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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与民国时期的中美、中英及中法关系的

力及德侨的调查报告，后来又多次应邀赴Ｆｔ本讲学，

研究和史料整理相比，中德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十分

搜集了更多的日占时期的史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薄弱的，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史料，因此，中国第二历

前，日本已决定对英美等国在华势力下手，但西方在

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１９２７—１９４７））（广西师

华经济势力，特别是宗教势力往往纠缠在一起，所以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３万字）的出版，无疑是对

要下大力气分析清楚。比如说德国在华的最大天主

今后这方面研究的一大促进。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

教势力是圣言会，该会在山东的神父因为与当地民

现该珍贵史档汇编缺乏以下四点十分重要的史料：

众的矛盾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１．１９２７～１９４７年间德侨在华情况，特别是日本投降

后即换上了美国的该会牌子。

后民国政府对德侨的处理。２。德国在华使领馆的分

关于日本人所作上海德国犹太难民的调查报

布及主要驻华外交官。３．德国在华的文化和宗教机

告，大家知道，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是这些难民来华的高

构设施。４．德国与伪满及侵华日本势力的关系。显

潮期，实际上，当时上海能收留犹太人主要是得到了

然是因二档本身不藏ｉ特别是德国与伪满关系的史

侵沪日军的同意，因为日军认为犹太人在一定程度

档自然是在东北收藏。此前，笔者应在中国大陆传

上控制了美国的经济。为了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

过教的、并至今仍在台湾传教的德国天主教圣言会

日军要利用这批犹太人。当时日军最需要的废铁就

的邀请，赴德国讲学，搜集了一些民国时期，即１９４５

是美国犹太商人提供的。

年前德国驻华使领馆的档案文献；又有机会在北京

日本对在华德国人口历年有详细的统计，在上

和东北见到了不少侵华日本军政机构对在华德国势

海，详细到每个区的分布。对德人在华所办报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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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中外名称、地址所在、内容特点及发行人和发行

国陆军总司令处理德侨文件汇编＞（打印本，止于

数目。对德国在华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教派则详述来

１９４６年４月）收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１９４５年９月

华历史、分布及人数，还有所办学校和医院等。至于

“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处理德侨办法及有助日为恶行

对德国在华工商势力的调查则更为详细。
兹根据上述资料，并参照其他史料分述有关情

为者须受我国制裁件”，内命令：“德国派驻伪组织之
人员及在华德侨，速令集中管理，加以监视，如助日
为恶，经查明确有违法行为者，均须受我国法令制

况如下：

一、１９４７年前德侨在华情况

裁，除分令外，希即照办。”
同时司令部又有“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德侨及德

关于德侨人数，＜中德外交密档＞第４９０—４９３页

国派驻伪组织人员一律令人集中营件”，内命令：“查

收录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德国在华经济势力调

德国派驻伪组织之人员及在华之德人，应一律集中

查）（１９４０年）的数字。这是汉文译件。笔者核对，实

居住，加以监视，不得任其在外活动，又此项德人，何

际上乃译自日文书名为《独逸对支经济势力刃全貌）

者为纳粹份子，何者非纳粹份子？并应确实调查具

（日本外务省通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序，外务省调查部编

报。南京、上海两市，由各该市市政府办理；其他各

纂，１９４０年１１月，东京，日本国际协会发行）所附“独

地，由各区受降主官办理。除分电外，希即迅速办理

逸对支经济势力一览表”。该表在数字前已注明，为

具报。”

１９３６年在留人口。那么，１９４０年前后在华德侨的人
数有多少呢？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三课编＜中华民国

