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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學生感受

華工教育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第三組組長
王惠嵐 德望學校 中四

香港．北京．巴黎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同年 8 月 6 日，中方為避免戰火蔓延到本國，
1
表明了中立國的身份。 但是鑒於中國勢弱，慘
遭列強侵凌，已被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因而
必須尋求他法提升國際地位。當時任國內公債局
總理的梁士詒認為參與一戰對中國的未來發展
與戰略有著深遠影響。其一，帶著戰後世界利益
格局會重新分配的心理預期下，參與人多勢眾的
協約國有更大贏面，藉與德國宣戰，收復山東。
其二，幫助中國加入戰後和會，參與國際新格局
的建設，令中國的聲音和追求能得以讓國際社會
2
聽見。 因而，中方毅然選擇參與一戰。
1915 年夏，法國受戰爭破壞嚴重，勞工需求迫切。梁士詒因而看準時機，商討「以
工代兵」的形式向英、法輸入勞工。同年 12 月，法國軍方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組
3
織招工團，立即赴中國招募工人。首批華工於 1916 年 8 月 24 日抵達法國。
4

一戰期間，共有 14 萬華工赴歐。 在法華工主要從事築路、搬運、挖戰壕、造軍
器等勞動，他們大多沒有文化，在掌握法國先進工藝生活交往方面都覺得有學習
5
文化的必要；法國從本國利益出發，也希望對華工進行必要的教育。 在此背景下，
華工教育因而興起。

華工對中國的文化發展意義重
大。他們打破了工人階層與知識
分子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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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華工教育對當代中國文化的影響，蔡元培、李石曾等代表所開闢的知識精英
6
與工人階層的互動模式值得關注。 在「勤工儉學運動」（1919-1925）期間，中
法的學術交流密切，約有 2000 名中國青年留法求學。當中的學生包括不少共產黨
的骨幹成員，例如鄧小平、周恩來、陳毅、蔡和森、李富春、李立三等。他們與
華工在法國的密切接觸使中國知識分子真正有機會與中國勞動人民共同在一起生
活與勞動，互相理解與互相教育學習，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與工人的第一
7
次平等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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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文化素養適應在外國的生活。
華工學校亦呼應了蔡元培日後所提倡的「勞
14
工聖神」的思想 ，象徵著以蔡元培等人為
代表的知識精英已經理論上認識到工人階
15
層的重要性，並把他們作為教育的對象。
此肯定亦側面推動了平民教育的發展。

因為兩者更緊密的接觸，精英們留意到
華工在外國面對的種種困難。華工大多
是農民，並沒有太高的文化素養，不時
因為語言隔閡、文化差異而釀成生活不
便或與當地人發生爭執。有見及此，由
中國知識分子為主導的「華工教育」模
8
式 便 開 始 了。 於 1916 年， 蔡 元 培、
李石曾、吳玉章、汪精衛等起意聯合法
人創辦了華法教育會（Societé FrancoChinoise d’Education），目的之一便是

另外，華工識字班更是某程度上推動了平民
教育。平民教育學家晏陽初在為華工代寫家
書時發現他們並不愚鈍，為人有責任心，而且對朋友熱心，只是因為貧窮及沒有
讀書的機會才使他們優良的本質顯露得更少一些；因此萌生了教他們讀書識字的
16
計畫。 比起傳統的文言文啟蒙教材（如《三字經》、《百家姓》），晏陽初更
注重實踐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根據口語，在字典和報紙挑選 1000 餘字做教材。隨
著學生越來越多，晏陽初邀請了已經識字的華工教不識字的華工，識字班便以滾
雪球的形式陸陸續續地成立。一個轟轟烈烈的華工識字運動在各地華工營中興起，
17
開創了中國平民教育的先河。

擴張國民教育；3 月 29 日，該會發起組織華工學校，由蔡元培親自考驗新生；4
月 5 日，蔡元培於開學說詞中強調了辦學目的：

識字班的效果顯著，4 個月後，40 人中便有 35 人能夠自己寫信；1 年後，華工的
識字率由 20% 增加至 38%。所謂「教育重新調整和配置個體（乃至家庭、階層）
的文化資本的過程，他能夠對文化資本部分的再生產起到關鍵性乃至決定性作用，
18
從而對社會空間結構的再生產施加重大影響」 ，華工所接受的教育至少能夠為他
們未來進入社會場域提供一定的文化資本。

