刊，

桂林世界语通信小组编印。 

    9．《漓江》，油印，16 开，不定期，桂林象山世界语讲习班编印，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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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10．《会讯》，1983 年 6 月 24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南

宁市世协编印，已停刊。 

    11．《绿苗》(Verda Plantido)，1984 年元月 1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双月刊。南宁市世协编印，已停刊。 

    12，《学习园地》，1980 年 10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南

宁市世界语研究会编印，已停刊。 

    13. Verda Ĝojo，1984 年 10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双月刊。柳州

世界语学会会刊。原名《都乐》。 

    14．《都乐》(Doule)，1982 年重 2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月刊，

共出 19 期，柳州市世界语小组编印。 

    15．《世运导报》(Heroldo pri Esperanto-movado)， 1986 年 12 月创刊，

16 开，铅印，每期 8 版，月刊。柳州世界语学会会刊，设有《世运轶事》、

《人物报道》、《组织简介》、《信息交流》、《学习之友》、《世运动态》专栏。

地址：柳州市鱼峰邮箱柳州世界语学会。 

    16.《学友》(Lerna Amiko)，1983 年 1 月 10 日创刊，16 开，油印。柳

州市鱼峰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现已停刊。 

    17．《绿山》(Verda Monto)，1984 年 10 月 31 日创刊，8 开，油印，不

定期。广西合山世界语小组编印。     

    18. 《茶江绿波》(Cha Jiang Verda Ondo)，1981 年 2 月出第 3 期，油印，

广西恭城秦丁丁编辑，已停刊。 

19．《恭城世界语学习通讯》(La Konĉin Esperanta Lernokorespondo)，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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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创刊，8 开，油印。恭城世界语小组编印。   

20．《绿星》(La Verda Stelo)，1982 年 1 月创刊，油印。新华世界语函

授学校广西辅导总站编印，已停刊。 
     

山东省出版 15 种: 

    1.《泰山绿星》(Verda Stelo Brilas super la Monto Taishan)，1982 年 10

月 22 日创刊，原为 16 开，油印。由山东大学世界语学习班编印，从 1984

年 7 月 14 日出版的总第 18 期起改为铅印，8 开，不定期，成为山东省世协

会刊。地址：山东大学公共外语教研室刘晓骏同志转。 

    2．《绿波》(Verda Ondo)，1983 年 11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青岛

市南工人俱乐部、青岛世界语学友会联合编印，已停刊。 

    3．《华夏之声》，1985 年 1 月 30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潍坊

市世界语中心组编印，已停刊。 

    4．《华夏文摘》，1985 年 12 月出第 3 期，16 开，油印。潍坊一世界语

组织出版，已停刊。 

    5．《新萌芽》(Nova Burĝono)，1984 年 1 月 25 日创刊，19 开，油印。

潍坊市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6．《希望》(Espero)，1986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潍坊市

世界语协会编印。地址：潍坊市长城门窗工业公司宣传科陈友良转。 

    7，《绿浪》(Verda Ondo)，1984 年出版第 5—9 期，16 开，油印。寿光

世界语协会(筹)编，地址：寿光县水产公司水产加工厂王百森同志转。 

    8．《求索》(Strebado)，1986 年 8 月 10 日创刊，16 开，油印。寿光县

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地址：寿光县大家洼镇山东省制盐工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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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传礼同志转。 

    9．《半岛》(1a Duoninsulo)，1983 年 11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原为烟台世界语小组编印，后成为烟台青年世协会刊。  

    10．《绿芽》，1985 年 3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溜博市张店区

世界语组编印。地址：山东溜博市张店四中孟令德同志转。 

    11．《向导》(La Gvidisto)，1984 年 4 月 4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

期。枣庄市世界语小组编印。地址：枣庄市北井代销店。 

    12．《绿之光》(Verda Lumo)，1985 年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枣

庄市世协编印。地址：枣庄市 003 号信箱转。 

    13．《寻》(Serĉado)，1984 年创刊，32 开，打字油印。枣庄矿务局枣庄

医院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4．《鲁南绿星》，1984 年 11 月 30 日创刊，16 开，油印。郯城世界语

小组编印。 

15．《黄海绿浪》，日照县世界语小组举办。创刊年月不详。 
 

  安徽省共出 24 种： 

    1．《世界语者》(Esperantisto)，1984 年 5 月创刊， 32 开，铅印，月刊，

安徽省世协编印，设有专论、诗歌欣赏、对照读物、词汇辨析、大家谈、

青年之友、写作园地、童话选读、翻译教学、文摘、名曲欣赏等专栏。地

址：合肥市合作化路西苑新村 7 号楼。 

2．《学习》(Lernado)，1982 年 12 月 31 日创刊，8 开，铅印，不定期，

安徽大学世界语进修班编印。 1984 年 5 月改为《世界语者》。 

    3．《函授通讯》，1983 年 7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安徽大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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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世界语函授班编印，已停刊。 

    4．《三月》(Marto)，1987 年 9 月创刊，16 开，油印，安徽宣城地区世

界语协会会刊。地址：宣州市第二中学转宣城地区世协。 

    5. 《淮南世界语协会简报》(Informilo de HEL， 1983 年 12 月 16 日创

刊， 16 开，油印，不定期。 

    6．《煤城之声》(Voĉoj e1 1a Karburbo)，1979 年 7 月 9 日创刊，油印。

淮南世协编印，已停刊。 

    7．《医学科普》(Ĝenerala Sciaĵo de Medicino)， 1984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淮南市医学世界语组编印。 

    8．《爱好》(Maroto)，1980 年 7 月 15 日创刊，16 开，铅印，淮南世协

编印，后又改为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校刊，从第 25 期开始更名为《世界语

爱好者》(Esperanto-amanto)。 

    9．《世界语爱好者》(Esperanto-Amanto)，原名《爱好》，1983 年 6

月 15 日更为现名，四开，铅印，不定期，淮南函校编印，已停刊。 

    10.《绿河》(Verda Rivero)多 1982 年 11 月试刊， 12 月创刊，16 开，

油印，淮南市田化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1．《淮南市世界语协会会刊》，1986 年 11 月 23 日创刊，16 开，铅印，

淮南世协编，地址：淮南煤矿 16 中学杨海春同志转。 

    12.《前进》(Antaŭen)，1983 年 3 月 10 日创刊，16 开，油印。淮南世

协西部地区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已停刊。 

    13.《冀》(Espero)1984 年 6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合肥世界语冀

刊编委会编，已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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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蒲公英》(La Leontodo)，1986 年 12 月 15 月创刊，16 开，油印，

不定期，原为芜湖烟厂世界语小组编印，从 1987 年第 6 期起改为芜湖世界

语协会筹备组、芜湖市群众艺术馆合编，地址：芜湖卷烟厂教育科肖鹰。 

    15．《绿宝石》(Smeraldo)，1982 年 9 月创刊，16 开，油印，芜湖市世

界语学习班编印，已停刊。 

    16. 《绿色的珍珠》(Verda Perlo)，1980 年 11 月创刊，16 开，原为油

印，1982 年曾改为铅印，蚌埠世协编印，已停刊。 

    17．《小草》(Herbeto)，1982 年 6 月 26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

铜陵市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8. 《世界语通讯》(Esperanta Korespondo)，1983 年 9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铜陵市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9．《绿颖》(Verda Glumo)，1984 年 10 月 1 日创刊，油印，阜阳市世

界语“绿颖组”编辑，已停刊。 

    20．《习作与借鉴》(Referenco por Lernado kaj Ekzerciĝo en Verkado)，1983

年 1 月 10 日创刊，16 开，油印，涡阳县高炉张广华编辑。 

    21．《绿友》(Verdaj Geamikoj)，1984 年创刊，16 开，油印，阜阳《绿

友》编委会编印，已停刊。 

    22．《小叶》(Folieto)，1985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原是马鞍山世

界语小组编印，后成为马鞍山世协会刊。地址：马鞍山彭山 35—208 室信

箱。 

    23．《小荷》，1983 年元月 10 日创刊，14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庐

江县世协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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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萌芽》(Plantolo)，1980 年 10 月 5 日创刊，16 开，油印，淮南矿

建公司一中姚多忠编辑，已停刊。 
 

    江苏省出版 19 种：     

    1．《江苏世协通讯》(Informilo de JSEA)1986 年 2 月创刊，16 开，油

印，江苏世协会刊，地址：南京 47 中学刘鸿元同志转。   

    2．《交流》(Interfluo)，1982 年 5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

苏州世协会刊，地址：苏州市图书馆转苏州世协。  

    3. 《世界语文摘》，1981 年 12 月底创刊，16 开，油印，苏州市世界语

组编，现已停刊。 

    4．《国际世运集刊》(E1 1a Mondo Verdstela)，1987 年 7 月创刊，16 开，

打字油印，苏州凤凰世界语小组编印，地址：苏州市里河新村 56—508 信

箱杨一庆同志转。 

    5．《甘露》(Dolĉa Roso)，1982 年 11 月创刊，16 开，油印。月刊，镇

江市世协会刊，现已停刊。曾于 1983年 12月出版副刊<Informilo Medicina>，

16 开，油印，不定期。     

    6．《绿萤》(Verda Lampiro)，1979 年 8 月创刊，10 开，油印，半月刊，

原由世界语者张麟瑞主办，后改由常熟世界语小组出版，张麟瑞仍任主编，

地址：常熟市天灯弄一号。 

    7．《绿色小蜜蜂》(Verda Abeleto)，1985 年 2 月出版第 5 期，16 开，油

印，常熟工人文化宫世界语班编印，已停刊。     

    8．《火花》(Fajrero)，1984 年 3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

常州世协会刊，地址：常州教育学院章振之同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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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绿杨之星》(La Stelo de Verdsaliko)，1985 年 11 月创刊，16 开，

打字油印，不定期，扬州世协会刊。地址：扬州市城南中心小学。 

    10．《世界语学习》，1981 年 10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盐城

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1．《盐城世界语者》(Yancheng-a Esperantisto)， 1985 年 11 月创刊，

16 开，油印，不定期，盐城市世协会刊，地址：盐城市朝阳新村 291—3 号。 

    12．《绿色的太湖》(Verda Taihu Lago)，1980 年 8 月 1 日创刊，16 开，

油印，无锡市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3．《幼芽》(Ĝermo)，1983 年 10 月 6 日创刊，16 开，打字油印，徐州

市贾旺区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已停刊。     

    14．《绿原》(Verda Kamparo)，1985 年 11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不定期，徐州市贾旺世界语协会编印。     

    15，《桥》(Ponto)，1986 年 5 月出版第 3 期，16 开，油印，江苏吴江

县一世界语小组编印。 

    16．《茉莉》(Jasmeno)，1985 年创刊，16 开，油印，吴江县世界语小

组编印。 

    17．《芳草》(Aroma Herbo)，1985 年 3 月出第 2 期，16 开，油印，吴

县世界语组编印。 

    18．《文笔锋》(Pintpeniko)，1985 年 7 月出第 2 期， 32 开，油印，尾

山世界语小组编印。 

    19．《绿原》(Verda Stepo)，江苏溧阳世界语小组编印，创刊年月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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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出版 13 种： 

    1．《简报》(1nformilo)，1983 年 2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杭

州世协编印。地址：杭州市 550 信箱。     

    2．《浙江世界语者通讯》(Informilo de Zhejiang-aj Esperantistoj)， 1980

年 9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浙江世协会刊。 

    3．《浪花》(Ondeto)，1987 年 3 月创刊，16 开，油印，宁波世协会刊。

地址：宁波商业学校顾伟艺同志转。     

    4．《绿色世界》(Verda Mondo)，1985 年 11 月创刊，16 开，油印，温

州世协会刊。 

    6．《医学通讯》(Informilo Medicina)，1983 年 12 月创刊，16 开，油印，

不定期，中国医学世界语学会飞温州世协(筹)联合编印。   

    6．《绿焰》，1985 年创刊，绍兴世界语学会出版，其它情况、不详。 

    7．《友谊》(Amikeco)，1984 年 4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浙江桐庐

