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日战争初期德国的对华政策

陈方孟

　　抗日战争对国际关系格局影响甚巨。随着战争的推展,各国对

中日两国的政策必然发生变化, 进行调整。本文试图探讨抗日战争

初期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和一般特征。

一

　　抗日战争之前法西斯德国继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两国友好往

来的遗产,与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合

作,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 1936年 11月德国签订了《反共

产国际协定》,与日本互相勾结,但它依然小心翼翼地在中日两国

间执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德国政府视之为局部性的中日冲突的延续,因此并未改变对华的

基本政策。7月 20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它的 10个主要驻外使团的

指示中表示了关切之情以及早日结束中日冲突的愿望:“德国在中

日两国分别有经济利益和《反共产国际协定》,显然战争的拖延会

损害这两种利益关系, 相反却有利于苏联, 一个被战争拖累的日本

会削弱反苏意义。” 其时,赴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孔祥熙使

团在德国就军火和原料问题进行谈判以争取德国对中国抗战给予

更大支持。日本外交官也至少在三个问题上寻求德国的支持: 对

华战争符合《反共产国际协定》; 停止德国军火运华;  停止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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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顾问的活动。

　　德国政府不赞成日本援引《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其侵华战争辩

护。它认为: “该协定的目的不是在第三国领土上反对布尔什维克

主义,我们倒是可以把日本的行动视为有悖于《反共产国际协定》

的,因为这将有碍于中国的巩固,从而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进一步

扩散,使中国人在最终比较后站在苏联一边。” 鉴此,德国并未给

予日本支持, 相反却指望日本在中国有所克制。当日本大肆渲染华

北共产主义分子的反日活动以及苏联的阴影时, 陶德曼在他给外

交部垂询的答复中说: “这些报告(即日本的舆论)都是日本进行的

宣传⋯⋯这种宣传是日本人的陈词滥调, 在远东没有一个人会相

信。”

　　当日本最初的关于德国军火运华的抗议到达德国外交部时,

外交部长牛赖特敷衍道:“军火运华已下令停止。”只是当日本作出

再三请求时, 德国当局才答允不再向中国大规模出售军火,但是又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日本人不能因为中国人在我们这儿购买

有限的武器而指责我们。这种生意往年是建立在纯商业的基础之

上的。我们也十分轻易地向日本人展示了我们的新式武器,并对日

本代表团给予了广泛的视察特权。德国向中国运送武器不应成为

德日协商的议题, 但是局势现在已经向接近战争的状态发展, 站在

中立国的立场上,我们将不再继续向中国运送武器。” 实际上外

交部既无能力来阻止军火运输, 也不愿其停止。一方面因战争造成

的德国在华北、上海一带商业上的损失可以从军火贸易中得到某

种程度的补偿;另一方面,军火贸易是德中贸易的大宗, 而且涉及

到德国准备战争所需的至关重要的外汇和原料。据估计, 1937年

中国接受了德国军火出口的 37%。1936年中国接受的德国军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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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 6458. 1万马克的预订额, 实际上只运走 2374. 8 万马克; 而

1937年的中国订数为 6098. 3万马克, 实际上则运走了 8278. 6万

马克,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合步楼公司的订单。

　　德国外交部显然感到战争爆发后召回军事顾问为时已晚,因

为这种行动将最显明不过地昭示德国对中国的反对立场, 而且认

识到一旦撤走自己的军事顾问,那么它们所留下的空缺无疑很快

会被苏联人填补, 因此这样既不利于德国也无益于日本。这种理由

对日本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日本政府只是表示希望德国军事顾

问不要参加直接对日的军事行动。但是此时外交部对德国的军事

顾问的行动不可能有强制的约束力。

　　8月 10 日希特勒声称,他原则上同意与日本合作,然而他强

调“必须严守现状下的中立态度”。对于军火,“已签订合同的军火

继续运走,如果中国以外汇或原料支付,方式则尽可能地隐蔽,但

是不能再接受继续的订货”。 这说明希特勒在严守中立的态度下

一种潜在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不愿因军火问题影响到与日本

合作的原则性,但是外汇和原料的诱惑又使这个原则并非一成不

变的教条。

　　八一三事变使中日战争以更大规模向纵深扩展。随后中国与

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在开始一段时间里在德

国当局中引起了种种“误解”和“猜疑”,经中国政府的反复申述和

解释, 没有情况表明它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德中关系的波

动。尽管这个条约一方面给日本当局向德国施加压力提供了绝妙

的理由——《反共产国际协定》符合远东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德

国亲日外交论者也从中寻到了合适的借口来鼓动和进行德国远东

政策的调整。

　　8月 23 日, 日本为军火运华一事又一次向德国抗议,并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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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东部海岸。德国在声辩并无军火运华之后, 改变了过去的

