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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邓邓卫卫华华、、王王阳阳

2018年 11月 11日，一个值得国人铭刻的日子。
百年前的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

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与英法等国的战士一起
欢呼这一胜利的，还有一群作为“战勤”与他们一
起“并肩战斗”的东方人——— 总数高达 14万人的
一战华工。

遗憾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在次年召开的巴
黎和会上被漠视了。中国作为战胜国提出的收回
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被无情地拒绝，引发了轰
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百年过隙，一战华工群体已经鲜有存世者。近
日，记者走近他们的后裔，触摸他们留下的珍稀物
件，抚读他们在烽火岁月中留下的珍贵日志与记
录，穿越百年去感受他们不朽的功勋……

90 年后，孙女终于找到爷爷在

法国的墓地

对于程玲来说，属于她与华工爷爷的有限物
质存在感，只有一枚褪色的铜质勋章。勋章上一位
勇士手执短剑，脚跨骏马，马蹄下踩着一个骷髅。
勋章的侧面有一个编号——— 97237，这是爷爷毕
粹德的“名字”。百年时光磨洗下，黄蓝相间的勋章
丝带线已经断开。

在济南市信义庄西街附近的一个小区里，60
岁的程玲告诉记者，她的爷爷毕粹德原本生活在
山东省莱芜市牛泉镇一个平静的小村子——— 上峪
村，可远在万里外的一战战火，让他背井离乡，前
往法国在英国军队当了一名劳工。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他走的时候，我的父
亲才几个月大。”程玲说，“我们村里去了 11人，只
有爷爷没有回来。”

百年前的毕粹德，在迈出村子前往法国之前，
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命运竟然会和波澜起伏的
世界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
“以工代兵”计划，从 1914年 7月 28日一战爆发，
到 1918年 11月 11日战争结束，英法等国共从中
国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募了 14万华工漂
洋过海到达欧洲，进行艰辛的战勤工作，华工中有
近七成来自山东。

“我经常让父亲讲爷爷的故事，可他知道的也
不多。多少年以来，这枚勋章是我们家人思念的唯
一寄托。虽知爷爷早已命丧欧洲，下落盖不知晓。
但是 1990年父亲去世以后，家人更加念念不忘杳
无音信的爷爷，也增加了我们查找爷爷下落的决
心。”程玲说。2007 年的清明节，她曾在山东当地
的报纸上发文，表露了这个家族心愿，文中写道
“爷爷，我该怎样祭奠远在法国的您？”

让程玲和家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她的这篇文
章，让法国华侨和留法华工后裔了解她的故事，并
伸出了援助之手。读到这篇文章的张捷哈是老华
工张长松的第 10个儿子，他的华工父亲一战结束
后留在了法国，在二战时又成为军人为争取法国
自由而战，而他本人也曾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他
的儿子也曾是法国军人。“他当时拿着我写的文
章，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以三代军人的名义给前
法国总理拉法兰及法国退伍军人部写信，最终促
成了我们的法国之行。”程玲说。

2008 年一战结束 90 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
几经辗转，在英国墓地管理委员会的帮助下，程玲
和丈夫、女儿终于找到了毕粹德长眠于法国索姆
省博朗古村的华工墓地。摆上家乡的烟酒、点心、
冬枣、高粱饴、芝麻饼，烧纸、点香、磕头，口中不断
默念——— 程玲一家用家乡最传统的方式，告慰从
未谋面的爷爷。

“即便已经找到爷爷的墓地，我还有一个心愿

没有完成。”程玲告诉记者，“当时父亲刚出生，家
里条件也不算差，奶奶也多次挽留，为什么爷爷还
要毅然决然去欧洲做劳工呢？我想找到尘封的档
案，了解那段历史。”

开眼看世界的“艰辛之旅”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郊，57岁的马京东经
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钢管厂。在马京东办公室的
书柜里，存放着一个不起眼的包裹。

“这是俺爷爷的照片，这是他的名片，这是他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记日记的小本本，这是带
回来的明信片，这是他写的《游欧杂志》，记录当时
的经历。”马京东打开包裹，一一介绍着存放了百
年的华工爷爷马春苓的遗物。

马京东 10个月大时，爷爷就去世了。对于马
春苓参加一战的那段经历，他是从这些老物件以
及家人的口述中了解到的。1917年 10月，临朐县
胡梅涧村村民马春苓和同村 11 名村民报名参加
英国招募华工活动。按照《招工合同》，工人们每月
可以领到 12块大洋，他们在中国的家属每月也有
10块大洋的养家费。

