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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弢

摘　　要：１９５１年４月发生的迈力克默号事件是冷战初期联邦德国（西德）

对华贸易的一个关键事件，体现了这一时期从西欧到中国大陆复

杂的贸易网络的发展情况。该事件不仅使西德企业的对华业务

遭到极大打压，也几乎中断了方兴未艾的西德东亚航线。在西德

贸易主权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美国的强大压力和西德政府自

身的战略考量是西德对华实施严厉贸易禁运措施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西德政府也为日后发展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保留了

一扇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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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弢：迈力克默号事件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作为联邦德国（西德）建国后第一艘驶往远东的货轮，隶属于西德著名航运巨头
瑞克麦斯公司（Ｒｉｃｋｍｅｒｓ）的迈力克默号轮船（Ｍａｉ　Ｒｉｃｋｍｅｒｓ）①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３日离
开德国汉堡港，在香港停留三天后于４月２１日离港驶往上海，并计划随后前往天津和
大连。② 但轮船在驶往上海的过程中被国民党政府海军截获。随后，这艘插有西德国
旗的９０００吨货轮在巡洋舰的押送下驶往了基隆港停靠。③ 西德政府很快对迈力克默
号所属的瑞克麦斯公司进行了惩罚，并中断了西德对中国大陆的海上航线，同时拒绝
再颁发新的对华贸易④许可证。由此西德对华贸易额大幅下滑。西德看似完全进入
了美国领导的西方对华贸易禁运的轨道，而中国对西德的贸易也似乎遭受了重创。

传统的有关冷战初期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贸易封锁禁运的研究，偏
重美国及其盟国的外交战略、谈判协商和禁运政策演变等问题，⑤较缺乏对具体禁
运和反禁运案例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企业的考察尤为稀少。

同时，国内学界有关美国的西欧盟友在对华禁运过程中政策和角色的研究主要针
对英法两国，欠缺对西欧经济第一大国西德的研究。⑥

在国际学界对１９５０年代初期西德对外和对华贸易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强
调西德建国初期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对西德外贸和对华贸易的绝对影响。西德
被视为是最严格执行了美国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禁运的国家，它与社会主义阵营
进行经济交流的空间非常有限。这一观点与１９５０年代西德企业界的观点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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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　Ｒｉｃｋｍｅｒｓ号被台湾当局俘获后，台方的档案中将其音译为“迈力克默号”，本文沿用了这个译
名。台方档案参见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本文所使用的台湾当局档案的获取得
到了辅仁大学萧道中教授和政大历史系张扬舞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此时上海仍被国民党当局封锁，天津和大连等中国北方港口成为了中国大陆货物进出口的主
要港口。解放较早的天津当时是贸易量和关税总额最多的城市，大量新中国新成立的国营公司在此承接了
大量战争物资。这也是迈力克默号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而非上海的重要原因。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
艰辛起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３　４４页；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１９４９—１９５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９７　９９．

《德轮在赴沪途中被国舰截获，已解往台湾基隆港》，载《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７日；《我海军
截获西德货轮一艘》，载《台湾新生报》，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７日。

本文中的“对华贸易”，指的是西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Ｅｍ－
ｂａｒｇｏ，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ｐｐ．１　３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ＣｏＣ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Ｔｒａｄｅ，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６４　１０６；崔丕：《美国的冷战战
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１９４５—１９９４》，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刘子奎、朱杰：《美国学界关于冷
战时期出口控制政策的研究》，载《世界历史》，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２７　４４页。

参见吴浩、刘艳斐：《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６期，第１１２　１２７页；高嘉懿：《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载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３９　５１页；聂励：《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贸易危机与中英关系》，载《中共
党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９８　１１２页；吴浩、刘艳斐：《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载《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８１　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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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① 而近期出版的对西德财团和企业等非政府行为体在对华贸易中角色和作用
方面的研究，和传统研究一样也忽视了１９５０年代初期西德政府及企业在对华贸易
上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复杂互动。② 同时，上述有关西德对华经贸政策的研究都缺
少相关的中方材料，叙述逻辑和线索单一，难以解释中德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利用以德国政府档案③为主的多边政府档案材料，结合瑞克麦斯公司
的档案材料，对１９４９年后西德对华贸易的发展和影响因素，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发
生的迈力克默号事件的经过，和西德政府对此的应对及其影响进行探讨。④ 同时，

冷战初期西德与新中国之间的贸易航线也是一个在传统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该
条航线在东西方贸易禁运之际维持了新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同时也导致了迈力克
默号事件的发生。鉴于此，本文也将对贸易航线问题进行探讨。

一、建国初期西德对华贸易及其重要影响因素

二战爆发前，中德贸易关系在双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１９３６
年，中国是德国在欧洲之外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德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进口国，占
中国进口额的１５．９％。中国主要进口德国的工业品和机械设备，其中尤以军火最
具代表性，占德国军火总出口的２８．８％。这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德国军火出口中的
占比。⑤ 二战爆发和中德宣战（１９４１年）后，双方的经贸往来也并未因政治和军事
的敌对而大幅下滑，中国对德进口在１９４５年前仍长期居国统区对外贸易第一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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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Ｄｏｋ．４：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ＯＡＶ，ｉｎ　Ｍｅｃｈｔｈｉｌｄ　Ｌｅｕｔｎｅｒ（Ｈｒｓｇ．），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ｂｉｓ　１９９５，Ｐｏｌｉｔｉｋ－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　Ｑｕｅｌｌ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５，Ｓ．５１　５３；Ｓｖｅｎ　Ｊüｎｇｅｒｋｅ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ｅｎ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Ｏｓｔ－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Ｏｓｎａｂｒüｃｋ：Ｆｉｂｒｅ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２，Ｓ．１４１　１４３；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Ｓｃｈｌａｒｐ，”Ｄａ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ｄｅｓ　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Ｏｓｔｈａｎｄｅｌ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Ｏｓｔ－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Ｊａｈｒｇａｎｇ　４１，１９９３，Ｈｅｆｔ，４，Ｓ．２２１　２７６．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１９４９—１９５８”，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７８　１０６．
主要包括联邦德国经济部和外交部的档案材料。

台湾学者陈郴在利用弗莱堡联邦军事档案馆所藏法肯豪森将军的对外通信的基础上，在汉语学界第
一次对迈力克默号事件进行梳理。但法肯豪森将军并非战后西德军政的决策和参与人物，且冷战初期西德对
社会主义阵营禁运的材料绝大部分保存在外交部和经济部的档案中。在没有参阅上述档案的情况下，陈文错
误地认为台湾当局对迈力克默号事件的处理态度成为了西德政府与台湾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参见陈郴：
《战后德国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演变１９４５—１９５５》，载《档案季刊》，第１０卷第１期，２０１１年，第４　１５页。