运输线路而由香港将军火运入中国大陆。战争爆发后的最初 16个

月大约每月有 6000吨武器运入香港,其中 60%出自德国。 德国

外交部还声明:德国政府不负责中立国船只上的德国军火、德国船

只上的外国军火、私人企业的德国军火运输,而且远东也未宣布进

入战争状态, 因此中立也不适合远东。至此日本并未从《反共产国

际协定》中捞到任何政治利益。

　　上海战争被日本人视为“德日战争”,因为日本指责德国在华

军事顾问直接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并且参与整个战役的作战计划

的制订工作。德国政府认识到召回顾问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但又担

心顾问们真的参加军事行动会触怒日本人,因而一方面要求德国

顾问们不要在前线参加直接的对日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列举理

由向日本人说明,“他们同以前一样进行教育和训练工作, 没有参

加军事行动” ,以缓和日本方面的压力和不满。

　　10月,里宾特洛甫着手缔结德、日、意共同的《反共产国际协

定》,他把这一行动作为进一步加强德日联合的一个新的步骤,而

且得到希特勒的同意。他认为:“与日本结盟后, 可以加强德国在中

国的经济地位。” 当他持有这种看法时,他实际上道出了一种解

决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的两难困境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日本成为

战争的胜利者为前提的。它一方面来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的

传统, 另一方面来自日本在占领中国后与德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承

诺的诱惑。但是里宾特洛甫当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尚不足以使

其自己的意志直接贯彻在外交政策中,他只是纳粹集团内部的“外

交人才”。但是不管里宾特洛甫的联日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当

时德国的对外政策的决策情形, 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是:纳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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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在取得一系列内外政策的成功后加强了对外政策的影响,这种

影响同样也涉及德国的对华政策。

　　所以当希特勒受到日本退出《共产国际协定》的要挟和得知其

不愿参加德意日大三角的态度时, 他的态度便明朗了。戈林于 10

月 18日下令合步楼公司停止对华军火运输的同时, 又电告国防军

的凯特尔将军向工业界发出停止向中国运送一切武器的命令。但

这一命令的执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因为:“德方大概收到了外汇

预付款,某些订单已被送到工业界,部分订货已经完成, 有的则正

在完成之中。” 经过两天的讨论, 10月 18日的指令被修改,中德

军火交易“继续以沿用至今的隐蔽形式”进行,利用丹麦船只(中立

国)运往新加坡一家英国商行,再由这家商行转交中国政府驻在那

里的接受机构。

　　综上所述,在中日战争最初几个月里, 德国在中日冲突的两难

处境中相对被动地应付着来自日本的指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

着亲日外交论者对德国对外政策影响的不断加强及联日的迫切需

要,中国在德国外交天平上的份量日趋下降。但是德国对华政策一

经形成并且持之有年, 那它就难免出现一个自然的延续性,尤其是

它还涉及到与德国军备重整休戚相关的原料问题,并且与德国的

利益集团纠缠一起时, 这种政策的调整就增加了更大的的复杂性。

里宾特洛甫的解决方式并没有得到德国工业界、经济部、国防军和

外交部的一致同意, 也不见得能使希特勒会过早地放弃德中的军

火贸易,而且摆在德国面前尚有一条更为可行的两全其美的途径,

那就是通过德国调停来谋求远东的和平局面,从而为德国推行原

有政策创造一个相对和谐的远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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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5年德国曾经调解过中日冲突,这说明为摆脱远东外交的

