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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选派留苏生的探索

胡晓菁
(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摘 要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火车头，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

“留苏潮”中向苏联大举派遣留苏生。这些留苏生包括研究生、进修生和实习

生。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生是为了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以期他们回国

以后将所学应用到中国的建设中。通过档案等材料，对中国科学院派遣留苏生

的方式和规模做了探讨。中科院的派遣规模在 1956 年以后达到了高峰，在

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派遣规模随着政策的变化逐年缩小。留苏生回国以

后，在国内的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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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科学是在引进世界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 世纪上半叶，以留学

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主的归国留学生，将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建立了一批现代大学、研
究机构和工矿企事业，开创了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事业。1949 年以后，由于世界冷战格

局的形成，中国采取了一边倒向苏联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科技学术交流

的正常渠道几乎中断。从 1950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学

习和建立现代科技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至今，留苏科学家一度

成为中国科技界耀眼的明星，他们归国后许多人在重要的岗位任职，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

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科

学院向苏联大量派遣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等留学人员。关于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问

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本文通过大量档案资料，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向苏联

派遣留苏生的情况，包括选派方式和规模，这也是 1949 年以后“留苏潮”的一部分。

1 派遣留苏生的背景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开始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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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展开了亲密合作。苏联通过派遣专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援

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援助，中方也派遣了留学人员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中央从上而下发

起了“学习苏联”的号召。1950 年 10 月 5 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会长

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

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 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 ［1］，页 4)

1951 年我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由此出现了留苏热潮。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火车头，从成立开始，就计划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学习

当时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 1950 年 6 月 26 日，郭沫若院

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总结报告中提出“拟派十人到苏联及东欧各国留学”。
在与苏联科学院协商后，苏方希望中国科学院选派数学专业 2 人、物理专业 2 人、灌溉专

业 5 人，水利专业 5 人留苏。但实际上中国科学院的首批留苏生是 1951 年 8 月派遣了 7
人到苏联科学院留学( 其中 1 人为大学生，6 人为研究生) ，这批留苏学生分别于 8 月 12
日和 8 月 19 日离京前往苏联学习。中科院对这一批留苏生的选拔要求是，需要他们有研

究工作能力，并能阅读俄文科学文献。人选经过严格选拔后并上报人事部、教育部批准，

第一批留苏学生是黄祖洽、梅镇彤、冯康、刘国光、陶宏、谢蕴才、徐叙瑢，他们去往苏联学

习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计划经济等专业。中国科学院 1951 年派遣的留苏学生在

苏联学习和回国以后的发展简况见表 1。

表 1 中国科学院 1951 年留苏生的情况统计

姓名 性别
研究生 /
大学生

学校
在苏联学习

的专业

在苏联学习

时间

回国后从事

专业的情况

回国后

工作单位
备注

黄祖洽

( 1924—2014)
男 研究生

苏联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1951—1952 核物理理论

中国 科 学 院 近 代

物理研究所、第二

机械 工 业 部 第 九

研究院、中国原子

能研究所、北京师

范大学

中国科学

院院士

刘国光

( 1923—)
男

研究生

( 取得

副博士

学位)

莫斯科

国家经济

学院

计划经济 1951—1955 经济理论
国家统计局、中国

社会科学院

波兰科学

院外籍

院士

梅镇彤

( 1928—)
女

研究生

( 取得

副博士

学位)

苏联科学

院巴甫洛夫

生理所、
列宁格勒

大学

生理学 1951—1955
脑高级

功能研究

中国 科 学 院 上 海

生理研究所

冯康

( 1920—1993)
男 研究生

苏联科学院

斯捷克洛夫

数学研究所

数学 1951—1953 计算数学

中国 科 学 院 数 学

研究所、计算技术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院士

陶宏

( 1915—1975)
男 研究生

莫斯科大学

化学系
接触剂 1951—1954 感光化学

中国 科 学 院 化 学

研究所、感光化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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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姓名 性别
研究生 /
大学生

学校
在苏联学习

的专业

在苏联学习

时间

回国后从事

专业的情况

回国后

工作单位
备注

徐叙瑢

( 1922—)
男

研究生

( 取得副

博士

学位)

苏联科学院

列别捷夫

物理研究所

实验物理 1951—1955 发光学

中国 科 学 院 物 理

研究所、中科院长

春物理研究所、天
津理工学院、北京

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

院院士

谢蕴才

( 1929—)
女 大学生

列宁格勒

大学
化学 1951—1955 化学与材料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学

1951 年的派遣是中国科学院派出留苏生的初步探索，当年派出学习的人数不多，主

要是经过高教系统派出，去往苏联的大学和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学习。这批留学生大多

