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讲第十一讲 中德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中德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汤若望汤若望————中德交往第一人中德交往第一人

从从《《通商条约通商条约》》到到《《胶澳租界条约胶澳租界条约》》

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对华政策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对华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德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德关系



汤若望汤若望，，字道味字道味
（（Johann Adam Johann Adam SchallSchall von Bellvon Bell，， 15911591--16661666））

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到

澳门

主要贡献：成体系地传播
西方科学技术。编制《西
洋新法历书》。

1646年成为清朝钦天监监

正



鸦片战争鸦片战争

18401840年：开始开放港口年：开始开放港口

18431843年：五口通商年：五口通商

18561856年：年：《《天津条约天津条约》》



中德中德《《通商条约通商条约》》

18611861年年99月月22日签订，主要内容：日签订，主要内容：

允许普鲁士使节进驻北京，并代表德意志其他邦国允许普鲁士使节进驻北京，并代表德意志其他邦国

开放开放1515个口岸通商个口岸通商

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

在通商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在通商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

允许德意志人在中国传教允许德意志人在中国传教

1871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成为中德官方关系的正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成为中德官方关系的正

式条约，构成一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政治和外交基式条约，构成一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政治和外交基
础。两国关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状础。两国关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状
态。态。



德国基督教传教团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德国基督教传教团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活动时间较晚，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活动时间较晚，
且直到且直到18901890年止处于法国保护下。年止处于法国保护下。

传教团的主要活动传教团的主要活动
开办学校，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体制，有助于中开办学校，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体制，有助于中
国社会的文明和开放。国社会的文明和开放。

建立医疗机构，西医建立医疗机构，西医

和西药的实际应用，和西药的实际应用，

对消除迷信和愚昧有对消除迷信和愚昧有

积极意义。积极意义。



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

总的目标：在中国谋求经济扩张，通过自总的目标：在中国谋求经济扩张，通过自
由贸易而不是通过武力来争夺市场由贸易而不是通过武力来争夺市场

扩大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扩大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谋求一个谋求一个““海军据点海军据点””，保护远东贸易，造成威，保护远东贸易，造成威

慑作用慑作用

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扩大德国军火对中国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扩大德国军火对中国
出口，对中国军事产生影响出口，对中国军事产生影响

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采取符合德国利益又不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采取符合德国利益又不与
其他大国对抗的行动其他大国对抗的行动



威廉二世的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世界政策””
与胶州湾事件与胶州湾事件

胶州湾事件的背景：威廉二世胶州湾事件的背景：威廉二世““世界政策世界政策””争争
夺世界霸权，中国夺世界霸权，中国““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国力衰弱失败国力衰弱

导火线：导火线：18971897年年1010月月77日日““巨野教案巨野教案””
《《胶澳租界条约胶澳租界条约》》19891989年年33月月66日，内容：日，内容：

德国租界胶州湾，租期德国租界胶州湾，租期9999年年
德军在胶州湾沿岸德军在胶州湾沿岸100100里内可自由通行里内可自由通行

德国获得修筑胶济铁路权、铁路沿线德国获得修筑胶济铁路权、铁路沿线3030里内地里内地

区开矿权区开矿权



18971897年年1111月以凯撒威廉二世号巡洋舰为首月以凯撒威廉二世号巡洋舰为首
的德国海军侵占胶州湾的德国海军侵占胶州湾



德军在青岛的兵营



刚刚落成的胶澳总督府刚刚落成的胶澳总督府



近代中德军事关系近代中德军事关系

1919世纪世纪707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向德国陆军学习。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向德国陆军学习。

18731873年，清政府兵部在奏折中称：年，清政府兵部在奏折中称：““今泰西陆军之强今泰西陆军之强

首推德首推德””。德国军人纷纷来华，清政府也派遣中国人。德国军人纷纷来华，清政府也派遣中国人

去德国学习军事去德国学习军事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李鸿章的北洋水师

18751875年年55月，清政府决定快速建立海军，由李鸿章负月，清政府决定快速建立海军，由李鸿章负
责督办北洋水师。责督办北洋水师。18791879年起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年起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
““定远定远””、、““镇远镇远””及一艘铁甲巡洋舰及一艘铁甲巡洋舰““济远济远””，此后又在，此后又在
德国订造铁甲巡洋舰德国订造铁甲巡洋舰““经远经远””、、““来远来远””，，18871887年北洋水年北洋水
师主力舰船基本到位。师主力舰船基本到位。北洋海军于北洋海军于18881888年正式成军年正式成军
时，时，2525艘舰艇中，有艘舰艇中，有55艘主力舰、艘主力舰、55艘鱼雷艇购自德国艘鱼雷艇购自德国