南京市政府随即呈报了所颁布的＜南京市德侨
集中营管理办法＞。

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人口概计表（昭和十六年四月一

不久，又有“电各省市军政长官，监护德籍教士

日现在）＞的截止１９４１年４月１日的统计为：总计

补充规定件”：“奉委座电：据天主教教宗驻华代表，

３７６２人，北部为１３６９人（主要在天津４５９人，济南

请求予在华全体德籍教士以自由与保护，本人愿负

３３２人，青岛２６６人，北京２０２人），中部为２２５２人（主

全责，保证渠等行动，给予特别证件等情。奉饬妥为

要在上海２０００人，汉口１２５人），南部为２４１人（集中

核办等因。查德国派驻伪组织人员及德侨集中管

在广东［即广州］１９１人）。上海犹太人２５０００人。实

理，业经本部分电照办，兹补充规定如下：（一）教廷

际上，上海２５０００名犹太人中有约近两万名是从纳

所派德籍传教士，如无军事政治关系，未有间谍行

粹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难民，其他地方也有一些，

为，非纳粹份子者，准仍居教堂，由各地政府监护。

因此前奥地利已被德国吞并，故无法区分，但其中出

（二）德侨中过去有助于我抗战者，由各地政府另予

自德国的约有１５０００。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

居住监护。（三）德侨中专科医师及技术人员，为各

编＜中华民国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人口概计表（昭和

事业机关需用者，得准征用服务。除呈报及分电外，

十八年第四报十月一日现在）＞的截止１９４３年１０月

希查照办理并报。”

１日的统计为：总计４９７０人，北部为２１３７人（主要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办的中文刊物《圣心报＞

在北京４７５人，天津６４０人，青岛４８４人，济南３６３

１９４６年第１期报道：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蒋介石在

人），中部２６０５人（主要在上海２４３９人，汉口１０７

重庆接见宗座驻华代表蔡宁（Ｍａｒｉｏ Ｚａｎｉｎ）总主教，

人），南部（主要在汕头１２５人，广东［即广州］８９

重庆尚主教及吴经雄陪同。蔡宁当时是天主教在华

人），犹太人１６８６２人（其中北京６２人，山海关１３

最高领袖，他亲自向蒋介石请求获准，不仅使德国在

人，青岛２９人，上海１６７４９人［德系、俄系和波兰等

华天主教势力得以留存，而且连带保存了德国新教

统算在一起］，南京５人，九江４人）。

在华势力，更使对驱逐德侨加以区别。德国天主教

二、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对德侨的处理
及宗教势力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的《中国战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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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未恢复；而青海的天主教仅限于西宁府地区。

士、奥都、西勃特、格里治、柏立桑等７名就地交美方

圣言会在上海有总堂机构，在北京有辅仁大学等机

解沪审讯；其余西弗、泼区纳治、华特立治、施勃特、

构。其他德国系天主教教派势力有：１．美国芳济各

海泼而克等５名仍留广州由高等法院办理。

会山东省周村（张店）、济南两教区及山西省绛州和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市德侨管

朔州两教区。２．救世主会福建省邵武教区。３．伊索

理委员会，派杨志成为主任委员，１２月１９日杨在招

达会贵州省石阡教区。４．多明我会福建省汀州教

待本市记者参观江湾其美路（今四平路）集中营（前

区。５．嘉布遣会甘肃省秦州教区。

日本小学）时言全沪德人约计２３００人。２８日颁布

当时德国在华的新教势力也不弱，主要教派及

了“上海市处理德侨办法施行方案”，在１９４６年７月

传教地点为：１．巴色会（巴塞尔基督教传教协会，路

７日送走一批德侨后上海市德侨管理委员会即行结

德宗），广东省。２．礼贤会（莱茵兰传教协会，路德

束。至于此次未及遣送之少数德侨，定于１９４７年２

宗），广东省。３．巴陵信义会（柏林传教协会，路德

月１６日遣送回国。

宗，）山东省；另有巴陵女书院。４．同善会（大众基督
教新教传教联盟），山东省。５．德国喜迪堪会。６．北

三、１９４５年以前德国在华使领馆的分布
及主要驻华外交官的情况

海长老教会。７．粤南信义会。８．肥柏基督教会。加
上其他支派总计有１０多个。在这方面，李乐曾先生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６日，德国驻京公使致函中华民

