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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的德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
在一百年以前，德国帝国主义者在其皇帝威廉二世的指示下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
家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在战争中，中国民众自发的反抗欧洲和日本侵略者的
义和团运动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德国帝国主义也想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分一杯羹。他
们企图向全世界证明，德国军队在掠夺和屠杀方面比起其他帝国主义者来有过之而无
不及。

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中国
在历经了长达 400 年的殖民扩张后，全世界版图终于在 100 年前被几个大的帝国
主义国家瓜分完毕。1871 年的德国虽然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并不是国民革命的
结果，而是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官僚主义建立的，通过警察来控制的军事独
裁政治” (马克思)的形式。对于德国这个已经来迟的强盗来说，瓜分中国这块大蛋糕
无疑是他们对抗其他帝国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最理想途径。
皇帝的顾问，大校摩尔特克（Moltke）曾公开表示：“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诚实一
点的话，促使我们去瓜分中国这块大蛋糕的真正动力其实是：贪念。我们想要在中国
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传播欧洲文化，简要地说：就是捞上一笔。”（详见 资料来源
目录 14 号的 349 页，在后文一律简写为 14/349 页）
不断加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

导致 1900 年中国北部革命起义的最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剧的殖民帝国主义压迫。
在这之前的 10 年中，各殖民帝国列强不断地扩大和强化了这种压迫。那些奉行侵略政
策的传教士和为他们提供资金的铁路以及矿山资本家们在强化侵略措施中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他们把侵略措施称为：“ 处罚措施”。
义和团革命起义

1899 年在中国山东省爆发了义和团武装起义，也称为“拳民” （即正义与和好之
拳 请见 10/179 页和 18 209 页。因义和团的成员修炼中国拳术）。其主要成员为农民、
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山东省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斗争
对象是侵占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强权及其帮凶。起义者杀死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帮
凶，并且攻击德国军队。

爆发在德国占领区山东的起义运动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饥荒成为 1898 到 1899 年在山东南部爆发起义的导火
索，在这场暴动中富有的外国传教站，特别是德国圣言会教会(Steyler)成为攻击的重要
目标。此外，政府的腐败和欺诈更加恶化了广大受剥削群众和农村劳动人口的生活条
件。义和团起义的主要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以及反对清政府释放那些有
罪的贪官污吏和他们背后的德国支持者。针对于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德国殖民侵略
者在大主教安治泰（Johann Baptist von Anzer）的指示下，通过跟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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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来侵占土地、拆毁寺庙、兴建教堂，从参加起义的村庄收取“赔偿金” ， 强迫要
求所有涉案村庄的绅士学者在公开场合卑躬道歉等措施，来“惩罚”所有涉案的村庄。
1899 年初，义和团运动不断壮大起来，他们在鲁南地区捣毁正在修建的铁路，阻
止为开采矿山进行的测量和钻探活动。连农民最担心的浇灌系统也遭到了更大的破
坏。在这种情况下，铁路和采矿公司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以对抗起义。为了准备进一
步的军事治暴，德国军官汉勒曼（Hannemann）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巡查”。 汉勒曼
和他的随从们在鲁南地区的村庄里召集村民，然后向人群开枪扫射。几天之后，从柏
林的帝国政府传达了如下的指示：
“巡查队可采取警察措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15 /245 页）

根据这项指示，德国士兵在汉勒曼的带领下在 1899 年 4 月 2 日把韩家树村的所有
居民从房子里赶出来，然后开始全村搜索，最后放火烧村。40 户农庄，大概 300 间房
屋被大火摧毁。然而，巡查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继续前进，占领了日照市，掳人
绑架，征收“罚款”。
1900 年 2 月和 5 月在山东爆发了革命，但最后都遭到了血腥镇压。1900 年 5 月，
义和团的拳众在鲁北破坏铁路和电报。更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当
地群众的支持。义和团成员被邀请到村庄里进行非法聚会，向村民们传授拳术和计划
准备攻击帝国主义军队。（15 /246 页到 249 页）
“灭洋” 是义和团起义的主要旗号。这个口号在 1900 年旱灾期间散播到整个中
国北方地区。义和团成功地在战斗中杀死约 200 名传教士和上千的汉奸。1900 年 5
月，义和团大量涌入北京，当时的北京是全中国最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堡垒。帝国
主义侵略者要求封建统治者和买办们剿灭义和团，中国封建统治者们也害怕迅速壮大
的义和团运动到最后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