船厂，舰炮船厂，舰炮主炮均系德主炮均系德
国克虏伯厂制造。国克虏伯厂制造。18941894
年参加黄海海战时，有年参加黄海海战时，有
1010艘军舰参艘军舰参战，其中战，其中55
艘主力舰由德国制造。艘主力舰由德国制造。



北洋水师的北洋水师的““洋员洋员””
18751875至至18951895年间，北洋水师聘用了大批年间，北洋水师聘用了大批““洋员洋员””，，
总数达总数达147147人，其中德国人最多，为人，其中德国人最多，为7070人。人。

如定远舰上的德国洋员军官有：如定远舰上的德国洋员军官有：

总管轮迈斯脱总管轮迈斯脱

总管轮阿壁成（总管轮阿壁成（Albrecht. JAlbrecht. J），黄海海战中受伤，被），黄海海战中受伤，被

清廷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勋章，赏戴双眼花翎。清廷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勋章，赏戴双眼花翎。



张之洞的自强军张之洞的自强军

18951895年，张之洞提出各省须仿效年，张之洞提出各省须仿效““德国练兵之德国练兵之
法法””创练新军。创练新军。1111月在江宁建月在江宁建““自强军自强军””，共，共1313

营营28602860余人，教范及操典完全按德国陆军模余人，教范及操典完全按德国陆军模
式训练。聘请的德国教官多达式训练。聘请的德国教官多达3535人。人。

张之洞同时设武备学堂，选送人员学习军事张之洞同时设武备学堂，选送人员学习军事
和德语，教官也多为德国人。和德语，教官也多为德国人。18901890年创办湖年创办湖
北枪炮厂（北枪炮厂（1908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雇佣年改称汉阳兵工厂），雇佣
多名德国工程师。多名德国工程师。



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

德占胶澳后，随着山东成为德国的德占胶澳后，随着山东成为德国的
势力范围，当地民众开始对外国教势力范围，当地民众开始对外国教
会进行武力对抗。会进行武力对抗。

18981898年山东拳民攻打教堂，提出年山东拳民攻打教堂，提出
““扶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的口号。18991899年义和团年义和团
在北方迅速发展。在北方迅速发展。19001900年义和团涌年义和团涌
入北京，包围教堂和使馆区。入北京，包围教堂和使馆区。55月下月下
旬，各国政府以旬，各国政府以““保护使馆保护使馆””为名派为名派
兵进驻北京、天津。兵进驻北京、天津。55月月2121日清政府日清政府
对各国宣战。对各国宣战。66月月1010日英法等国组成日英法等国组成
八国联军，从天津进犯北京，八国联军，从天津进犯北京，88月月1414
日北京陷落。日北京陷落。



德国在八国联军中的行为德国在八国联军中的行为

克林德克林德 （（Clemens von Clemens von KettelerKetteler, , 
18541854--1900),1900),德国外交官。德国外交官。18801880至至
18901890年在广州、北京等德国使领年在广州、北京等德国使领
馆任翻译、秘书。馆任翻译、秘书。18991899年任驻华年任驻华
公使。任职期间要求德国及列强公使。任职期间要求德国及列强
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并肆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并肆
意挑起事端。意挑起事端。19001900年年66月月2020日被清日被清
军神机营士兵打死。军神机营士兵打死。



德国在八国联军中的行为德国在八国联军中的行为

19001900年年77月月2727日，威廉二日，威廉二
世在不来梅港为德国远征世在不来梅港为德国远征
军送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军送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
的的““匈奴演说匈奴演说””。其中有，。其中有，
““不要宽恕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不要捉俘虏。
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谁
就是死亡。就是死亡。””