「預計來法之華工，必有種種困難，不可不有人焉專任排除困難之任務，而此負
排除困難之人，或亦受有幾許之困難，且即使其人已能自脫此種困難，而於為他
人排除困難之任務，尚未有所研究，則亦恐無以勝排除之任，故設此學校，以為
9
研究華工來法排除困難之任務也。」
由此可見，在這批知識精英的視域裏，華工（工人階層）教育及其始終是一個關
注的中心問題。學校課程由法國教員講授，或由留法儉學生義務任教，而李石曾
10
講授衛生，蔡元培任教德育課程，擔任中文課程的教師還有徐廷瑚等。 不得不
提的有由蔡元培親自編寫了《華工學校講義》：德育三十篇，分為公益、待人、
修己、辦義四部分；智育十篇，涉及文字、圖畫、音樂、戲劇、詩歌、歷史、地理、
建築、雕刻、裝飾十項人類知識。如果說後者是知識性的拓展的話，其重心顯然
11
還是後者，即如何將基本倫理觀灌輸給遠適異國的華工同胞。 以蔡元培的第三
節講義為例，他提到：「毋唾于地，毋傾垢水於溝渠之外；毋棄擲雜物於公共之
12
13
道路若川流。」 事關「華工住地與宿舍常常污物隨地排放，極不清潔」 ，這些
道德培訓是極針對華工本身「不注意衛生」的普遍情況而設，目的是以教育提升

晏陽初曾擔任《華工周報》的創刊主編。除
了一般的時事報導外，《華工周報》更是擔
任著培養華工的愛國情操、不忘根的角色。
以不時舉辦的華工徵文比賽為例，先後以
《華工在法與祖國的損益》、《甚麼叫中華
民國》、《中國衰弱的緣故》、《民國若要
19
教育普及，你看怎麼辦才好》為題徵文 ，
啟迪華工心智，培養他們自尊自愛的精神。
晏陽初在《華工周報》第一期更告誡了華工
「離本家後知貴吾家。而到外國後知愛吾
國。各位現在外國，愛國之心也必較前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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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讀書識字和《華工周報》灌輸知識的雙管齊下，華工們的精神面貌有了改變，
社會意識也有所提升。一戰結束後，參戰國的中國不但沒得到應有的待遇，列強
們反而把原本歸戰敗國德國於華的租借地轉讓給日本後群情激憤，紛紛投書《華
20
工周報》，譴責日本的侵略。 例如在第一次徵文比賽冠軍得主傳省三（山東平
度人）的文章指出：「現在和平會竟將中華天朝大國名目取消，列在末尾，並不
准我國有發言權。華工從此看出淘汰激勵，如夢初醒，就發起了強國愛國心，若
21
不來法恐仍在中國做夢。」 可見，《華工周報》除了擔任著中國知識分子灌輸
知識、學養、世界觀及新的國家認同觀給華工外，更是華工發表政見的平台，宣
揚愛國精神。
從前，到外國留學、旅遊是富人的專利，亦即是社會的精英；相反，代表著工人
階層的華工很多都未接受過正規教育或是鮮少接觸外國文化，他們回國後又能以
怎樣的形式參考西方文化改良中國社會呢？礙於自身的知識面不廣，比起發展科
技，歸國華工更能從思想方面改善社會風氣。同是出自《華工周報》傳省三的文
章：「從前華工只知道女子纏足為美。現在看到西洋女兵女農女醫等，與本國女
輩比較，真是長期吃虧不少。若返祖國，定要改去舊日的惡習。」除了思想解放、
去除封閉外，華工亦積極爭取工人權益：「部分華工回國後組織歸國華工工會，
要求提高工人的權利，該會工人誓言不賭不嫖不酗酒不抽鴉片。該工會是中國最
22
早現代工會之一。」 隨著華工的文化水平越來越高，他們亦越發積極參與救國
活動。一些華工不僅在法國參與抗議，還有些與勤工儉學的學生一同參與共產黨
23
24
運動 ，又在 1925 年的五四運動的罷工活動中起了推動作用。 五四運動史研究
專家周策縱更指出：華工「有力地促使五四運動在 1920 年代早期像社會主義和民
25
族主義的極端方向發展」 ，對華工對推動革命的影響予以正評。可見，華工的愛
國熱情成功體現在其積極創新上。
華工對中國的文化發展意義重大。他們打破了工人階層與知識分子的隔膜，令平
民教育在中國得以普及，側面提升了國民的整體社會意識，對日後的革命活動都
有著推動性作用。

香港．北京．巴黎

一日離家常掛心
去年離家到如今
雖然法國風光好
26
總有思家一片心
寥寥數句，遊子的思鄉之情在發酵；遠在東方，
中國人並未忘記華工的默默付出；事隔百年，
他們對一戰的貢獻，對國家的貢獻依舊長存在
世人心中。正如華工墓碑上所刻：他們的事蹟
將「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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