世协筹备组编印。 

    8．《绿光》(Verda Lumo)，1983 年 11 月创刊，原名《新苗》，8 开，油

印，临海县世协编印。 

    9．《林园》(Arbara Ĝardeno)，1984 年 12 月创刊， 16 开，油印，浙江

林学院团委世界语自学会编印，已停刊。 

    10．《小草》(Herbeto)，1984 年 1 月 20 日创刊，从第 2 期起改为《天

台山》(Tian Tai Montaro)，天台世界语小组编印。 

    11．《绿宝石》(Smeraldo)，1984 年 5 月 22 日创刊，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世界语学友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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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新苗》(Novaj Plantoj)，1983 年 6 月创刊，16 开，油印，台州青年

绿星同学会编，临海县世协成立后，更名为《绿光》，成为临海世协会刊。 

13.《起点》(Ekstartopunkto)，1984 年 5 月 30 日创刊，16 开，油印，台

州师专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 
 

福建省出版 18 种： 

    1.《明珠》(La Brilperlo)，1984 年 5月 1日创刊，16开，油印，不定期，

三明市青年世界语协会编印。     

    2.《绿芽》(Verda Burĝono)，1985 年 1 月创刊，16 开，油印，福州世

界语科技小组编印。 

    3．《绿榕》(Verda Banjano)，1983 年 12 月 15 日创刊，8 开，打字油印；

福州世界语者简报。 

    4．《绿叶》(Verda Folio)，1984 年 1 月 28 日创刊，16 开，油印，淮南

世界语函授学校福州部队某部学习小组编印，已停刊。 

    5．《组讯》，1987 年 9 月出版第 3 期，16 开，油印，中国世界语刊授

学校福州自学小组编印。   

    6．《教学通讯》(Instruado kaj Komunikado)， 1986 年 11 月 1 日出版

第 2 期，16 开，铅印，福州市台江世界语培训学校校刊。地址：福州市八

一七中路 18 号。 

    7．《学习园地》(Lerna Kultivejo)，1981 年 6 月创刊，8 开，油印，新

华世界语函授学校福建省辅导总站编印。 

    8．《世运简讯》，1985 年 9 月 10 创刊，16 开，打字油印，福建省科技

进修学院世界语班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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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黎明》(La Tagiĝo)，1984 年 9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泉州世

界语学会编印。 

    10．《黎明绿星》(Liming Verda Stelo)，1982 年 8 月创刊，泉州黎明学

园世界语班编印。 

    11. 《初学者》(Komencanto)，1983 年 9 月创刊，16 开，打字油印，

三明市世界语小组编印，已停刊。    

    12．《芗潮》，1984 年 12 月 15 日试刊，漳州市世界语小组编印。 

13．《世园》(La Esperantista Ĝardeno)，1985 年出版第 11、12 期，油印，

16 开，宁化县科技世界语学会编印。地址：宁化一中。 

14.《双塔》(La Paro de Pagodoj)，1985 年创刊，重 6 开，油印，南平

市学习小组编印。 

    15. 《汀江浪花》，1982 年创刊，长汀县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   

    16. 《登高》(Grimposuperado)，1984 年 4 月 26 日创刊，16 开，油印，

龙岩登高世界语小组编印。 

    17. 《绿竹》(Verda Bambuaro)，福建罗源县世界语组编印，创刊年月

不详。     

    18．《简讯》(Informilo)，1984 年 10 月创刊， 16 开，打字油印，淮南

世界语函授学校福州辅导班编印，已停刊。    
    

江西省出版 9 种： 

    1．《绿蕾》(Verda Burĝono)，1984 年 1 月 1 日创刊，16 开，油印，不

定期。南昌市滕王阁世界语学习小组编印，后更名为《滕王阁》。地址：南

昌二交路省建筑机械厂化验室弓晓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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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瓷都》(Ĉefurbo de La Porcelanaĵo)，1984 年 5 月 20 日创刊，16 开，

打字油印，不定期，景德镇世协编印，地址：景德镇市建筑设计院刘慰民

同志收转。 

    3．《世界语在九江》(Esperanto en Jiujiang)， 1986 年 10 月 6 日创刊，

16 开，打字油印，不定期，九江市世界语学习会编印，地址：九江市庐山

区民政局邱赤滨同志转。     

    4．《在绿星旗下》(Sub 1a Verda Stela Standardo)，1986 年 3 月 1 日出第

3 期，32 开，油印，不定期，赣州地区世协(筹)编印。 

    5．《钨都》(Volframo-Ĉefurbo)，1984 年 8 月 15 日创刊，16 开，油印，

赣州市世协会刊，地址：赣州市科协叶江同志转。   

6．《胜利》(Venko)，1983 年 12 月 15 扫创刊， 16 开，油印，不定期，

于都县银坑竹林村廖光海同志编印。 

    7．《世界语翻译文学》，1980 年 2 月创刊，32 开，油印，主要译载国

内外世界语文学作品，由井岗山罗浮中学纪秋峰同志主办，现已停刊。  

    8．《牡丹亭》，1985 年 8 月创刊，16 开，油印，不定期，抚州世协会

刊。地址：抚州市工人文化宫收转。 

    9. 《绿砂》，1984 年 5 月创刊，16 开，油印，江西庐山砂轮厂世界语

小组编印。 

  这些刊物在我 1998 年退休时大部分捐赠给了全国世协，听说后来外文局

装修，协会、报道社搬家现在已找不到了，我保存近 20 年的刊物丢失了，

十分痛惜，幸好我留了一个心眼，将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留了下来，如《绿

萤》（常熟）、《世界语学习》（重庆）、《世界语之光》（重庆）、《新花》（黄

石）、《世界语者》（安徽）、《未来》（昆明）、《老世界语者》（湖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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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中科院）、《爱好》（淮南）、《绿穂》（广东）等，现在我已全

部捐赠给枣庄世界语博物馆。 

               

（初稿于 1988 年，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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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世界语报刊上发表的世界语文章目录索引 

（1908—1983） 
 

一、有关世界语的介绍文章 
 

世界语之世界观  陆式惠《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7 期(1913) 

关于世界语（钱玄同和陈独秀的信）    《新青年》第 3 卷第 6 期 (1917) 

关于世界语（陶履恭和陈独秀谈世界语）   《新青年》第 3 卷第 8 期

(1917) 

世界语    钱玄《新青年》第 4 卷第 2 期(1918) 

论 Esperanto（附钱玄同、陶履恭答书及胡适跋语）    孙国璋《新青

年》第 4 卷第 4 期(1918) 

论 Esperanto（附陈独秀答，胡适、钱玄同跋语）    孙国璋《新青年》 

(1918) 

论 Esperanto（附陶履恭答，钱玄同、陈独秀跋语）     区声白《新青

年》第 5 卷第 2 期(1918) 

反对 Esperanto（附胡适答语）     朱有畇《新青年》第 5 卷第 4 期(1918) 

世界语问题    凌霜《新青年》第 6 卷第 1 期(1919) 

Esperanto    周祜、钱玄同《新青年》第 6 卷第 2 期(1919) 

世界大同的媒介  《上海民国日报》1920.5.3． 

世界语的国际地位观   韦亢《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9 期 (1922) 

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   愈之《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期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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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ranto 以外的国际语方案    化鲁《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期

(1922) 

“Esperanto”——新万国语  [美]塞耶斯《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24

期(1925) 

国际语和 Esperanto      蔡昭修《协大新潮》1927 年第 1 期 

万国遍语论    周辨明《厦门大学学报））第 1 卷 第 2 期(1932) 

世界语 Esperanto 是什么？    赵芝圃《崇实季刊》第 14 期 1932 年 

世界语 Esperanto 的功用     赵芝圃《崇实季刊》1932 年第 15 期 

活的国际语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关于世界语的谈话   东波《建设日报》（成都）l934.6.5。 

世界语及其学习法   钟宪民《读书顾》1934 年第 1 期 

世界语讲座    钟宪民《读书顾问》1934 年第 2—3 期，1935 年第 4

期 

关于世界语    心草《北调》第 1 卷第 4 期(1935) 

世界语的特殊任务   心草《北调》第 1 卷第 6 期(1935) 

十八世纪以前初期普通语方案   [苏]E.Drezen《文明之路》1935 年第 6

期，第 8—9 期 

成为国际要秦之世界语   [美]温德尔《清华周刊》第43卷第 11期(1935) 

国际语之形成及其发展的途径      [苏]E.德列辛《语言文学专刊》第

1 卷第 2 期(1936) 

世界语胜利的原因  L.Jirkov 若尔可夫原著，思造译《世界日报》

1936.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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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和全世界的语言    Jirkov 作，叶籁士译《新世纪》1936 年第 9

期 

关于世界语    叶籁士《自修大学》第 1 卷第 5 期(1937) 

世界语的认识    铭文《新华日报》1938.12.29 

怎样学习世界语  《新华日报》1939.1.19 

世界语与世界和平——纪念世界语五十五周年  晓澄《新华日报》

1942.7.14 

最黑暗，也最光明（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语）  秋帆《新华日报》

1942．7.14． 

关于国际补助语    屈嘉《新华日报》1942.10.9 

论人造的语言    胡世华《学术季刊》（文哲号）第 1 卷第 3 期 (1943) 

语言里的民主——为世界语创造五十六周年纪念 亦人《新华日报》

1943. 12.16． 

国际补助语与民族语的远景    黎唏紫《现代知识》第 2 卷第 1 期

(1947) 

一种文字，一个理想      丁小山  福建《大众报》1948.4.3 

世界语是什么？    尼甯  福建《大众报》1948.4.3 

世界语的中立性及其灵魂   淦君译  福建《大众报》1948．4.24 

世界语的实用价值    Eltunko 译《福建时报》1948.4.30 

为什么要学世界语    尼甯 福建《大众报》1948.5.l 

一封给读者的信——谈谈世界语主义   平明  福建《大众报》1948.5.8 

世界语基础    方闻编  福建《大众报》19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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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习世界语    平明  福建《大众报》1948.6.2 

国际语言的诞生    湄飘 福建《大众报》1948.7.17 

关于世界语   吴玉章《新生晚报》1949．12.2.8 

世界语是什么     禾 《新生晚报》1950.2.8 

世界语点滴     迺昌 《新生晚报》1950.2.23 

我所认识的“世界语”   希元《光明日报》1950.6.12 

读了《我所认识的“世界语”》    Dio《光明日报》1950．6.19 

世界语字母的发音    朱希元、Dio《光明日报》1950.7. 10 

友谊与和平的工具——世界语    让·达莱《国际展望》1956 年第 66

期 

世界语是什么？ 陈原《世界知识》1956 年第 21 期 

苏联科学院讨论世界语问题   陈原《人民日报》1956.11．28 

建议推广和研究世界语  蒋齐生、徐海生  《人民日报》1957.1.5 

国际共通语和世界语   赵觉诚《中国语文》1957 年 4 期 

谈世界语    闳凡《语文知识》1957 年第 7 期 

世界语七十年——关于国际辅助语问题和世界语运动状况     陈 原

《人民日报》1957.12.15 

关于国际共同语的形成问题    武彦选《中国语文》1957 年第 7 期 

希望正在变成现实  胡愈之《人民日报》1959 年 12.15 

谈谈世界语  李奈西《光明日报》1962 年 4 月 20 日 

谈谈世界语     谢玉明《人民日报》1978 年 7.3 

世界语的理想与现实  叶君健《人民日报》1978 年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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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统一的语言   《长春日报》1978 年.9.23 

