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这是 2021 年 3 月 22 日拍摄的法国蒙达尔纪火
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 这是 2021 年 4 月 11 日在法国巴黎十三区戈德
弗鲁瓦街上的“海王星旅馆”外拍摄的带有周恩来头
像浮雕的纪念牌。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荨 这是 2021 年 4 月
16 日在德国哥廷根拍
摄的普朗克街 3 号朱德
故居， 正墙上挂着一块
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

匾， 上面用德语镌刻着
“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帅”等字样。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时光倒流百年。 有这样一批批年轻人， 他们远渡重
洋，来到欧洲这个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一边勤
工俭学，一边学习，探究救国图强之道。

当时的中国，列强环伺，内忧外患；当时的欧洲，社会
变革，思潮激荡。

这些年轻人中的杰出代表， 在学习和斗争中发现真

理，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坚信：只有马克思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如今的中国，已然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的欧洲，依然留有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
寻访初心，追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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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红色足迹 追随复兴梦想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旅欧勤工俭学启示录

修改涉政治人物规则

脸书封禁特朗普账号至 2023年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公司 6月 4日宣布， 将封禁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的账号至 2023 年，同时修改政治人物违反平台规则的处罚办法。
美国国会大厦今年 1 月 6日遭暴力冲击。美国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以煽动暴力

为由封禁特朗普的账号。
脸书公司说，将封禁特朗普的账号至少到 2023 年 1 月。这家企业的全球事务

主管尼克·克莱格在社交媒体写道：“我们认为他的行为严重违背平台规则， 依据
新执行条例对他施行最严厉处罚。 ”

1 月 6 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在脸书转发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视频，同时留
言“我爱大家，你们独一无二”。特朗普的脸书账号次日起遭封禁。特朗普在其他社
交媒体发布类似内容，推特、优兔等平台同样封禁他的账号。

脸书公司旗下一个审核具有争议性内容的独立小组 5 月作出评估，认为脸书
无限期封禁特朗普账号的做法不正确，呼吁企业“恰当应对”。

克莱格说，脸书将在封禁期满前组织多名专家评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活动
是否仍会危及公共安全。“如果我们确认仍会对公共安全构成一系列风险，我们将
延长限制期限并持续评估直至风险消退。 ”

特朗普 4 日谴责脸书公司的决定，宣称这一决定“侮辱”他的支持者，批评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舞弊。 他说：“我下次入主白宫以后将不再同意（脸书首席执
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请求，不会与他及其夫人一起吃饭。 一切将公事公办！ ”

扎克伯格与特朗普 2019 年在白宫餐叙。
对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脸书公司的处置引发争议。 有人指责脸

书对政治言论不干涉的做法，另一些人则认为管控不利于言论自由。
脸书公司 4 日说，如果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发布虚假或恶毒言论，脸书将不

再给予他们“无限制豁免”。 按照克莱格的说法，脸书将开始发布政治人物上述言
论能够得到豁免的“极少特例”。

脸书目前不会把政治人物在平台发布的内容交由第三方核查事实。
脸书旗下审核小组还建议，脸书应该审视其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的作

用。脸书说，企业正与学界合作开展研究。这一小组提出 19 项建议，脸书已经执行
其中 15 项。

包雪琳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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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和森林被称为地球“绿肺”，它们调节气候、
维护碳氧平衡、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更孕育着多样
的动植物。 但由于全球雨林和森林面积大、分布广，
如何保护它们一直是难题。

近年来，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等技术的中
国产品化身“千里眼”“顺风耳”，在世界多地为地球
“绿肺”撑起了“守护伞”。

小爪水獭的“摄像师”

2017 年 12 月 24 日，中国海南吊罗山中，一台
红外相机曾拍到一只亚洲小爪水獭，这是中国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只有在生态系统很好的地方才有可能见到
小爪水獭的踪迹， 当我从相机储存卡里发现这张
珍贵的照片后，感觉所有的调研和等待都值了！ ”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吊罗山分局林业工
程师罗樊强至今还记得首次发现小爪水獭时的兴
奋心情。