在中国沦陷地区，德国对华出口尽管大幅落后于日本而居于第二位，但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间均有所增
长，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１８４０—１９４８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８页，第１８６页；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ｉｒｂｙ，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９０，２２１．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１９０　１９１页。



陈　弢：迈力克默号事件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然而二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中德贸易和德国对华出口降到了“无足轻重的程
度”。① １９４９年，对华出口和进口仅分别占西德出口和进口总额的０．０３％和０．３％。

但１９４９年后，西德与中国的贸易额又大幅上涨。西德官方贸易数据显示，对华出口
从１９４９年上半年的８０万美元增长到了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的４００万美元。其中，借道香
港的对华出口增长尤为迅速，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达到了２９０万美元，远高于１９４９年上半
年的５０万美元。②

西德对华出口额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工业原料和设备的
巨大需求。但１９４９年９月西德政府正式成立初期，由于其国家主权尚未完全恢
复，对外贸易事务很大程度上受盟国管控，发展和恢复对华贸易面临重重阻碍。１１
月２２日，首任总理阿登纳同西方三国高级专员签署了《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该协
定赋予了西德政府在境外成立领事机构和商务代办机构的权力。③ 议定书签署
后，西德总理府设立了直接隶属于其管理的“领事及经济代表处规划办公室”，并开
始制定对外经济政策。但西德对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盟国意志的影响：首先，

盟国对西德外贸的正式管理权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０年初，由盟国在法兰克福设立的进
出口联合管理局（ＪＥＩＡ）④负责。其次，西德逐渐恢复处理对外事务权力的过程始
终受到美国主导的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贸易禁运的影响。盟国驻德最高委员会
（ＨＩＣＯＧ）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８日给西德政府的信函中指出，西德政府将承担起对
国内重要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的责任，具体由联邦经济部和联邦粮食部直接管理。

但信函同时指出，西德政府需要和盟国最高委员会一起商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
口管制问题，例如主涉军事和能提升社会主义国家战争潜力物资的１Ａ清单。而
对于仅具战略性（１Ｂ清单）和出口数量不多的物资，德方只需提出申请即可。⑤

盟国的外贸管控还具有极大的歧视性。西德经济部认为，西德在具体执行这

１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２２７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１９４９年德国和中国均发生了政权更迭，因此１９４９年上半年西德对华贸易
的数据，主要指的是当时美英法等西方三国在德国的联合占领区与中国之间进行的贸易统计额。而随着

１９４９年下半年西德阿登纳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相继成立，在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两国贸易的统计数据
中，已将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台湾排除在外。参见 Ｖｅｒｍｅｒｋüｂｅｒ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Ｒｏｔ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
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０．０８．１９５０，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４；Ｂｒｉｅｆ　Ｅｒｈ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０５．０６．
１９５０，Ｂ１０２／５７８０８，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Ｅｒｎｓｔ　Ｍａｊｏｎｉｃａ，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ｕΒ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ｕｎｄ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

１９６５，Ｓ．１５　１９．
ＪＥＩＡ于１９４６年在德国的美英占领区成立，因此主要受到美英两国的管控。ＪＥＩＡ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向西

德政府移交了外贸管理权力，并在１９５０年被撤销。在被正式撤销之前，ＪＥＩＡ并不受西德司法权的管辖。

这封信要求西德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按照１Ａ和１Ｂ两个清单来进行贸易管控，前者不能出口，

后者则仅能适度出口。Ｂｒｉｅｆ　Ｅｒｈ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２５．０９．１９５０，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　ｄｅｓÄｕｓｗäｒｔｉｇｅｎÁｍｔｓ
（ＰＡＡＡ），Ｂ１３０／４６５６ａ；Ａｋｔｅｎｖｅｒｍｅｒｋ，１３．１０．１９５０，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４．对于１Ａ和１Ｂ
清单的详细探讨，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第１０５　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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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时会面临比其他所有参与国严格得多的监控。① 经济部１９５０年２月的一份
备忘录显示，由于对贸易禁运措施的遵守程度不同，英法荷等西欧国家对社会主义
阵营的贸易额在１９４８年底已经超越了１９３８年贸易额的１５５％－１６０％，而西德此
时的贸易额仅为１９３８年的１／５。出口上的巨大损失也会在进口额（尤其是西德对
食品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未受太大影响的情况下，给西德造成巨大的美元紧缺问
题，该问题只能通过外在的注入进行平衡。② 而与东方阵营的经济合作恰好是填
补日益增长的美元缺口的重要方式。③

因此，西德在加入贸易禁运初期就频繁抱怨西方贸易管控体制的不公平问题。

阿登纳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２日给美国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Ｊｏｈｎ　ＭｃＣｌｏｙ）的
信中指出，贸易禁运措施已造成西德对外贸易１．５－２亿美元的损失，以及与东德
贸易中４－５千万美元的损失。今后的损失只能通过更高额的经济补贴才能平衡。

他表示，美国提出的贸易禁运清单目前只在美国和西德的出口中得到贯彻。英国
和法国自设的管制清单中仅包括美国清单内７０％－８０％的内容。这导致英国仍
在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而西德却被排除在外。西德需要所有参与
贸易管制的国家立即实施统一的禁运清单。④

此时美国是从其全球战略角度考虑西德与新中国的贸易问题。１９５０年初，美
国已经开始担忧德国的资源和工业能力被新中国利用。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忧苏
联可能帮助招募失业的德国（西德）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去援助新中国和其他东亚共
产主义国家的建设。⑤ 但美国政府内部对处理中德贸易关系问题意见并不一致。

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防部与国务院曾就是否将蒸汽机车和钢轨等
西德考虑的对华出口物资列为全面禁运的１Ａ类物资产生争论。⑥ 后者不像前两
者那样认为这些物资具有“重要军事意义，会直接提升中国战争潜力”，其指出禁运
不利于西德战后经济复苏。⑦ 总之，对于１Ｂ清单内的物资，西德政府和盟国管理
机构在具体处理时常具有极大的模糊性，这给西德对华出口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期。