国际辅助语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  常宝儒《语言学动态》1979 年第 1

期 

关于世界语    《读书》1979 年第 6 期 

世界的语言和文字     陈栋《世界知识》1979 年第 6 期 

关于世界语的对话   朱毅《长江日报》1979 年 7.14 

谈谈世界语    卢剑波《四川日报》l979 年 7.26 

谈谈世界语和世界语工作  张企程《世界知识》1979 年第 7 期 

什么叫世界语   方善境《工人日报》l979 年 9 月 27 

世界语简介   苏阿芒《黑龙江青年》1979 年第 9 期 

世界语     胥季方《西安日报》1979 年 10 月 18 

学一点世界语   张乃骏《内蒙日报》1979 年 10.25 

什么叫世界语    方善境《哈尔滨工大校刊》1979 年 10.25 

世界语简述    夏邦兴《湖北日报》1979 年 1.1.30 

世界的语言    《编译参考》1979 年第 11 期 

关于世界语     李任《重庆日报》1979.1 2.15 

你知道世界语吗？   桂文波《江西日报》1979. 12.16 

世界语的生存和发展   石四维《文汇报》1979. 12.l9 

世界语——国际间的普通话   包叔钧《云南日报》1979.12.29 

世界语——国际辅助语    张丹忱《湖北社会科学动态》1979 年第

17 期 

世界语的由来、特点和发展  郭谷兮《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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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乌托邦”的追求者   叶君健《人民日报》  《战地》增刊 1980 年第 1

期 

世界语中的英语词汇    张乃骏《内蒙师范学报》1980 年第 1 期 

什么叫世界语    群文彦《北京日报》1980.1.30 

科学合理、易学易记的世界语问答   佳谈《福建青年》1980 年第 3 期 

谈谈世界语    陈黎华《桂林科技》1980 年第 3 期 

发展中的世界语  张镜秋  云南《春城晚报》1980.4.2 

世界性语言和世界性语雷俱乐部   赵云中  《国外语言学》1980 年

第 4 期 

世界语知识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 年第 4 期 

世界语知识     米济生《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 年第 4 期 

简单易学的语言    张德源《山西日报》1980 5.4 

世界语的产生、经过及其现状 声越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5

期 

世界语介绍（一）（二） 马志毅《山西科技报》1980.5.14；5.21 

世界语的由来   米济生《内蒙古大学》1980.6.15 

什么是世界语（小资料）  《北京晚报》1980.6.23 

关于世界语的简介资料 《南京日报》1980.7.6 

世界语       晓平《贵州日报》1980.8.2 

世界语为什么容易学（上、下） 公颖《山西科技报》19806.25;7.2 

谈谈世界语    邵勘《云南红河报》1980.8.15 



 

598 
 

世界语——国际普通话    梁梓明《南宁晚报》1980.8.18 

什么是世界语（答读者问）  《蚌埠报》1980.8.21 

略谈世界语    什启亮《广州日报》l980.8.29 

世界语自学入门  赵云峰、张德源《西科技技报》1980.9．3;9.10；9.17; 

9.24; 10.1 ； 10.8 ； 10.15;10.22 ； 10.29 ； 11.5;1l.12;11.19;11. 26 ；

12.3;12.10;12.17;12.24; 12.31 

合众国际社记者谈世界语 《参考消息》1980.9.7 

世界语——希望之语 侯志平《百科知识》1980 年第 9 期 

世界语及其他    张国敏《科学普及》1980.10.1 

谈谈世界语    赵云峰、张德源《山西农民报》1980. 11.22 

谈谈世界语    侯志平《汉字改革》1980. 11.28 

世界语    《吉林广播电视报》1980 年第 75 期 

世界语与国际语的理想   宁守仁《四川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致世界语爱好者  侯志平《百科知识》1981 年第 1 期 

世界语讲座    苏阿芒《语文园地》1981 年第 1—2 期 

世界语——国际交往中的普通话   徐道荣《武汉青年报》1981.1.30 

世界语——全人类的语言    杨格《科学与文化》1981 年第 2 期 

“世界语”是什么？  王运新《兰化工人》1981．2.15 

什么是世界语  《云南科技》1981.2.17 

世界语简介    牛永丰《云南科技报》1981．2.19 

民族语和世界语     张炳南《长江日报》1981.3.29 

解决国际交往和星际交往的语言工具——媒介语和宇宙语   王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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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画报》1981 年第 3 期 

“世界语简介”     刘志强《新疆日报》1981.7.3 

学点世界语      刘志强《新疆日报》1981.7.3 

世界的民族和语言     刘汉太《大众日报》1981.8.9 

爱斯不难读      《江西日报》1981.11.8 

世界语言问题杂谈     张企程《世界知识》1981 年第 15 期 

世界语概况     《辽宁青年》l981 年第 39 期 

世界语的前途    《江西日报》1982.l.3 

关于“世界语”的释义    张闳凡《辞书研究》1982 年第 1 期 

关于世界语主义和世界语学习  王亚朴《华东师大学报》1982 年第 2

期 

也谈“世界语”释义    元著《辞书研究》l982 年第 3 期 

世界语是一种什么语言    翟边《中国青年报》1982.3. 25 

评《辞海》“世界语”条目   高成元《辞书通讯》1982 年第 4 期 

也谈《辞海》“世界语"条   愚迟《辞书通讯》1982 年第 4 期 

世界语的由来      马宁《哈尔滨工大》1982.5.13 

世界的语言和世界语    刘兆义《半月谈》1982 年第 6 期 

世界语简介      孙继武《宁夏日报》1982.8.27 

国际语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张朗凡《百科知识》1982 年 9 期，又载

《新华文摘》1982 年第 12 期 

世界语简况     《山东大学校刊》1982.10.21 

世界语——希望之语    杨帆《福州晚报》1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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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语言——世界语   《安徽广播电视报》1983.3.31 

方兴未艾的世界语（连环画）  《求知画刊》1983 年第 3 期 

没有国籍的语言——世界语 《知识窗》1983 年第 3 期 

世界语——人类理想的国际辅助语   魏原枢《外国语》1983 年第 3 期 

国际普通话——世界语  《鞍山日报》1983.4.2 

什么是世界语    《大众日报》1983.6.28 

世界语是“国际普通话”  《长沙晚报））1983.9.8 

什么叫世界语     张慧《工人日报》1983.9. 14 

漫谈世界语     余世贤《重庆日报》1983.9.29 
 

二、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柴门霍夫   明言《晨报副刊》  （北京）1922.12. 15 

略述柴博士生平及创造世界语之经过       孙国璋《晨报副刊》（北

京）1922.12.22 

世界语创作者柴门霍夫传  幼雄《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期(1922) 

给同胞   柴氏著  荆有麟译《京报副刊》1924. 12.15 

柴门霍甫的生平及思想   荆有麟《京报副刊》l924.912.15 

柴门霍甫纪念日   孟体仁《京报副刊》1924.12. 15 

黄花与绿叶     伍大光《奋斗》周刊 1927.30 29 

柴门霍夫传略  璧城《汉口日报》副刊第 169 号(1930) 

柴门霍夫博士年谱  傅平《武汉日报》副刊第 442 号(1930) 

柴门霍夫的语言理论      [苏]E.Spiridovich 怍  叶籁士译《语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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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第 1—2 期 

国际反侵略运动与世界语    焦风《新华日报》1983.2.12 

怀柴门霍甫（诗）   荆有麟《新华日报》1938.12.15 

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  胡愈之《新华日报》l938. 12.29 

柴门霍夫像   铸夫《新华日报》1938.12.29 

关于柴门霍夫  荆有麟《新华日报》1938.12.29 

世界语的认识——为柴门霍夫诞生八十周年而作  亦人《新华日报》

1939.12.15 

柴门霍夫的语言理论   伊井迂《新华日报》1941.12.16 

世界语的理论与反侵略——为柴门霍夫诞生祭       寒流《新华日

报》1941. 12.16． 

希望——为柴门霍夫博士八十三诞辰纪念而作      亚克《新华日报》

1942.12.15． 

让我们拉起手来前进——为柴门霍夫诞辰八十四周年纪念而作  《新

华日报》1943．12.16． 

忆先父柴门霍夫    AZ 作  莘藿译《新华日报》1943.12.26 

柴门霍夫的理想    屈嘉《新华日报》1943.12.16 

柴门霍夫论世界语   晏潼客译《福建时报》1949.1.9 

柴门霍夫九十诞辰纪念会纪实 （天津）《新生晚报》1950.1.11. 

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   冯文洛《光明日报》1957.12.15 

世界语对我的帮助——为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辰百周年而作  

孙用《光明日报》195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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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和世界语   《人民日报》1959. 12. 15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张丹忱《武汉晚报》1963.4.13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宁守仁《成都晚报》1979.12.15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戴立明、刘向军《工人日报》1979. 12.18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夏邦兴《湖北日报》1979.12.20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刘万超《广西日报》1980.8.16 

希望者博士   《江西日报》1981.11.1 

柴门霍夫节的来历 《江西日报》1981.12.20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课外学习》1982 年第 3 期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纪念世界语九十周年  宋绳坦《集邮》1982

年第 9 期 

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新民晚报》1982.11.15 

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   庄海泉《北京晚报》1982.12.15 

柴门霍夫简介    刘志强《新疆日报》1983.1. 21 

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  《郑州晚报》1983.12.15 
 

三、国际世界语史和世界语运动 
 

世界语之历史之文学及其机关 拉底惠斯著，师复译《晦呜录》第 2 期

(1913.8.27) 

环球世界语禁酒会之成立   《民声》第 3 期(1913.12.20) 

世界语发达之现状    胡学愚《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1 号(1917) 

世界语与其文学        爱 罗 先 珂 《 晨 报 副刊 》   （ 北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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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3.25)，又载《北大日刊》  (1922.3.8．) 

世界语普及的概况     尚一  《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期

(1922) 

世界语诞生史  《晨报副刊》 （北京）1922.12.15． 

世界语四十年    愈之《东方杂志》第 2 4 卷第 22 期(1927) 

世界语与文学     胡愈之《小说月报》第 18 卷第 12 号(1927)，

又载《云南世界语运动周刊》第 2、4 期(1932) 

国际通用语问题之再谈   宇《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2 号(1932) 

世界语运动的基础理论 《国际语言》1933 年第 1 期 

国际语及其应具之条件  潘广镕《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9 号(1934) 

伦敦教育界介绍世界语的教育价值   苏来《建设日报》（成都）

1934.6.15 

国际语文和世界语  郭后觉《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 号(1935) 

国际语史略   心草译《北调》第 2 卷第 2 期(1935) 

五十年来的自由人造语言  [苏]E.Drezen《文明之路》第 13—14 期(1935) 

西班牙和世界语    汤克《语文》第 1 卷第 1 期(1937) 

世界语五十年     冈林《小说月报》第 1 卷第 2 期(1937) 

世界语在科学界    宗世华《小说月报》第 1 卷第 7 期(1937) 

国际反侵略运动与世界语    焦风《新华日报》1938.2.12 

在抗战中世界语者的任务——为世界语五十一周年而作  苏民《新华

日报》193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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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和文学     端木蕻良《新华日报》1938．12.29. 