水獭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罗樊强介绍
说，如果有小爪水獭生存，说明该地区河流生态系
统比较完善。

2020 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始使用智
能监测系统， 对雨林生态进行更加全面和高效的
保护。 这套“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监测系统”由中林
信达 （北京 ）科技信息公司自主研发 ，集成了云存
储、智能分析等技术。系统通过野外布设的大量红
外野保相机， 实时回传生态因子和自然资源监测
数据。

这套系统部署后， 就发现了吊罗山的第 5 只
小爪水獭。 同时，如果发现盗伐盗猎等事件，系统
会也及时上报。罗樊强说，这个智能系统是自己的
“亲密合作伙伴 ”“它让我们减轻了传统巡山监测
工作的压力，震慑了违法盗猎行为，工作效率提高
了不少。 ”

中林信达产品部部长张可介绍，林区利用后台
数据分析，不仅能够监控野生动物种类，也可以通
过数据综合研判附近区域的生态情况，例如根据果
实的数量可研究动物食物链。 堪称护林“千里眼”的
这项技术，目前已在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多个
国家得到应用。

雨林蜘蛛猴的“翻译师”

哥斯达黎加奥萨半岛雨林中，一只蜘蛛猴在树
枝间迅速穿梭，手脚尾并用，采下一些果子，开始享
用美餐。

奥萨半岛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地区之一。 不过，近年来盗伐行为高发，不仅破坏了原始森林，也威胁着以蜘蛛猴
为代表的濒危物种。蜘蛛猴被视为雨林生态的“关键先生”。它是播种能手，可以将
植物种子分播到各处帮助林木繁育。

为了找到并保护蜘蛛猴，护林员和生物学家往往需要长时间追踪，费时费力
且效率不高。

华为公司利用云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参与并支持了环保组织开发的雨林生
态声学监测平台———“守卫者”。 2019 年，这套系统部署在哥斯达黎加雨林，每个
“守卫者”平台可以监测约 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环境声音，并能在高温高湿、烈日
暴雨等极端环境下 24小时不间断工作。

这一系统集信息采集、储存、智能分析于一身，将收集到的声音数据实时上传
云端服务器，既能精准识别盗伐人员的电锯和卡车噪声，也能收集蜘蛛猴的叫声。
在云与人工智能的配合下，这一系统能确定蜘蛛猴声音出现的起止时间，判断这
些“关键先生”的情绪。

秘鲁灵长类动物学家鲁斯梅里·瓦卡亚评价说：“这项技术对我们的工作非常
重要。我们只有知道了蜘蛛猴在哪里，又去了哪里，才能更好地采取行动保护它。”

巴尔干羚羊的“声音盾”

希腊北部维科斯-维约萨世界地质公园里， 一只羚羊站在险峻的峭壁岩石
上，“傲视”着品都斯山脉。这个地质公园拥有希腊最原始的无路地区之一，也常年
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包括狼、棕熊以及品都斯山脉的象征———巴尔干羚羊。

尽管这一地质公园被指定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但偷猎活动依然在不断增加，
偷猎者通常趁羚羊群走下悬崖时射杀它们。这让希腊巴尔干羚羊协会主席帕帕约
安努一度很苦恼，工作人员少，距离远，巡护力量无法有效威慑偷猎者。

2021 年 1 月，华为希腊公司推出了“TECH4ALL 科技守护自然”项目，将曾在
哥斯达黎加雨林成功应用的“守卫者”系统安装到品都斯山脉，通过实时监测枪声
来识别偷猎威胁。 羚羊从此配上了“声音盾牌”，有效抵御非法猎杀的伤害。

这样的创新项目在希腊是首次应用。希腊森林研究所野生动物研究员阿斯塔
拉斯期待，在中国科技企业支持下，新技术能够更好适应希腊复杂的山区条件，保
护更多的羚羊和其他动物。

新华社记者 陈瑶 黄顺达 田睿 张鑫超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求学追梦
蒙达尔纪， 法国首都巴黎以南 100 多公里处一座