１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Ｓｃｈａｌｆｅｊｅｗｓ　ａｎ　Ｅｒｈａｒｄ，６．１２．１９４９，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９５０，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Ｋａｒｓｔｅｎ　Ｒｕｄｏｌｐｈ，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　ｉｍ　Ｋａｌｔｅｎ　Ｋｒｉｅ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Ｃａｍｐｕｓ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４，Ｓ．４６　４８．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ｓ　ａｎ　ＭｃＣｌｏｙ，２．２．１９５０，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此时西欧各国

彼此指责对方没有严格遵循禁运措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参见吴浩、刘艳斐：《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国
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第８３　８４页。

“Ａｍｅ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４８，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Ｆｅｂ　２１，２２，２４，２８，Ｍａｒｃｈ　１，

２，１９５０，Ｐａｒｔ　Ｉ，ｐ．２３０．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第２０３　２０４页。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ｐ．９，２９．



陈　弢：迈力克默号事件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志愿军参战直接冲击和改变了上述模糊的情
况。西德作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朝鲜战争激发了世界各国对其工
业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大量需求。１９５０年第二季度起，西德工业产值大幅上涨，到

１９５１年年底已较１９５０年年初增长了５０％，工人工资随之迅速提升。在这个背景
下，西德钢铁产量突破了１９４６年确定的５８０万吨，于１９５１年８月达到１３１０万吨。①

西德重工业企业向社会主义阵营出售了大量的钢铁及钢铁产品等战略物资。② 这
种繁荣现象被德国经济史学者称作西德经济的“朝鲜战争繁荣”（Ｋｏｒｅａｂｏｏｍ）。

但西德钢铁及钢铁产品等重要战略物资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很快引起了
美国方面的注意。麦克洛伊曾公开警告“某些西德工业家”应拒绝向那些“具有扩
张和侵略性的国家提供物资”。他认为，这有利于西德本身的国家安全，而西德工
业家不顾国家安全追逐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行为“很令人不快”。美
方还表示要重新检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清单，并将钢铁和其他一些重要工业
产品加入１Ａ清单。③ 麦克洛伊还警告阿登纳说，西德政府没有对禁运完全尽责。④

巴统组织和 ＨＩＣＯＧ都发现，西德自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出口了比１９４９年全年还多
的１Ｂ清单里的物资，同时往东德和东柏林的邮寄量也增长了３０倍。ＨＩＣＯＧ的贸
易管理机构专门撰写报告，对西德的出口管制进行了严厉指责。英法两国同样对
此提出了尖锐批评。⑤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美国驻巴统组织代表在与西德经济部东
西方贸易事务主管及驻巴统代表汉斯·克罗尔（Ｈａｎｓ　Ｋｒｏｌｌ）的私下会谈中强调，

朝鲜战场上的流血牺牲使得美国公众、国会和政府对（盟国）向社会主义集团出口
战略物资的问题极其敏感。美方直截了当地指出，西德政府过去几个月以来的出
口管制没有给美国留下好的印象（例如，西德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了３５０辆卡车），

无论巴统的决议如何，美国都会继续强化贸易管控并要求其他盟国也依此行事。⑥

朝鲜战争爆发后，盟国管理机构对西德贸易管控的权力也增强了。很多原来
只需西德经济部中央许可证部门审批的产品现在则需要再提交 ＨＩＣＯＧ的出口管

１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ｅｒｎｅｒ　Ａｂｅｌｓｈａｕｓ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１９４５ｂｉｓ　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Ｂｅｃｋ，２０１１，Ｓ．１５３　１５７．

Ｖｅｒｍｅｒｋ，２４．０８．１９５０，ＰＡＡＡ，Ｂ１３０／４６５６ａ，

ＭｃＣｌｏｙ　Ｆｏｒｄｅｒ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ａｕｆ，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Ｏｓｔｅｎ　Ａｂｚｕｌｅｈｎｅｎ，２１．０８．１９５０，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ＡＡＡ，Ｂ１３０／４６５６ａ．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ＭｃＣｌｏｙｓ　ａｎ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１４．１１．１９５０，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Ｓｅｌｌｉｇｅｒｓ　ａｎ　ｄｉｅ　Ｚｅｎｔｒａｌｅ　Ｇｅｎｅｈｍｉｇｕｎｇｓｐｒａｘｉｓ，３．１０．１９５０，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Ｂ１０２／

４３５３７４；但Ｋｒｏｌｌ认为这样的指责是谎言，并要求西德政府整理详细的贸易材料予以反驳。参见Ｂｒｉｅｆ　Ｋｒｏｌｌｓ
ａｎ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１８．０９．１９５０，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４．

Ｂｒｉｅｆ　Ｋｒｏｌｌｓ　ａｎ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１８．０９．１９５０，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Ｂ１０２／

４３５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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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工作小组审核。７月底，法兰克福一家公司对华北进口公司（天津）出口的钢轨、

吊车和马达被 ＨＩＣＯＧ否决。① 在杜鲁门总统８月底号召欧洲盟国实施更严厉的
贸易管控后，美国政府从９月初开始在英法德等西欧盟国，以及巴统组织的会议中
推动采取更有效、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②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４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决定，一旦发现并确定西欧各国向苏联及东欧输出禁运物资，美国将立即停止向
西欧出口战略物资。会议也决定禁止向中国大陆出口钢轨。③ 西德原１０月向中国
大陆出口６０万吨１Ｂ清单中的铁轨的计划也未得到 ＨＩＣＯＧ的同意。④

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强化了对新中国
的贸易管控。１９５１年３月１日，美国将原先只对重要战略物资出口所用的１Ａ清
单扩展到了除图书和电影外的所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产品。⑤ 美国国内的严
厉管控很快波及到了西德和其他盟国。东西方贸易被视作一个“热点政治问题”，

美方在考虑切断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争物资”的盟国的经济和财政援助。⑥

针对美国对西德外贸的强力干预，艾哈德认为，美方的立场可以理解。他将美
国政府的决定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当时所面临的“艰苦防御作战”联系在一起。因
此，他认为，在国际形势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西德应该像过去一样，坚决地体现出德
国忠实于对美合作，并贯彻更严格的贸易管控措施的意愿。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得
西德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得到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的待遇，而不再受到歧
视。⑦ 这样，西德一方面通过紧跟美国越发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以维持和美
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消除西德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中受到的歧视待遇，从
而最终提升西德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