对于那时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
收入，很多华工寄希望以此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
甚至改变命运。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是常
年研究一战华工的权威专家，他介绍，华工主要来
自农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淳朴老实、任劳任怨，
渴望能到法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被招募的华工
中有一部分是军人或当过兵；另外很大一部分是
技术工人，包括木匠、铁匠、机械师等；甚至还有一
部分华工曾在中国拥有体面的工作，如教师、文员
等。这些人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盼望在西
方世界获得一些新知识。

马春苓就属于后者。作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他“朝夕讲诵地理，而授者听者，皆恍惚无证”，去欧
洲不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圆自己的“环游之志”。
同为乡村教师的华工孙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在他 8万多字的《欧战华
工记》中也表达了他游历欧洲考察教育的初衷：
“尤以非身临英、美、法、德其境，以观察之，不足以
明其教育之真谛也。”

然而，想要成为英法雇佣的劳工，竞争异常激
烈。据《纽约时报》1917年 2月的报道称，只有“那
些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留下的华工”才有机会前往
法国，其中“大部分人”身高超过六英尺。

法国和英国都想招到身体素质最好的华工，因
此都把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作为主要招工地，因为
山东人体格强壮，吃苦耐劳，并且能习惯法国的气候。

一位英国军官这样描述华工招募现场的场
景：应征者“在接待处的棚子中经过分组后被依次
带入位于兵站中央的一间屋子，在房间里，应征者
们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并按统一的方式接受英国
军医们的仔细检查。应征者可能会因为 21个原因
中的任何一个落选，包括肺结核、支气管炎、沙眼、
疟疾和牙齿不好等。”

经过体检、剪掉辫子、清洗全身、再次体检后，
入选的华工每人领到一个刻有身份编号的铜手镯
和一套干净的衣服。就这样，毕粹德、马春苓、孙干
等 14万华工开始了他们的“艰辛之旅”，一部分华
工途径苏伊士运河或者好望角到达法国，而大多
数则是跨越太平洋，穿过加拿大，再横跨大西洋前
往法国。旅程充满艰辛，华工不仅要忍受波涛汹涌
的大海，还要面临德国潜艇的威胁，最终抵达一战
西线战场。

西线战场上的“中国苦力”

1917 年 12月，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漫长征途
后，运载着 3400 多名华工的客轮抵达法国，马春

苓很快被分派到了北部加来省一家工厂负责运输
木材。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距离“战线尚百余里，
故未冒子弹之险，未遭颠沛之苦。”即便是这样，华
工依然能嗅到硝烟的味道，甚至面临来自炮击轰
炸和毒气弹的死亡威胁。

马京东念到一段爷爷不敢脱衣就寝的文字：
“弹壳如雨，为害最烈，故各营之中皆备地穴或沙
屋以避之。如炸弹掷下，离之五十步或能无恙，一
夜之间常奔避数次，故在该地驻七八月，未尝解衣
而寝。”

孙干曾作诗一首描述头顶战斗机横行的日
子：“一日迁徙二日挪，隆隆雷电何其多。伟大蜻蜓
蔽天日，尾泻青烟快于梭。空中行列如蚁卵，时遭
焚毁遇天火。”

尽管身在混乱、时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常常
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 c o o l i e s )“中国佬”
(Chinks)，华工们仍然创造了巨大的功绩。一本由
英国军方 1918 年编写的《关于华工的信息》的小
册子称，中国人“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如果管理得
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他们的能力令
人惊讶。”

了解华工们的日常工作，英国人约翰·德·露
西珍藏的照片更加直观。2018年 10月底，一场在
山东威海召开的一战华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见
到了这位一战英国军官的后代。“我爷爷威廉·詹
姆斯·霍金斯是一名一战军官，他汉语流利，与中
国劳工军团共处了三年。2014 年，我在伦敦家中
偶然发现十几张玻璃幻灯片，这些爷爷拍摄的照
片上的主人公正是中国劳工。”露西说。

在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上，华工们在欧洲战场
从事着多种多样的工作：挖战壕，修铁路，装卸货
物，在火药厂、兵工厂、化工厂和造纸厂等地方工
作，有的华工甚至成为修理坦克、飞机的熟练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大约 1500天，但是对
于许多华工来说，他们的战争记忆是更为漫长、恐
怖的，因为他们战后还要留下打扫战场，埋葬死
者。“战后有成千上万被废弃的炮弹，‘华工军团’的
任务就是清除那些尚未爆炸的炮弹，这非常危
险。”露西说。