在攻占北京和天津后，由瓦德西指挥的八国联军出兵山海在攻占北京和天津后，由瓦德西指挥的八国联军出兵山海
关、保定、正定，直至山西境内。德国远征军人数最多时达关、保定、正定，直至山西境内。德国远征军人数最多时达
到两万两千人，构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到两万两千人，构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
上军事行动。在联军与义和团及清军的历次重大战斗中，都上军事行动。在联军与义和团及清军的历次重大战斗中，都
有德军参与。有德军参与。



辛丑条约辛丑条约————19011901年年99月月

《《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对中国造成对中国造成
最大经济损失的是赔款最大经济损失的是赔款
白银白银44亿亿55千万两，分千万两，分3939
年还清，本息折合白银年还清，本息折合白银99
亿亿88千多万两，以海关千多万两，以海关
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
押。押。

德国获赔款德国获赔款99千万两，占赔款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千万两，占赔款总数的五分之一，在

俄国之后居第二位。如计入到期利息，德国将获赔俄国之后居第二位。如计入到期利息，德国将获赔
款款11亿亿99千千66百万两。百万两。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一款辛丑条约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林（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林
德大臣被残害一事，钦派德大臣被残害一事，钦派
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
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
代 表 大 清 国 大 皇 帝代 表 大 清 国 大 皇 帝
暨国家惋惜之意。暨国家惋惜之意。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
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
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
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
惜 凶 事 之 旨 ， 书 以 拉惜 凶 事 之 旨 ， 书 以 拉
丁、德、汉各文。丁、德、汉各文。



门户开放政策与德国对华政策的变门户开放政策与德国对华政策的变
化化

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18991899年美国提出，实质是年美国提出，实质是
在维护列强在华特权的基础上，缓和各国在维护列强在华特权的基础上，缓和各国
互相争夺的矛盾，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互相争夺的矛盾，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为原则，使美国在与各国的争夺中，保持为原则，使美国在与各国的争夺中，保持
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地位。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地位。

德国态度：原则认可。德国态度：原则认可。18981898年开放青岛港年开放青岛港

德国的德国的““和解政策和解政策””：在贸易、文化方面加：在贸易、文化方面加
强对中国势力的扩张，培养政治高层的亲强对中国势力的扩张，培养政治高层的亲
德势力，缓和与当地中国民众的矛盾德势力，缓和与当地中国民众的矛盾



2020世纪初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世纪初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

2020世纪初，德国对华政策中的文化政策开始成为德世纪初，德国对华政策中的文化政策开始成为德
国势力在中国扩张的一个重点。重要实施手段是国势力在中国扩张的一个重点。重要实施手段是
在建立学校。在建立学校。

第一，建立进行普通教育的中小学，由在中国的德第一，建立进行普通教育的中小学，由在中国的德
国传教团开办，目的是传授德语基础知识及文国传教团开办，目的是传授德语基础知识及文
化。化。

第二，筹办中等及高等第二，筹办中等及高等
专科学校，由政府出面专科学校，由政府出面
或者参与，目的是培养或者参与，目的是培养
传播德国科技文化的知传播德国科技文化的知
识精英。识精英。



德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德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1911年10月17日德国“猛虎”号炮艇向革命军开炮。



扶持袁世凯上台扶持袁世凯上台

在德国等外国势力的
支持下，1912年2月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

1913年10月，德国

等其他大国承认中华
民国。



一次大战时的中德关系一次大战时的中德关系

北洋政府的对德政策以美日等国的意志为北洋政府的对德政策以美日等国的意志为
转移转移
19141914年年88月一战爆发，德国主动提出就归还胶州月一战爆发，德国主动提出就归还胶州

湾问题与中国谈判，但未果湾问题与中国谈判，但未果

19141914年年88月月2323日，日本对德宣战日，日本对德宣战

19151915年年1111月，袁世凯考虑参战，与协约国代表月，袁世凯考虑参战，与协约国代表

秘密谈判，受到日本阻挠未果秘密谈判，受到日本阻挠未果

19171917年年22月月33日，美德断交，并鼓动中国追随其日，美德断交，并鼓动中国追随其

对德政策。日本亦表示支持对德政策。日本亦表示支持



攻占青岛的日军举行入城式攻占青岛的日军举行入城式



中德断交中德断交

1917年3月14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
断交，正式收回汉
口、天津德国租
界，停付德国战争
赔款和欠款