完成了学业( 陶宏因病于 1954 年回国，未完成学业) ，一部分人取得了苏联副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们大多数留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工作，利用所学，在专业内发挥作用，成为业务

骨干，并取得了成就。他们中有三位被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人成为外籍院士。
经过 1951 年派遣 7 人去往苏联学习以后，中国科学院逐步加大了派遣的力度。1952

年 2 月 16 日，中科院召开第 19 次院务会议，通过了《本院本年度赴苏联留学生选派计

划》。1952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更是对派遣人员留苏的

前景提出了规划，提出，“留苏学生每年五十名，研究的科目也应提出，应估计到一九五七

年有若干留学生回国”［2］。
1953 年 2—5 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全面考察了苏联了科学、制度和先进

经验。访苏代表团回国以后，总结访苏经验的同时，提出了向苏联科学院学习和向苏联派

遣研究生、进修生和实习人员的建议，这对派遣留学工作有较大推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

院各研究所欢迎中国派遣留学生前往学习。截至到 1953 年，中科院派遣留苏、留德学生

共 10 人。1954 年 1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在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

政务会议上报告提到:“由中国科学院每年派遣研究人员若干赴苏联科学院各所进修，年

限人数由双方酌定。”( ［3］，页 8) 1955 年 8 月 15 日中科院在《关于同苏联科学院合作问

题的几项规定》中提出互派并逐渐扩大留学生名额。
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生的方式，在 1956 年以前主要是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大学

生。派遣规模不大。在 1956 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派遣方式更多样化，一是派遣留苏研究

生，另一种是派遣进修生和实习生。其中研究生和进修生多集中于苏联科学院下属的各

研究所学习; 也有少数人是通过高教系统派出，在苏联高校学习。实习生除了分布于苏联

各研究所之外，还有去往产业部门参加工作的。他们在苏联学习的时间，研究生是三年到

四年，以取得学位为主; 进修生和实习生在苏联的学习时间是根据专业来定的，从数月到

三年半不等。

2 派遣目的和选派条件

从 1956 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通过与苏联科学院签署科学合作协议，互相培养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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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并开始大量向苏联派遣留苏生。派遣的目的很直接，是为了通过派送留学生至苏

联，以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去学习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回国以后建立和发展重要

的落后及空白科门。1956 年，高教部在高校校长、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再次强调: “向

苏联先进经验学习，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向，是不可动摇的方针。”( ［1］，页

81) 同时，派遣人员去苏联学习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为了迅速培养研究人员与迅

速开展新的研究工作”，并且通过派遣人员出国，“如果能有一个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带

领若干必要的初级人员，出国作半年或一年的实习，回国后可迅速把某一新的工作建立起

来。这是可以采取的一种形式”( ［4］，页 168) 。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在《中国科学院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

上的发言要点》提出:“我们认为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加强我国科学的薄弱环节的办法，

是先挑选科学机关中的在职研究人员，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到苏联和兄弟国家的科学机关

中去进修，因为他们已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也懂的目前本门学科的关键性问题。估计

有的只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同年 2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局根

据高等教育部由机关干部中选拔留苏预备研究生的通知，向院属各研究机构发出在本院

干部中选择留苏研究生的相应通知。
1956 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确立了科学技术研究的

重点任务和各学科在各项任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全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

划( 1956—1967) 的要求，我国派遣留学人员学习的主要是国内尚无条件培养的尖端和急

缺专业，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
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国内急需、实践性强的专业。
1956 年 4 月 17 日，科学干部培养部陈泽副主任访苏，赴苏联科学院商谈派遣研究生的问

题。同年 6 月 26 日，院务常务会议听取陈泽副访苏了解苏联科学院培养科学干部的情况

汇报后，讨论实施 1956 年留苏研究生计划的办法，决定组织一个小组，由陈泽领导，负责

进行选拔和各项准备工作［5］。1956 年初，钱三强赴苏联访问，在与苏联科学院接洽后，苏

方同意接受我国赴苏联学习研究生，并提出了专业分配的草案。根据“苏联科学院 1956
年预备接纳我国研究生的名额草案”［6］，1956 年苏联计划接纳赴苏研究生为物理数学部