许多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在法国一直工作到了
1920年，而大部分为法军服务的华工做到了 1922
年。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确定战时究竟有多少
华工在法国为协约国的事业献身。徐国琦说，可以
确信，由于敌军炮火、瘟疫和伤病，至少有 3000名中
国人在欧洲或是去欧洲的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上峪村华工后裔回忆说，程玲的爷爷毕粹
德战时担任炊事员工作，在野外做饭时被炸弹炸
死。与毕粹德埋葬在一起的华工多为同一天去世，
程玲推测他们可能是同时牺牲的。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在一战期间，此前甚至很少踏出自己所居住
过村镇的华工们，一步来到被称为西方文明中心
的欧洲，但文明的西方此时却陷入可怕的战争泥
淖。面对文化冲击，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所做的每
一件事，都是新鲜而陌生的。食物、语言、习俗等
等，都是全新的挑战。

“在营盘，二十五人一顿一桶饭，一人仅分小半
碗，菜蔬葱地蛋(土豆)，有肉常缺盐，分回吉司(芝
士)各数天，饭量大的饿得头晕眼花没人管。”孙干
的孙子孙光隆年幼时与爷爷生活在小山村和尚
房，孙干经常会教他唱自己空闲时写的华工歌或
打油诗，这首饭食歌讲的就是华工吃不饱的无奈。

“我爷爷说中国人吃苦耐劳，一天能顶四五个
外国人的工作量，能干也能吃。”孙光隆说，战时，
英法都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甚至不够供应作
战部队。华工爱吃主食，饭量较大，加之西餐不适
应，一顿只能吃个二三成饱，“肚腹初尝食物，食欲

方兴，食物已罄，疾苦之腹更痛。”
思乡之情一直在华工中蔓延，最令他们沮

丧的还是无法向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当时
一位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记录道，“不论我走到哪
里，只要他们发现我会说汉语，都会一成不变地
问我两个问题‘现在哪一边打赢了？’还有‘我们
什么时候能回中国？’”

学者研究发现，基督教青年会在用教育、体
育、娱乐等方式丰富华工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透过老照片，可以看到华工们带有中国特
色的业余生活——— 跳秧歌、玩杂技、摔跤、举办
风筝比赛、戏曲表演，甚至用炮弹壳制作花瓶，
形成了让西方人惊叹的“战壕艺术”。除此之外，
在基督教青年会进入华工生活不久，华工们就
学会了踢足球、打排球、玩跳棋、拳击、下国际象
棋等等，这些体育项目让他们锻炼身体，更教会
了他们欧洲人如何在户外享受生活。

孙干就曾在法国协助基督教青年会教育华
工。“爷爷是华工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不光
利用战争间隙为不识字的华工代写家书、记账、
起草诉状，发现华工沾染赌博习气，便以《告白
书》形式劝解同胞。他自己还身体力行举办培训
班，教华工学中英文。”孙光隆说。

历史学家认为，华工在欧洲的经历可以被
视为一次受教育的历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
里学会了识字和阅读。他们抵达法国时，华工中
的识字率只有 20%，但到 1921年，已经提高到
38%。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
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919 年 9月 15 日，孙干回到阔别了两年
多的老家，开始整理自己在法国的劳工经历和
观察到的一切，形成书稿。生于耕读之家，完成
欧洲教育考察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教育救国的
理想，继续在小学任教，成为一位富有实干精神
的平民教育家。他认为，“先进之国家，必有先进
之科学，欲有先进之科学，必有先进之教育。”

“我的爷爷从欧洲回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救国思想，生于内外交困、风云际会的时代，
他作为一个平头百姓能做的并不多，但是现在
看已经很先锋了。”孙光隆介绍，为了开化民智，
孙干在工作之余还在赶集的山道上摆摊，教往
来路人识字，并和妻子自费创办了博山第一所
乡村女子学校，这在当时受到村民的欢迎。而同
年回到临朐县胡梅涧村的马春苓不但继续教书
育人，还让家中女人不再缠足。

一位名叫傅省三的华工这样写道：以前华
工只知道女子缠足为美，现在看见了西洋女兵、
女农、女医等因为天足可以与男人并肩工作劳
动，才意识到以前的想法错了。“一辈子教书育人
的爷爷可以说是当时的乡贤，他‘下欧洲’回来后
身体力行教育了我们后人。桃李遍天下，非常受
人尊重。爷爷去世的时候，来告别的队伍长达二
三百米，从家里一直排到了村子口。”马京东说。