孙中山南方政府与德国孙中山南方政府与德国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19171917年年33月至月至19211921年年55月，反对对月，反对对
德宣战，意图借德国之力推翻段祺瑞北洋德宣战，意图借德国之力推翻段祺瑞北洋
政府政府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19211921年年66月至月至19221922年年55月，争取德月，争取德
国的外交承认，希望与德、俄建立三国同国的外交承认，希望与德、俄建立三国同
盟盟

第三阶段：第三阶段：19221922年年66月至月至19251925年，放弃三国年，放弃三国
同盟的想法，加强与德、俄的双边关系。同盟的想法，加强与德、俄的双边关系。
最终弃德联俄。最终弃德联俄。



19191919年巴黎和约年巴黎和约

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意、日操纵巴黎

和会，公然出卖中国主权，将山东判交日本。
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中德协约中德协约》》的签订的签订

19191919年年99月月1515日，北洋政府宣布结束对德日，北洋政府宣布结束对德
战争状态。战争状态。

19201920年年77月，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来华，月，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来华，
就双方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就双方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政府进行谈
判。判。

19211921年年55月月2020日卜尔熙与北洋政府外交总日卜尔熙与北洋政府外交总
长颜惠庆签订长颜惠庆签订《《中德协约中德协约》》，两国恢，两国恢
复外交关系。复外交关系。



《《中德协约中德协约》》的积极意义的积极意义

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交孤立，逐步与其他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交孤立，逐步与其他
交战国恢复正常关系，重返中国这个大市场，并交战国恢复正常关系，重返中国这个大市场，并
在文化领域恢复影响。中国人开始将德国与其他在文化领域恢复影响。中国人开始将德国与其他
在中国仍享有特权的外国加以区别，德国形象得在中国仍享有特权的外国加以区别，德国形象得
到了一些改变，在中国有了更多的外交活动的空到了一些改变，在中国有了更多的外交活动的空
间。间。

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不仅增加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信心和勇气，不仅增加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信心和勇气，
而且也为此创立了一个范例。与德国建立平等关而且也为此创立了一个范例。与德国建立平等关
系后，有利于中国引进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系后，有利于中国引进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
事技术。事技术。



魏玛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魏玛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背景：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要在平等关背景：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要在平等关
系的基础上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争取获得更大的系的基础上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争取获得更大的
利益利益

特点：在放弃直接谋求政治目的的同时，加强与中特点：在放弃直接谋求政治目的的同时，加强与中
国的经济及文化关系。在承认南京政府后，德国国的经济及文化关系。在承认南京政府后，德国
在华活动的近期目标是，通过签订条约，保证德在华活动的近期目标是，通过签订条约，保证德
国在中国继续保持贸易上的最惠国地位，同时通国在中国继续保持贸易上的最惠国地位，同时通
过参加向中国提供国际贷款的方法，扩大德国在过参加向中国提供国际贷款的方法，扩大德国在
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影响。



回到殖民者年代的企图回到殖民者年代的企图

19261926年年99月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企图再此基月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企图再此基
础上加入础上加入《《华盛顿条约华盛顿条约》》，目的是在对华，目的是在对华
政策上取得条约国完全同等的权利。政策上取得条约国完全同等的权利。

德国的企图遭到中国的反对。中方指出，相德国的企图遭到中国的反对。中方指出，相
对对《《中德协约中德协约》》而言，德国企图入盟是明而言，德国企图入盟是明
显的倒退，它将影响中德关系。在这一问显的倒退，它将影响中德关系。在这一问
题上，中国南、北两政府出现了少有的一题上，中国南、北两政府出现了少有的一
致。致。



南京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团南京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团

从从19271927年底开年底开

始，德国军事始，德国军事
顾问开始陆续顾问开始陆续
来南京政府任来南京政府任
职，开始国民职，开始国民
党政府与德国党政府与德国
军事顾问长达军事顾问长达
十年的密切合十年的密切合
作。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组建、训
练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成
立于一九三一年一月。