约 1.5 万人口的小城。日前，记者驱车前往那里，寻访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印迹。

雷蒙特列街 15 号，是一栋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三
层建筑。 百余年前， 这里活跃着一群中国勤工俭学青
年。 如今这里是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 陈列有照
片、文件、用具等近千件展品。 馆长王培文介绍说，李维
汉、李富春、李立三、罗学瓒等革命先辈，有的曾在这里
居住，有的在这里参加过活动。

“参观者来到这里，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孔，追
忆他们‘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奋斗岁月，总是连声赞
叹，敬佩不已。 ”王培文告诉记者。

一张张斑驳的老照片，一个个坚毅的新青年。 他们
不远万里而来，为的是追求文化知识，为的是救国图强。

鸦片战争后，中国走上“睁眼看世界”之路，历经洋
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一系列痛苦失败。 辛亥
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 但中国社会积贫
积弱，先进知识分子仍在苦苦探索救国兴邦之路。

在 “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 理念激励
下，倡导留学欧美成为社会风潮。 百年前的法国，因其
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大革命传统，对中国影响颇大。 热心
教育事业的蔡元培、 吴玉章等人积极倡导和组织青年
知识分子留法学习。

1919 年 3 月 17 日，上海汇山码头。 89 名朝气蓬勃
的年轻人登上日轮“因幡丸”，他们是赴法勤工俭学运
动第一批学生。 此次出发相当轰动，社会各界举行了盛
大欢送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在梳理史料过程中发
现，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底， 有记载的留法勤工俭学
人员分 20 多批乘坐轮船从上海黄浦江沿线各码头出
发，赴法学生累计约 1600 人。

蒙达尔纪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要活动地，当
地人也引以为傲。2014 年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蒙
达尔纪市把火车站前广场命名为“邓小平广场”。 2019
年，以浮雕形式再现中国青年求学风采的《百年丰碑》
雕塑又落成于此。

漫步这座河道交错的秀美水城， 纪念这段特殊历
史的“伟大足迹”指示牌多达十余个，一条红色旅游路
线已于 2015 年开辟，将中国勤工俭学生当年足迹如串
珠般穿起。

对中国记者的到访，蒙达尔纪市市长伯努瓦·迪容
热情相迎。 蒙达尔纪市政府所在的建筑，正是昔日中国
青年就读的男子公学。

聊起百年前的那场留学潮， 迪容说：“他们大都是
中国各省份的优秀学生、中国知识界的杰出人物，来法
国寻找进步之路。 ”“通过阅读文献、阅读卡尔·马克思，
可能也通过接触本地居民和当地工厂的现实， 他们发
现了共产主义，随后又投身中国革命。 ”

风雨锤炼
从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向西北走几十米， 转进

寂静的戈德弗鲁瓦街，街口墙上有一块纪念牌，牌上的
头像浮雕是国人倍感亲切的英俊面容， 每每引

人驻足良久。头像下方有金色的法

文说明———“周恩来，1922 至 1924 年留法期间曾居住
于此”。

如今经营旅馆的华人夫妇领记者走进周恩来当年
居住的房间。房间现已改建成标准间。当时，这里只是一
间面积仅七八平方米、没有卫浴设施的简易小屋。

身居斗室的周恩来一刻没有停止对国家前途和民
族命运的思考。 他白天勤工俭学，晚上给天津《益世报》
等报刊撰写通讯， 并发起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开展党团活动。

由于经费不足， 许多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需要一
边读书，一边做工。 时年 16 岁的邓小平仅在学校学了
几个月法语和商贸，就被迫打工谋生。 在法国的 5 年多
时间里，他辗转于钢铁厂、橡胶厂等地打工，也曾从事
各种脏累的杂工。

