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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与德国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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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与合 

作可追溯到20世纪之初，持续的 

时间也很长，特别是来自德国的 

军事装备，在中国的抗战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北伐后至抗战前： 

德国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1928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 

政府完成北伐，名义上统一了全 

中国，开始在长江以南大搞国家 

建设。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 

年、1934年、1936年4次举行陆军 

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 

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至1936年， 

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 

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 

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 

团，总兵力达170万人。但日本自 

“济南事件”后，对中国开始步步 

紧逼，其1931年发动的 “九--A” 

事变更是完全暴露了其吞并全中 

国的野心。国民政府预感到中日 

间必将爆发大战，于是重新重视 

加强军火工业建设，并成立专门 

的兵工署负责整建汉阳、金陵、巩 

县、华阴等l7个兵工厂。面对数 

量庞大的国内军队，各兵工厂的 

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 

如果依照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 

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有 

60个师，在5年内要储备足够2年 

使用的械弹补充量，即使全中国 

所有兵工厂的产量也是远远不够 

的。据战前国民政府的一项估计， 

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 

消耗量就需要7亿发，这样惊人的 

用量在国内无法补充的情况下势 

必要靠国外大量进121。为避免出 

现以前的各省独立购买军火、全 

国一盘大杂烩的现象，国民政府 

必须先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号与弹 

药121径入手，统一生产，按计划分 

配。但当时的中国并无现代化的 

兵工设备与技术，生产装备和弹 

药的能力很弱，更不要说自给自 

足了，除了与外国合作或请求外 

国援助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 

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与中国没有 

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发展 

壮大军事力量呢?在国民政府多方 

考察、苦寻对策的时候，德国因先 

前的大规模对华军售之故，主动 

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帮助中国 

建立起了现代国防工业，还给中 

国带来了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治军 

理念，有效提升了当时中国军队 

的战斗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 

山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 

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 

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宣布与 

德国断交，参加协约国集团，孙中 

山决定南下护法，推翻段氏政府。 

德国方面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联 

络孙中山，表示愿意提供200万美 

金的援助，孙中山亦有中德进行 

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孙 

中山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德 

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的 

意愿。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 

吕 春 

与中国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 

关系，但孙中山以私人名义秘密 

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 

广东训练军队，建立军工厂，为推 

翻北京的段祺瑞政府积聚力量， 

这也为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军 

事合作打下了基础。 

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后，被迫裁 

减军备、缩编军队，大量的军人退 

役，许多与军备有关的工厂企业 

失去发展机会，国内面临着严重 

的失业与经济危机，亟需发展海 

外市场来减缓国内压力。这时，德 

国政府因为军售的缘故又将目光 

转向了中国，促进并加深对华关 

系，发展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成 

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 

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 

图。 

1927年，蒋介石露出了反革命 

的狰狞面目，开始清除国民党内 

的共产党员、驱逐苏联顾问并终 

止联俄政策，中俄军事合作就此 

被蒋终止。蒋对德国素有好感，在 

与苏联断绝关系后便把目光转向 

了德国，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 

助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相当积极。 

经过多次接触后，德国于1928年 

底派鲍尔上校来华担任军事顾问， 

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 

从1928年至1938年，共有5位得 

到德国政府同意与支持的德国军 

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国民政府 

也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军 

队。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到来，德 

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接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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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 

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 

纷来到中国开展相关的业务。 

德国顾问团里除了退伍军官 

外还有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中国 

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 

为凭借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远 

远不能满足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 

需要的，中国必须要尽快建立自 

主的军火生产工业，除此之外为 

了战时能提高部队的快速机动能 

力，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非常 

必要的。于是德国的赛克特顾问 

引进了德国的和卜楼公司(HAPRO， 

原名HandelsgesellschafitFurlndu 

strielleProduckte)，将资金、技术 

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 

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 

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 

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提供贷 

款与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 

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 

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 

于l 9 3 3年提出 ((陆军改革建议 

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 

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 

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 

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 

步推广到其他部队。这个建议迅 

速被蒋介石采纳。1934年底，蒋介 

石进行 “国军60个师的整军计 

划”。截至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 

国民党军队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 

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l0个 

师、广东军l0个师、川康军26个 

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 

一 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 

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30 

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分接受过 

德制装备与训练的，其余的各师 

也多多少少以德制编制、装备为 

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 

初期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 

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 

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 

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 

为精锐。 

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 

德国军事顾问将西方军事观念如 

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 

战、攻击与防御重点等理论带人 

中国军队的训练中，让封建闭塞 

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西方现代 

军事科学。另外，德国顾问也协 

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 

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 

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等，帮助 

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国防体 

系。 

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 

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7期起 

(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 

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 

军校是培养基层干部的摇篮。学 

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满 

腔热情地接受德国教官的指导， 

很快就建立起全新的理念思维。 

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对 

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 

校的学生是 “全世界最聪明的学 

生”。1934年起，大量的德制装备 

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l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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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 f-j 150毫 