作。



德国对中国的军事帮助德国对中国的军事帮助
和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

淞沪会战期间，战防炮教导队机
械化炮兵的戴姆勒·奔驰车辆牵引
的37毫米战车防御炮开赴上海前

线。

头戴防毒面具、配备德制驳壳
枪的战士。



纳粹德国的对日对华政策目标纳粹德国的对日对华政策目标

希特勒德国希特勒德国

日本日本 南京政府南京政府

外交外交
政治政治

战略原料战略原料
军事经济军事经济



希特勒远东政策的变化希特勒远东政策的变化

继续实行魏玛政府时期的远东政策，经济继续实行魏玛政府时期的远东政策，经济
上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政治上亲日上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政治上亲日

选择日本作为同盟者，但同时尽可能维持选择日本作为同盟者，但同时尽可能维持
与中国良好的传统关系与中国良好的传统关系

与日本结盟，最终被迫完全放弃中国与日本结盟，最终被迫完全放弃中国



二次大战后的中德关系二次大战后的中德关系

中国与民主德国：中国与民主德国：
19491949年建交年建交

5050--7070年代：受中苏交恶影响，陷入僵局年代：受中苏交恶影响，陷入僵局

8080年代：中苏关系解冻，两国关系好转年代：中苏关系解冻，两国关系好转

中国与联邦德国：中国与联邦德国：
5050--6060年代：年代：““哈尔斯坦主义哈尔斯坦主义””，冻结状态，仅有，冻结状态，仅有

经贸往来和民间交往经贸往来和民间交往

7070年代：年代：““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19721972年年1010月建交月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政府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
内互派大使。内互派大使。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于北京，正本两份，每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于北京，正本两份，每
份用中文和德文写成。份用中文和德文写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
姬鹏飞（签字）姬鹏飞（签字） 瓦尔特瓦尔特··谢尔（签字）谢尔（签字）



中德关系的发展中德关系的发展

8080年代后：互访频繁年代后：互访频繁

8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联邦德国参加对华制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联邦德国参加对华制

裁，关系下降裁，关系下降

9393年德国政府不批准向台出售潜艇，两国关年德国政府不批准向台出售潜艇，两国关
系出现积极发展势头，系出现积极发展势头，19951995年全面发展年全面发展

19961996年德国议会通过年德国议会通过““改善西藏人权状况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的
反华决议，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干扰反华决议，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干扰

19981998年年1010月后：施罗德六次访华月后：施罗德六次访华



施罗德六次访华施罗德六次访华

19991999年年55月（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之后）月（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之后）

19991999年年1111月月
20012001年年1111月（出席中德高科技论坛第二次会议，到月（出席中德高科技论坛第二次会议，到

北京大学做报告，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做报告，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协议）

20022002年年1212月（上海浦东磁悬浮的正式试运行月（上海浦东磁悬浮的正式试运行 ，在，在

同济大学作报告）同济大学作报告）

20032003年年1212月（访问成都，对开发西部的支持）月（访问成都，对开发西部的支持）

20042004年年1212月（访问长春，振兴东北）月（访问长春，振兴东北）



中德关系获得高度发展的原因中德关系获得高度发展的原因

两国之间没有历史问题和根本利害冲突两国之间没有历史问题和根本利害冲突

双方发展关系非常有利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发展关系非常有利于各自的国家利益。

两国在经济领域有多方面的互补性，在经济上有着广泛两国在经济领域有多方面的互补性，在经济上有着广泛
的共同利益的共同利益

两国都互相支持国家的统一两国都互相支持国家的统一

中国方面中国方面

致力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的致力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力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力求与
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对国际事务与中国有许多相似或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对国际事务与中国有许多相似或
相近看法的德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相近看法的德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中德关系获得高度发展的原因中德关系获得高度发展的原因

德国方面德国方面

借重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争取成为世界政治
大国，同时希望与中国共同推进多元化。

希望从中国庞大市场和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中
为德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在发展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上突出主导作用，凸
现德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的独特影响。



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人权问题。德国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历史污点，一
方面也试图显示自己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此
在把人权作为外交工具方面显得特别积极。

西藏问题。基于其对历史的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
见。“藏独”分子年年都到德国活动，达赖也和许

多德国官员甚至个别内阁成员保持联系。

台湾问题。主要还是经济问题，而不像美日等那
样有政治图谋。德国不断扩大对台贸易，议员和
官员频频跑到台湾访问，对中德关系带来某些消
极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