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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理论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留学生人数并不统一。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一书中指出：1949年8月到1954年12月，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有1232人，未登记的

估计约有1932-2032人（中间值1982人）；1955年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有120人；1956年归国留学生的人数未统计。姚蜀平在《留学

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1988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1955年1月到11月

归国的留学生估计有150人；1955年12月到1956年10月归国的留学生有158人。因此，据统计，1949年8月到1956年12月从西方国家

归国的海外留学生大约有2240-2340人，取中间值约为22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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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海外留学生毅然放弃西方优厚的物质待遇回国服务，表现出对民族、国家、

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强烈的归属感与高度的认同感。这一政治认同有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规律，即民

族、国家认同是政党认同的基础，政党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升华，政治认同是历史的、实践的、多维的渐

进过程。这一规律不以留学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

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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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是社会系统稳定发展的基石，在政治

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

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叶笃正、傅鹰、黄昆、葛庭

燧、赵忠尧、朱光亚、谢希德、梁思礼、吴冠中和师

昌绪等为代表的约2290位①海外学子，毅然放弃西

方国家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回国服

务，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

党强烈的归属感与高度的认同感。当前，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迅猛推进，世界

各国高薪争抢人才的现象日渐凸显，中国要想吸引

和留住人才、全面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亟须系统总

结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感不

断增强的发展机理与作用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

的内涵层次

政治认同的对象多种多样、内容蕴涵丰富。

当前，中西方 学 者虽然 对“政 治 认同（p o l i t i c a l 

identification）”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归结起来主要

有侧重于心理和侧重于行为两个方面。就心理层面

而言，主要有归属论和反映论两种，二者均强调政

治认同是个体或群体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

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和依附感；就行为层面而

言，则强调个体或群体在这种归属感和依附感的基

础上，自觉按照所属政治系统的方针、政策和要求

办事。事实上，政治认同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活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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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行为层面，主要指在一定的政

治生态条件下，认同主体（个体或群体）对认同客体

（民族、国家和政党等政治系统）产生的情感上和意

识上的归属感与依附感，并自觉以所属政治系统的

要求来规范自己政治行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过程。

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

同”的内涵而言，主要指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

到1956年9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从美国、英国、法

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留学

生群体，对民族、国家和政党等所属政治系统表现

出的情感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依附感与认同感，

并自觉以该政治系统的权力要求来规范自己政治行

为的一种能动的心理反应和实践行为。

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

同”的层次而言，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渐发展的过

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初级层次的对民族本

能上的认同；二是中级层次的对国家情感上的认

同；三是高级层次的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理智上

的认同。三者相互作用、交互影响和不可分割。新

中国诞生后，作为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包含56个族

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为一体。中国共产党作为工

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全国

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海外归国留学生群体对中国

共产党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认同融为一体。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

的生成机理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海外归国留学生群体对民

族、国家、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产生的认同感，是一

个历史的、实践的、多维的渐进过程，有其内在的发

展规律和生成机理。这一群体由对“以血统和文化”

为纽带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的本能认同，升华为

对国家的归属性和赞同性的情感认同，进而升华为

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的理智认同，是新中国培育

和提高这一群体政治认同的根本走向。这一发展规

律不以归国留学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

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民族、国家认同是政党认同的基础。政治

认同包括感性认同和理性认同。感性认同是一种浅

层次的、感性的、表面的认同，是认同主体对认同客

体外在的、直接的、具体的、个别特性的反映，因而

是不深刻的、片面的、非理性的认同；而理性认同则

是一种更高层次、更深层面的认同，是认同主体对

认同客体内在的、间接的、概括的、本质的反映，因

而是深刻的、全面的、相对稳定的认同，是一种认识

上的飞跃。理性认同依赖于感性认同，感性认同有

待于发展到理性认同，两者相互渗透、交互作用，存

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感性认同中有理性认

同，感性经验支撑下的理性认同丰富；另一方面，理

性认同中也包含感性成分，理性认同指导下的感性

经验深刻。在实际认识过程中，既没有纯粹的感性

认同，也没有纯粹的理性认同。感性认同是理性认

同的基础，理性认同通过感性认同总结概括出来，

是感性认同的升华。

政治认同作为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一种能动

的心理反应和实践行为过程，是一个由感性、无意

识性、不稳定性不断走向理性、能动性、稳定性的逐

步深化的过程。共和国成立伊始，为广泛争取海外

学子回国服务，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多种方

式，不断增强海外留学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

政治意志、政治评价和政治行为，使这一群体从情

感上、心理上、思想上、行动上由对民族、国家的本

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走向自觉自愿地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及其执政价值的理