义和团进军北京

5 月末，殖民侵略者在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之后派遣数百士兵保卫使馆区。一个
月之后，20 艘侵略军战舰在大沽炮台聚集，并且有 600 名侵略军士兵在此登陆。
义和团的拳民采取了各种办法破坏侵略军的后勤补给。6 月 10 日，一支由英国海军上
将西蒙尔（Seymor）统领的 2000 人侵略军在没有清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向北京进军。义
和团向该侵略军发动了进攻，并重创该军。最后，侵略军不得不放弃本来的计划而撤
退。在一场撤退掩护战中，甚至有人喊出了“德国人往前上”。这句话让很多德国军
人甚至时至今日也引以为豪。
义和团战斗团在 6 月 13 日进入北京。在此几天之前，德国公使克林德
（Ketteler）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局势：
“4000 到 5000 名义和团拳匪已经前进到了离北京城很近的地方，他们已经占领
了天津至北京以及大概 30 公里外的保定府至北京的铁路线，驱逐外籍雇员，一部分雇
员受到身体伤害，火车站的建筑被烧毁。” (15 /4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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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使馆区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可以始终毫无限制地拥有军事力量。在使馆区的
驻军可以毫无顾忌地杀害反抗者，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在此之
间已经有数百名反抗者被使馆区驻军杀害。6 月 16 日，英美日联军包围了一座寺庙，
仅仅在 10 分钟之内杀害了 46 名义和团成员。 (15 /499 页)
6 月 17 日，侵略军海军单位，在德军炮艇伊尔提斯号的参与下，攻占了大沽炮
台。6 月 19 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与殖民侵略帝国断交，并在 6 月 21 日对外宣布正式开
战。背地里清政府又对各国外国公使担保，将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实际上，清政府
是被迫对几个殖民侵略帝国宣战，以避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锋芒，从而巩
固自己的统治，等待时机再消灭革命反抗力量。(13 /63 页起)
普鲁士军国主义自大的教训 ——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克林德(Ketteler) 是众多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角色。他在北
京是臭名昭著且狂妄自大的德国反动殖民者的代表。整个北京都知道他曾经在毫无理
由的情况下亲手殴打并囚禁中国少年。6 月 13 日，克林德完全无视中方衙门总理的请
求，拒绝释放被囚禁的中国少年。几天之后，该少年就被开枪射杀。德国人宣称他当
时正试图逃跑。(11/ 66 页) 不仅如此，克林德和他“快活的手下们”还发明了一种残忍
的“打鸽子”游戏。只是真正的靶子并不是鸽子，而是活生生的中国人。数十名北京
居民被克林德和他的手下们从使馆区的围墙上开枪打死。克林德及其手下的谋杀行为
在德国帝国国会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强烈谴责。贝培尔（August Bebel）曾经揭
示：克林德和他的士兵在 6 月 14 日从城墙上，向 300 到 400 米外和平集会的人群开枪
扫射，至少有 7 名中国人被打死。 （1900 年 11 月 10 日，国会发言 18/208 页）狂妄自
大的殖民情绪让克林德以为，绝不会有一个中国人胆敢，更不用说能够成功地做到向
他举枪瞄准。1900 年 6 月 20 日，克林德在形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贸然从使馆区乘轿
外出。而他不得不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克林德被一名革命起义者一枪命中头部而毙
命。在德国殖民者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在克林德被害处修建一座牌坊，为侵
略者“ 涤垢雪侮”。1917 年，中国加入一战对德宣战后，该牌坊才被拆迁。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接下来，义和团拳民和清军开始持续地包围和攻击外国使馆区。围攻一直持续到
8 月 14 日。当时的殖民侵略者在使馆区内拥有 4000 军民和 3000 中国汉奸。在整个围
攻期间，殖民者方只有 66 人死亡。
清政府当权者之前的假宣战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义和团运动在短时间里受到了蒙
骗。就这样，殖民侵略者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中国买办阶级、封建统治者阶级得以成功
地实施他们的缓兵之计，他们赢得了关键的时间以聚集大量的兵力。
比如，国民历史学家肯定了武卫军最高统领荣禄的功绩。他们认为荣禄的缓兵之
计避免了外国使馆区遭受严重的打击。(17 /309 页起) 从 7 月 16 日到 8 月 4 日的临时停
战协定也是一个骗局。清政府之后马上就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宣布义和团为“拳
匪”立即下令剿灭。(15 /492 页)
在此之间，驻扎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军人数激增到 20000 人。此时的侵略军无论是
在装备上还是在受训练的程度方面都远在清军和义和团之上。侵略军向有百万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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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挺进，并在 7 月 14 日占领天津。8 月 14 日北京沦陷。新一轮的大规模烧杀掳掠开
始了。

德国指挥下的帝国主义“讨伐战争”

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军借克林德被杀的事件继续往中国增兵。7 月 3 日，德国战舰
法兰克福和维特兰号携带 2500 士兵从海路挺进。但是当他们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义
和团运动被镇压后的 8 月 29 日。
喧闹的媒体争相报道了在北京发生的所谓的（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媒体的报道更
加刺激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对北京采取武力干预的呼声和计划。英国的每日邮报更是
在一篇名为《北京大屠杀》的文章中报道：7 月 6 日到 7 日，北京使馆区的军民们在完
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坚守了下来，时局严峻到每个人都必须手握长剑的地步。其他的
报纸借这个虚假消息继续添油加醋地刺激大国沙文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好战神经，对
应所谓的“黄祸”（德皇威廉二世），他们甚至宣称：“男人先开枪打死他的女人和
孩子然后再自杀。” (7 /167 页起)
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大国沙文主义的战争情绪，然后组成联军。联军拥有 8 万 7 千
士兵和 176 艘战舰。除了德国的 2 万士兵外，还有来自法国、俄国、英国、日本、美
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士兵。
德国东亚远征军团的运兵船分成两批(1900 年 7 月 27 日到 8 月 4 日以及 8 月 31 日
到 9 月 7 日)从不莱梅港出发前往中国。在当时来说，那是德意志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海军行动，帝国也想同时以此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展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次远
征东亚一共耗费了 1 亿 5 千万马克。（11/ 221 页） 随着德国在整个殖民侵略军中的份
量和影响力的迅速增加，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一本军事书籍曾
这样记载：“德意志陆海军出现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这标志着德意志挤进世界强权
大国之列的第一次展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4/ 81 页)

同时迫于来自国内社会民主党革新力量的压力，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掩盖其
真正的帝国殖民主义动机：“当时整个德意志政治就是以侵略为出发点，紧密地围绕
着瓜分中国这个话题。” （4 /103 页）
皇帝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以及 德国士兵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谋杀，抢劫，强奸