根据这种政策思路，西德政府越发顾忌对新中国的出口问题。朝鲜战争开始
后，西德政府加强了对重要战略物资的管理。例如，在化学品出口领域，除了对面
向禁运对象国的直接出口监管之外，也对通过第三方进行转口贸易向不能确定身
份的收货方运送货物的行为进行调查。⑧ 西德经济部尽管对 ＨＩＣＯＧ在１９５０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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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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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第２４５　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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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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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处理对华钢铁贸易的方式十分不满①，但也只能遵循 ＨＩＣＯＧ作出的决定，将新
中国视作第一等级的禁运对象国，同时不再对朝鲜发放１Ａ和１Ｂ清单里的所有物
品的出口许可证。② 西德经济部还努力劝说本国公司不要发展对华贸易，以避免
登上美国政府的黑名单。③

１９５１年１月初，美国政府表示了希望西德政府对华全面禁运的想法。而西德
政府也很快针对机械、化学和钢铁产品等重要对华出口物资的出口许可问题列出
了详细的规划清单。按照这份清单，包括盘尼西林、柴油发动机、采矿设备、货车、

道路建设机械、钢铁产品及各种汽油等都不可能获得出口许可证，汽车轮胎获得出
口许可的可能性也很小。④ 西德经济部认为，尽管中国大陆对德国经济界来说是
个巨大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但目前的对华贸易只能等待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西
德政府自身无法把握对华贸易管控的走向。因此，所有对华出口物品只能是没有
出现在盟国对华禁运清单里的物品。⑤ 这样，原先１Ｂ清单里的物资基本上都成为
了禁运物资。甚至１９５１年２月９日，西德政府在卡车并未出现在禁运清单中的情
况下，指出国内企业出售２０００—４０００辆卡车给中国的做法是不受欢迎的。⑥ ２月
中旬，废钢铁也成为了西德对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禁运清单里的物资之一。⑦

西德政府在加强对华贸易管控的同时，努力尝试与美国沟通以废除西方阵营
内部贸易管控的不公平对待情况。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８日，克罗尔在与美国驻巴统代表
的谈话中表示，尽管德方完全理解美国由于朝鲜战场上的牺牲而强化贸易管控的
必要性，但德国经济已经对此做出了比任何一个西方盟国都更多的牺牲。虽然西
德的出口管制会犯一些小差错，但７月西德对东方和东南方国家的贸易仅占总值
的６％，比往常的１５％少很多。为此，他表示西德渴望在出口管制上获得公平对待
的想法能被转达给美国政府，并批评了英国乘机攫取西德传统市场的行为。他认
为，西德的贸易管控政策只有在“所有盟国的管控措施完全统一，并废除现在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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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的这家西德公司与天津方面已经签订了合同，且中方已经以美元支付了一笔费用，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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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ｂｌｅｎｚ．
此时ＨＩＣＯＧ中的英国出口管制工作小组成员通过监听电话，得知了西德很多公司与中国大陆进行

交易的情况，并指出先前能够被允许对华出口的物资（如卡车等）现已不能得到批准（尽管这类物资并未出现
在官方的禁运名单中）。参见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Ｓｅｅｌｉｇｅｒｓ　ａｎ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２３．０１．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４，Ｂｕｎｄ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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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针对西德等国的）的歧视措施之后”才能持续下去。①

１９５１年４月，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卢德格尔·韦斯特里克（Ｌｕｄｇｅｒ　Ｗｅｓｔｒｉｃｋ）

与克罗尔在科隆与西德工业界的几名代表进行了私下对话。两人对工业界人士承

诺，目前西德政府正努力在巴黎进行的谈判中要求美国消除对西德外贸的歧视对

待，西德将不再仅遵守美国严格的禁运清单，而将遵守由英法两国所提出的禁运物

资较美国清单减少了２０％—３０％的“国际清单”。但“目前这种歧视还将持续，且

美国政府会继续将违反禁运规定的西德企业加入黑名单，因此德国经济界需要在

一段时间内继续忍受目前的限制”。② 克罗尔此前还表示，在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紧

张情绪下，即使那些得到了联邦经济部或 ＨＩＣＯＧ许可的对华贸易活动也不一定

能完成，因此西德经济界应该放弃目前的对华贸易活动。③

对于越发严格的贸易管控，西德经济界，尤其是工业企业界出现了很多不满的

声音。他们不理解政府通过加强禁运措施以获得贸易管控中的公平对待的策略，

并向政府和议会抱怨自己原先可以出口的物品现在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出口。④ 瑞

克麦斯公司及其货轮迈力克默号更是在国际局势极其敏感复杂的时期重启了其东

亚航线，由此给西德政府的对华禁运政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二、迈力克默号事件的爆发和西德政府的应对

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西德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复杂形势，使得其对华货运航线处

于严峻的处境之中。朝鲜战争爆发后，西德外交办公室已开始担心１９４９年后形成

的以天津为主要终点的对华贸易航线还能维持多久的问题。这条远东航线线路极

其复杂，经常需要借道第三方进入中国。⑤ 例如，那些可能被 ＨＩＣＯＧ和西德经济部

拒绝出口的西德出口物资，往往被装船运到香港后再进入大陆。⑥ 此外，伦敦和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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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和香港在内的自由港是西方阵营禁运中的重要缺口，从这些地方转运

物资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少受到其所属政府的干预，也增加了所在地的财政收入，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ｐ．１０１．
当时香港已经开始成为西方各国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和途经之地。香港的商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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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西德对华出口经常选择的商道。由于需要借道第三方，西德对华贸易的货物运
费极其高昂。从香港到天津的运费几乎与从伦敦到香港的运费相同。如果借道伦