困境,德国是有心充当调停人这一角色的。但并不是中日战争初期

就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随着战争的深入而产生的。

　　早在 1937年 7 月 27日,蒋介石在同陶德曼会谈中就暗示过

“德国”同日本亲密, “是能够同他们以和平词句谈话的唯一国

家”。 但是陶德曼并无任何表示。8月 23日德国驻日大使逖克逊

率先提出:随着中日战争扩大化,德国的中立地位愈益受到动摇,

因而应当在远东冲突中更为主动。他建议可以考虑德国斡旋的和

平。 在他看来,唯有和平解决才能消除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德国的

所有忧虑,日本不会因之而被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 中国也不

会倒向苏联; 德国也可以摆脱艰难的外交困境。但是这些见解遭到

外交部国务秘书魏兹塞克的反驳。他认为: 在日本取得决定性的优

势下提出调停会被日本视为为中国政府服务,因而会影响德国的

中立地位。 那就是说,他并不是反对调停本身, 而是反对“这个时

候”的调停,如果将来有合适的时机, 德国是愿这样做的。

　　这种时机“在上海战事相持不下时出现了”。! 中国军民的英

勇抵抗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迫使日本内部也出

现了一股“和平”声浪。布鲁塞尔会议将于 11月份召开, 出于对会

议可能作出的制裁的担忧和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也急需一种姿

态以表示它的“和平诚意”。

　　最早是 10月 21日由日本外交部的德国股木奈马克提议并与

逖克逊联系的。10 月 28日日本政府向逖克逊表示, 希望德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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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施加他们的友好的影响”。 10月 30日,陶德曼在得到

外交部的正式同意后向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说明愿意调解,但是

只是充任“信使”角色。德国政府的态度仍处在“魏兹塞克的担忧”

之中。 当天德国外交部的麦肯森在给逖克逊的电报中希望他劝

说日本采取主动谈判, 这样可以使日本“不致有失面子”。 

　　11月 2日(亦即布鲁塞尔会议前一天) ,日本外相广田交给逖

克逊一份正式的日本议和条件, 内容为: 在内蒙古建立自治政

府; 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路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

和约缔结前, 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扩大上海的非武装

地带, 由日本人控制租界巡捕队;!停止抗日政策; ∀ 共同反对共

产主义;#降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 尊重外国权利。! 广田还对

逖克逊说:“如果日本被迫继续作战,它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

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苛刻的条件。”∀ 此后,陶德曼向王

宠惠转达了日本的条件,但王宠惠代表蒋介石回答说: “中国已向

国际联盟控诉,九国公约的有关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因而在

看到结果前不宜考虑日本的条件。”#过去我们常将此作为国民政

府对因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幻想的证据。实际上在会议前中国政府

已经料到会议成功的可能性极小。10月 24日正是王宠惠发出了

为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制定方针的电报:“(一)依照目前形势,会

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 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政

府因对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希望而拖延对日本议和条件的答复,而

是王宠惠的答辞正好反映了中国政府不愿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苟

和活动。11月 5日,蒋介石对陶德曼的一席话便十分明确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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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真正意图。他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中国不能

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中国如果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

舆论的浪涛所冲垮。”“假如国民政府因日本的政策而塌台了, 则结

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即使要进行和平谈判,也不应该选取

“中国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关切的对象,各国是要在九国

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时期。

　　尽管日本不参加会议的态度强硬,但实际上它仍担心会议会

采取制裁措施。因此,日本政府在 11月 15日曾向克莱琪和格鲁

(英国和美国驻日大使)表示准备接受斡旋的建议 , 并说明可能

由德国来扮演调解角色。同时中国代表郭泰祺也表示:如果会议失

败,中国在谈判一个协定中将不得不接受柏林的帮助。 事实上,

在会议前德国已开始扮演“信使”角色。

　　即使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德国也没有停止对中日两国施加

影响。当逖克逊接到蒋介石对德国送达的日本议和条件的态度时,

便于 11月 8日向外交部建议, 要“军事顾问团发挥对蒋介石的影

响作用, 向蒋介石陈述战事延续对于中国的后果, 促他考虑和

平”。! 第二天,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按照陶德曼转述的外交部

要求, 在南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白崇禧等人“指出了战局

的严重”, 要他们注意“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会崩溃,共

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但是中国的态度仍未改变。

　　11月 20日, 日本设置了大本营, 作为战时统帅机关。淞沪抗

战失利后, 11月 26日中国开始南京保卫战。11月 28日陶德曼在

汉口会见孔祥熙, 次日又访王宠惠 ,重弹德国主张。12月1日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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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 2日蒋介石在日本大军压境下的南京召开