战争中的世界语运动——为纪念柴门霍夫诞辰而作      寿真《新华

日报》1940.12.15 

保卫世界语消灭法西斯 里土《新华日报》l941．11.30 

世界语和世界和平——纪念世界语五十五周年 晓 澄 《 新 华 日 报 》

1942.7.14 

战后世界语运动的复兴   黎唏紫《大公报》  （天津）1946.8.26；8.29 

世界语者之歌（忆秋田雨雀） 亦人《新华日报》1942. 12.15 

世运断片的过去与将来  福建《大公报》世界语副刊(1948) 

世界语与国际主义   劳荣《新生晚报》1949.12.28 

无产阶级的世界语运动  周力《新生晚报》1950.1.11 

世界语运动在波兰   柴玛达《新生晚报》1950.2.8 

绿星闪耀（介绍世界语纪念邮票的文章）张乃骏《集邮》杂志 1956 年

第 3 期 

世界语运动现状   《学习译丛》1957 年 1 月号 

世界语与世界语运动   郑竹逸《陕西日报》1957.3.3 

世界语与文学    徐声越《文汇报》1962.7.14 

世界语和语言学   岑麒祥《文汇报》1962.10.90 

世界语与旅游    龚佩康《旅游通讯》1979.9.1 

世界语和国际文化科学交流   苏阿芒《科学与生活》1980 年第 3 期 

机器翻译与世界语   米济生《内蒙古日报》19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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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运动简介   《兰化工人报》1980.12.16 

南斯拉夫世界语学者迪波尔·舍契伊   《国外社会科学》1980 年第 8

期 

世界语与世界语运动   魏原枢《外国语》1981 年第 2 期 

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图书馆  《江西日报》1981. 12.27 

世界语与反法西斯   《江西日报》1981.11. 29 

世界语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汤钟琰《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世界语文学 叶君健《当代外国文学》1982 年第 1 期 

世界语的广泛应用   《长沙晚报》1983.11.10 

把世界语应用于国际科技交流 《湖南日报》1983.11. 22 
 

四、中国世界语运动 
 

拟组织中华民国世界语会旨趣书   杨曾诰、孙国璋、胡敦复《申报》

1912. 3.10． 

世界语与无政府党   如晦译《民声》第 6 期(1914. 4.18)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师复《民声》第 16 期(1914.6.27)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师复《民声》第 17 期(1914.7.4) 

无政府党之语言问题   《民声》第 18 期(1914.7.11)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民声》第 1 8 期(1914.7. 11) 

世界语之佳音《大公报》  （长沙）1919.2.14 

组织世界语学会  《上海民国日报》19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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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界语学会宣言  《北京大学日刊》1922.4.18 

绿洲  （周作人为冯省三编的《世界语读本》作的序）《晨报副刊》（北

京）1923.6.5 

世界语与中国   吕蕴儒《北京副刊》第 11 期(1924.12.15) 

世界语团体致全世界之抗议书（五卅惨案） 《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2 号(1925) 

世界语与中国   焦风《汉口日报》副刊第 169 号(1930)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现状    璧城《汉口日报》副刊第 442 号(1930) 

中国在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   焦风《汉口日报》副刊第 442 号(1930) 

世界语学会欢迎张（继）蔡（元培） 《广州民国日报》1931.10.6 

上海普罗世界语者联盟成立   《科学新闻》1933 年第 1 期 

基本英语和国际语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英语学习之梦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用武之地、环境与傲慢（基本英语的批判）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基本英语的真用处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从基本英语说到世界语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活的国际语     《读者月刊》1933 年第 1 期 

基本英语和世界语   干铁《涛声》周刊第 2 卷第 31 期(1933) 

祖国与用武之地（内容为基本英语之批判）  索原《申报》“自由谈”

栏 1933.8.20． 

广州世界语运动史要（上、下）      上海《申报》 “业余周刊”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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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2 号，又载《广州世界语周刊》1935 年第 169—170 期 

黄华瘦事略    《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 (1933) 

我怎样自学世界语   人俊《语文》第 2 卷第 1 期(1937) 

世界语者协会向国际播音  《抗战日报》1938.2.27． 

世界语者定期举行联欢  《新华日报》1938.5.13. 

世界语运动在长沙   丁俨《新华日报》1938.5.16 

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  徐特立《徐特立文集》，原载 1938 年《抗战日

报》 

世界语协会成立    《新华日报》1938.6.2 

世界语协会昨天开成立会  《新华日报》1938.6.27 

在抗战中世界语者的任务  苏民《新华日报》1938.12. 15 

重庆世界语者为庆祝柴门霍夫八十寿辰并纪念世界语五十一周年举行

聚餐（本市简讯）  《新华日报》1938.12.16 

我对世界语的认识   铭之《新华日报》1938.12 .29 

抗战一年来的中国世界语运动  亦人《新华日报》1938.12.29 

中国世界语协会今晚开座谈会（本市消息） 《新华日报》1939.2.7 

世界语展览会记——成都通信 《新华日报》1940.4.12 

渝世界语者纪念柴门霍夫   《新华日报》1940.4.16 

延安世界语五十三周年纪念大会致全国世界语同志  《新中华报》

1940.8.6 

“延安世界语者”月刊由油印改铅印   （延安文化零讯）《新华日报》

19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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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纪念柴门霍甫诞辰    艾云《新华日报》1941. 

12. 17 

柴门霍夫逝世四十周年，苏联筹备盛大纪念  《 新 华 日 报 》

1944.5.20 

柴门霍夫去世四十周年快到了   《新华日报》1944.6.7 

我底世界语国际通信的经历 湄飘  福建《大众报》世界语副刊第 6

期(1948.5.15) 

世界语在川大  寿真《福建时报》1948.5.28. 

参观世界语展览会   王芳林《新生晚报》1950.1.11 

《人民世界》介绍   《新生晚报》1950.2.8 

本市德侨世界语者的一封公开信   《新生晚报》（天津）1950.2.23 

世界语在中国  翟健雄《光明日报》1950. 4.17 

中国世界语运动（资料） 《人民日报》1951. 3.13 

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   《人民日报》1956.8.7 

世界语运动现状  《学习译丛》1957 年 1 月号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开展工作  《光明日报》1957.3.1；《北京日报》

1957.3.9；  《文汇报》1957.3.17 

北京举行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纪念会  《人民日报》1957.12.14 

国际世界语大会  朱世权《光明日报》1959.8.4 

第四十四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开会  《光明日报》1959.8.4 

第四十四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波兰举行 《语文知识》1959 年第 9 期 

北京举行柴门霍夫诞辰百周年纪念会  李奈西《文字改革》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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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2) 

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  王炎《广州文史资料》第五辑(1962) 

武汉市世界语小组成立 《武汉晚报》1963.4.6 

市世界语小组开办世界语讲习班 祝心勇《武汉晚报》1963.5.13 

市世界语小组举办世界语讲座  祝心勇《武汉晚报》1963.6. 

无政府主义者与世界语补充  王炎《广州文史资料》第六辑(1963) 

广州世界语运动回忆和补充更正 张亚雄《广州文史资料》第六辑(1963) 

日本世界语访华团到达北京  《长江日报》1974.4.26 

中国世界语运动史   高思谦《太平洋灯塔》1976.6.22 

也谈一点中国世运   黄尊生《太平洋灯塔》1976.6.22 

湖北世界语协会胜利诞生  《长江日报》1979.5.2 

湖北世界语协会成立  霍爱亚《湖北日报》1979.5.3 

市世界语小组召开会议，讨论今后开展工作的问题 《 长 江 日 报 》

1979.6.2 

第六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 《人民日报》1979.8.6 

世界语热到来  朱毅《长江日报》1979.9.10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召开工作座谈会 《新华社新闻稿》1979.9.25 

全国世界语协会召开工作座谈会 《光明日报》1979.9.25 

全国世界语协会召开工作座谈会，推广世界语以利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天津日报》1979.9.25 

我国世界语协会召开工作座谈会  《湖南日报》1979.9.5 

贵阳市青年踊跃学习世界语   黔青《贵州日报》197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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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协会举行纪念柴门霍夫诞辰活动  《长江日报》1979.2.20 

内蒙古世界语协会成立  《内蒙古日报》1979.12.22，又载《内蒙古

电视广播报》1979.12.24 

西安市召开世界语座谈会  《西安日报》1979.12.3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成立  《湖北社会科学动态》1979 年第 17 期 

成都大学开设世界语学习班 《成都日报》1980.1.4 

福州市世界语讲习班开学  陈向荣《福建日报》1980.1.6 

本市学习世界语的人越来越多 呜锵《重庆日报》1980.1.7 

世界语展览会昨日在本市展出 《文汇报》1980.1.12 

贵阳市世界语学习班   《贵阳日报》1980.1.27 

一所新型的职工学校   陈让德等《重庆日报》1980.2.3 

云南世界语协会筹备组成立 《云南日报））1980.2.26 

北京世界语协会召开会议  《社科联通讯》1980 年第 2 期 

安顺市世界语学习班成立  《贵州日报》1980.3.18 

重庆世协成立    《重庆日报》1980.4.7 

内蒙开办世界语班   《光明日报》1980.4.6 

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太原技协》第 10 期

(1980.4) 

世界语短训班即将开学  《太原技协》第 10 期（1980.4） 

我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受到国外读者好评 《中国新闻》1980.5.1 

黑龙江世界语的活动   《哈工大校刊》1980.5.22 

世界语书刊展览会、座谈会消息 《中国新闻》19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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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在中国（资料） 《中国新闻》1980.5.23 

首都世界语者集会庆祝《中国报道》创刊三十年 《 北 京 日 报 》

1980.5.25 

内蒙世界语协会积极开展活动  《社联动态》第 3 期 1980.5.28 

贵阳世界语者举行座谈会  《贵州日报》1980.6.7 

北京市世协筹备小组成立  邹国相《北京日报》1980.6.20 

本市筹备建立世界语协会  《文汇报》1980.6.25 

太原市世界语讲习班第一期开学  文页《山西科技报》1980.6.25 

世界语讲习班  太原《活动月报》第 91 期(1980.6.) 

我市世界语协会成立  《蚌埠报》1980.7.19 

河北省世界语小组成立  《河北日报》1980.7.22 

成都世协在文化宫举办两期初级班  《四川日报》1980.7.31 

内蒙古世界语协会举行第二期世界语讲习班毕业典礼和学术报告会  

《内蒙古社联动态》1980 年第 7 期 

“世界语汉语辞典”已正式出版 《内蒙师范》1980 年第 7 期 

参加世界语大会，巴金率团赴瑞典（中新社）  《文汇报》（香港）

1980.8.2；  《大公报》（香港）1980.8.2 

成都在文化宫办两期初级班  《成都日报》1980.8.5 

我国成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团体会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

京晚报》1980.8.7 

国际世协接纳我为会员  《新华社新闻稿》1980.8.7 

第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闭幕，接纳我为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国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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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1980.8.12 

巴金率团出席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  《北京晚报））1980.8.12 

第二期世界语讲习班开学    李润民《太原日报》1980.8.19 

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广告  《参考消息》1980.8.24 

世界语师训班结业    罗杰《淮南报》1980.8.30 

中国的世界语杂志三十周年    卢传标《中国建设》1980 年第 8 期 

无锡世界语小组开展活动  《无锡报》1980. 10.9 

西安世界语协会成立  《西安日报》1980.9.11 

湖南师范学习班  《湖南日报》1980.9.20 

中日世界语友好访华旅游团来汉 《长江日报》1980.9.21 

世界语在中国   侯志平《人民画报》1980 年第 9 期 

第一期世界语学习班结业  《蚌埠报》1980.10.4 

湖南世协成立《长江日报》  1980.10.7 

世界语讲习班开学  《华纺》1980.10.14 

南京举行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南京日报》1980. 10.16 

我省世界语学术讨论会昨结束 《长江日报》l980.10.25 

我永远爱你    史平《湖南日报》1980.10.29 

成都开办世界语中级班  《四川日报》1980.11.6 

北京开办世界语班    邹国相《工人日报》1980. 11 

昆明首次世界语讲习班开学  《春城晚报》1980.11.23 

我市举办第二期世界语讲习班  《南宁晚报》1980. 12.8 

我省世界语协会成立  《安徽社联通讯》198 0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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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举办世界语班  《辽宁日报》1981.1.6 

个旧世界语小组活动消息  《云南日报》1981.1.15 

北京世界语协会成立    侯志平《北京日报》1981.1.25 

北京世界语协会成立  《中国新闻》1981.1.26 

本市世界语者在我厂聚会    王运新《兰石工人》1981.2.15 

成都世协开办世界语讲习班  付先沛《人民邮电报》1981.2.19 

世界语在中国    叶树滋《羊城晚报》1981.2.25；又载《解放军报》

1981.3.28. 