敦，还会增收２％的运费（这笔费用由中方支付）。西德商人在处理对华出口时，会将

那些确定会被禁止出口的产品伪装成对英国出口的产品。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与

在天津、香港和伦敦等都有分支机构的英国怡和洋行（Ｊａｒｄｉｎｓ）进行合作，该公司当

时在天津雇佣了２５名德国人从事对德贸易工作。如果不进行这样复杂的操作，西
德公司的对华出口就会有很大可能被ＨＩＣＯＧ的出口管制机构拒绝。①

在美国正式建立对华多边贸易管控机制之前，驶往中国大陆的航道就已是危

机重重。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失败后，开始对大陆沿海城市进行武装封锁和

禁运。１９４９年７—９三个月，在航道封锁后到解放区的外籍商船，因途中受阻返回

者达１２次，遭到较大劫掠６次，受害船达３０余艘。不过西方国家仍不顾国民党的
封锁，坚持与新中国做生意，英国甚至派兵舰保护商船行驶。港英港务局尽管口头

上禁止船只往来大陆，但对出口结关的来大陆船只大多采取默许态度。很多从香

港驶往大陆港口的船只都准备了双份出关手续。② １９５１年初，禁运压力进一步增

强，一些长期从事中德贸易的公司被迫暂时中断了对华贸易往来。③ 法国也取消

了对华运输铁轨和配件的合同。④ 此时对华海运运力非常紧张，很多中国方面已
经订购的货物都在等待欧洲过来的货船。⑤

１９５１年４月４日，美国国安会起草了ＮＳＣ１０４／０２号文件。文件建议对中国大

陆和朝鲜实行全面贸易禁运，在香港和澳门实行许可证制度。文件同时开列应该

重点控制的公司企业名单，并拟对之采取行动：加强技术封锁，设置海运障碍等。

对于西欧各国，文件则要求向其提供专款，以减少其对社会主义集团的经济依
赖。⑥ 这个文件随后在４月１２日被杜鲁门总统批准。⑦

然而，对华贸易航线的复杂性，朝鲜战争爆发后禁运措施的升级以及高昂的运

价都没有阻断西德贸易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兴趣。中国对于西德工业产品的巨大需

求也使得有关企业无法彻底放弃中国市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包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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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Ｖｅｒｍｅｒｋüｂｅｒ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Ｒｏｔ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　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０．０８．１９５０，Ｂｕｎｄ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４．

一份如实写明出口到中国大陆，一份则伪造成出口往朝鲜或日本，以应付途中受阻，参见董志凯：
《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４１　４３页。

Ｂｒｉｅｆ　ａｎ　Ｏｔｔｏ　Ｗｏｌｆｆ，１３．０３．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５７８０８，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高嘉懿：《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第４１页。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６．１０．１９５０，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５６２　１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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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Ｂｌｏｃ，Ａｐｒｉｌ　４，１９５１，ＦＲＵＳ，１９５１，Ｖｏｌ．Ｉ，ｐｐ．１０５９　１０６４．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第２４７　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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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在内的中国进出口公司大量从世界各国购入盘尼西林和消炎药等药物以供给朝

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部队。①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初，中国政府也利用德国东亚协会驻北京

代表回国的机会，向西德政府转达了希望发展与西德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想法，并建

议西德方面直接与北京进行联系（而非利用东德渠道）。② 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出

于对货物在香港交货的担忧，中共中央在８月底要求在香港负责抢购物资的华润

公司直接将从国外进口的货物运往青岛、天津和大连等国内交货口岸，避免在香港

交货。③ 这也使得西德货轮需要越过各种艰险前往上述中国大陆港口。

权衡了对华航运的风险和巨大利好后，瑞克麦斯公司决定派轮船重启东亚航

线。该公司的东亚业务在二战前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起飞，曾在１９３０年代将飞机

和武器运送到南京政府手中，并因此在业界获得了敢于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声誉。④

１９４５年后，公司失去了所有商船。直到获得联邦交通部许可后，公司才在１９５１年

１月购入了一艘英国商船，并将其改称为“迈力克默号”。此时刚好赶上盟国取消

对限制西德进行船舶建造和航行的最后一个措施节点。随后，西德各大轮船公司

开始在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各地重新开展海运业务。

１９５１年２月底，迈力克默号正式启程前往东亚。在离开汉堡时，其公司专门

为庆祝德国东亚航线重开邀请了众多嘉宾，并在船上举行了庆祝仪式。迈力克默

号的航线遵循了该公司传统的东亚航线，即从汉堡到香港，然后穿越台湾海峡开往

中国北部的上海、天津⑤和大连等港口。公司为迈力克默号所装载的货物购买了

战争损害的保险。这意味着该公司多少了解由于１９４９年中国内战所导致的东亚

航线运行的风险。４月１８日，迈力克默号顺利抵达香港，并由此成为了二战结束

以来第一艘抵达当地的德国船只。为此，香港也为迈力克默号进行了盛大的庆祝

仪式，全体船员上岸休息。３天后，迈力克默号离港开赴上海，在驶过台湾海峡的

途中被台湾当局军舰截获后押往基隆停靠。

从后来西德政府发布的官方公告来看，直到迈力克默号被台湾当局截获前，外

界显然不知道此船上到底装载了什么货物。政府只是给该船颁发了发往香港货物

的许可证，而迈力克默号却又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装载了１４００吨运往天津的钢铁。

西德官方认为，是香港管理机构给迈力克默号提供了继续前往天津运货的许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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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学先：《红色华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０页。

Ｂｒｉｅｆａｕｓｚｕｇ，１０．１１．１９５０，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４，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同注①，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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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２０００，Ｂｒｅｍ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Ｈ．Ｍ．Ｈａｕ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９，Ｓ．６１　６３．

迈力克默号预计在天津装载８０００吨的大豆并运回西德。

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　ａｎ　ｄ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２７．０４．１９５１，ＰＡＡＡ，Ｂ１１／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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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方面的调查报告则更详细地展示了迈力克默号上的货物和买卖方情况。

台湾当局“国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迈力克默号上共载了总重约４０００吨的各种货
物。从表１可以看出，这批货物的来源涵盖了包括西德、荷兰、比利时和英国在内
的多国，堪称西欧工商业界的共同产品。① 订购方则主要是天津和上海的新中国
各贸易公司。从货物内容上看，迈力克默号装载的大都是有利于新中国重工业和
军事建设的被列在１Ｂ清单里的战略物资，甚至还包括青霉素、肺病治疗用药和医
用设备等在内的军事医用物资。② 当然，这些物资此时已被西德政府列为禁运物
品，柴油货车亦包括在内。西德经济部刚在２月底辟谣，指出那些认为西德公司在
朝鲜战争背景下向中国大陆提供货车的报道“不符事实”。③ 因此这些货物的被缴
获以及公开，显然让西德政府十分难堪。

表１　被俘获时迈力克默号上所载部分货物

数目 交运人 收货人

比利时制锅炉钢板 ５８５件 伦敦某贸易公司 未说明

钢材 １０３件 礼和洋行（Ｃａｒｌｏｗｉｔｚ） 上海中国贸易公司

钻管 ５７９件 瑞克麦斯公司 未写明

高压电线 ２５卷 安特卫普某公司 天津华北进口合作社

普通铜线 ６１箱 安特卫普某公司 上海某贸易公司

德国制化工用药粉 １８６桶 鹿特丹某公司 华北进口合作社

显微镜 ２０箱 礼和洋行 上海中国贸易公司

科学仪器 １箱 礼和洋行 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柴油货车 ４部 礼和洋行 天津广贸行