6 月 19 日，还在德意志帝国向中国派遣第一批运兵船以及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前，
皇帝威廉二世就向国务大臣冯.毕洛(von Bülow)详细地下达了德国“占领者“应该如何
在中国首都执行血腥任务的命令：“必须大举进攻北京，将北京夷为平地......让北京的
地面清除干净......这是一场亚洲向整个欧洲挑起的战斗。” ( 11/ 55 页起)
7 月 21 日，当德国远征军首批部队整装待发之际，威廉二世通过他著名的“匈奴
演说“向全世界表明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态度：“绝不要宽恕，不要俘
虏......你们要让德国的威名在中国千年流传，从此绝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
侧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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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篇充斥着大国沙文主义的激情演说，德国军队的士气很快地高涨起来。在
运送德国士兵前往不莱梅港的火车上到处涂满了“仇恨是甜蜜的”以及“绝不宽恕”
此类的军事标语、
德国帝国主义任命格拉夫.瓦德西（Graf Waldersee）为德军统帅。之后瓦德西就被承认
为联军最高总司令。他曾在 1870 至 1871 年的战争中，在陆军元帅冯.莫特克的总参谋
部从事，并从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中获取了足够的经验。
其实在瓦德西抵达之前，北京已经完全沦陷，瓦德西率领的以德军为主力的联军
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所谓了的“惩罚性讨伐”。为了充分地执行皇帝威廉二世在“匈
奴演说”中下达的指示：“让德意志的威名在中国的大地上远播”;为了让德国人成为
最残忍、最贪婪的殖民者，德军在北京烧杀掳掠，强奸妇女。计划的 75 次“惩罚性讨
伐”中最终有 48 次得到了执行。（11/ 224 页）就连其他的殖民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
自从德国军团来了以后，奸淫掳掠的规模和次数都得到了明显地增加和扩大。（19
/257 页）“ 惩罚性讨伐”一直持续到 1901 年 5 月。
四分之三的北京居民都已逃亡外地。根据明确的指示士兵只允许抢劫三天。实际
的情况却是，德军在北京的停留期间就从未曾停下来过。就连瓦德西本人也不得不承
认这是一次抢劫，同时不忘虚伪地说：“十分不幸的是，伴随着抢劫的进行，其他的
暴行也难免会发生，比如奸淫妇女，谋杀，随意纵火等等。” （13/ 102 页）任何被怀
疑成义和团成员的人和义和团的支持者都会遭到毒打，然后被杀害。根据一个大使馆
人员的陈诉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是怎么剿灭反革命分子的：
“士兵们和本地人疯狂地扑向拳民们，数百拳民和他们的头头被打死。因为他们
是给所有人近时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 （17 /135 页）
市民们被抢劫，商店被洗劫，妇女被强奸，然后就放火烧房子。曾经是义和团运
动重要据点的保定市在瓦德西的命令下被大面积地破坏。 （2 /52 页）
德国士兵到底是怎么完全执行德皇的命令，是怎样进行他们的屠杀行为的,可以通
过一封德国士兵的家书一目了然。这封在当时被称为“匈奴信件”的家书中的血腥记
录被社会民主党代表在多份社会民主报纸作为批判的罪证，并将其公开发布。奥古斯
特.贝培尔引用了其中的一封信：“你应该看看我们是怎么赢得第一次血战的，我们是
怎么攻进城的。所有我们在路上遇见的人，不管是男人，女人，小孩都被我们屠宰
掉。来听听，女人们是怎么喊叫的。但是皇帝陛下的命令：“绝不宽恕!”我们完全地
效忠于我们的皇帝陛下，并将他的命令坚决地执行到底。” （6）
当地的居民被残忍地屠杀，然后他们的村庄被烧掉。一个德国士兵曾在他的信中
提到北京附近一个叫良乡的地方，他这样写道：
“凡是被我们逮到的人，通通都被杀掉，连女人和小孩也不例外。到了晚上的时
候，我们就放火烧掉了整个城镇。9 月 11 日是我到中国以来所经历的最为血腥的一
天。在这天我更像一个屠夫而不是一个德国士兵。” （6）
另外一个士兵毫不隐瞒他的杀人乐趣：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攻打中国人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所有人都被刀刺死和被枪打
死，最后连整个农庄都被一把火烧毁。” （5）
东亚劳埃德 —— 一个由德国资本家在上海创办的组织，曾在 1901 年 2 月 8 日公
开发表了一份“惩罚性讨伐”参加者的报道，这份报道记录了很多次针对有义和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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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支持过义和团运动地区的老百姓的“惩罚性讨伐”中的一次。基于其中的一个描
述可以看出，德国军国主义对残暴有很多的热衷：
“在紧挨着又高又陡的墙的地方挖开了 5 个大坑。罪犯就站在齐腰深的坑里......起
先站了 3 个人在那些坑里，士兵们开枪射击，那些罪犯连抖都没抖一下就栽进了坑
里，然后又有另外 5 个人站在那些坑里。就这样，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枪毙了很多
中国人......我只能说，在所有我们所参加过的枪决中，我们不但没有一丝的同情和怜
悯，而是带着一种残忍的快感去观看。唯一让我们觉得难过的是，那些畜生可以这么
快的死去，然后就再也没有畜生可供我们枪毙了。” （12 /32 页起）
说到剿灭义和团就不得不提一下少将霍夫勒。他和他的 1700 名士兵在经过艰苦的
战斗之后，夺下了离北京 15 里远的良乡，然后就“惩罚了所有的拳民”，换句话说：
杀害了所有的拳民。在离北京 18 里远的地方，德国军队和英美日军队继续进行着他们
的屠杀。他们摧毁了 2 座寺庙，据说那里是义和团的总指挥部。 （11 /261 页）
德国士兵的凶残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甚至在死刑中用切草机代替断头
台。在中校撒尔萨的指挥下，义和团的“三头目”在永宁乡被捕。在处死他们之后，
撒尔萨还强逼永宁乡缴纳了 5000 两（折合 1 万 5000 马克）的罚银。
“当刽子手把罪犯们提出来的时候，他的助手已经把一个切草机扛在了肩上。他
们在这之前已经测试了很多次，一致认为切草机完全可以代替断头台执行死刑的工
作。在这个刑具的后面站着三个罪犯，他们的身体都被牢牢的捆着，连他们的辫子也
被绑在一起。刑场就位于紧靠着城门的地方。第一个拳匪毫无反抗的就被架上了切草
机，他的头被按在切草机的木板上，紧贴着刀锋。然而刽子手的行刑计划却并不是那
么容易。就算他多次按下满是缺口的切刀，也不能将犯人的头完全斩下，直到犯人挣
脱按住他的人，还站起来跑出了几步远。再一次的尝试也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
中校撒尔萨决定终止这场惊人的闹剧......几枪就结束了当时正躺在地上半连着头的囚犯
的痛苦。”（4 /216 页起）
义和团拳民的那种就算走上断头台也誓死不屈的精神也让德国军人感到深深的折
服。“没有一个人因为即将受死而变节，根据我们的观察来看，中国人都是带着一种
让人吃惊的平静去面对死刑，大概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是为了美好的事物而牺牲
的。” （ 4 /263 页）
为了达到恐吓的作用，我们树立了一些“典型”：
“在三名罪犯被处斩以后，我们根据中国人的法律习惯，把他们的头挂在高高的
木桩之上，他们的身体就躺在下面的棺材里。为了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他们的尸体
在军队的监管下就这样摆了 6 个小时。” （4/ 264 页）
当他们的军队遭遇抵抗时，他们就开始了血腥的报复：
„在离安亭火车站东北方向 10 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城，根据后来的描述，当侵
略军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发现城墙和城门都没有人看守，但是当地居民的行为却是
高度令人怀疑。几乎在每家都可以找到拳民的服装、红色的佩带、和大量的武器，从
弓弩到新式曼利彻尔火枪。房屋都被当地居民层层围住，在收缴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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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当少尉冯.库梅尔 (von Kummer)收到因为小镇暴力反抗，将会用炮兵清洗小镇
的命令时，因载着大量收缴而来的义和团武器以及带着副马难以前行的骑兵部队遭受
了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极大压制，以至于由库梅尔亲自率领组成的突围部队费了相
当大的力气，不停地用卡宾枪开火才得以冲出城门。当然小镇的居民为他们的反抗行
为付出了代价，不多久整个小镇就被炮弹摧毁。“ （ 4 /324 页）
由传教士开始的摧毁寺庙活动，现在又由德国军队继续了下去。有这样一篇关于
小城保定的报道：“那些曾经被拳民用作集会和屠戮场所的寺庙，现在都变成了灰
烬。” （4 /262 页）6 间寺庙和城门建筑都被大火吞灭。除此之外，地方官必须缴纳
10 万两（约合 30 万马克）的罚银。“城市最高长官以所有官员自己的财产担保，罚银
在一年以内如额上交（12 月 1 日）。”
1901 年 5 月，在所有义和团组织被剿灭或者解散了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德国侵
略军为了结束“惩罚性讨伐”发动了一次针对张家口的“德国行动”。这次军事行动
把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有数百人惨遭屠杀。
（15 /492 页）
在北京，德法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价值连城的数米高的铜制天文仪器从天文台洗劫
一空。在两个强盗对分赃的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德国人在他们的那一份里分到了浑天
仪。德国人把浑天仪用轮船运回了德国，安放在波茨坦的无忧宫展览。美帝国主义侵
略者的代表对此事相当不满，还向德国的最高指挥官发表了一份抗议书。德国社会民
主党人士在帝国国会上要求政府必须立即用自己的钱将抢劫而来的天文仪器物归原
主。1902 年，当法国人将他们抢劫得来的部分交还给中国政府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士再一次在一份决议中重申了归还的要求。直到德国人一战战败之后，凡尔赛条约第
131 款才规定德国政府必须将所有抢劫所得在 12 个月以内物归原主。（11 /259 页）