已在＜德国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上发表了重要的成

国外交部，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１９３５年５月８

果，读者可以参看。

日，使馆升格，为大使级。

可以看出，德国新教在华势力大致与天主教各
掌南北，而在山东会合。

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呈递国书。

关于战后国民党对广州地区德国敌侨的处理，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记
述＞（广州，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５日，１６开本）第１３３—１３４
页有所记载：其中间谍嫌疑犯，大都由美方检举，经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逮捕后，遵照中国陆军
总司令部，暨外交部之指示，将人犯案件一并移交广
东高等法院处理。
姓名

历届使节为：钦命全权公使哈豪森（Ｅ．ｖｏｎ
辛慈（Ｐａｕｌ

ｖｏｎ

Ｈｉｎｔｚｅ）：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到

任，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５日离任回国。
署理公使卜尔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ｖｏｎ

Ｂｏｒｃｈ）：１９２１年７

月１３日到任。

特命全权公使博邺（Ａ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Ｂｏｙｅ）：１９２１年

１１月２６日到任。

卜尔熙：１９２８年受任，１９２９年６月３日到任，

年龄

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２日应召回国。

级职

伊立治·海斯

５４ “海斯机关”首脑

陶德曼（Ｏｓｋａｒ Ｐ．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

海司·门尼

２６ 谍报工作电报员

日到任，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４日任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奥司华·欧不力士

３２ 谍报工作电报员

因德国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０日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纳

奥都

５３ 广州河南红十字会医师 华南纳粹党首领

卡尔·西弗

３４ 华南财务秘书

弛里治·泼区纳治

５２ 工程员

弗来斯·西勃特

６６

德驻广州领事

格里治

３８

德领事馆副领事

柏立桑

３８

德领事馆书记‘

海特·华特立治

４４

德领事馆职员

弗莱特立治·施勃特

５０ 教士

海泼而克

６０

粹政府于同年６月２５日下令陶德曼受召回国。
暂行代办（参事）：飞师尔：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５日受
任，实际代行大使事。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德承认汪伪政府，飞师尔任
公使衔代办。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９日，德国驻汪伪首任大使史塔
玛（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ｅｏｒｇ．Ｓｔａｈｍｅｒ）到任。１９４３年１月３

热心纳粹工作者

日，由科尔特代理驻汪伪大使。

上述纳粹战犯在逮捕后，以案情重大，奉中国陆

１９４３年８月５日，德国驻汪伪第二任大使，也

军总司令部电令指示，已将要犯海斯、尼门、欧不力

就是最后一任大使韦尔曼（Ｅｒｎｓｔ ｗｏｅｒｎｑａｎｎ）向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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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递交国书。
１９４５年５月德国投降，６月，德在华各使领馆如

国间谍机关爱尔哈德（Ｅｈｒｈａｒｄｔ）局”。所提到的
Ｅｈｒｈａｒｄｔ的大致情况是：

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芝罘及伪

据青年德国犹太难民海培耐尔（Ｅｒｎｅｓｔ

满境内的新京、奉天、哈尔滨及海拉尔领馆均停止馆

Ｈｅｐｐｎｅｒ．１９２１年生）所著：《上海避难＞（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务。７月，各改设为德国事务局。

Ｒｅｆｕｇｅ，美国，１９９４年）第４３页言，在此期间，上海

Ｇ．

民国成立时，从清朝延续下来的在北京外的领

雅利安德侨社团是反犹的，该社团大多数设施在法

事馆如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香

租界，有一德国教堂、一俱乐部总会、一德语电台、一

港、澳门、成都、重庆等２６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定期出版的纳粹报纸《德文新报＞（Ｄｅｒ