30 人、化学部 34 人、技术科学部 53 人。
针对今天依然薄弱或空白学科，派遣进修生到苏联和兄弟国家去学习，尽速把薄

弱和空白学科补充起来; 发挥现有科学家的潜在力量，大力培养青年科学干部，采用

一些新的办法以加速新生力量的成长; 建议在苏联或兄弟国家毕业的留学生中，每年

都能有计划地留下至少半数以上继续学习，使在国外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能继

续取得候补博士和博士学位以后再回来; 在某些重大科学问题上采取与苏联及兄弟

国家合作进行的办法，今年计划与苏联合作进行的共有八个研究项目，以后将逐年

增加。［7］

除了研究生以外，1956 年还大幅度派遣了留苏实习生。无论是研究生和实习生，

1956 年以后派出的留苏学生，大多是为了配合十二年科学规划，去苏联学习国内的急缺

专业。1956 年 11 月，中科院对派出者的专业做了明确规定: 凡国内有能力培养或培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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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但并不迫切需要者不派［8］。这一条例严格限定了留苏人员的专业，即必须是我国

急缺的专业。
1956 年度中科院派出的留苏生在业务上要求派出者有培养前途，并要求原学专业与

欲学专业应相符合。例如 1956 年由机械所派出前往苏联学习动能经济专业的留苏研究

生徐寿波( 综合能源专家，200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志杰( 综合能源专家，研究

员) 等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研究所参加工作不满一年，因学习的是十二年科学规划中

提出的紧缺专业，而得以被选拔出国。195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

派遣留学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的意见》中对派出的专业有明确规定:

从目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力量的实际情况出发，今后出国学习的方向

应该是“高、尖、精、缺”，即是国内当前尚无条件培养的尖端和缺门的科学，或者虽有

条件但还不高、不清的一些专业。按学科分，应以工科和理科为主，医科和农科

次之。［9］

因为国家对留苏的专业限制得非常严格，专业不符合要求的便无法出国，例如原应化

所的苏锵，原已经进入留苏候选名单了，但因派遣专业并非国家急需，在单位的说服下，自

愿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10］。
中国科学院对所派出留学生的选拔条件与教育部规定大体相同，1953 年教育部、高

教部和人事部出台的留苏研究生的选拔条例中明文规定: 需要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并从事研究工作或实际参加与其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 1 年以上，成绩优良，确有培养前途

者，且人选限定于教授、讲师、助教及成绩优良的研究生。1956 年 11 月，中科院明确提出

被派遣的留苏研究生需要具有两年以上的科学工作经验，这是为了保障留苏生能胜任在

国外的专业学习。
业务之外，另一项要求是需要被派出者具有一定的俄文水平。尽管在 1956 年 1 月

18 日，《高等教育部关于 1956 年选拔留学预备研究生的指示》中提出“报考留学预备研究

生，均须按我部颁发之 1956 年留学预备研究生考试科目汇编中的规定的考试科目进行考

试”，但 1956 年经中科院选拔出国的留苏生，在俄文程度上并未经过严格考核。据推测是

因为当时中科院在各研究所普及过俄语学习的缘故。例如中国科学院在 1953 年初普遍

开展俄文专业书籍阅读的速成学习，根据 1954 年的统计资料，科学院全体研究人员中，有

93. 2%学习了俄文，73. 5% 能阅读苏联科学文献，26. 8% 能进行俄文翻译［11］。但这些培

训并不能解决留苏生的语言难题。1956 年中科院在选拔了一批留苏预备生后，经各研究

所挑选的留苏预备生们便被集中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不长 ( 约 2—3 个月) 的强化俄语培

训。且经 1956 年留苏的徐寿波回忆，当时的俄语学习主要是学习哲学为主，口语练习较

少①。未经过严格语言选拔产生的问题是，一些留苏生到苏后，语言不过关。1957 年 5 月

27 日，严济慈在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中国科学院赴苏考察团工作报告”，

谈到了在苏联考察过程中了解到已经派出的留苏研究生在苏联的情况，语言和业务问题

对留学生在苏联的学习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他说:

关于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实习人员的问题。……从接受留苏研究生的机关、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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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生三方面了解到的一般情况看，虽然不少研究生的质量水平是够条件的，三方