云南世运消息   云南省《社科动态》1981 年第 2 期 

北京的世界语运动    侯志平《北京社联通讯》1981 年第 2 期 

业余活动，积极推广世界语  《六盘水科技》1981 年第 4 期 

六枝特区举行柴门霍夫纪念会   朱奇《六盘水科技》1981 年第四期 

贵阳花果园世界语学习班成立  《贵州日报》1981.5.15 

读后补志    邓颖超《文史资料选辑》第 75 集(1981)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举办学术讨论会  《长江日报》1981.8.31 

世界语在辽宁         《辽宁日报》1981.9.10 

广东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举办世界语业余学校 《羊城晚报》1981.10.5 

世界语刊物《世界》杂志创刊  《西安晚报》1981.11.8 

世界语如何传入中国  《江西日报》1981.11.15 

世界语在延安  《江西同报》1981.11. 22 

海运学院举办世界语展览会  《文汇报》1981.11.23 

世界语中的烈士  《江西日报》19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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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之友会”在京正式成立  钟石、刘艺《北京日报》1981.12.7，又

载《北京晚报》1981. 12.6;《工人日报》1981.12.7 

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成立  《大公报》（香港）1981.12.8． 

“世界语之友会”成立  《中国日报》1982.12.8． 

“世界语之友会”在北京成立  周轩进《光明日报》1981.12.9 又载《中

国新闻》、  《新华社新闻稿》l98l.12.7 

“世界语之友会”在京成立  《人民日报》1981.12.10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举行年会  《光明日报》1982.1.16 

北京世协举行年会  《北京晚报》1982.1.16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举行 1982 年年会  《新华社新闻稿》1982.1.17 

楚图南希望世界语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语言  《 中 国 新 闻 》

1982.1.18 

世界语将给青年带来世界——访朱九思同志    绿野、晓姜《科学与

人》1982 年第 2 期 

寒假世界语速成讲习班顺利结业   《云南大学》1982.2.16 

我省举办世界语速成讲习班   《云南日报》1982.2.1 

我市世界语辅导站成立并开始工作   《大庆报》1982.2.24 

哈工大外语讲师杨韧一行来我市作两天的世界语辅导  《大庆报》

1982.3.22 

世界语杂志《世界》正式创刊   《人民日报》l982.3.23 

世界语运动在沈阳  《沈阳科技报》1983.3.27 

怀德县世界语学习班开学  《怀德科普》19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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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杂志创刊   《百科知识》1982 年第 5 期 

世界语在安徽  《安徽青年报》1982.6.4 

银川市世界语辅导站成立  《宁夏日报》1982.8.27 

广东广州世界语协会成立  《羊城晚报》1982.9.19 

山东大学世界语学习班开学  《山东大学》1982. 10.21 

办短训班是培养世界语人孝的一条重要途径   《江苏社联通讯》

1982 年第 11 期 

教育部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     《光明日报》1983.1.3.又载《中

国日报》1983 01.24 

掌握世界语，谈笑风生就致富   《北京晚报》1983.1.6 

中国二十多所高校开办世界语课程   《大公报》1983.1.13 

教育部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    《新华社新闻稿》1983.1.12 

昌吉州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召开工作座谈会  《新疆日报》1983.1.21 

我是怎样学起世界语来的    叶籁士《书林》1983 年第 4 期 

一所仅有 15 平方米面积的学校   《黄石日报》1983.5.7 

世界语在漳州    唐志贤《水仙花》民间文学副刊《金盏》第 16 期

1983.5.25 

学习世界语的兴趣在增长    劳凡《中国日报》1983.5.25 

世界语及其在中国发展情况简介    《外语教学丛刊》1983 年第 5 期 

我省拍摄了第一郡介绍世界语的电视片《世界语》   安徽《社联通

讯》1983 年第 6 期 

广西民族学院世界语学会筹备组建立   《广西日报》198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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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举行首次世界语游园文艺晚会   《安徽日报》1983.8.2 

江苏省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纪要   《江苏社联通讯》第 10 期 1983.8.10 

江苏省世界语协会章程   《江苏社联通讯》第 10 期 1983.8.10 

世界语在内蒙古的传播   刑野《内蒙古日报》1983.8.19 

我区首届世界语进修班结束   《广西日报》1983.8.26 

青工宋子彬被吸收为国际语围棋协会会员   《安徽日报》1983.9.1 

山东省世界语工作座淡会在我校召开   《山东大学》1983.9.6． 

延吉市第一期世界语讲习班开学   《延边日报》l983.9.13． 

市世协（筹）、市逸仙业余学校合办世界语夜学班    《福州晚报》

1983.9.15 

世界语传入中国   《长沙晚报》1983.10.13 

世界语在福州   《福州晚报》1983.10.30 

昌吉回族自治州世界语协会成立   《昌吉报》1983.12.2 

省暨合肥举办世界语文娱晚会   《安徽文化报》l983.12.29 

镇江早期的世界语运动   《镇江科技》第 42 期(1983) 
 

五、世界语与中国文字改革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章绛《国粹学报》第 4 年第 4 册第 41 期，第 5

册第 42 期(190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钱玄同《新青年》第 4 卷第 4 期(1918) 

致钱玄同先生的论注音字母书    吴敬恒《新青年》第 4 卷第 5 期(1918) 

革新文字与改良文字    朱我农《新青年》第 5 卷第 2 期(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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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    钱玄同《新青年》第 5 卷第 4 期(1918) 

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如何？   吴敬恒《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1918) 

汉文改革之讨论   张月镰、钱玄同《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姚寄人、钱玄同  《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

(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胡天月、钱玄同《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1918)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区声白、钱玄同  《新青年》第 6 卷第 1 期

(1919) 

拼音文字问题   《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1919) 

汉字革命   钱玄同《国语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22) 

研究国语的两方面   后觉《国语月刊》第 1 卷第 9 期(1922) 

汉字改革说   蔡元培《国语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22) 

汉字改造的意见   周作人《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17 期(1922)，又载《国

语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1922) 

汉字改革的我见   周作人《国语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22) 

汉字改革的几个前程   后觉《国语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22)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刘复《晨报副刊》1925.6.1． 

汉字改革与国故   钱玄同《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 

最近五年来的中国新文字问题    杜子劲《世界日报》（北平）  1931. 

9.26，10 .8，10. 10，10.17，10.24， 10. 31 

怎样打倒方块字   胡愈之《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 1 期(1934) 

门外文谈   华圈《太白半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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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运动和拉丁化   叶籁士《太白半月刊》第 1 卷第 3 期 (1934) 

语文问题杂谈   焦风《太白半月刊》第 1 卷第 6 期(1934) 

关于大众语文   胡愈之《申报》1934.6.23 

“大众语”与“世界语”    胡绳《中华日报》1934.7.14 

大众语、土语、拉丁化   叶籁士《中华日报》1934.7. 10 

中国语书法拉丁化问题   焦风《申报》1934.8.5 

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    叶籁士《中华日报》

1934.8.11—12 

给叶籁士先生    耳耶《中华日报》1934.8.13 

为中国语书法拉丁化答云渺君    焦风《中华日报》1934．8. 13—14 

大众语论坛    鲁迅《社会日报》第 1 卷第 3 期(1934) 

关于各现存方案的修改和竞争    焦风《中国语文》1936 年第 5—6 期

合刊 

论“区的方案”的建立答焦风    胡绳《中国语文》1936 年第 5—6 期合

刊 

再论“新文字字母总表”答乔木先生（续）    叶籁士《中国语文》1936

年第 5—6 期合刊 

1935 年的中国语文运动    叶籁士《读书生活》第 3 卷第 5 期(1936) 

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蔡元培等《青年文化》第 4 卷第 2 期

(1930)，又载《新文字》半月刊（南宁）1936 年第 4 期 

新文字运动者与世界语    亚轮《清华暑期周刊》第 11 卷第 405 期合

刊(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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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大众语运动    焦风《语文》第 1 卷第 1 期(1937) 

新的文字和文学结合的第一步    焦风《语文》第 1 卷第 1 期(1937) 

有毒文谈    胡愈之《语文》第 1 卷第 3—4 期(1937) 

语言、文字和大众化    叶籁士《自修大学》第 1 卷第 3 期 (1937) 

关于“新文字的缺点”    潘古千《语文》第 1 卷第 4—5 期(1937) 

为大众语文运动的实质答蒲西君   焦风《语文》第 1 卷第 4 期 (1937) 

到携手之路（与潘古干先生再论拉丁化缺点）    王玉川《语文》第 2

卷第 1 期(1937) 

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    胡愈之《语文》第 2 卷第 2 期(1937) 

关于“携手”答王玉川先生   潘古千《语文》第 2 卷第 2 期(1937) 

中国字拉丁化和国语的统一    焦风《新华日报》l938.4、l5、 

论文化复兴的先决条件    应人《新华日报》1939.2.20． 

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    吴玉章《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1 期(1940) 

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    吴玉章《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2 期(1940) 

祝十月革命并纪念中国文字革命第一周年     吴玉章《解放日报》

1941.11.7 

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

报告   吴玉章《解放日报》1941. 12.16；1.2.l7 

边区世界语运动者配合新文字运动之开展，会员由二十人增至二百余

人（延安动态    《新华日报》1942.3.30 

由“世界语”说到语言文字的历史性    伊文《吾友》第 2 卷第 85 期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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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需一(一)种新文字    周建人《新华文摘》第 10 期(1946)，又载

《新文化》第 1 卷第 6 期(1946)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过去和现在    史存直《中华教育界》（复刊）第

1 卷第 4 期(1947) 

世界语和新文字    齐沧田《新生晚报》1950.2.23 

鲁迅与三十年代语文论战    何耿镛《中国语文》1979 年第 1 期 
 

六、国际世界语大会 
 

世界语第九次万国大会记事    师复《民声》第 3 期(1913.12.20) 

续世界语第九次万国大会纪事    师复《民声》第 4 期 (1913.12.27) 

再续世界语万国大会纪事    安真译《民声》第 6 期(1914.4.18) 

第十一次世界语大会通告书  《民声》第 25 期(1915.6.1) 

万国世界语会   索福克洛夫著   周作人译《晨报副刊》  (北京)  

1922.6.11 

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日内瓦开会之经过    区声白、黄涓生《东方杂志》

第 19 卷第 15 号(1922) 

泛太平洋普罗世界语大会开幕  《国际语言》1933 年第 1 期 

世界语国际大会昨在伦敦开幕   《新华日报》1938.8.1 

哥本哈根归来   陈原《世界知识》1956 年第 9 期 

丹麦纪行   陈原《文汇报》1956.11. 11；11.17；11.19． 

一个不用翻译的国际会议  张企程《人民日报》1956. 12. 15.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世界语者国际活动简况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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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1962.10.9 