德国军队对他们的凶残行径感到自豪
陆军元帅瓦德西在 1900 年 9 月 22 日一封写给德皇的关于“匈奴演说”执行情况
的报告信中大肆鼓吹德国军魂：“我们的军队经历了最激烈的战斗，这些事迹将会被
世人永记于心。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中国人不可胜数。所有的德军战士谱写了新的军
魂......”（4 /265 页）

从“匈奴演说“的角度来说，德军所有残忍的，肆无忌惮的屠杀以及报复行动的都
是正确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什么是强权了，当一只脚狠狠的踏在他脖子上的时
候，他也只有恭敬地拜倒在这只脚之下。” （4 /263 页）
面对国际舆论愤怒的指责和批评，瓦德西也用他完完全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腔调
回应道：“如果说我没来(中国)的话，到现在都还有敌对武装势力存在离北京 3 里远的
区域里，中国人会大声地嘲笑我们。只有采取最严厉最残忍的手段才能真正地制服中
国人。” （16/ 66 页）这段话浓缩了德国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后二战中的纳
粹法西斯思想也建立在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之上，这种思想无处不在，在被占领国，在
集中营，在毁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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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战事中遇害。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至
少有数万中国人被谋杀和屠杀。（10/ 187 页） 美国将军夏福(Chaffee)曾经对一个记者
讲过一些关于屠杀中国平民规模的细节：
„每杀一个拳民，就有 15 个无辜的苦力和农民也被杀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无意
被杀的妇女和儿童“。 （17 /264 页）

就连德军最高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损失根本无法计
算，如果要算的话，肯定是十分巨大的。”（13 /101 页）
当时，德国军国主义者十分坦白地报道了在中国不可计数的战争受害者，因为他
们想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他们是最残酷的殖民者：
“中国人在每场战斗中的损失都是巨大的，他们的尸体常常在战场上堆积如
山。”（ 4/ 239 页）

奥古斯特.贝培尔(Bebel)曾经在国会上猛烈地抨击了德国士兵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
谋杀罪行，并且对德国军国主义者进行了如下的刻画：
“......这种野蛮行径，就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也从未出现过。” （ 1900 年 11
月 19 日，节选自 3/ 556 页）

中国北部，特别是首都北京和一些重要的大城市都在局部上遭到了彻底的摧毁和
洗劫。不可计数的农庄在被掳掠一空之后，就被付之一炬。街道、桥梁、铁路都遭到
了严重的破坏。
《和平协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继续掠夺
大量的破坏、战利品、和掠夺在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和平协定”中
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
1901 年 9 月 7 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 《辛丑条约》。 这个不平等条约
规定中国必须在 40 年的时间内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 4 亿 5 千万两 （大概是 13.亿 5 千
万马克）。如果算上每年百分之 4 的利息的话，清政府实际上必须支付比这个数目多
出一倍都不止的金额，最后实际要缴纳的数目是 982238150 两（大概是 30 亿马克）。
德国侵略者可以分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有接近 6 亿马克的战利收入。1917
年，在一战中，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将这笔战争赔款一笔勾销。中国政府在向德国宣战
以后也停止了赔款。