艰苦的求学和做工经历，使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
勤工俭学生深刻了解工人阶级所受剥削， 对资本主义
社会弊病有了直接认识。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
响下，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其中， 蔡和森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信仰马克思
主义的先行者。 1919 年底，蔡和森怀着对革命理想的热
烈追求，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 他在法国感受着异国
文明的冲击和思想潮流的激荡，“猛看猛译” 马克思主
义著作，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工
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由于形势变化，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开始奋起
争取自身权益和维护祖国利益。 他们首先在 2月发起向
北洋军阀政府要“生存权、求学权”的求学运动，随后又在
6月开展反对当时北洋政府向法国秘密大借款的爱国行
动，9月进行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奋勇抗争。

法国当局拘捕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一座楼房的抗
议学生，将他们临时拘押在蒙吕克军事监狱。

现如今，这所监狱早已停用，但基本保留当年的格
局。 铁丝网密布的高墙耸立，只见一座灰色三层楼房的
主体建筑，楼内监舍狭小阴暗，只有接近天花板处一口
小窗透过一丝亮光。 资料记载，蔡和森、赵世炎等人被
拘押在这里时，并未放弃抗争，曾发起绝食。

顽强抗争的学生最终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 里昂
新中法大学协会副主席、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阿兰·拉
巴告诉记者：“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在这次运动中得到成
长和锻炼， 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学习中进步 ，在斗争中成长 ，在寻找中发现真
理……北起莱茵河畔 ，南至马赛港 ，这些学生行列中
的佼佼者，在法国大地上留下了改变中国和世界进程
的红色印迹。

余音回荡
同一时期，在德国中部哥廷根大学，在比利时南部

沙勒罗瓦劳动大学……也活跃着一批怀抱留学报国梦
想的中国青年。 他们在求索，如何“以（西方）科学与精
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

哥廷根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千年古城， 以诺贝尔奖
得主辈出的哥廷根大学闻名于世。 该大学中国学联的
网页上，至今还可以看到朱德留学情况的简介。

“他（朱德）是学联的第二任主席。 他向哥廷根民众
介绍中国，努力让德国人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
哥廷根学联主席王佳雯说， 朱德的故事在学生活动中

总会被提及，一直激励着留学生的爱国、报国情怀。
在哥廷根市档案馆，历史学家罗尔夫·科尔施泰特

在一大摞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材料中， 为记者翻出一张
贴有朱德照片的泛黄的登记卡。 年轻的朱德身穿西装，
系着领带，浓眉下双目炯炯有神。

近年来， 来哥廷根的中国游客多会特意前往朱德曾
经住过的房子。 那是位于普朗克街 3号一幢两层带阁楼
的红色砖房，正墙上挂着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
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等字样。

比利时南部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创始于 1903 年，
曾是欧洲著名的工业技术学校之一。 该校图书馆管理
员、历史学家维利·普塞尔向记者展示了聂荣臻、刘伯
坚、何长工等人当年在这里学习的珍贵资料。

聂荣臻 1921 年来到劳动大学，次年被录取到化学
工程系。 在校期间，聂荣臻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共产党
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寻找改造
中国的途径和方法。

1922 年 8 月， 聂荣臻在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加入了
中国留欧学生在法国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经过勤工俭学运动的洗礼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许
多青年学子感到“实业救国”的愿望非常不现实，要想
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
只有实行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在日后中国的革命、发
展、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一大批留学人员远赴苏联、东欧学习，成为祖
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力量。 1978 年，为加速人才培
养、学习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及
其他有益的文化以适应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
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一重要战略决策。

这一指示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
的序幕，翻开了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其历史意
义不仅在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吹响了
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声号角。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百
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 他指出，
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
百年之际，法国蒙达尔纪森林中学、中国湖南浏阳市第
一中学再度开启“云课堂”。相隔万里，跨越百年，两地师
生一同走进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华章。

“周恩来、邓小平的肖像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
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强烈的情感。 ”

“如果穿越去勤工俭学，我也要适应环境、积极学
习，不忘祖国，随时准备报效祖国。 ”

……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你一言我一语。 革命先辈熠熠

生辉的青春岁月，令一代又一代青年心怀激荡。 有理由
相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追求、期待国家富强
的梦想，会继续启迪后来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欧洲
留下的红色足迹， 必将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新华社记者 田帆 刘芳

（新华社布鲁塞尔 6 月 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