第六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编译参考》1979 年第 11 期 

为理想而奋斗的友谊——给一个外国世界语朋友的信   《人民日报》

“战地”1980 年第二期 

巴金率团赴瑞典参加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中国新闻》

1980.8.1 

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    巴金《人民日报》l980.9.22 

不用翻译的国际会议    侯志平《工人日报》1980.9.24 

一周间    叶君健《芳草》1980 年第 9 期 

难忘的加拿大之行    王士荣《工人日报》1980. 10.8 

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巴西举行   《人民日报》1981.7.2 

第六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   《光明日报》1981 .8.3 

消除语雷隔阂，增强人民友谊——第六十七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散记  

李国庆《光明曰报》1982. 10.7 

第六十八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匈牙利举行   《人民日报》1983.8.2 

第六十八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  《人民日报》l983. 8.9 

不用翻译的一次国际会议    曾禾尧《人民日报》1983.8. 17 

荣誉与希望——中国代表在六十八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  周东耀《光

明日报》l983.8.22 
 

七、名人与世界语 
 

在世界语联合大会上的开幕词  蔡元培《北京大学日刊》19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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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载《晨报副刊》  （北京）1922.12.22 

教育部代表沈步洲先生的演说  《晨报副刊》  （北京）1922.12.22 

大总统演说词（刘春霖代读）  《晨报副刊》  （北京）1922.12.22 

顾维钧博士的演说  《晨报副刊》（北京）1922.12.22，又载《北京大

学日刊》1922.12.22 

绿洲   周作人（为冯省三编的“世界语读本”作的序）  《晨报副刊》  

（北京）1923.6.5 

我之读世界语   萧红《新华日报》1938.12.29 

托尔斯泰与世界语    若绿   福建《大众报》世界语副刊第 10 期

(1948.6 .26) 

名作家谈世界语   晓平《西安日报》1979. 11.29 

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  巴金《人民日报》1980.9.22 

楚图南谈世界语  《中国新闻》1981.1.27 

楚图南倡议发动世界性签名运动，加速推广世界语   周轩进《光明日

报》1 9 8 1.1.28 
 

八、鲁迅与世界语 
 

渡河与引路  唐俟《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1918) 

记找鲁迅先生  钟敬之《国民新闻》1927 年第 1 期 

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    吴克刚《中流》1936 年第 5 期 

鲁迅与世界语    荆有麟《新暑报》副刊 1941.10. 18 

鲁迅与爱罗先珂    戈宝权《光明日报》1961.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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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记的旧事    尸一《鲁迅研究资料》第 1 辑(1977) 

谈“阿 Q 正传”的世界语译本   戈宝权《南开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 

鲁迅与世界语   侯志平《长江日报》1981.9.13，又载《重庆日报》

1981.10.4 

鲁迅赞成世界语    谌震、方允臧《湖南日报》1981.9.20 

《新青年》——“五四”新文化的阵地——兼论鲁迅与世界语   《湖图

通讯》1981 年第 5 期 

鲁迅与世界语   侯志平《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鲁迅著作的世界语版本   侯志平《鲁迅研究动态》1983 年第 9 期 
 

九、爱罗先珂生平事迹 
 

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  胡愈之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醒”1921 年

第 10 期，又载《晨报副刊》  （北京）1921.10.20 

盲诗人最近的踪迹   中根弘著   风声译《晨报副刊》   （北京）

1921.10.20． 

我底学校生活一断片  爱罗先珂著  胡愈之译《晨报副刊》（北京）1921. 

11. 21 

公用语之必要  爱罗先珂  《晨报副刊》  （北京）1922.6.12． 

大炮在远处轰击  爱罗先珂著  胡愈之译（作者为《绿光》创刊号撰

写的文章）  《晨报副刊》  《北京》1922.6.13. 

忆爱罗先珂君    周作人《晨报副刊》  （北京）1922.11.7 

再送爱罗先珂    周作人《晨报副刊》  （北京）1923.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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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记爱罗先珂的话  剑三《晨报副刊》  （北京）1923.6. 11 

柴门霍夫的语雷理论   [苏]E．Spiridovich 著  叶籁士译《语文》第二

卷第 1 期  (1937) 

鲁迅论爱罗先珂    荆有麟  桂林《文艺生活》1942 年第 1 期 

爱罗先珂    若绿  福建《大众报》世界语副刊第 1 2 期(1948.7.17) 

爱的抒情——“兔与猫”、“鸭的喜剧”和爱罗先珂   李希凡《人民日报》  

“战地”增刊 1979 年第 5 期 

盲人心灵上的眼睛    黄加尼  赵书平《人民日报》1981.3.30． 

盲诗人爱罗先珂    倪墨炎《人物》1981 年第 5 期 
 

十、绿川英子生平事迹 
 

日本朋友慰劳信——绿川英子致我们前线的士兵书  《新华日报》

1938.8.20 

两种根本不同的出钱  绿川英子《新华日报》1938 .12.17 

致全世界世界语同志——纪念柴门霍夫八十寿辰  绿川英子《新华日

报》1938.12.29 

代用品时代——战时日本的剪影   绿川、企程《新华日报》1939.9.2 

日本友人的贺词   绿川英子《新华日报》1940.1.15 

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三八”国际妇女节感言  绿川英子《新华日

报》1940.3.8 

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  绿川英子《新华日报》1941.11.16 

目前日本妇女的生活  绿川英子《新华日报》19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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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的合唱  （诗） 绿川英子《新华日报》1942.7.17 

绿川英子为国际青年节题词 《新华日报》1942.9.6 

忆萧红  绿川英子  欧阳凡海译《新华日报》1942. 11.19 

日本反战妇女的声香：解放是要争取的  绿川英子著  方文译，《新华

日报》1943.3.8. 

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长谷川照子  吕元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1978 年第 3 期 

绿川英子的足迹   龚佩康《文汇报》1979.1.17 

日中友好战士——绿川英子  聂长林《人民日报》1979.2.19 

绿川英子  龚佩康《中国妇女》1979 年第 4 期 

战斗中的中国  绿川英子著  龚佩康译《国外作品选译》1979 年第 7

期 

她曾战斗在武汉   龚佩康《长江日报》1979.10.14 

中日两国演员珠联璧合  《文汇报》1979.12.20 

栗原小卷在上海“卖菜”   罗君《文汇报》1979.12.20 

热血浇开友谊花  潘惠南《解放日报》l979.12.20 

中日首次合拍电视片  《解放军日报》1979.12.25 

第二个胜利的里程  吕元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 

栗原小卷在山城  《影迷》  （重庆）1980 年第 2 期 

绿川荚子与肖红  丁言昭  曹予庭《人民日报》  “战地”增刊 1980 年

第 3 期 

失掉的两个苹果  绿川英子《诗刊》1980 年第 4 期 

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记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  李德润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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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光明日报》1980.5.7;又载《人民日报》1980.5.7 

《望乡之星》的主人公是谁——有关绿川英子的故事    龚佩康  《中

国青年报》1980.5.20 

她为新中国的黎明高歌  白浩、高凯等《人民日报》1980.5.26 

忆中国人民的战友绿川英子  戈宝权《光明日报》1980.5.26，又载《新

华月报》1980 年第 8 期 

中日两国人民情，深谊长——访刘星  胡国先《中国新闻》1980.5.28 

一颗耀眼的星   正禾《长江日报》1980.6.1 

拍摄《望乡之星））的日本朋友在本溪  夏国良、常连学《辽宁日报》

1980.6.2 

介绍《望乡之星》    《电视报》1980.6.3 

绿川英子与《望乡之星》  米济生《内蒙古日报》1980.6.4 

《望乡之星》拍摄记事  《春城晚报》1980.6.5 

想起了绿川英子——书林漫步  柏园《人民日报》1980.6.5 

《友好的合作》  铁池《北京晚报》1980.6.6 

《望乡之星》剧情介绍    《苏州广播电视》1980.6.7 

怀念绿川英子  冉琴舫《重庆日报》1980.6.13 

写在《望乡之星》上映的时候  高飞《人民日报》1980.6.14 

《望乡之星》星灿烂   胡健《工人日报》1980.6.14 

在中国   栗原小卷《文汇报》1980.6.15 

中日友谊的新浪花   钟伦《北京日报》1980.6.15 

从《望乡之星》的摄制工作看日本电视剧的制作  高飞《光明日报》

19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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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原小卷“在中国”  《北京晚报》1980.6.22 

怀念绿川英子  子冈《北京晚报》1980.6.23 

忆绿川英子  方善境《工人日报》1980.7.2 

从电视剧《望乡之星》谈世界语   张铁《长沙晚报》1980.7.14 

绿川与肖红  丁言昭等《羊城晚报》1980.7.28 

爱中国土地上的花——记刘仁和绿川英子   郑林曦《人民日报》

1980.8.8 

看《望乡之星》，忆绿川英子   张十方《鸭绿江》1980 年第 9 期 

绿川英子和刘仁之墓已被找到 《文汇报》1980.10.9 

写在《绿色的五月》出版的时候  叶籁士《读书》1980 年第 10 期 

揭开“牧界坊”之迷  《黑龙江日报》1980. 11. 20 

绿色的五月——《望乡之星》中的星  张企程《世界知识》1980 年第

14 期 

在绿川的坟前（诗）  王中林《合江日报》1981.1.9 

缅怀先辈，继承遗志      刘星、刘晓兰《合江日报》1981.1.9 

冬天到了，春天不远了  高锋矛  《合江日报》1981.1.9 

绿川英子、刘仁墓寻访记  丁继松《人民日报》  “大地”增刊 1981 年

第 5 期 

《绿色的五月》  （书评） 王琦《中国青年报》1981.9.3 

世界语与《望乡之星》    《江西日报》1981. 12. 13 

我国用世界语出版《绿川英子文集》 《人民日报》1982.8.6 

丰碑长不没，世代传英名——吊绿川英子  高锋矛《佳木斯通讯》

19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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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翠微风里  徐漪  《佳木斯通讯》1983.8.8 

一颗不陨落的望乡之星  刘维《佳木斯通讯》1983.8.8 

青史垂名，永驻人间  《佳木斯通讯》1983.8.18 

佳木斯举行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及刘仁纪念碑和陵墓落成典礼  

《光明日报》1983.8.23 
 

十一、许寿真生平事迹 
 

悼念许寿真同志   玉昆《新生晚报》1950.1. 25 

痛悼死者  吴火《新生晚报》1950.1. 25 

中国世界语者为什么为新民主而奋斗   许寿真遗作《新生晚报》

1950．1．25 

十二桥的烈士许寿真    李任《四川日报》1979.12.26 

绿叶的怀念  罗洛《成都晚报》1980.12. 8 

许寿真烈士和世界语运动  《成都晚报》副刊“周末”1980.12.6 

本市世界语爱好者昨日集会，深切悼念革命烈士许寿真  《成都晚报》

1980.12.8 
 

十二、苏阿芒的事迹 
 

闪光的新星  孟继华《天津日报》1979.4.27 

我爱你啊，美丽的中华    王莉华等三人《光明日报》1979.4.29 

介绍苏阿芒的意文诗集  吴同六《世界文学》1979 年第 4 期 

意大利出版苏阿芒的诗集《来自中国的诗》  《天津日报》197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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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阿芒的遭遇说起  谢琼恒《工人日报》1979.6.2 