面都满意，但是有一些研究生的专业基础和俄文程度差，一到苏联又必须先攻哲学

( 实际上是在专攻俄文) ，往往要费一年以上的时间。这样，接受机关特别是导师有

意见，研究生本人也觉困难。因此建议，在选择研究生对象时，应该坚持质量水平，严

格审查，要求在国内修完哲学课，学好俄文和补习好专业课程，经过再次考试合格，再

派往苏联学习。( ［4］，页 168)

为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语言困难，1956 年 11 月，中科院提出留苏生候选人应以掌

握基础俄语为标准，需由所学术委员会主持进行口试或笔试。1957 年由各研究所推荐的

留苏生候选人，一部分参加由各所学术委员会举行公开的考试，一部分参加高教部留苏预

备生考试，通过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为了提高留学人员的水平，提高他们在苏联期间学习

进度，1957 年以后规定，留苏预备生需要在国内集中学习一年，内容包括语言和专业学

习，有的应用性较强的专业还要求在相应的单位实地实习一年后再派出。1958 年，中科

院再次调整留苏生的选拔制度，提出了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布专业、公开报名，并通过考

试的办法决定人选。1959 年以后中科院明确规定，派出的留苏研究生一律要参加考试。
考试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共同科目是国文、政治理论课、俄文考试，专业科目按

照留学研究生专业考试科目汇编的规定进行。
留苏生候选者在通过业务和语言两关后，还需要通过政审和体格检查。国家对留苏

生的政治审查一贯严格，1956 年提出的选拔办法中规定，政治条件“须按中共中央组织部

规定的条件执行”［12］。根据 1954 年的文件《中央组织部关于留学生政治审查的标准条件

及审查的程度再行通知》规定，留学生在出国以前“必须经过以中央人事部为主的全国中

央公安部、北京俄专二部的联合审查; 其中学习机密科系者，再经中央公安部审查，最后决

定出国与否。”并且补充规定，凡有以下情节之一者，不宜选派出国，即“⒈凡本人为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或者有严重右派言行的; ⒉凡家庭主要成员或亲密的社会关系是右派分

子，本人受影响较深，而又没有显著进步表现的; ⒊凡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和旧官吏专

制的阶级家庭，本人阶级观点模糊，思想界限不清，没有显著进步表现的”［13］。从中可看

出，国家对被派遣者的政审标准十分严格。
家庭出身、个人成分、阶级立场都被纳入到了对留苏人员的审查范围中。经过严格的

政审，一些人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即便入选了留苏名单，最终也未能去往苏联学习。据曾

于 1956 年留苏并于 1960 年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回国的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

究员胡克源回忆，他的妻子徐晓白( 环境化学家，199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中科

院化学所工作期间曾获得过留苏学习的机会，但却因其家庭成分不好以及既往的历史问

题，属于被“考察使用”的对象，最终未能成行①。1964 年，冶金所的庆志纯原将被派遣去

往苏联留学，他曾于 1960 年由苏联学习回国，回国后参加政治学习，在“反修学习期间和

国家经济暂时苦难时期，他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暴露了一些错误立场观点”［14］，经单位鉴

定，也被认为不再适宜派往苏联留学。
上述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淘汰的留苏候选者的事例。实际上，每年在政审这一关被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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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的留苏人员不在少数。以 1955 年为例:

根据 1955 年中苏科学技术协定，我院今年原计划派 120 人赴苏联科学院各单位

实习，一月份开始了人员选拔工作，首先由各研究所选拔了政治业务上较好的研究人

员 164 人，经我院干部局复审，初步确定了 152 人，最后经公安部审查，同意出国的计

63 人，同意先出国但对某些问题还须查证的计 65 人，须查清问题再确定能否出国的

计 20 人，不宜出国的计 4 人。如以第一、二类合计，可即行出国的共计 128 人，其中 2
人因基础较差暂不宜出国，故能在这批出国的实为 126 人。［15］

再以 1959 年为例，当年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层层审批上报，最终确定后，仍有 7 人在政

治审查中被发现政治条件不合格而被淘汰。执着于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往往导致一部

分符合专业要求、业务优秀的候选者被淘汰，每年的留苏名额不能用完，十分可惜，因此中

科院也提出希望放宽政治审查比例。1956 年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院内会议上提出:

去年苏联科学院已为我们留了 120 个研究生的名额，但至今尚未派出; 主要是因

为这些人大半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家庭成份不好，不免有些社会关系在美国或台

湾，按照出国审查条例多数不能出国。我们意见是否可以允许作为特例，对于这些人

的出身和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审查尺度可以略为放宽一点，请中央考虑决定。［7］