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必须保证拆除包括大沽炮台在内的所有有碍从海岸到北京
通道的军事设施（第 8 款）。直到 1902 年，所有的这些军事设施都已经从地面上清
除。中国政府禁止进口武器，必须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开放 12 个地方供外国军队驻扎使
用。通过这一系列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为以后取得了军事上的有利地位。
为了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内陆，改善军事后勤补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下令开辟
两条内河航运以供自己的炮舰使用（白河，今海河;以及黄浦）。而这笔巨款须由由清
政府承担，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大众必须承担这笔巨款。而外国公司又可以从中赚取大
量的金钱（在以后的 20 年中，每年白河耗费 6 万两，黄浦每年 46 万两）。俄国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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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并宣称将满洲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此外《辛丑条约》规定了百分之五的进口税
以及提高关税。
为了保证对中国的剥削能够尽可能的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时
最关心的除了在中国的经济渗透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剿灭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要
求“惩办有罪的中国人”，结果有很多人为此被判了死刑。胁迫清政府承诺镇压反帝
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和过程中，所有容忍、或者甚至支持过的各省官员一律查办。
各省官员对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反帝运动和抵触 《辛丑条约》的行为负责。在帝国主
义侵略者获得战争胜利之后不久，清政府便由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前文曾提到）
就执行了禁令和惩罚（枪毙），革命起义力量遭到了剿灭。尽管地方和地区性的义和
团运动都是由农民和雇佣农领导的，但是帝国主义者始终坚信义和团运动的背后一定
由有才智的人，由所谓的“文人”策划组织。在所有发生过反帝斗争的 45 个城镇停止
文武等各级考试 5 年。这样可以避免在这些城市里有参加和支持反帝斗争的新成员从
政。德国帝国主义者曾经解释过他们的目的，就是：

“通过一种道德的羞辱来强化对亚洲人物质的惩罚。” （14 /351 页）
中国的反帝运动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事件也许对德国人的伤害太深了，
德国政府除了要求中国政府为克林德修建牌坊之外，还要求公开处死射手恩海。他已
经在 1900 年末的时候被德国指挥官下令处死。（7 /130 页） 清政府还要派遣一名亲王
到柏林，在德皇面前代表清政府对射杀克林德一事表示“惋惜之意”。皇帝的弟弟醇
亲王亲自来到柏林，受德皇的召见后去宣读清政府的“惋惜之意“。就算他极其丢脸地
跪倒在德皇的面前磕头认罪，也不能完全地让德国殖民者满意。（14 /351 页）
帝国主义合作揭开了不断强化的帝国主义对抗的序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摆在自家门口的势力范
围。在日本人施加的压力面前，德国人开始慢慢的无法保持住自己在中国的殖民地势
力了。一战爆发后，日本在 1914 年 8 月向德国宣战。随后日本即派出 65000 人的军队
进攻仅有 4000 士兵的德军驻地。在经过 9 天的交战后，德军海军上校梅耶瓦尔德克在
1914 年 11 月无条件、无赔偿要求地将“德国租界”转交给日本。根据 1919 年签订的
凡尔赛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在中国的战败。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权
利” 转交给日本。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占领区内的所有德国国家财产、铁路、矿山。
（14/ 354 页）
表面上帝国主义列强宣称：他们在中国取得的成绩是各国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实
背后隐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所有帝国主义
国家在中国都共同进退，因为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谁也不想别的人继续待在棋局里
面。表面上，帝国主义列强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去奴役征服其他国家，但是这种表面上
的联盟并不能平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不能避免他们之间的战争。一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00 年之后，这个道理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当帝国主义联盟进攻南斯拉夫之时，
只有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白日做梦者才会抱有一丝的幻想：认为几年或者几十年之
内在帝国主义联盟的内部不可能爆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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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侵略性的德帝国主义
德国帝国主义势力在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除了表现出与其他帝国主义相同的
共同点之外，也有其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侵略性。从一开始德帝国主义就拥有
成为最残酷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习性和愿望。他们想要通过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段来达到
压倒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目的。这种特殊性产生于德国帝国主义诞生的那一刻。德
国，这个极具侵略性而又姗姗来迟的帝国主义强盗将他们的军国主义传统通过在中国
的血腥手段，乃至于之后的二战中，都得以继续推进和提升。

到底殖民时期的占领和屠杀政策对之后的二战纳粹军队起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
可以通过那种自我定位，通过那种对在世界历史上进行血腥军事行动的自豪感中得到
答案：
“倘若我们国内之人，很简单地相信，以为此间将替基督文化及习俗，作一番宣
传，那么事实上这些人无非只能得到莫大的失望而已。吾德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
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德）以後，（像北京）如此毁坏之惨，尚未尝复见。”（瓦德
西日记，1900 年 11 月 20 日 15 /502 页）
德国帝国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核心思维以及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初步地证明了一个
东西，他们将它在非洲纳米比亚的赫海霍族人和其他族人身上继续和更加变本加厉地
执行，并在 1939 年之后暴露无遗：
那就是极端的军权残暴，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掠夺欲和杀戮欲，一群挣脱束缚的，
可以犯下任何罪行，横行无忌的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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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毛泽东：关于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历史

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
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
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
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 1840 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 年的英法联军战
争，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用战争打败了
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
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
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
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
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
家的势力范围。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
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
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
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
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
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
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
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
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
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
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
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
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
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
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
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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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
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
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
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
的中国人民。
十、从 1931 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
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
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
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
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39 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于北京
1968 年，摘自 360 到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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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胶州 —— 德帝国主义的“样板殖民地”
1898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 《胶州条约》 把 15 万平方公里的山东省变成了德国的势
力范围。根据该条约清政府必须将胶州租借给德国 99 年。德国获得优先参与所有在山
东的外国资本企业的权利，优先修筑铁路和矿山开产权。4 月 27 日，德皇威廉二世正
式宣布胶州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区”。这个不平等条约保证了德国军队在划定的区域
内自由行军的权利，赋予德国殖民者在该区管理事务中的发言权。
在此 3 年之前，德国军国主义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合约，根据合约清政府必
须永久性地“转让”汉口一块超过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德国获得在该地域的优先特
权，其中包括禁止中国人在地域内居住以及地域的最高司法权。就这样，中国不仅将
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而且将区域内的自主主权转交给了德国。

（UG 法布里彻克，《黄龙黑鹰》，1973，21 页。/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北京，
1978，5 页到 6 页，47 页/P。弗莱明， 《包围北京》， 法兰克福，1997，347 页/M 罗
伊特勒，《样板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柏林，1997，241 页。）