照相机 １箱 礼和洋行 天津华北进口合作社

眼科用仪器 ４０箱 礼和洋行 天津华北进口合作社

水泥厂用机件 ２箱 礼和洋行 天津华北进口合作社

外科用仪器 ５箱 礼和洋行 上海中国贸易公司

热度计 １箱 礼和洋行 上海中国贸易公司

脚踏车 ２０５０箱 瑞克麦斯公司 订购者不明

外科手术刀 数量不明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公司（英国） 天津查丁麦斯生公司

染料 ３４１捆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公司（英国） 天津查丁麦斯生公司

军车零件 ４箱 派得贸易行 天津某贸易行

邦尼西林（青霉素） ３箱 太仓行 承德某进出口贸易行

肺病治疗用药 １箱 中国旅行社贸易行 天津某贸易行

　　　　来源：“国防部”致“行政院”电，１９５１年５月５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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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防部”致“行政院”电，１９５１年５月５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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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国防部”在对迈力克默号进行调查后表示，此船上的所有货物“均可供军事

用途”，而船员的国籍也不能通过现有文件进行辨认，因此将事情转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后，专门下了指示。他在指示中指出，对于迈力克默号上的货物可以采

取“先行卸存，再行公告货主认领”的处理方式。“国防部”在这个基础上建议，在外

商货主前来认领时，要求其作出不再“资匪”的保证后，再将货物发还。台“外交部”

也认同这样的办法。① 台当局在处理此事时，计划与其当时正在操作的与西德复

交问题“予以兼顾”，视西德态度调整变化来处理迈力克默号。② 他们甚至试图利

用迈力克默号事件与西德政府建立官方联系，直到最终建立外交关系。③

实际上，西德并非当时唯一被台湾扣留轮船的西方国家。１９４９年后，英国、希

腊、丹麦以及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轮船都被台湾当局武装袭击或截留过。④ 但西德

政府遭遇的问题是各国中最严重的。４月２７日，联邦政府决定，不会插手干预迈

力克默号事件。他们认为这一事件是“极其致命的”，将对德美关系造成难以预料

的影响。阿登纳在４月３０日发表声明指出，凡与东方国家非法通商之西德公司将

不供给原料，同时政府将更加严格执行现行法规。⑤ ６月１日，西德政府以迈力克

默号事件为由，宣布所有对华贸易行为都需要事先获得许可证，并在接下来的一年

多时间里拒绝发放任何驶往中国大陆和香港港口靠岸的贸易许可，只有那些在此

之前获得了许可的商品才能继续对华出口。⑥ ６月５日，阿登纳致函麦克洛伊表

示，今后所有出口到苏联阵营的物资以及绝大多数对东德的船运也都需要提前获

得西德中央政府颁发的许可证。⑦ 此外，艾哈德还与联邦交通部协商，对西德外贸

政策中不限制轮船航线的有关政策进行调整，以避免今后再出现迈力克默号类似

的事件。⑧ 这样的做法极大限制了西德与中国大陆的直接贸易发展。

西德政府对于瑞克麦斯公司的惩治也极为严厉。首先，政府在４月２７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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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外交部”欧洲科文件，１９５１年５月８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外交部”次长便签，１９５１年５月２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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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此时与西德建交的行动和结果，参见陈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台湾当局对德“建交”活动始末》，载《德国
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６　１１１页。

Ｂｅｒｎｄ　Ｅ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Ｄｅｒ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ｅｉｎ，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Ｈａｍｂｕｒｇ：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ｅｉｎ，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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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采措施禁物品资匪》，载《台湾新生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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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报中指出，将不会干预迈力克默号及其所载货物的处理问题，同时将不再向瑞
克麦斯公司提供修建和购买轮船的贷款。① 取消贷款的重要原因是该船所获得的
出口许可证是前往香港，而非中国大陆港口。② 其次，６月中旬，联邦经济部以战争
危险为由取消了该公司在香港以东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许可。③ 第三，政府还否
决了瑞克麦斯公司设立通往中国大陆的长期东亚航线的请求。６月１８日，联邦交
通部在给该公司的信函中指出，如果该公司准备开设的长期东亚航线涉及到新加
坡以东除香港之外的地方，交通部不会许可这条航线的设立，也不会颁发迈力克默
号运载大豆去东德的合同许可。④

国际因素在迈力克默号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由于西德曾委托法
国驻台“大使馆”代表其在台利益，因此台湾也颇为重视法国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

但法驻台“大使”在请示巴黎后得到的答复是“毋予干预”，因此“法大使馆”对此事
件不准备采取任何外交上的步骤。⑤

美国方面则对此高度重视，并以迈力克默号事件为案例来警示和威慑西德及
其他盟友的对华贸易行为。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参议院就专门派人调查全世界各
地资助中国大陆的情况。美方认为迈力克默号所载物资极其重要，因此向台方要
求提供该轮原舱单的影印本以作参考。⑥ ４月中旬，美方多次表达对西德政府处理
东西方贸易关系问题的“担忧”。⑦ 美国国会考察团在实地跟踪研究了西德的出口
管控机制后，表示“极其失望”，认为不仅边境管理严重不足，而且西德经济部在反
对非法贸易上的工作也做得不够，西德政府没有让国内企业界了解到贸易管控的
重要性。为了推动西德进一步加强出口管控，考察团还与包括反对党社民党领袖
赫尔伯特·魏纳（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ｅｈｎｅｒ）在内的联邦议员进行了谈话，建议在联邦议院
建立一个出口管控的委员会。⑧ ５月，美国政府和参议院还同时以停止经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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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　ａｎ　ｄ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２７．０４．１９５１，ＰＡＡＡ，Ｂ１１／９４３；政府对瑞克麦斯公司的船舶修建资助在

１９５６年才恢复，参见：Ｂｅｒｎｄ　Ｅ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Ｄｅｒ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ｅｉｎ，Ｓ．１７１。台当局认为这些行为是西德政府
在对台“表示歉意”，参见：“国防部”致“行政院”电，１９５１年５月５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一德轮运货资费，已为我海军截获》，载《中央日报》，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

为了完成剩余的运输合同，瑞克麦斯公司需要在今后每次运送货物赴东亚时都申请单独的出口许
可证。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ｖｏｍ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üｒ　Ｖｅｒｋｅｈｒ　ａｎ　Ｒｉｃｋｍｅｒｓ　Ｒｈｅｄｅｒｅｉ，１８．０６．１９５１，ＰＡＡＡ，Ｂ１１，Ｎｒ．
９４３．