智认同，实现了这一群体归国前后政治认同的转变

与升华。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对民族、

国家的认同是一种初级、中级形式的政治认同，具

有不稳定性和感性等特性，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一群体对以“血统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身份和

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归属性和赞同性认

同，却是一种最深厚、最扎实的情感，具有本能性、

根基性和无意识性等特点，是新中国增强这一群体

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贯穿于这一群体对执政党

及其执政价值认同的始终，是新中国增强这一群体

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由“爱祖国”和“爱人民”不断走向赞成或选择

一种社会制度和拥护一种执政党，是由民族认同走

向国家认同、再走向政党认同的必然规律。因为，人

们对一种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会通过

一定阶段的认识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纵观中国历

史发展进程，任何一个人只要心系祖国和人民，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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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就不会忘记他（她）。邓小平就曾满含深情地

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

和人民。”[1]在当代社会，一种能实现人民利益和要

求的方式必然是由社会制度和执政党来体现与完

成的。对祖国与人民的爱也必然要确定和选择是哪

一种社会制度、哪一个执政党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

和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要求。因此，这种对民族、

人民和国家的自然的、感性的爱，是政治的、理性的

爱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

学潮的发生，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

（二）政党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升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

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

民从此站起来，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人民

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国家终于诞生，揭开了

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

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党，

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

历史也揭开了新篇章。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中国共

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应时代

的发展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一大

批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欢欣鼓舞、积极响应祖国号

召纷纷回国，自愿服从安排、不畏艰苦，兴高采烈地

奔赴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线，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

更新的局面。

当然，爱一个政党最终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和完

善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涌现出了

大大小小不同的党派，但除了中国共产党外，没有哪

个党派能够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海

外留学生作为学贯中西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具有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独立的主体判断力。归国后，这

一群体主动要求重新学习，以了解新社会、了解共产

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归国留学生中深入

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

策路线等方面的学习教育活动，并组织部分归国学

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或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

动，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195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毛泽东选集》的陆

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群体学习党的历史与理

论的热潮。同年9月，北京大学12位知名教授发起政

治学习运动，率先在北京市和天津市高校教师中开

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还作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了

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和必要性，勉励一切

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到人民

的立场上来，并力争更进一步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

场上来。许多归国留学生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和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思想上受到极大启发与

鼓舞。尽管在随后掀起的全国范围的“洗澡”运动

中出现了一些缺点，但总体说来，效果是积极的。通

过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多数归国学子清醒地认

识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

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

东思想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

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大多数归国留学

生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逐步树立了为人民服

务的观点，逐步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变与升华。

概言之，政治认同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一

方面，归国留学生作为认同主体，社会主义制度和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认同客体，留学生在认同中是

纠正自己、接受先进理念的过程。同时，留学生的主

体性又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留学生自身有

许多进步的观念和因素，这些又是影响和推动这种

社会制度和执政党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另

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归国

留学生认同的客体，但又是主体，它集中代表和反

映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这种代表和

反映又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在新的环境和条件

下，又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绝对的、先

天的。她们也会犯错误，这就构成了政治认同的双

向性、复杂性，甚至曲折性。

（三）政治认同是历史的、实践的、多维的渐进

过程。政治认同的产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多维的、

历史的渐进过程，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政

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递增规律。当代中国既要深

刻认识到政治认同的产生过程有其内在的生成机

理和发展规律，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产生过程也

会有曲折和反复，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在具体的社

会实践中接受检验。过渡时期，新中国通过思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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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运动，从一定程度上说，虽然顺利实现了归国留