17

三. 关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的两个重要方面
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矛头的传教士

中国的革命力量带着特别强烈的和合情合理的憎恨追捕帝国主义传教士。为什
么？传教士享有特权，他们收买所谓的“吃饭的基督教徒”作为自己的信徒。这些信
徒都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中国老百姓。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区都由各自的帝国主义势力保
护，而且享受特权。这就表示，他们可以不受基督法则管制地进行诈骗，甚至抢劫。
再者，帝国主义传教士带着欧洲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践踏中国百姓中存在的宗教
理想和需要。他们经常拆毁村庄寺庙，以修建教堂。在 1861 年到 1899 的这段时间就
有 811 宗“教堂纠纷”登记在案。（2 /32 页）
革命起义者很快就认识到传教士活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慈善”，而是帝国主义
压迫和剥削。在所有的德国传教士中 约翰 .巴布提斯特. 安采尔（中文名 安治泰）以他
的血腥而出名。他是山东地区教会的大主教，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矛头。安采
尔被认为是在中国的最有侵略性的传教士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是一个好战的德意志民
族主义者。他的教会政策和德国的国会的侵略计划紧密相联。在帝国主义占领山东之
后，一个反对传教的官员被撤职。后来安采尔甚至得到了二品顶戴，与中国总督平
行。( 2 /32 页起)
洪水和旱灾 —— 帝国主义掠夺以及官府腐败的结果

帝国主义推动的铁路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贪污，严重
影响了灌溉系统、堤坝以及水渠的修建。结果是，过于严重的旱灾和洪涝灾害彻底地
毁灭了当地老百姓生存的基础，而这些灾害看上去不太像是由自然本身造成的。
1855 年之后，在山东出现了经济动荡，加之由于黄河河床移位使得抗灾能力严重
受到影响。洪水和旱灾一个接一个，农民大量的收成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
反动掌权者、中央和地方官府官员经常将用于维修黄河堤坝的经费揣进自己的腰包。
也正因如此，决堤事件接连不断。在 1897 到 1898 年间，大多数的治水设施都处于极
度危险的状况。( 详见 2/ 36 页 和 1)
帝国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大肆宣传，一方面来痛斥中国起义运动的“反基督教性
质”; 另一方面把起义运动污蔑为愚蠢的和痴呆的行为，因为中国的起义力量通过一些
奇怪的说辞把旱涝灾害的罪名强加给帝国主义。通过《胶州条约》德国帝国主义者获
得了在水流治理问题上的发言权。铁路的修建严重威胁了“样板殖民地”内关乎农村
生死存亡的灌溉系统。1902 年，在山东高密市境内进行的铁路修建工程完成之后，这
种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7 月，连着 4 天的强降雨足以造成严重的洪灾，在洪灾中数不
尽的村庄遭到了摧毁，数不尽的农田被洪水淹没。在一份由一位德国海军工程师提交
的秘密报告中，他提到：“洪灾毫无疑问是由于修建铁路造成的。”（15 /241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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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国沙文军事主义的煽动以及德皇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
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死(1900 年 6 月 20 日)给了德国军国主义者一个向中国大量派兵
的借口，从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中国的反抗运动和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在德
国皇帝的演说中，除了大国沙文主义之外，德意志普鲁士军国主义观念显得格外的引
人注目。
在克林德实际遇害的前 2 天，就已经有关于他被杀的消息传到了德国。德皇威廉
二世立即在 1900 年 6 月 19 日在一封给国务大臣冯.毕洛的信中宣称：“北京…...必须
被夷为平地。”（11 /55 页） 在最早两个营的德国军队出发之际，德皇向他的士兵说
道：“德意志的旗帜遭到了玷污......必须进行有示范性意义的惩罚和复仇”。 根据这
个演说的另外一种版本，德皇应该在此时就公开地宣布了“惩罚性讨伐”的规模。这
个版本完全是按照 3 个星期之后发表的“匈奴演说”的意思撰写的。

“我希望用一种全世界还没见过的方式报仇。”（ 8）
该演说的影响可以通过一封出自“惩罚性讨伐”参加者的书信看出来：
“皇帝陛下在 1900 夏天发表演说之后，自愿者们响应了皇帝的号召，为了德国受
到伤害的尊严向东亚进发。有数千自愿者踊跃报道，出于自己的责任感以及为了释放
犯罪的渴望......”（11/ 222 页起）

7 月 27 日，当更多的战舰在不莱梅港整装待发之时，威廉二世发表了一个演说，
这个演说被作为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 记录在德帝国主义历史中。 德皇想让全世界
明白，德国军队在即将展开的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的任务是什
么：
一座血腥残忍，无所顾忌的丰碑，“在中国的历史中烙上千年的印记”。

德皇用他的演说让他的士兵们向一个屠杀的征战宣誓。
“不要俘虏...从此绝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但是真正对外公开发表的演说却是一个“去尖锐化”过后的版本。德意志普鲁士
政府再一次对媒体进行了审查控制，所有（几乎所有）的记者只能印刷“去尖锐化”
之后的“匈奴演说”版本。但是一个叫做《西北德意志报》的，来自不莱梅港的地区
小报却成功的印发了完整版本的演说。 它的通讯员只能坐在离那些著名记者远远的一
个屋顶上将演说速记了下来。普鲁士审查局的官员们很明显是忽视了他们发行的报
纸。小报的编辑察觉到，这将会成为是一个“大事件”，然后迅速地将上千份报纸发
送到了其他的城市，并发行了这些报纸。等审查局的官员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6）
没有经过审查的德皇威廉二世在 1900 年 7 月 27 日发表的演说应该是是如下这样
的：