除了要通过业务和政审这两关，留苏生候选人还要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中科院派

遣出国的留学生，对其体格检查标准大体按照高教部关于出国留学生体格检查的规定执

行。参照 1954 年 12 月发出的“卫生部、高等教育部关于 1955 年选拔留学生身体检查工

作的指示”的附件“选拔留学生身体检查不合标准的规定”中，对候选人的身高、体重、既
往病史、各项身体指标都有明确的要求( ［16］，页 212—213) 。身患疾病的人一律不得入

选。徐寿波院士曾回忆自己因在大学时代患过肺病，在留苏审查中，险些就在体格检查这

一关被淘汰，但好在经过复查，医生断定他的肺病已经痊愈，才险过了体格检查这一关①。
1956 年长春光机所( 仪器馆) 选拔留苏研究生时，姚骏恩( 电子显微镜专家，2001 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各项审查以后已经进入单位被选派去苏联留学的人员名单了，但

却在体格检查中因色弱而被淘汰。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参与本单位正在执行的重大任务，遇到单位不放人等原

因未能赴苏留学。例如，硅酸盐化学与工业研究所的田克温，1964 年的时候正从事红宝

石课题研究，这是当时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研究所认为，田克温一旦离开岗位“将严重影

响研究任务的完成”［17］，田克温因此未能赴苏学习，这对于个人来说，失去了进修的机会，

是一种损失，但对于研究所而言，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当然在派遣过程中，除了由我国提出留苏人员的名额和专业外，还必须将名单提交给

苏联方面审核，争取到苏方同意，才能最后确定留苏人员的最终名单。倘若苏联对派遣人

员的专业提出异议，即使该人选已通过国家留学部门的筛选，依然不能被派出。尤其是在

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方面对派遣人员的专业限制更加严格，尤其是限制中方人

员前往苏联学习保密性较高的专业。例如 1961 年，苏联大使馆发来函，告知中方，因专业

保密问题，拒绝了一部分人的留苏请求，为此，中方采取了迂回对策，即: 修改学习计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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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属于对方保密专业，而提出接近保密专业，又不属于对方保密范围的学习内容和

要求［18］。

3 历年派遣规模和变化

1956 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生的规模并不大，属于早期探索。根据中

国科学院的文书档案记载，1951 年，派遣 7 人( 研究生 6 名，大学生 1 名) 去往苏联留学;

1952 年派遣 7 人( 研究生 3 名，大学生 4 名) 前往苏联留学; 1953 年派遣 7 人( 研究生 3
人，大学生 4 人) ; 1955 年，派遣留苏研究生 18 人前往苏联留学。

1956 年以后，根据“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国向苏联大举派遣留学生，掀起了

1949 年以后的一大“留苏潮”。中国科学院也在这一时期派遣了许多人出国，学习国内紧

缺专业。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中国科学院原计划大量派遣留苏研究生与实习考察人员，

其中计划在两年内派遣留苏研究生 1096—1097 人，实习或考察人员 394—400 人，以及去

苏联大学学习计算数学专业的高中毕业生 40 人［19］。但实际派遣人数并未达到这么多，

这也和苏联对我国留学人员的接收有关。但无论如何，1956 年是中科院派遣留苏研究生

和实习生最多的一年。以研究生为例，这一年科学院派出 140 名留苏研究生，于当年的

8—9 月经过四批，分别启程赴苏学习: 8 月 28 日，第一批留苏研究生 43 人启程赴苏; 8 月

30 日，第二批留苏研究生 44 人启程赴苏; 9 月 2 日，第三批研究生 22 人启程赴苏; 9 月 4
日，第四批研究生 20 人启程赴苏。除此之外，1956 年 10 月 22 日，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

员会还派遣留学生 30 名赴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和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 ( 各 15 名) 。
1956 年经由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留苏研究生到苏联以后，根据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

他们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学习，如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元素有

机化合物研究所、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等等。此后，派遣的规

模再未达到 1956 年的高峰，派遣人数逐年减少。以 1958 年为例，1958 年中国科学院向

苏联派遣留苏研究生 27 名，实习生 22 名，进修生 1 名［20］。1959 年派遣留苏人员中包括

研究生 60 名，进修生 16 名，实习生 16 名［21］。
1960 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此后苏联对于接收我国的留苏生自然也不再那么积极。