会议,讨论日本于 11月 2日提出的议和条件。会议认为不应再拒

绝德国的调解。当天晚上蒋介石会晤陶德曼,表示中国接受日本

11月 2日所提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是中国在华北的主

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 必须维持其完整。

　　但是日本为布鲁塞尔会议的无所作为和军事上的胜利所鼓

舞,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12月 7日,当逖克逊会见广田时,广

田说,他现在正在征求陆海军的意见,但是他怀疑是否还可以在一

个月前,日本获得巨大胜利之前的被抑制的情况下提出的条件基

础上进行谈判,并表示最近几个星期已发生了不同的情况,陆军方

面的要求比以前苛刻多了。 10日, 牛赖特电告逖克逊,要他不要

对日本的新条件的内容和措施施加任何压力。 21日,日本内阁会

议制定了《为日华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其中有基本

条件四项和细目九项, 其基本条件是: 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日满

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

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在日、满、华间签

订密切的经济协定;!中国应对帝国赔款。! 22日,广田把新条款

交给了逖克逊, 23日,又向他递交了书面声明,再次宣称:“鉴于最

近战事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一般情况的巨大改变, 日本政府考虑下

述条件(即上列条款及九项细目)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他并威胁

说:“假如中国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就将被迫以完全不同于以前

的观点对待目前的形势。”同时他还说明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承认

“满洲国”,在长江流域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以及就关税及一般贸易

与中国签订协定等。这些条件无疑是旨在灭亡中国, 因此连逖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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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为中国不可能接受。但广田坚持不可能有其他方案。

　　12月 16日,陶德曼把日本的新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当天蒋介

石在日记中写道: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 决无接受余地。” 然而

日本步步紧逼, 30日广田又对逖克逊补充说明了日本的条件: 关

于非军事区, 日本考虑设三个, 即在内蒙古、华北和上海附近各设

一个; 关于特别行政区, 要在国际租界之外的上海设一个; 关于赔

款,要求赔偿一部分战费、日本损失的财产和支付占领费用。 

　　逖克逊希望中国政府对形势要有更“现实”的看法,接受日本

的条件,并再次希望军事顾问们介入谈判, 认为这将有助于达成和

平之后确立德国在中国的地位。!法尔肯豪森也更为积极地投入,

他对中国领导人强调签订一个“可以接受的和平”条约比进行激烈

的战斗是更可取的。∀

　　但是蒋介石对日本的新条件未作具体答复。1938年 1月 1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决定:“如果

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 则今后帝国将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

的对手”,“对于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

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12日日本通知德国以 1月

15日的答复为最后期限。13日,陶德曼通知王宠惠 , 要中国立即

对日本新条件作出答复,并说明这是关键时刻。∃ 王宠惠表示:“中

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

再作出确切决定。”15日中国又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然而日本国内在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终止谈判的呼声很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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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后,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工作”结

束。18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表示:

“全力维护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

础,决非中国政府所能忍受。” 此后两国召回大使。德国调停失

败,从此,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

　　德国在调停失败后,摆在其面前的路有两条:是继续维持艰难

处境中的中立状态,还是放弃中立偏袒日本或偏袒中国。

　　德国驻中日两国的外交官都试图利用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理解

来影响德国对华政策。逖克逊捷足先登, 于1938年 1月 26日上呈

了一份题为《在目前日中战争形势中调整德国—日本关系》的报

告。这一报告宣称:因为调停失败,德国必须调整其远东政策以适

应变化了的远东局势。他的观点基于两个假设: 日本是这场战争的

胜利者;中国越来越滑向苏联的怀抱。因此他认为: 为了在未来中

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有利地位,德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

所为,采取新的措施以迎接更为密切的德日关系。这些措施包括:

承认“满洲国”,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火运输以及以华北

为中心确定德国新的经济地位。 这份报告代表了德国亲日外交

论者的普遍观点。而当这份报告 2月 17日到达德国外交部时,适

逢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走马上任不久, 从而使它成了德国制订

对华政策的蓝本。

　　陶德曼在得知这一报告的内容之后逐条批驳,并且力言传统

的对华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此时他的观点已无人理会,因而他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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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无成效可言。