“一个重大的任务正在等待着你们; 你们要用你们的剑去惩罚已经发生了的不公
正。中国人藐视了国际法，他们以一种在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方式，公然地践踏
了使节的神圣，藐视了对来宾的义务。更加让人愤怒的是：这样的罪行恰恰是发生在
像中国这样一个以他们古老的文化引以为荣的国度。捍卫古老的普鲁士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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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们的行动来展示，作为基督信徒的你们能够忍受痛苦，愿荣誉和尊严紧随着你们
的旗帜和的武器而来，给全世界树立一个男子气概和纪律的榜样......
你们也许知道，你们将要面对的是狡猾的，顽固的，装备精良而且残忍的敌人。
当你们到达的时候，就必须要明白： 绝不宽恕，不要俘虏。就象千年之前埃策尔国王
(Etzel, 也叫阿提拉)麾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人’
的威名也必须要靠你们在中国千年流传，以至于从此之后绝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胆敢
对德国人侧目而视。上帝的祝福将与你们同在，整个民族的祈祷，我的祝愿将伴随着
你们每一个人。为德意志的文化开辟一条永久的大道！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同志
们，再见了! ”（11/ 221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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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列宁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发表于《火星报》创刊号
对于俄国的布尔斯维克人来说，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具有关乎世界政治的重大意
义。列宁在 1900 年 12 月《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战争”的文章，
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揭露了帝国主义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开始将中国瓜分的。当
中国的广大人民最终站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蚕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血洗屠杀过渡
了。他强烈的谴责了帝国主义势力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尝试用来为自己罪行辩解的虚
伪的谎言：

„欧洲政府一个接一个地疯狂地掠夺和租借中国的土地，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
议论。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就必须说，欧洲政府(俄国政府是其中最早之一)已经开始
瓜分中国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的瓜分，而是偷偷的在进行，就像小偷。他们到中
国来，就是为了把她洗劫一空，就像洗劫一个死人的财物一样，当这个假死的人开始
试图反抗的时候，他们就像野兽一样扑到他身上。他们将一座座村庄烧毁，把老百姓
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射杀和用刺刀捅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妇女和儿童。当所有这
些基督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冲着野蛮的中国人大叫大嚷地说，他们竟敢触犯文明的
欧洲人。” (列宁，《中国战争》，1900 年，第 4 卷，373 页)
同时，列宁也领导了针对所谓“黄祸”的大国沙文主义煽动情绪的斗争，这种情
绪不仅在俄国，而且是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流传：
“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
日本人等等的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 黄种人敌
视白种人，中国人憎恨欧洲文化和文明 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实憎恶欧洲人，然
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
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
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
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1856 年英
法对华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能痛恨他们吗？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
(同样的出处，372 页)

21

六. 关于革命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抗德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政策的斗争
革命性的社会民主党在 1900 年十分明确和公开地批判了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
张以及德国士兵野蛮屠杀义和团起义运动和中国百姓。就算它在整个过程中曾有过摇
摆，有过错误，以及出现过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他的支持者。但是社会民主党是整
个和唯一的一个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力量，在抗议活动中，在国会的议会
演说中。在多次的社会民主党会议上（比如在 9 月 15 到 16 日的第一次社会民主女性
大会上）以及在 1900 年 9 月举行的党派集会上，社会民主党人士都发表了反对德国帝
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政策的意见。革命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指责了德国帝国主义的
罪行，并在社会民主刊物上举行了一次激烈的控诉运动。他们公开发表了所谓的“匈
奴信件”，在信中德国士兵自豪地报道他们在镇压起义后所犯下的残忍罪行。1901 年
11 月初，普鲁士军政在法院控告社会民主报在斯图加特、法兰克福以及柏林的编辑。
数名编辑最后因此被判进了监狱。(参看 1901 年 12 月 5 日的《向前》，2 /580 页， FN
42)
贝培尔（August Bebel）十分正确地将德国殖民政府定义为“专制主义思想...帝国
主义思想”的表达。（3 /555 页） 他在国会曾斥责，“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想把广阔
的中国变成外国势力的附属......” (18/ 207 页) 1900 年 9 月在美茵茨召开的党派集会将
焦点定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上：“作为对抗所有的人剥削压迫人的行为的反对
者，社会民主党反对这种掠夺和侵略政策。社会民主党要求，必须要通过尊重和保护
各民族的权利，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来真正实现值得期盼的和必要的文化关系以及交
流关系。” (德国社会民主民党党派集会记录， 1900 年 9 月 17 到 21 日。 9/ 52 页)
罗萨.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反对欧洲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反对极端国际主义宣
传的斗争时下变得重新热门起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支柱，并不是欧洲的团结，而是
国际的团结，包括整个世界，所有种族和所有的国家。任何小范围的团结都不是为了
实现真正的国际团结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相反，正好是它的对立面，是它的敌人，是
模糊概念，其真正的目的是国家间的对抗。就像我们一直跟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
主义，反美主义这些反动思想做斗争一样，我们也必须跟泛欧主义做同样的斗争。”
（罗萨.卢森堡， 《和平乌托邦》，1911，选集，第 2 卷，柏林，1986 年，503 页）
1900 年 6 月 20 日，克林德遇害的当天，梅林(Mehring) 在《新时代》上也对德帝
国主义者利用掠夺性殖民战争的真正目的，做出了解释：
“......每个帮助给中国人铸造一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的工人，到头来将给他自己铸
造一副更紧的枷锁。”（摘自 9/ 40 页）
罗萨.卢森堡在 1900 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大会上号召颁布一份对
抗殖民政策的决议。 她要求：
“每个国家的工人党派必须要用加倍的力量和精力去反抗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
所有出席议会的社会主义代表有绝对的义务，给所有的给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或
者殖民侵略的拨款支出计划投反对票”。 （罗萨.卢森堡， 1900 年在美茵茨党派集会
的发言，合集，第 1 卷，上卷，80 页， FN1）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展开了一场论战，关于抗议活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
争中的意义和评估。罗萨.卢森堡的评论在这场论战中起到了相当突出的作用：“中国
战争是世界政治时代第一件所有文明国家都卷入其中的大事件，联合工人政党本应该
组织一场抗议来回应国际上的反应以及神圣联盟”。（801 页）