米野战重炮(ep德军FH—l8型)、20 

门37毫米战防炮(ep德军Pak35／ 

36型)、数千支毛瑟24型步枪、数 

千支捷克造轻机枪(2B-26)-~瑞士 

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毫米 

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 

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 

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也开 

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l936 

年，德国又运交了中国2300万马 

克军火，1937年又运交了8200万 

马克军火，其中有150毫米要塞大 

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 

机枪、迫击炮、各式弹药、钢盔以 

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 

材等设备。 

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 

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 

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 

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 

国采购的。 

抗战时期： 

德制武器战场显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 

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开动了 

全面侵华战争的脚步，最后爆发 

了举世瞩目的淞沪会战。淞沪会 

战历时3个月，基本上可分为3个 

阶段。 

第一阶段：围攻期(8．13—8． 

22)。国民政府当时投入了战力最 

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围 

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 

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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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历经4次总 

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 

伤亡均极重大。由于思想观念的 

陈旧，国民党军在实战中还是经 

常使用 “步兵上刺刀——冲锋前 

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 

点穿突、快速挺进的战术；加上后 

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 

能及时稳固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 

反经常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 

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 

20毫米机炮与37毫米战防炮不能 

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 

力据点，部队又习惯于在冲锋中 

硬打硬攻，搞人海战术，导致损失 

惨重。 

第二阶段：反登陆作战与守 

势作战期(8．22～10．27)。8月23 

日，日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 

一

带登陆，中国军队也北调应战， 

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 

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另加 

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 

同时其他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 

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 

赶到战场。中国军队在罗店、月 

浦、师子林等地与日军激战。但是 

日军有军舰上的巨炮与空中战机 

的直接火力支持，使中国军队伤 

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被迫采取 

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 

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 

力。中国军队退守浏河镇一蕴藻 

滨一洋泾一线。在这长约50公里 

的连续战线上，中国军队部署了 

数十万人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 

非常高的防御线。双方反复拉锯 

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 “血肉磨 

坊”。战况惨烈之程度让日军受到 

了极大的震撼。德国顾问团也亲 

临前线，协助中国军队策划部署 

作战，因此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 

国战争”。 

全面撤退(11．5～l1．26)。为 

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l1 

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 

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中 

国守军后背，配合当面的日军，前 

后台围打一场歼灭战。中国军队 

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以当 

时的武器装备、作战水平、战术观 

念还无法进行这种 “机动性的攻 

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只得下令 

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 

夹。 

在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 

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 

的德制陆军精锐尽数投入战场， 

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 

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 

致上是从18万到30万人不等。 

为补充淞沪会战的巨大损失， 

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 

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 

容包括：步枪30万支(每支配弹 

1000发)；手枪3万支(每支配弹 

1000发l机枪2万挺(每支配弹1万 

发l 37毫米战防炮500门(每门配 

弹1000发 追击炮500门(每门配 

弹2000发)。 

同年3月，蒋介石又电令驻德 

专员再采购武器一批：追击炮300 

门(每门配弹3000发 驳壳枪2万 

支(每支配弹2000发 高射机关炮 

3001'](每门配弹5000发 150毫米 

重炮弹6000发；各式炮弹1．8万 

发：步、机枪弹3700万发：水雷 

一 批。不久后，大部分订购的德制 

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 

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 

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 

德制武器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 

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战之前： 

德国逐步停止对华军售 

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 

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 

其是1933～1938年这5年间，中 

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 

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 

系。希特勒于1933年1月当选德国 

总理取得政权后，旋即撕毁凡尔 

赛和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 

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 

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 

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 

立军事、经济合作关系，德国的国 

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 

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 

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 

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 

来。， 

1937年l1月，德、意、日3国 

签订反共协议，结成3国轴心的政 

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 

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希特勒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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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转而采取 

“联日政策”，以使日本牵制苏联 

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以利德国将 

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联。1938年2 

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 

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 

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为亲日派， 

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并不再利于 

中国。 

1939年9月，希特勒挥师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l940年9 

月，德、意、日3国缔结为期l0年 

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 

在亚洲的领导地位。3个法西斯国 

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 

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南京的 

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 

断决外交关系。1941年底，中、苏、 

美、英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 

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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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远望妹 自如云 

头上捆起红头绳 

芝麻开花戴两朵 

花上加花爱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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