　　此时希特勒开始着手解决中欧问题(奥地利的 650万德意志

人和捷克的苏台德问题) , 他声称要为那里的德意志人争取自决

权。 为此希特勒远东外交的基本出发点是担心英法可能的干预,

因而迫切需要日本在远东吸引该两国的注意力。这种需要正可以

通过调整对华政策来实现。

　　德国调整对华政策的第一个信号是承认“满洲国”。这个早在

1932年 3月成立的傀儡政权一直未能取得国际上的承认, 这是日

本侵占东北并使之合法化的一大障碍。长期以来德国担心中国政

府的反对而没有给予承认, 尽管日本不止一次地要求并以经济合

作为诱饵。1938年 2月 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时宣布: 他将解

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决定承认“满洲国”但是并没有确定具

体日期。 5月 12日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并互派公使。但是德国

作出承认的表示后又要求陶德曼安抚中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说明:

“德国并不想使这项措施在任何方面反对中国。”希特勒也强调“德

中两国一直存在着友好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领土兴趣,它

有可以理解的商业和贸易的愿望, 这并不强迫偏向一方或另一

方”。 虽则希特勒努力寻找遁辞来进行掩饰,但承认在中国领土

上建立起来的傀儡政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日本侵略行

为的支持。

　　3 月份, 希特勒还作出了停收中日两国军队的留学生的决

定。!3月 3日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中国大使馆:“本随德舰赴美见

习之来德学生,今已命令中止,一切来德学生之训练事宜悉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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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停收在学之陆军学生, 其已在学之陆军学生, 在短期设法结

束。” 随后德国又强调, “8月 31日以前结束所有军事学生的训

练”。 后经中德双方交涉,德方才答允“海军学生仍随舰赴美,陆

军学生亦未必如期”。 

　　4月中旬, 德国作出撤走在华军事顾问的决定。4月 27日中国

驻德大使程天放拜会魏兹塞克询问此事。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不

是一项军事命令,有关的这些先生们已经不在德国军队中服役”,

但是“这是德国政府的明确愿望”,因为“我们毕竟感到想在中日战

争中保持中立态度,如果有 30名德国的前任军官在中国进行活

动,这是与我们的中立态度相悖的。全世界都会认为,不管是对的

还是错的,德国在积极影响着中国的战争活动。”!

　　德国军事顾问是中德经济军事合作的先导和引路人, 长期以

来一直成为维系中德关系的坚固基石,因而当德国政府作出这一

决定时,它受到几个方面的反对: 陶德曼大使; 顾问团成员;  

中国政府。

　　陶德曼早在反驳逖克逊的呈文中就指出:“如果承认‘满洲国’

是反对中国的第一步, 另外两步措施亦随之而来,那么就只能取消

我们在这里的地位。”∀ 因此他的反对是自不待言的。

　　4月 29日,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阐述

了他的观点以及召回顾问所出现的一系列困难。他说:“在汉口或

者更远的地方的一切顾问都在学校里担任教师, 他们都小心地避

免接近前线”,况且要召回他们至少要解决如下的问题: 顾问们

都与蒋介石政府订有私人合同, 这些合同大都至 1939年或 1940

174

 
!

∀ 同上书,第 844页。

《文件集》D 辑 I 册,第 855页。

同上。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三编(三) ,第 684页。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三编(三) ,第 682—683