英葡日先后对德宣战，港澳的德国领事馆均撤消，

Ｌｌｏｙｄ）。有自己的德国商会，一个盖世太保办事处。

１９１７年中德断交，在大陆的德领馆亦均撤消。１９２１

其中有远东特工头子爱尔哈德陆军上校

年中德恢复邦交前后，在大陆恢复了南京、上海、北

（Ｃｏｌｏｎｅｌ

京、天津等１１处领馆，后又增设西安等几处领事馆。

Ｅｉｓｅｎｔｒａｇｅｒ］）。

Ｌｕｄｗｉｇ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

Ｅｈｒｈａｒｄｔ，别名钢梁［Ｌｏｔｈａｒ

鸦片战争以后，德国商人开始在沪立足，１８５４

２．＜中德外交密档＞第５２１页收有德国向汪伪赠

年，德国开始在沪设领事馆，１８７８年，升格为总领事

送在沪放送电台Ｓｃｄｅｒ ＸＧＲＳ设备档案件。放送是

馆。民国年间德国驻沪总领馆人员情况为：

日文广播意。Ｓｅｄｅｒ德文是广播电台意。在此有必

卜利（Ｐａｕｌ Ｂｕｒｉ），１９１１年时在任。
尼伊（Ｇ．Ｎｅｙ），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４日代总领事。

要介绍一下该广播电台，该台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
路）德国威廉学堂（Ｋａｉｓｅｒ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００１）附近，有

克理平（Ｈ．Ｋｎｉｐｐｉｎｇ），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２日上任，

长短波，用几种语言向亚洲和澳大利亚播放。广播

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８日离任回国。

梯埃尔（Ｆｒｉｔｚ Ｔｈｉｅｌ），１９２１年上任，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前后升为总领事。

员有美国人和其他亲轴心国合作者。
３．《中德外交密档＞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在此应
当指出，如前面德方人员名单第４页的飞师尔并未

克伦堡（Ｒｕｔｈ［Ｒｕｄｔ］ｙｏｎ Ｃｏ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３２年

出任过驻汪伪大使，最高仅任过公使衔代办，且与名

２月在任。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克伦堡的总领事职位由亲

单第５页的驻上海总领事费希为同一人，译法不同

纳粹的贝伦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ｈｒｅｎｄ）领事代理，１９３５年

而已。另第４５３页载１９３７年德人师弗尔（ｓｃｋａｆｔｅ）

１０月２日贝伦斯（Ｂｅｈｒｅｎｓ）为代总领事。

来华考察西部事。但名字错了，此人姓名为Ｅｒｎｓｔ

布拉克洛（Ｅ．Ｂｒａｃｋｌｏ），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０日在代
总领事任上。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１９１０年生。此人详细见笔者１９９７年在
《德国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发表的（１９３９年希特勒派

飞师尔，１９３９年上任，１９４１年５月还在任上。

往西藏的使节》一文，兹不赘述。还有一些印刷有错

青塞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Ｚｉｎｓｓｅｒ），１９４１年在总领事任上。

误，如编辑说明第２页的德国洪堡大学的Ｐｅｔｅｒ

博尔歇斯（Ｄ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Ｂｏｒｃｈａｓ），１９４１年在总

ＭｅｒＲｅｒ与第５１５页下注的Ｐｅｔｅｒ Ｍｅｒｋｅｒ为一人，第

领事任上。

四、对《中德外交密档》中的一些问题补正

２页的德文名字印刷错了。德方人员名单第５页的
鲍尔Ｂｏｕｅｒ）为Ｂａｕｅｒ之讹。另第５２１页的天京应
为天津。

１．《中德外交密档＞前德方人员名单第５页有爱

限于篇幅，我们对上述德国资料和日本调查报

尔哈德（Ｅｈｒｈａｒｄｔ），言为国防部参议。又收有马振

告中有关德国在华的文化和宗教机构设施及德国与

犊先生所译美国记者马丁一报告，内第１０４页有“德

侵华日本势力的关系的记载将另撰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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