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转变与升华，但是单纯地通过

增强理论认知而实现的认同转化是不能持续和长

久的，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断获

得。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最终也要通过

人民的选择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

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中国人民拥护和

选择的结果。人民群众之所以信任、选择和支持共

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能够满足人民

需要。在旧中国，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推翻“三

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

满足人民最根本的需要，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

和国。新中国成立伊始，一大批海外学子正是看到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

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才毅然回国。归国后，这一

群体在参加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看到了中国共

产党能够带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早日实现国家

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希望和光明前景，

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清正廉洁、求真务实的作

风，才逐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

1956年虽然只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初

期也并未清醒认识和概括总结出政治认同的递增规

律，甚至在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对如

何培育和增强“海归”群体政治认同的理论认识与

实现路径还出现了曲折反复，犯了在思想批评中有

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单位采

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感情上伤了一些归国留学生的心

等错误[2]，但是，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一些归国

学子在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时，却依然怀着强烈的

爱国心和报国志，并未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并未否定

增强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这一发展规律。

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对民族、国家和执政党产生

的认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话语体系

和表达方式：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归国留学生群体

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中国

共产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

义制度等方面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归国留学生群

体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的认同，则主要表现在以

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但是，中国社

会发展的具体实践已经证明：由民族认同升华为国

家认同，进而升华为政党认同，不仅是增强“海归”

群体政治认同的基本规律，而且是增强包括知识分

子群体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政治认同的一般规律。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

的作用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归国的留

学生群体，在特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社

会背景下，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祖国

母亲的怀抱，掀起了近代以来中国海外留学生又一

次大规模的归国热潮。“那去国怀乡的情思，那投奔

光明的激动，那建设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

华的志向”[3]，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至今仍

熠熠生辉、璀璨闪耀。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做出

了新时期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掀起了一波

又一波留学潮和归国潮。一大批归国学子积极投身

国家各项建设，为促进中国同其他国家各领域的交

流合作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

贡献，在中国留学生归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实践证明，广大留学生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

富，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党、

国家和人民为拥有并将更多拥有这样一大批人才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4]

（一）对中华民族“留学报国”精神的弘扬。新中

国成立初期归国的每一位海外学子，尽管各自的人

生经历不同，学习、工作、生活的境遇和所从事的专

业不同，但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心路历程。

当这一群体身在异国他乡，面对重重困难，深

感孤独与无奈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艰苦备尝

而仍然奋力拼搏？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念：“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

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要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5]正是这一信念，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异

族”眼中，他们是中国人的代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

员，必须保持中国人的自尊。而只有努力拼搏使国家

强盛，中华民族才会有真正的自尊。

当这一群体学有所成、想要归国却受到阻挠

时，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奋力斗争、历经万难也要

坚持到底？“是因为他们想到了知识分子的中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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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了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6]。他们或许是义无

反顾地回到祖国，或许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才回到祖国，但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味追求物质

享受而缺乏精神追求的人是可悲的。个人命运与民

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个人价值只有

在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才

能真正实现。中国尽管还很贫穷，有些事还不如人

意，但是在“异国”的拼搏，正是为了耕耘这片古老

的土地。

这一群体的“根”在中国，割不断的是对民族

文化及其特定氛围的那份情愫与眷恋。这一群体的

事业在中国。对于他们，祖国永远是具体的。对祖

国的爱，永远是真实的。他们负笈求学的足迹，记载

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他们都有自己的

“科学梦”、“艺术梦”、“事业梦”和“教育梦”，但

归根结底想圆的是“强国梦”。正是这一共同梦想，

将归国学子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同整个群体的智慧与

力量，汇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磅礴合力，成为他们

奋力拼搏、开创美好未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

当前，如何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追逐

“中国梦”，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具有光明而

灿烂的前景，一切有志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都可以

大有作为。

（二）对中国第三次留学高潮的承前启后作用。

现代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学习借鉴世界

各国优秀发展成果、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过程。世界

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既要体现开放包容的精

神，又要体现稳定有序的原则。处于封闭状态的国

家和无序开放的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可以

说，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现代国家，关键在于有没

有一个既有开放包容精神，又能掌控国家主权和维

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政治领导。

近代中国的留学浪潮始于1872年清政府向西方

国家公派留学生；第二次留学浪潮则以1909年中国

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以派遣学生赴

美留学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欧美日等

西方国家留学的海外学子陆续回到祖国的怀抱；第

三次留学浪潮始于改革开放，延续至今。这些掌握

了西方现代科技知识的海外留学生，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急需且可供中国政府招募的重要高科技人