敢于让理想飞翔的人   孟继华《中国青年报》1979. 7.17 

抒情诗一札   苏阿芒《诗刊》1979 年第 7 期 

“小议人生第一奖”    《哈尔滨日报》1979.9.21 

诗人苏阿芒被作协吸收为会员  《中国新闻》1979.10. 18，又载《人民

日报》1979.10.23 

愿“新星”在四化中放射光芒  谷守女《文汇报》1980. 1.2 

答读者问  苏阿芒《鸭绿江》1980 年第 3 期 

愿春光常留心间   李元浦《天津日报》l980.4.29 

苏阿芒出狱以后  《青年一代》1980 年 4 期 

世界语诗人苏阿芒配亲记   李元浦《光明日报》1980.5.1，又载《人

民日报》1980.5.2 

访世界语诗人苏阿芒（电视专题节目介绍）  《天津电视报》1980.5.29 

千里寄友情——介绍苏阿芒 《蚌埠报》1980.8.16 

怎样自学外语   苏阿芒《四川青年》1980 年第 11 期 

抒情短诗一束    苏阿芒著  胡国柱译《花丛》1981 年第 1 期 

给世界语之友的一封信    苏阿芒《书讯》1981. 2.10 

我艰难的自学之路    苏阿芒《新时期》1981 年第 2 期 

苏阿芒的路   《少年文艺》1981 年第 3 期 

我和图书    苏阿芒《书讯》1981.5. 10 

自学浅谈    苏阿芒《浙江日报》1981. 6.29 

一个中国世界语诗人  《新华日报》198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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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刘师复、郭后觉、孙用等人的事迹 
 

记师复香港追悼会  《民声》第 2 5 期(1915.6.1) 

郭后觉先生和我   胡愈之《后觉公学夜校部纪念刊》1947.7.1 

郭后觉先生与我   胡愈之《后觉公学纪念刊》1947.8.10 

难忘的“感情的负债”——访北京鲁迅博物馆顾问孙用 辛光棋《文汇报》

1981.9.23 

著名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孙用逝世 《光明日报》1983.10.12 

挽孙用同志   劳荣《天津日报》1983.12.7 

中山图书馆和米光华同志  马文景等《新乡晚报》1983.3.8 

掌握十多种外语的人（尤宽仁）   《哈工大校刊》1980.5.22 

坚持不懈的努力——访省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长史平    《长沙晚报》

1982.1 2.1 5 

勤奋的褒奖，前进的激励——记自学多种外语的徐道荣同志  李毓麟

《长江日报》1979. 12.1 

第一个荻奖者——访武汉钢铁学院化工系实验员徐道荣  古木《文汇

报》1981.2.28 

东方的绿星  陈天生《嘹望》1983 年第 11 期 

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习世界语——访省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杨开源  汪

能正《长沙晚报》1982. 10. 13 

一个闪亮的绿五星——访湖南省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杨开源    王英

姿、郭少达《湖南日报》1983.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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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麟瑞与世界语   白宙伟《人民邮电》1980.11.16，又载《旅大日报》

1980.11. 20 

传播世界语的热心人（易文斐的事迹）   肖鸣锵《重庆日报》1982.12.26 

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教育，献给了青年——记安徽大学世界语进修班

教师于国健    郜志平、芮必峰《安徽日报》1982.12.28  

一颗倔强的种子——访自学成才的青年工人梁梓明  《广西日报》

1983.11.23 

坚持业余学习，传播文化知识，工人梁梓明被聘请为大学世界语教师   

《工人日报》1983.11.23 

陈在维学习世界语  《海南日报》19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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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者笔名、世界语名一览 

 

近几年来，许多同志在研究我国世运史料、查阅世界语书刊和非世界

语杂志中接触到许多作者的笔名、世界语名或别名，有的知道这些作者的

真实名字，有的则无从查考，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困难。现将我所了解的

情况列表如下，供大家参考。 

 

真  名    笔名、世界语名或别名     

巴  金    Bakin、一切 

蔡方选    Cajfonso     

曹湄飘    曹乃飘、Ĝolabio   

曾禾尧    郭敬贤、莘羞   

曾倩仪    Censinio     

陈  原    荻原、Scight 

陈声树    陈兆枢、Sinso     

陈世德    陈新、Zensto 

陈兆瑛    Ĉen Ĉaŭjin   

戴颂恩    木公 

杜松寿    Tom     

方善境    焦风、干铁、Tikos 

冯省三    星衫、Fen．Ŝ.S    

冯文洛    Venlo Fon 、Ven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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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恼武    长甲、干先 

傅璧城    傅平、Fubin、傅以平、傅可均 

傅铭弟    Fulmeto  傅明谛、默它 

傅振伦    Ĉen Lun Fu     

戈宝权    苏牧、北泉、北辰     

葛一凡    伊帆、lvanko 

弓晓峰    Arko 

杭  立    杭蕴美、Hanglio 

何增禧    徐沫、伊挚、曾熙、 Ŝumo 

何子成    何尧   

侯志平    肖平、Simio、晓平、龙林、何平、向阳 

胡  绳    Huseno 

胡愈之    Hujucz、化鲁、伏生、罗罗     

黄  克    Fang Ke 

黄尊生    涓生、涓声、Kenn Won    

霍应人    徐文、亚克、Jak，Jaziko，Hofio     

蒋鸿章    乐夫 

蒋齐生    韦伦、Vejlun 

焦夕洋    Stela 

金克木    Kinkemo     

金子明    丁仁     

景梅九    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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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馨    A．S．Ĝuiano     

劳  荣    LikiŜi、Takin     

乐嘉煊    屈嘉、Joŝaŝien、Ĉoĉa 

李  泺    LiLok     

李  任    余世贤 

李  森    Gaols 

李  文    Li Venko 

李奈西    李逸林、Ilin、亦木、苍山   

李士俊    李罗伦、Laŭlum、V.kanto 

李玉萍    梅力 

李忠民    arbsemo 

林振翰    蔚文 

刘  坚    L.Forto   

刘  铃    Sesdek 

刘才盛    李穆 

刘洪康    刘凤冈   

刘火子    Ljŭ Ning     

刘明辉    Karilo   

刘师复    思复、丹水、寥士、净慧居士、Sifo     

刘师培    Liu Shiu-pei 

刘晓哲    Solis 

楼适夷    楼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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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剑波    江榕 

鲁  彦    王衡、王忘我、Lu Jan 

陆式卿    陆式楷、陆式蕙、陆有容、陆疾侵、Lu Ŝi-Ĉin、S. Ĉ.lu 

吕福田    吕吟声、苏民、Sum-in   

吕漠野    Ly Moye     

吕桐荪    D.S.Liu 

毛自富   毛自赋、Anteo 

梅  洛    Melo 

妙  慧    Miaohui 

潘逖书    PandiŜo、Cipaonin、Nojolo 

庞祝如    Pang Cu-zu    

彭争鸣    Trigo 

戚  健    Spado 

邱  及    红尘     

邱关瑾    Kanio、Ĉudo     

区声白    Sinpak  Au 

沙  地    萨溉东、Sadi     

邵  融    Soliva 

沈  羽    Shen Yue     

盛国成    葛莼、K. Ĉ. Ŝan     

史  平    Spin 

史雪芹    Neĝ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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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阿芒    Armand Su     

孙  用    卜成中 

孙国璋    孙芾仲、K. Ĉ.Sun 

孙明孝    Semio 

孙义植    Iĉio Sun 

索  非    A.A.Sofio 

汤逊安    汤启槐、Ton Sun-an 

汤钟琰    玉燕     

陶陶然    Taŭ Taŭ ĵan 

王天义    Chielismo 

魏以达    未达  Wejdo 

温晋根    文晋、秦恳 

翁泽永    翁植耘 

无  等    Vudan   

吴少勇    Sepio 

伍大光    Wu Ta-Kwang   

先锡嘉    沙流、沙立仁、Sanio 

肖  聪    C.Saŭ、肖从云     

肖  三    Emi Siao   

谢玉明    Seimin 

熊子英    T.Y.Andro-Ŝuno   

徐道荣    IK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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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震堮   徐声越、Saint-Jules Zee 

许论博    Hsu W．K.     

许寿真    徐桑、许柏年、受箴、燕东柯、山久十二、宴潼客、Eltunko 

薛诚之    何为、Ŝicencz     

杨曾诰    Zeng-kao Yang 

杨铁婴    Jang Theing    

叶君健    马耳、Cicio Mar 

叶籁士    索原、叶君、白山、Ĵelezo     

叶佩学    Petro、YE de Kantono、Petro YE、peterye 

于建超    Fisino 

翟健雄    Dio    

张海牛    马赛翁、海无波 

张闳凡    Honfan     

张企程    雪尘、张明理、Ĉ. Ĉen 

张天心    张耀    

张子光    柑谷     

郑  旦    天野、田野、原野、Torĉ Verdulo、Cen Tan 

郑竹逸    Kroji    

钟宪民    S.M.Chun、Mincz     

周  力    周  沈     

周  尧    天则、Io Chou     

周流溪    黎訄 、L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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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萍    周印乔、冈林、Ĉ.Ganglin 

朱  奇    Zukio 

朱诚基    Grozo     

祝明义    黄义、日月 

祝学札    山草、薛理、于崇树、卞基、林时诰、卜叔铭 
 

与中国世运有关系的外国世界语者： 

爱勃纳    F.Ebner 

爱罗先珂   V·Eroŝenko 

安偶生   Elpin 

贝莱儿   Cucien Peraire 

布劳恩   Braun 

大桥介二郎   Oohaŝi Kaiziro 

大杉荣   Oosugi Sakae 

费多尔恰克   Fedorĉak 

冈村籴一   Kokamura Kumeiĉi 

华罗荪    S.Horose 

金铿   T.C.Kim 

鲁特   M.Root  

绿川英子   Verda Majo 

尼古拉·阿列克舍山德诺维奇·喀则·吉列   Nikolaj Aleksandroviĉ 

Kazi-Girej 

瑟利舍夫   I.Seriŝ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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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泰治   Taiji Yamago 

斯托帕尼   Stopani 

索佛克罗佛   Sofoklof 

小坂狷二   Osaka Kenji   

谢勒    J.R.Scherer 

泽希勒   Zei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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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及世界语界重要人物生卒年月资料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有一批为世界语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

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为了便于大家开展周年纪念活动，特整理这份材

料供参考。材料中尚有个别人的出生或逝世日期未能查到，敬请知情者补

充。 
 

巴  金（1904 年 11 月 25 日—2005 年 10 月 17 日） 

白寿彝（1909 年 2 月 19 日—2000 年 3 月 21 日） 

冰  心（1900 年 10 月 5 日—1999 年 2 月 28 日） 

蔡元培（1868 年 1 月 11 日—1940 年 3 月 5 日） 

柴泽民（1916 年 10 月—2010 年 6 月 7 日） 

陈  毅（1901 年 8 月 26 日—1972 年 1 月 6 日） 

陈  原（1918 年 5 月 23 日— 2004 年 10 月 26 日） 

楚图南（1899 年 8 月 18 日—1994 年 4 月 11 日） 

方善境（1907 年 12 月 21 日—1983 年 11 月 6 日） 

冯文洛（1901 年 6 月 23 日—1979 年 2 月 5 日） 

戈宝权（1913 年 2 月 15 日—2000 年 5 月 15 日） 

郭沫若（1892 年 11 月 16 日—1978 年 6 月 12 日） 

胡  绳（1918 年 1 月 11 日—2000 年 11 月 5 日）  

胡愈之（1896 年 9 月 9 日—1986 年 1 月 16 日） 

黄  华（1913 年 1 月 25 日—2010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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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乃（1917 年 1 月—2004 年 1 月 30 日） 