页。



年。如果单方面毁约的话, 顾问们要对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顾问

们一旦离开中国, 就有失业之虞;  几乎所有顾问在南京有家属和

家产, 这些家产难以搬运;!德国政府必须承担他们的返回路费、

补偿财产的损失以及中止合同的处罚; ∀ 必须由两国政府在外交

上进一步协商。

　　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指示程天放向德国政府力陈“顾问

系私人性质, 绝无召回之必要”, 要求德国收回成命。

　　召回军事顾问的主要阻力来自顾问团成员和中国政府。停止

军火运华的阻力则关键来自德国国内,主要是工业界、经济部、国

防军以及与军火生产相关的私人企业。因此当4月 27日戈林下令

停止对华军火运输时, 它就受到了上述各部门的不同程度的抵制。

除了利益冲突之外,也有执行中的技术问题,因为有些产品是签过

合同,拿了定金;有些则一半完成,一半正在制造之中。

　　5月 3日希特勒在意大利访问期间为加强日、德、意合作, 未

等回国即密令国防部禁止军火运往中国。 同时,命令又由国防部

转给生产控制办公室。不久,柯尔(国防部的国务秘书)对禁止出口

的范围给予了解释,即“为法律规定的有关战争物资和明显用于军

事、战争的货物”。!这一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被执行了,第二批已装

运火车的准备运华的 15cm 榴弹炮及车辆就在中途被阻,虽然德

国各厂设法进行疏通以图挽救, 但至少暂时只能待之他日。∀

　　外交部和经济部的官员对此进行了更为灵活的解释, 认为戈

林的命令不适用于禁令颁布以前的那些老合同,如 1937年 8月前

签订的;以外汇支付的合步楼公司的合同也不在此列。# 实际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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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火运华留下了一个缺口。戈林主管着强化德国军备的四年计

划,他深知停止军火运华给德国军火工业带来的损失,这一损失光

在中止的合同名下就有准备运送的2. 82亿马克。下为同中国签订

的未满期限而没有完成的运送战争物资的数量:

　　a) 1937年 8月 17日前签订的 Hapro 订单

2. 18亿马克

与德国运输公司合同

0. 05亿马克

　　b) 1937年 8月 17日后签订的Hapro 订单

0. 47亿马克

与德国运输公司的合同

0. 12亿马克

除了 1700万马克的运费,应有价值 2. 65亿马克的战争物资尚未

完成。

　　里宾特洛甫的态度十分坚决。6月 14日当他发现因戈林的宽

容以及外交部、经济部的解释造成的军火禁运的“缺口”时,便立即

下令: “所有的实际存在的军火运华行为必须停止,不管这些合同

是何时签订的, 5月份的所谓可以继续进行老合同(即 1937 年 8

月以前签定的合同)所规定的军火设施的运送乃是一种误解。”

这样至少阻止了中国向德国订购的潜水艇和鱼雷。尽管如此, 1938

年 4月、5月德国仍然是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国。据上海海关统

计, 1938年 1—5 月德国供应了中国武器进口量的 38%; 截至

1938年7月底,德国的运华军火仍超过英国。 德国仍沿用过去的

习惯做法,一方面敷衍日本,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继续军火贸易,只

是形式上更为隐蔽, 一般都假托中立国名义或委托其他国家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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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办。即使在召回陶德曼后,戈林仍秘密同意将 5月禁运前所订

而须于 7月初交付运华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秘密承办起运,计有

Krupp (克虏伯厂) 15cm 榴弹炮弹 6000发, Hapr o 公司(合步楼)

枪弹 3700万发及车件、水雷; Bohler (布哈勒厂) 47cm 炮弹 18000

发及毛瑟枪 500支。

　　5月2日—10日,里宾特洛甫陪同希特勒访问了意大利。此期

间,德国向意大利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遭到意大利的冷遇。里

宾特洛甫更加倚重于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因此变本加厉地牺牲

德国在华利益以换取日本的合作。回国后, 他便立即着手解决在华

军事顾问问题。5月 13日他电告陶德曼,宣称“德意志帝国政府希

望它的让军事顾问返回的要求能够尽快地实现”,“法尔肯豪森立

即应将此消息通知参谋部的其他前任军官,让他们做好必要的准

备工作”。他同意德国政府“承担其回国费用以及有关损失的补

偿”,如果个别人员拒绝执行,“我们正在考虑严厉的惩罚措施”。

相比于 4月份或多或少是试探性的口吻, 5 月份的态度强硬得多

了。陶德曼指望军事顾问逐步地从中国撤离,以免中国政府的反应

过于强烈。 但是里宾特洛甫否认这种可能性, 5月 17日他搬出了

“元首的明确命令”, 如果中国政府在停止军事顾问的合同一事上

设置障碍的话,则可能会危及外交关系。!