尽管根据中苏两国的合作协议，苏方仍然会接收我国的留学生，但是再也无法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留苏潮”的盛况相比拟。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向东欧以及英国派遣留学生

人数有所增多。1960 年中国科学院实际派出留学苏联的人数是 4 名，其中研究生 1 名，

进修生 2 名，实习生 1 名。1960 年以后经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留苏生的人数见表 2。

表 2 1960—1965 年中科院派遣留苏生的人数统计①

派遣年份( 年) 1960 1961 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1965 年

人数( 名) 4 8 14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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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机关文书档案整理而成。表 2 中的数据除了中科院直接派出人数外，也包括教育部委托

中国科学院派出的人数。1966 年的派遣留学数据未从档案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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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67 年 1 月 18 日，教育部、外交部发出了“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通知”，我国在外留学生被召回国，1949 年以来国家出国留学教育工作暂时中断。

4 结论

20 世纪 50 年代，经由中科院派出的留苏生大部分都较好完成了学习任务，以留苏研

究生为例，其中大部分人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在回国之际都取得了副博士

学位，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没有完成学业，并未拿到学位。如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胡

仁宇 1956 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原子实验物理专业，但他仅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于 1958 年奉

调回国参加建设。
关于留苏生回国后的情况和使用，在中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已有统计:

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目前共有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回国的留学生 760
人。其中研究生 311 人，进修生 146 人，大学毕业生 303 人。留苏的 713 人，留学东

欧国家的 47 人。总的看来，极大多数留学生，都认真努力地完成了国家交付的学习

任务，回国后，在专业和政治方面表现很好，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科学队伍中又红

又专的中、高级骨干。
回国留学生中 92. 4%是基本上学用一致的。7. 6%学用不一致，需要调整。［22］

留苏归来科学家群体有特殊性，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首先，在严格的选拔标准下，

他们是受过新中国的教育、在政治上过硬的一批人，他们肩负着国家使命———归国后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去苏联留学的，他们在苏联学习的专业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由国

家指定的，学习的是国内建设急需的专业; 其次，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他们回国后的际遇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波及，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其中一部分人的遭遇发人深省;

他们回国后享受的待遇与前辈甚至后辈归国留学生都有不同，他们中有少数人在归国后

便受到重用或得到晋升，但大多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后才成为本学科的奠基人或

学术带头人，而这一时期，也处于拨乱反正后重视科学发展，急需科技人才的阶段;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 60 年代中期十余年的时间里，留苏生按照年龄，可以划分为两代人，

他们之间也有区别; 这批人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他们较之同龄人，受到了优良的教育，但

比前代留学欧美归来的科学家比，仍有差距和区别。早年留学欧美归来的科学家，他们中

许多人是学科的奠基者、开拓者。早年留学欧美的科学家大多为自主留学，及少量公派。
而新中国派遣的留苏学生是出于政治派遣，全部是由公家派出。并为了学习新中国建设

的急缺学科，他们大多数人在苏联学习的是实用技术。回国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

命”以后，他们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并为改革开放后科学发展培养了大量后

继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曾经留苏的科学家，还具有留学欧美的双重身份。例如，中国

科学院院士梁栋才是 1956 年经由中 国 科 学 院 派 出 留 苏，并 取 得 副 博 士 学 位。他 在

1965—1967 年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皇家研究所学习生物大分子结构

测定技术。回国以后他参加组建了北京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组，并于 1969 年底完成了

2. 5 埃分辨率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使我国跨入了国际蛋白质晶体学的研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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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留学欧美的机会。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韫芬为

例。她于 1956—1960 年在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习，并获得副博士学位。1980—1983
年，她得到去美国进修的机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环境中心的 PFU 法实验室工作。
回国以后，她将原生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紧密结合，将 PFU 法用于国内水污染治理工作，

做出了很多科研成果。
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应放在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大背景中看。中国科学院向苏

联派遣留学研究生，是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批人回国以后或是分布

于中科院各个研究所，或是去往大学或工业部门工作，填补了急缺专业的空白。他们许多

人成为该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为科学院的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的科技事

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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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Students of CAS Dispatched to Soviet Union

HU Xiaoj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CAS) is the locomo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1950s，many students of CAS including the post-graduate，the
visiting scholars and the interns were dispatched to Soviet Union to study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With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s being broken in 1960s，the dispatch scaled down after it
reached its peak in 1956． The research about ways and scale of dispatch is very meaningful． The in-
ternational students of CAS to Soviet Unio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modern scie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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