力资源。

清朝末年，清政府之所以在应对全球化潮流中

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能主动有效地实

行有序开放、掌控国家主权，在闭关锁国、无序开放

的慌乱交错中无所适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未

能从中外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习构建现代国家，未能

用民主法治手段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也就不能有

序推进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

现了国家统一和稳定，有效掌控国家主权，同时，主

动派遣年轻知识分子留学苏联，广泛争取尚在欧美

日的留学生群体回国服务。虽然朝鲜战争和冷战导

致中国十多年对外封闭，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

学生归国后带回当时处于世界前列的科学技术，不

仅在中国的航天、导弹、原子能和核潜艇等高科技

项目的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缩短了中国

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而且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

放的前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遭遇了“文革”的重创之后，中国在实现工

作重心转移之时，首要任务是必须发展教育和科

技，尽快培养急需人才、改变人才严重匮乏状况。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

报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数量要

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和提高中国科技水平

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

个”[7]，开启了中国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新篇章。

与第二次留学浪潮相比，这次留学浪潮的明显特点

是全方位、多学科，留学目的地以发达国家为主，但

也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学习科目不仅涉及自然科学

各科目，而且囊括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并以留学为

龙头，带动全方位对外交流与开放，使中国成为世

界第一对外人员往来大国。出国学习成为中国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改革、发展、治理的重要推

动力。目前，中国已经是人员和物资国际交流第一大

国。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且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通过吸引留学生回国，引进国外先进科学

技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奠定的高科技事业的开

拓和发展。

（三）对世界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挑战。作

为第二次留学高潮后续发展的建国初期海外学子归

国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留学高潮，对中国各项事业

的推动提升作用充分表明：在维护国家主权稳定的

前提下，推进有序开放，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文

化知识和管理经验，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这一成功经验，对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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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巨大挑战。

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经济学家汉斯·辛格

（Hans Singer）和阿根廷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劳

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依据对于“进出口

交换比率（Terms of trade）”变化趋势的观察，分

别发表文章指出：欠发达国家通过出口特定数量

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所能购买的发达国家的工业

产品的数量越来越少，导致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

恶化。在经济学上，这一观点被称为“普雷维什-辛

格假设（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或“普雷维

什-辛格假设命题（Prebisch-Singer thesis）”。在这

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包括以普雷维什、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

尔塔多（Celso Furtado）等联合国安理会拉美经济

委员会学者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和以美国经济学

家保罗·巴兰（Paul A.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为代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其基本观点是，

资源从作为边缘（periphery）的贫穷、欠发达国家

流向作为核心（core）的富裕国家，后者的富裕以前

者作为牺牲品。穷国变穷，富国变富，由穷国融入世

界体系的方式决定。虽然，这一理论与列宁的帝国

主义论有很多相似观点，但其主张通过采取某种贸

易保护政策如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减少进口等来解

决问题的观点，却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吸收人类在

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一切优秀成果的观点相背。后

来，这一理论演变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 l 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观点有所变化。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附理论是一种有影

响的、与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相对立

的理论。美国经济和政治理论家华尔特·惠特曼·罗

斯托（Walt Rostow）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

段：反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了罗斯托经济增长

的起飞模式，认为经济现代化经历五个基本阶段，

即传统社会、起飞前阶段、起飞、趋向成熟和高度

大众消费。这一理论是对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和社会

学家涂尔干等学者的早期现代化思想的扩展，成为

一种有影响的社会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将经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

展过程。而依附理论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

地被看作发达国家早年的未发达形态，而有它们自

己的独特特征和结构，并且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处于

弱势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理论和实践

价值上，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都有可取之处，也

都有严重缺陷。中国政府将“鼓励留学、欢迎回国”

作为推动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引

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优秀文化和管理经

验，同时牢牢掌控国家主权，避免无序开放对国家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威胁，极大促进了对国外科学技

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推动了经济的快

速腾飞。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依附理论的方针政策，

压缩甚至终止与发达国家的科 技、物资和人力交

流，中国的经济腾飞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的改

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又是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博

弈和经济摩擦与合作的交替进行中、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和安全的政治斗争中获得的。这又与现代化理

论的理想模式不一致。现代化理论不仅忽视发展中

国家自身的特点和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不平等关系，

而且也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在有序开放中所能够实现

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

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和世界历史意义，涉及包括留

学生政策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实现和平发展

的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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