法国对我扣留西德轮船“迈里克玛斯”之态度，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０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外交部”致“国防部”电，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８日，中研院外交档案，档号：１１　０６　３３　０９　０２　００３。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Ｋｅｉｓｅｒｓ　ａｎ　Ｅｒｈａｒｄ，１６．０４．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Ｖｅｒｍｅｒｋ，４．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４３５３７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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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Ａ）援助物资来威胁西德，要求西德公司停止向中国大陆出售战略物资。①

美国还直接要求西德政府对国内有关涉华贸易的机构进行整饬。８月２１日，

美国驻德最高当局（ＡＨＫ）向西德政府表示，要求其对属于出口禁令中的商品的对
华出口交易进行调查，中止并偿还中国大陆买家购买西德货物所支付的定金。尽
管联邦政府认为自己在缺乏有关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上述行动，但还是在

２２日“建议”西德各州银行暂停与中国大陆的收付款交易。② ８月中旬开始，西德
所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都需要获得中央许可证办公室的许可，该办公室还为
此专门扩充了成倍的办事人员。上述政策使得西德成为了美国之外唯一执行严格
对华禁运措施的国家。③ 因此，美国国务院９月底的一份内部报告终于开始认为，

西德在贸易管控问题上“看上去正在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④

在得不到政府方面提供的任何支持并受到严厉惩罚的情况下，瑞克麦斯公司
被迫在迈力默克号被基隆关押的六周后向台方做出公开承诺，表示“日后不会再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贸往来”。⑤ ６月１２日迈力克默号及其船员终于获释，驶离
基隆。在经历几次船上骚乱后，该船终于在１１月２４日抵达西德不来梅港。

三、迈力克默号事件对西德对华贸易的影响

迈力克默号事件爆发后，德国和国际舆论震动。瑞克麦斯公司很快成为众矢
之的。公司领导和公司员工都被认为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有着紧密联系，并帮
助其运送货物。⑥ 该船被截留的新闻成为从事对华贸易的公司所探讨的热点，并
吓阻了其他西欧公司继续开展与中国大陆的业务。⑦ 很多公司认为当前不太可能
再将货物运送到中国大陆甚至香港。在贸易禁运形势越发紧张的情况下，新中国
的采购方开始要求外方发送的货物一定要确保能够送达中国大陆港口，同时也要
保证货物能在尽短的时间内抵达中国，并以此作为与德方签订订购合同的前提条
件。⑧ 为了使订购交易顺利达成，作为为国内采购方订货的中间商中国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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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警告西德不得资匪》，载《台湾新生报》，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６日；《美参院指责西德资匪》，载《台湾新生
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８日。

Ｂｒｉｅｆ　Ｍａｌｔｚａｎｓ　ａ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ＢＲＤ，２４．０８．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７２２５，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Ｓｃｈｌａｒｐ，”Ｄａ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２４１．
美方其他的强化措施还包括提升 ＨＩＣＯＧ在西德出口管控中的权限，使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非法贸

易的西德公司得不到美国经援等。参见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Ｌａ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１９５１，ＦＲＵＳ，１９５１，Ｖｏｌ，Ｉ，ｐｐ．１１８６　１１８７．

Ｊöｒｇ　Ｌｉｎｄｎｅｒ，Ｓｃｈｉｆｆｆａｈｒｔ　ｕｎｄ　Ｓｃｈｉｆｆｂａｕ　ｉｎ　ｅｉｎｅｒ　Ｈａｎｄ，Ｓ．１７４．
同上，Ｓ．１７６　１７７．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Ｆｕ　Ｓｚ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０９．０５．１９５１，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５６２　 １０　 ５０；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Ｆｕ　Ｓｚ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１．０５．１９５１，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５６２　１０　５０。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１０．０５．１９５１，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５６２　１０　５７。



陈　弢：迈力克默号事件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实际上也准备好了外方货物不能直接运达中国大陆的解决方案，即在香港联系贸
易公司帮忙转运那些只能运抵香港的货物到大陆。①

而香港渠道也变得日益困难。１９５１年５月，联合国宣布对新中国实施禁运，

港英当局随之跟进。② ６月１９日，英国政府开始把运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切出
口货物置于特许管制之下，当年中英贸易额因此较１９５０年骤降了５０％。③ 港英当
局发布通告指出，香港贸易公司只能在保证进口商品不再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情况
下才能获得进口许可证。西德商业团体认为，由于其大多数运送到香港的货物都
是为了输送到中国大陆，港英当局的规定实际上使得香港渠道也不再可行。④

西德政府也响应了英国方面的做法，要求本国企业在对香港出口属于限制名
单（１Ｂ）上的物资时，首先要确保这些物资的确是为香港消费所用（需获得港英当局
的进口许可证），从而避免重要的战略物资通过香港再出口到中国大陆。而“出于
政治原因”，对于那些没有在限制名单上的物品，西德经济部也要求本国企业拒绝
直接出口到新中国。⑤

受此影响，西德对华出口额由１９５１年的１５５２万美元降到１９５２年的４７６万美
元。与此同时，英法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对华出口也大降。⑥ 在美国领导的贸易禁
运下，天津的海运货物量在１９５０年年底达到高峰后，于１９５１年初开始大幅下滑。⑦

同时，中国大陆订购物资的船舰在东亚和东南亚水域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发生了
货物被没收、人员被关押等类似迈力克默号的情况。⑧

对于这些措施，西德经济界发声并不多。总部位于汉堡的东亚协会（Ｏｓｔａｓｉａ－
ｔ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ｅｉｎ）是德国政经两界中少数公开对瑞克麦斯公司表示支持的机构。该
协会指出，西德现在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轮船不被允许登陆中国大陆港口的国
家，迈力克默号事件前后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轮船在中国大陆港口靠了岸。他们抱
怨，西德对华禁运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厉。⑨ 东亚协会也对西德政府不再支持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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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ＧｍｂＨ，１０．０５．１９５１，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５６２　１０　５７。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Ｍａｄ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ｐ．６５．

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１７２页。

Ｂｒｉｅｆ　ｖ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ｕｎｄ　Ｈａｎｄｅｌｓｋａｍｍｅｒ　ｚｕ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１７．０８．
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５７９１４，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Ｋｏｂｌｅｎｚ．

Ｂｒｉｅｆ　ｖｏｎ　Ｚａｈｎ－Ｓｔｒａｎｉｋ　ａｎ　ｄｅｎ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ｅｉｎ，１４．１２．１９５１，Ｂ１０２／５７９１４，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

Ｋｏｂｌｅｎ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５０—１９８０）》，第１０８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ｐ．１００．
吴学先：《红色华润》，第１９２　１９７页。