黄尊生（1894 年 7 月 29 日—1990 年 8 月 24 日） 

金克木（1912 年 8 月 14 日— 2000 年 8 月 5 日） 

乐嘉煊（1907 年 10 月 6 日—1950 年 3 月 15 日） 

雷洁琼（1905 年 9 月 12 日—2011 年 1 月 9 日） 

李奈西（1908 年 2 月 19 日—2003 年 3 月 31 日） 

李士俊（1923 年 3 月 29 日—2012 年 11 月 10 日） 

刘师复（1884 年 6 月 5 日—1915 年 3 月２７日） 

卢嘉锡（1915 年 10 月 26 日— 2001 年 6 月 4 日） 

鲁  迅（1881 年 9 月 25 日—1936 年 10 月 19 日） 

罗  俊（1913 年 9 月 19 日—2003 年 12 月 29 日） 

绿川英子（1912 年 3 月 7 日—1947 年 1 月 10 日） 

邱  及（1910 年 12 月 10 日—1984 年 8 月 29 日） 

孙  用（1902 年 5 月 18 日—1983 年 10 月 3 日） 

吴玉章（1878 年 12 月 30 日—1966 年 12 月 12 日） 

夏  衍 (1900 年 10 月 30 日—1995 年 2 月 6 日） 

许善述（1922 年 12 月 24 日—1994 年 8 月 7 日） 

许寿真（1914 年 2 月 1 日—1949 年 12 月 6 日） 

叶君健（1914 年 12 月 7 日—1999 年 1 月 5 日） 

叶籁士（1911 年 5 月 21 日—1994 年 2 月 2 日） 

叶圣陶（1894 年 10 月 28 日—1988 年 2 月 16 日） 

张闳凡（1910 年 8 月 30 日—1989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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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企程（1913 年 2 月 1 日—2004 年 12 月 22 日） 

赵朴初（1907 年 11 月 5 日—2000 年 5 月 21 日） 

周  力 (1913 年 12 月 8 日—1984 年 9 月 19 日) 

周  尧（1912 年 6 月 8 日—2008 年 12 月 15 日） 

周谷城（1898 年 9 月 13 日—1996 年 11 月 10 日） 

周培源（1902 年 8 月 28 日—1993 年 11 月 24 日） 

朱九思（1916 年阴历 1 月 18 日—2015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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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世界语者生卒年月年历一览 

 

    这份材料选择了一批更为广泛的已去世的知名世界语者编辑而成的，

而且是按月份注明了他们的生卒年月，有利于大家准确把握他们的诞生或

逝世纪念日。 
 

一月 

5 日  叶君健逝世纪念日（1999 年） 

6 日  陈  毅逝世纪念日（1972 年） 

邵  融诞生纪念日（1925 年） 

10 日  绿川英子逝世纪念日（1947 年） 

11 日  蔡元培诞生纪念日（1868 年） 

胡  绳诞生纪念日（1918） 

16 日  胡愈之逝世纪念日（1986 年） 

17 日  钱玄同逝世纪念日（1939 年） 

29 日  傅铭第逝世纪念日（1990 年） 

30 日  黄  乃逝世纪念日（2004 年）（黄乃的生日是 1917 年 1 月，但

是哪一天，至今未查到） 
 

二月 

1 日  张企程诞生纪念日（1913 年） 

许寿真诞生纪念日（1914 年） 

2 日  叶籁士逝世纪念日（1994 年） 



 

644 
 

4 日  萧  三逝世纪念日（1983 年） 

5 日  冯文洛逝世纪念日（1979 年） 

15 日  戈宝权诞生纪念日（1913 年） 

19 日  李奈西诞生纪念日（1908 年） 
 

三月 

4 日  丁 玲逝世纪念日（1986 年） 

邵 融逝世纪念日（1997 年） 

7 日  绿川英子诞生纪念日（1912 年） 

9 日  符恼武逝世纪念日（1932 年） 

15 日  乐嘉煊逝世纪念日（1950 年） 

27 日  刘师复逝世纪念日（1915 年） 

萧  聪逝世纪念日（1990 年） 

29 日  李士俊诞生纪念日（1923 年） 

31 日  李奈西逝世纪念日（2003 年） 
 

四月 

6 日  兰干亭逝世纪念日（1987 年） 

9 日  陶  军逝世纪念日（1987 年） 

11 日  楚图南逝世纪念日（1994 年） 

12 日  薛诚之逝世纪念日（1988 年） 

22 日  刘  仁逝世纪念日（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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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3 日  蒋南翔逝世纪念日（1988 年） 

朱一桂逝世纪念日（1984 年） 

8 日  伍大光逝世纪念日（1935 年） 

13 日  陈宝德逝世纪念日（1996 年） 

15 日  戈宝权逝世纪念日（2000 年） 

16 日  葛一凡诞生纪念日（1914 年） 

18 日  潘逖书逝世纪念日（1989 年） 

孙  用诞生纪念日（1902 年） 

王汕平逝世纪念日（1991 年） 

21 日  叶籁士诞生纪念日（1911 年） 

23 日  陈  原逝世纪念日（2004 年） 

陈兆瑛逝世纪念日（1985 年） 

六月 

3 日  初大告逝世纪念日（1987 年） 

5 日  刘师复诞生纪念日（1884 年） 

7 日  柴泽民逝世纪念日（2010 年） 

8 日  周  尧诞生纪念日（1912 年） 

14 日  张  曙诞生纪念日（1909 年） 

16 日  先锡嘉逝世纪念日（1991 年） 

18 日  毛国琦逝世纪念日（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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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萧  军逝世纪念日（1988 年） 

傅以平逝世纪念日（1942 年） 

23 日  冯文洛诞生纪念日（1901 年） 
 

七月 

 1 日  陈原诞生纪念日（1918 年） 

29 日  黄尊生诞生纪念日（1894 年） 

刘仁诞生纪念日（1909） 

31 日  张闳凡逝世纪念日（1989 年） 
 

八月 

3 日  杨 朔逝世纪念日（1968 年）； 

陈宝德诞生纪念日（1917 年） 

5 日  金克木逝世纪念日（2000 年） 

7 日  许善述逝世纪念日（1994 年） 

14 日  金克木诞生纪念日（1912 年） 

18 日  楚图南诞生纪念日（1899 年） 

何增禧诞生纪念日（1906 年） 

24 日  黄尊生逝世纪念日（1990 年） 

何增禧逝世纪念日（1966 年） 

29 日  邱及逝世纪念日（1984 年） 

劳荣逝世纪念日（1989 年） 

30 日  张闳凡诞生纪念日（19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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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子诞生纪念日（1911 年） 
 

九月 

9 日  胡愈之诞生纪念日（1896） 

19 日  罗俊诞生纪念日（1913） 

周力逝世纪念日（1984 年） 

苏阿芒逝世纪念日（1990 年） 

25 日  鲁  迅诞生纪念日（1881 年） 

29 日  季焕麟逝世纪念日（1985 年） 
 

十月 

3 日  孙  用逝世纪念日（1983 年） 

6 日  乐嘉煊诞生纪念日（1907） 

11 日  徐声越逝世纪念日（1986 年） 

17 日  巴  金逝世纪念日（2005 年） 

19 日  鲁  迅逝世纪念日（1936 年） 

21 日  杨令德逝世纪念日（1985 年） 

26 日  卢嘉锡诞生纪念日（1915 年） 
 

十一月 

5 日  胡  绳逝世纪念日（2000 年） 

刘火子逝世纪念日（1990 年） 

6 日  方善境逝世纪念日（1983 年） 

10 日  李士俊逝世纪念日（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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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  陶陶然逝世纪念日（1966 年） 

18 日  周印乔逝世纪念日（1991 年） 

25 日  巴  金诞生纪念日（1904 年） 
 

十二月 

6 日  许寿真逝世纪念日（1949 年） 

7 日  叶君健诞生纪念日（1914 年） 

8 日  卢剑波逝世纪念日（1991 年） 

周  力诞生纪念日（1913 年） 

10 日  邱  及诞生纪念日（1910 年） 

12 日  吴玉章逝世纪念日（1966 年） 

15 日  周  尧逝世纪念日（2008 年） 

21 日  方善境诞生纪念日（1907 年） 

22 日  张企程逝世纪念日（2004 年） 

23 日  爱罗先珂逝世纪念日（1952 年） 

24 日  许善述诞生纪念日（1922 年） 

29 日  罗  俊逝世纪念日（2003 年） 

30 日  吴玉章诞生纪念日（18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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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我的梦 

 

40 多年前我被分配到《中国报道》杂志社工作，从此接触了世界语，

经过 10 多年的体验和实践，使我逐渐认识到世界语确实是人类伟大的理想、

伟大的创造、伟大的实践，于是有了一个梦，希望能学好世界语，用它来

为国效力。当时我担任《中国报道》杂志世界语专栏编辑，除尽力编好世

界语专栏的有关稿件外，开始搜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史料，希望在有生之

年编辑几本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方面的书籍，以填补我国世界语史研究方面

的空白。 

现在我是一个奔 80 岁的人了，回顾一生，感慨万千。首先是我没有学

好世界语，使我抱憾终身，虽然我现在能借助字典读一些世界语书刊，但

离自由应用世界语相差甚远。值得欣慰的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编辑

了《你知道世界语吗》、《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世界语通讯大全》、《胡愈

之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人物志》（见蓝天强《中国世界语者与世界语运

动》一书的下篇）、《中外名人学者论世界语》；主编了《世界语在中国一百

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大型画册《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

国》，撰写并发表了一批世界语运动史的研究文章，为我国世界语运动尽了

绵薄之力。 

我一生撰写的文章大概有 250 万字左右，这次收入这本文集的约 40 万

字，其余部分由于篇幅有限，未能收入本书。没有收入这本书的部分，如

《中国名人学者论世界语》、《胡愈之与世界语纪事》、《胡愈之逝世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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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章和纪念活动纪事（1986—1997）》、《楚图南世界语活动记事》、《巴

金与世界语记事》、《国际语世界语史概述》（给中国传媒大学世界语专业学

生授课的部分讲义）、《中国世界语运动大事记（1904—1998）》、《<中国报

道>大事记（1950—1998）》、《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大事记（1951—1998）》、

《中国名人学者给世界语的题词手迹》以及《中国报道》、《人民世界》、《世

界》杂志、《全国世协通讯》、《世界科学与技术》（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

会刊）、《老世界语者》以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希望》、《世界》、

《世界语之光》、《中国报导》等 11 种刊物的全套目录索引，也是非常重要

的，这些资料可以说是打开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的一把钥匙，也花去了我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来如健康允许，我会编辑一本《侯志平世界语史文

集》电子书，免费送给需要的同志。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

市世界语协会资助本书的出版，感谢南由礼会长、王彦京副会长、邹国相

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在有生之年我将竭尽所能继续为我们亲爱的世界语服

务！ 

这本书的出版也是献给我的爱妻张淑贤的，她为我搜集、抄写了许多

文章、资料，还分担了许多应由我完成的家务，使我能集中精力从事世界

语运动史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她看不到这些著作的出版了! 

作  者   

2014 年 3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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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说明 

 

为使读者获得《中国世运史钩沉》一书的电子版，特请张雪松先生完

成制作，成稿前张先生邀请殷嘉新、李秦霞、张富德、丁时慧、魏光亮先

生对稿件进行了认真的校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令我感动，值得我学习，特

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 

此书的电子版与纸质版在内容上的最大不同是：内文没有原有著作的

配图，原因是我本人年老多病，又不懂排版和制作技术，只好忍痛割爱，

敬请读者谅解。如需要这些配图，可从《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

国（画册）》一书的电子版下载。 

作 者 

2020年 10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