　　此时蒋介石不在汉口, 陶德曼于是就商于外交部长王宠惠。王

据理力争,而且声言此事必须等蒋介石回来才能作出决定。6月 4

日陶德曼与蒋介石进行商谈,蒋介石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答,因

为还未与顾问们商量,而且他还想知道日本海空军中的德国顾问

是否也被撤离,意在拖延以图挽救。

　　然而里宾特洛甫变得毫无耐心, 6月 13日的电报再次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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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的希望”, 并且以略带威胁的口吻表示:“如果蒋介石继续反

对,则德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迅速召回陶德曼”。 第二天,蒋答应

解除顾问们的职务和工作的请求,并允诺大部分可以迅速离华,保

留其中的四五个顾问在解职之后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工作。

　　这样,中德在顾问问题上的交涉便转入到全部还是部分返回

上。里宾特洛甫坚决主张全部顾问务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返

回德国,但是蒋介石执意要求其中几个必须留在中国,即使陶德曼

被召回也在所不惜。 6月 20日里宾特洛甫给陶德曼下达了最后

通牒:中国政府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予明确答复, 并安排他们启程回

国,否则陶德曼的工作移交代 办予以处理(意即降低外交关系的

级别) , 因此能否维持两国原有的外交关系完全取决于顾问一事的

解决的顺利与否。对德国来说不在乎断交这种做法, 如果顾问们不

按德国政府的愿望行事,则他们的德国国籍将被取消,其财产将被

没收充公。 

　　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满足德国的全部要求, 6月 23日也就是最

后期限,蒋介石让外交部的一位代表送给陶德曼一份有关顾问事

件的备忘录,仍然希望德国下达“五六位顾问暂时逗留中国”的指

示,以便他们能够完成手头的工作,因为中日战争仍在进行,这几

个顾问参与过汉口与扬子江的防御计划的研究和制订工作。一旦

他们回国后把这些情报卖给日本人,则将会给中国抗战造成莫大

危害;而且蒋介石也想为中国政府保全一点脸面。!

　　陶德曼对未能全部遣返军事顾问表示理解, 他还在给外交部

的电文中说: “我们应该对一个为生存而正与十分强大的敌人进行

斗争的国家表示慷慨和仁义。”∀ 这算是他最后一次努力和对里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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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甫政策的软弱无力的抗议。

　　然而里宾特洛甫大为恼火。6月 24日他训令陶德曼离开中国

并将他的事务交给代办处理。5天后魏兹塞克声称如果顾问们在7

月 5日离开汉口,则尚有继续维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至此蒋介石

作了让步, 7 月 5日陶德曼和军事顾问们踏上了汉口—广州的火

车。但有七名顾问留下来, 他们或者是犹太人, 或者是与纳粹当局

有纠葛,其中一个还是蒋介石的保镖。

　　从 1938年 2月以希特勒宣布承认“满洲国”开始的德国对华

政策调整到 1938年 7月,在可以调整的范围内都得到了调整:德

国与“满洲国”建立了公使级的外交关系;军火运华明令禁止; 军事

顾问终于召回;虽然避免断绝外交关系,但召回了陶德曼, 留下了

毕德代办。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结束了。

结　论

　　从中日战争初期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构成德中和德日关系的基础是不同的。日本是德国将要进行的称

霸战争中进攻苏联,牵制英、法、美的不可多得的理想伙伴,因此是

政治利益、战略利益。中国的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原料,尤其是对战

略武器的制造有决定性作用的战争原料——钨、锑、铜、锡、镍一直

是德国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些原料在德国扩充军备期间成为维系

德中关系的强固纽带,其重要性只是在纳粹德国战争准备就绪时

才开始削弱。所以构成德中关系的基础是原料和市场, 是经济利

益、战术性利益。不同的利益基础导致了不同的外交、政治选择。但

是国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我们同样也从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

程中看出: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只要德国在

华的利益还没有消失, 那么中德之间的交往总要维持下去,只不过

形式改变罢了。

　　在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度里,希特勒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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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者。他曾说过: “我认为中国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没有足够

的力量依靠自己去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进攻。” “无论东亚事

件(指中日战争)在何时以何种结局, 德国本着防共立场, 将永远把

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因素。” 在几次关键的转折上,我们看到了

希特勒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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