按照该协会的调查，１９５１年共有不少于１７３艘挂着西方国家国旗的轮船在中国大陆港口靠岸并装
卸物资。参见Ｂｅｒｎｄ　Ｅ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Ｄｅｒ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ｅｉｎ，Ｓ．１５９．



《德国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 第３７卷 总第１４２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港的出口贸易感到不满，认为这只会不利于德国经济的发展，而使他国从中渔
利。① 他们认为，西德没有理由对于出口到香港的货物实施比英国还严厉的管控
措施，因为后者毕竟有军队在朝鲜战场与中国志愿军作战。② 此外，东亚协会还致
信经济部，怀疑政府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依据。③

对于那些深度从事对华贸易的西德航运企业来说，如果不能从中国大陆港口
回运新中国产的货物，那么整个东亚航线就无利可图。为此，西德经济界只有花钱
去雇佣悬挂他国国旗的轮船前往中国大陆。不久西德经济界就试图重新说服政府
恢复到香港和中国大陆港口的航行，他们还建议远离台湾海峡，改从台湾岛以东的
航道绕行。对于他们来说，在美国轮船频繁往来香港的情况下，西德政府的措施是
一种“歧视性的自我限制”，对华航运成为了“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西德唯一不能
享有平等机会的领域”。④

实际上，迈力克默号事件后对华贸易额的大幅下降和限制措施并未伤害到西
德对外贸易体系的根本，这也是大部分西德企业没有剧烈反对禁运措施的原因。

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５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分析认为，此时西德和西欧诸国因
为对华出口禁运而受到的损失微不足道。报告指出，１９５０年西德对中国大陆和香
港的出口仅占其所有出口量的１．２％，因此“至少从经济层面来看，关闭（对华出
口）市场几乎不会对西欧造成什么影响”。报告还指出，由于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大
陆所进口的物品都有很大需求，出口国不会由于需要另寻其他的贸易伙伴而遇到
难题。⑤

事件发生后，西德政府仍关注对华贸易渠道。７月，西德外交部收到来自瑞典
的情报指出，“对华贸易航线的中断是个急迫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大量的大豆腐
烂在变得荒芜的港口中，而俄国人则对获得中国的动物毛皮和钨矿等感兴趣，并将
这些物资运到世界市场上出售以获得高额利润”。⑥ 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１日西德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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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经济界东方委员会认为，这是因为台湾当局海军对东部航道的管控能力有限。参见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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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弢：迈力克默号事件与冷战初期联邦德国对新中国的贸易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的一份中国问题分析报告指出，尽管苏联和东欧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迅速提升，但
这仍然难以弥补其在西欧和美国重要进口物资上的损失。①

迈力克默号事件还直接影响了西德对港台地区的政策。由于需要解决和善后

迈力克默号问题，并获取东亚区域的一线情报，西德外交部联系各方人士在１９５１
年５月底前前往香港解决迈力克默号问题。② 最后他们联系到了在东亚世界有着

传统商业纽带，并与瑞克麦斯公司有合作关系的捷成洋行（Ｊｅｂｓｅｎ）帮忙处理问

题。③ 在后者的帮助下，西德成功于８月在香港建立了领事馆，并获得了港英政府

在建馆问题上的支持。④ 西德政府以不愿卷入中国国内冲突为由，拒绝与台湾政
权建立外交关系，⑤“在北京和福尔摩萨的争端中保持完全中立态度”。⑥

在德国企业界和联邦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西德的东方贸易中有别于法英两国

的限制措施终于在１９５２年中被消除了。⑦ １９５３年，西德政府完全恢复了在贸易、

关税和汇率等问题上的主权。⑧ 西德对华贸易很快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结　语

西德建国初期出现的对华贸易繁荣，为其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收益，促进了

其东亚贸易航道的重新恢复。原本西德对华贸易在全球有多条通路，香港是其

中的重点。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要求所有的交货都应在大陆港口进行，同

时对已被列入禁运的钢铁产品等战略物资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作为西德战后首
艘前往东亚的货轮，迈力克默号在并未获得西德经济部颁发的前往中国大陆进

行贸易的许可证的情况下，运载诸多违禁物资，试图中转香港后运往大连。将货

物运抵香港再运往中国大陆港口的航线模式成为了西德货运公司取得收益的重

要方式。

此时西德对华贸易政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尚未恢复的西德国家主权，美国

和巴统组织的禁运措施，以及中德贸易的发展情况等。西德政府此时尚未完全

收回国家主权，其对华贸易受到本国经济部和 ＨＩＣＯＧ的双重管理。阿登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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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巴统组织内除美国之外最为严格的禁运措施，试图通过紧跟美国实行严
格的贸易管控，以改变西德在禁运上受到的歧视，并最终实现完全的贸易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迈力克默号事件的发生让西德政府非常难堪。在美国的强大压
力和西德政府努力对外证明自己的对华禁运十分严格的意愿的共同作用下，瑞
克麦斯公司受到了严厉惩罚。迈力克默号事件对西德整个对华贸易的影响是逐
渐体现的。在接下来几个月中，随着政府接连出台的一系列法令和政策，以及盟
国对华贸易管控的加强，西德方兴未艾的东亚航线和对华贸易被大幅缩减甚至
中止。１９５２年为西德与新中国贸易额历史最低、对华出口额最少的一年。① 影
响阿登纳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德贸易的发展情况。新中国
成立后对工业原料和设备的大量需求，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采取的物资抢
购，使得新中国与西德的贸易大幅提升。这也给西德政府和经济界留下了中国
大陆市场潜力巨大、需要在合适时间进行开拓的印象。然而当时西德对华的贸
易额占整个西德对外贸易的比重并不大，因此阿登纳政府在选择对华严格禁运
方面的顾虑也会相应减少。综上所述，冷战初期西德政府对华贸易上的严格禁
运措施，并非像西德企业所说的那样是美国单方面施压所致，②也和西德政治家
自身的复杂战略思考有关。

迈力克默号事件后，西德政府拒绝了台湾当局以此为契机来建立外交关系
的企图。虽然现有研究指出，这与台湾当局在此事件中的强硬态度有关，③但显
然，这一论述并不符合事实。西德政府对迈力克默号和对华航运采取的强硬惩
罚和封锁措施恰好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它与台湾当局是不存在矛盾的。不过，由
于对华贸易的巨大吸引力，西德在企业界的帮助下在香港创立了领事馆，从而为
今后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发展保留了一扇门户。

责任编辑：朱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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