旅欧不仅开阔了他们作为教育者的眼界，
为农村扫盲、育人、培养了大量人才，更让他们
很多人成了爱国者。1937年，日军占领博山，时
任小学校长的孙干坚决拒绝出任博山县维持会
长的要求，投奔沂源解放区，参加了共产党的抗
日救亡工作；马春苓送自己 18岁的长子马传宗
参军报国，儿子最终牺牲在淮海战役战场上。马
京东说，概括爷爷的一生就是他经常说的那句
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战后，华工招募国开始担心 14万华工作为
西方文明的诠释者将如何讲述他们眼中的欧
洲，但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则对华工的觉醒欢
呼雀跃。除了为乡土中国带来积极变化，回到城
市中的华工也展现了自己的新精神。

1919年 9月，归国华工在上海成立了自己
的组织——— 归国华工工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

讨论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
现代工会之一，拥有约 1600 名成员，都是刚从
法国回来的华工。徐国琦说，华工们知道，他们
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自己拯救自己的
命运，而他们的行动或多或少得益于在欧洲的
经历。有学者认为，那些“中国劳工世界暴风雨
中的海燕”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上海工会
的组织化以及罢工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中国华工参与并见证了一战，

我们有话语权来探讨战争与和平”

“吾十余万华工，离祖国，涉重洋，冒锋镝，
历艰险，出生入死，参加欧洲大战，以博无上之
荣誉，此实为吾国外交一页光荣史也。”时任华
工翻译的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自序中如
此写道。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华工后裔以至于中
国人应当如何看待一战华工？

2008 年，程玲在法国为爷爷扫墓时，法国
欧华历史学会华侨曾作诗：今朝祭拜了心愿，历
尽沧桑友谊珍。喜泪飞流同振奋，中华崛起发豪
吟。“在爷爷长眠的墓地里，华工墓碑上刻着‘永
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等字
样，虽然我现在连爷爷的模样都不知道，但是他
们捍卫文明和自由的经历已经被历史记住了。”
程玲说。

“我认为爷爷他们那些华工是伟大的一代
人，他们参与了一战，流血流汗地参与拯救了
欧洲，某种程度上他们就代表了中国。”马京东
说。

露西退休后，讲述华工故事、还原华工历史
成了他新的工作，“华工是一群在一战中被遗忘
的人，他们在西线战场从事艰辛的工作却又默
默无闻。我公布爷爷拍摄的这些照片就是为了
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为西方文明所做的贡献。”

尽管华工被称为苦力，但是人们逐渐意识到
他们不仅吃了苦，还有巨大的影响力。徐国琦认
为，因为华工，中国让英法等国免于人力资源破
产的风险，参与拯救欧洲，向世界展示中国参与
国际事务的愿景和能力，同时，中国由此可以向
德国宣战，名正言顺地成了一战战胜国，在巴黎
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主持中国公道。

14万华工就是 14万使者。美国出版的《中
国留学生月报》在 1918 年宣布，华工是中国连
接世界的桥梁。“西方一直认为一战奠定了现代
国际体系，比二战都要重要。一战结束后，西方
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人类要爆发这么惨烈的战
争？而中国华工参与并见证了一战，我们有话语
权来探讨战争与和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说。

近年来，从学术界到政界，东方或西方，华
工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受到认可，纪念华工的活
动受到更多人关注。

去年 11月，欧洲首座一战华工雕像在比利
时波普林格市揭幕；英国也在纪念一战停战 99
周年的正式活动中首次纪念一战华工；今年 9
月，一战华工雕像在巴黎里昂火车站落成。2018
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一战赴法华工致
敬，表示“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在和尚房村的山间墓地里，孙光隆和妻子
带着比利时博普林格市政府赠予的纪念牌来到
孙干墓前祭拜；而此时，马京东和程玲正在
8000公里外的欧洲参加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
重走先辈的欧洲之路，向世界讲述华工们的传
奇故事，缅怀这段应该被铭刻的历史。(参与采
写：王欢、王子辰、李永锡)

走近一战华工后裔，追寻 14 万华工的背影

11 月 11 日，一个值得国
人铭刻的日子。百年前的这一
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
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与英
法等国的战士一起欢呼这一胜
利的，还有一群作为“战勤”

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东
方人——— 总数高达 14 万人的
一战华工

在山东省淄博市和尚房村
的山间墓地里，孙光隆和妻子
带着比利时博普林格市政府赠
予的纪念牌来到爷爷孙干墓前
祭拜；而此时，马京东和程玲
正在 8000 公里外的欧洲参加
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重走先
辈的欧洲之路，向世界讲述华
工故事，缅怀这段应该被铭刻
的历史

翻拍照
片 ：2 0 0 8 年
1 1 月 ，程 玲
一家在法国为
爷爷毕粹德扫
墓时所摄毕粹
德墓碑。

记者王阳摄
拍摄时间：
10 月 30 日

一战华
工正在装卸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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