她很正确地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所有向中国发动侵略的主要国家的(社会民
主)政党本来必须掌握主动权”。 （8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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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详细地批评指出，“在抗议游行当中并没有有计划地开展宣传活动”。
（800 页）
她继续指出，局外人很有可能获得错误的信息：“尽管我们的党在很多事件中都
组织过相当有趣的抗议活动，然而，此时事关一场由联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动的对亚洲
的血腥侵略战争，我们的党却由于太过于担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大国沙文主义，而显
得太过于平静。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灾难性的。”（800 页）
她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现在重要的是，将所有国家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号召
起来，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党对此不仅在自己的国家毫无行动，而且在涉及到国
际团结的时候也毫无行动。”（ 801 页） 卢森堡将她的论战锋头指向公开的大国沙文
机会主义立场，其代表如考茨基(Kautsky)。虽然考茨基此时已经有向修正主义发展的
迹象，但他在此时并没有完全地转向反对革命的机会修正主义阵营。考茨基曾用欧洲
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强调地拒绝了，“暴政对抗文明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新
时代》，19 年度，第 1 卷，1900 到 1901 年，摘自 20 163 页) 。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看上
去仍然是“毫无出路”， 他解释道：“我们非常明白这些反抗，我们非常理解这些反
抗者，但是社会民主党并不能帮助他们，就像它不能帮助毫无出路的欧洲无产阶级政
变一样。”（ 20 /1631 页）

贝培尔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贝培尔是这么清醒和坚定地拒绝和对抗德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他为德
国殖民军队的暴行得以在国内得到报道，为“匈奴信件”作为控诉德国军国主义的罪
证得以公开，做出了这么决定性的贡献。但是，他对德国公使克林德受到了中国起义
运动应有的惩罚的事件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
他在 1900 年 11 月 10 的国会上说道：
“那么，我的先生们，这是犯罪，这正是犯罪，就像之前我们的士兵遭到谋杀一
样，两事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我正想说的是：对德国公使所犯下的罪行，是极大
仇恨的结果，是愤怒到了顶峰的结果。在经历了这些我刚才向您所报告的，在 6 月 20
日之前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北京的广大群众终于开窍了。在任何情况下谋杀公使都
是一种犯罪，这个词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至少有可以减轻处罚的原因。（非
常正确!在社会民主党人士那里。）” （摘自 18/ 208 页）
相对的是，中国士兵恩海射杀在整个北京城臭名昭著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事件受
到了中国革命者的极大赞成和支持。贝培尔不仅认识到了军队扮演的角色，还认识到
了“平民”和传教士对德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他们共同剥削和掠夺中国，并对此负
责。贝培尔也知道，克林德除此之外还是一个声名特别狼藉的杀人狂。贝培尔的演说
有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在那个时刻正好颠倒了凶手和受害者的位置。在那个时
刻，其实是罪犯从被害者那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贝培尔在国民的压力之下放弃了自己本来（正确）的态度和主见。

备注：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并没有提到“种族”这个词，而是比较正确地使用了肤色：“......不
管肤色，信仰，国籍或是性别......”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章程以及行政规
章》， 1871， 马克思/恩格斯集，第 17 卷，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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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pelter Wucht und Energie gegen
Militar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
auftrete (...) dass die sozialistischen
Vertreter in allen Parlamenten un
bedingt gegen jede Ausgabe des
Militarismus, Marinismus oder der
Kolonialexpeditionen zu stimmen
verpflichtet sind.“

Außenstehende, so fährt sie fort, könn
ten den falschen Eindruck gewinnen
„als ob unsere Partei, die doch in al
len Fällen so interessante Protest
bewegungen entfaltet hat, hier, wo
es sich um einen blutigen Krieg des
vereinigten kapitalistischen Europas
gegen Asien handelt, sich so ruhig
verhält, weil sie auf den offiziellen
und nichtoffiziellen Chauvinismus
zu viel Rücksicht nimmt, das wäre
für uns natürlich fatal.“

(Rosa Luxemburg, „Internationaler Sozialis
tenkongress vom 23. bis 27. September in
Paris“，Gesammelte Werke, Band 1, 1. Halb
band, S. 808, FN 1)

(Ebenda)

In den Reihen der deutschen Sozialde
mokratie entwickelte sich eine heftige
Polemik über die Bedeutung und Ein
schätzung der Protestaktionen gegen
die imperialistische Aggressionspolitik.
Eine herausragende Rolle dabei spielte
die Kritik Rosa Luxemburgs:
„Der chinesische Krieg ist das erste
Ereignis der weltpolitischen Ära, in
das alle Kulturstaaten verwickelt
sind, und dieser erste Vorstoß der
internationalen Reaktion, der Heili
gen Allianz, hätte sofort durch eine
Protest der vereinigten Arbeiterpar
teien Europas beantwortet werden
müssen.“

Selbstkritisch stellte Rosa Luxemburg
fest:
，，…es kam darauf an, in allen Län
dern die gleichgültigen Volksmas
sen aufzurütteln, und in dieser Be
ziehung furchte ich sehr, dass unse
re Partei nicht nur im eignen Land
sich eine Unterlassung hat zuschul
den kommen lassen, sondern auch
in bezug auf die internationale Soli
darität?6 (Ebenda, S. 801)
Diese Polemik Rosa Luxemburgs rich
tete sich gegen die offen opportunis
tisch-chauvinistischen Positionen in
nerhalb der Sozialdemokratie, wie sie
beispielsweise von Kautsky vertreten
wurden. Obgleich es bei ihm bereits
Anzeichen seiner späteren revisionisti
schen Entwicklung gab, war er zu die
sem Zeitpunkt noch nicht vollständig
ins opportunistisch-revisionistische La
ger der Konterrevolution gewechselt.
Kautsky lehnte es in europäisch
chauvinistischer Manier nachdrücklich
ab, dass „Kämpfe der Wilden gegen die
Zivilisation unsere Kämpfe sind.“
(Neue Zeit， 19. Jahrgang, 1. Band,
1900/1901, zitiert in [20/S. 163]). Die
angebliche „Ausweglosigkeit“ der
Kämpfe der Kolonialvölker vorschie
bend, erklärte er:

(Rosa Luxemburg, „Parteitag der Sozialde
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vom 17.
bis 21. September 1900 in Mainz“, Gesam
melte Werke, Band 1,1. Halbband, S. 801)

Richtig forderte sie v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Die Initiative darin hätte gewiss
die Partei nehmen müssen, deren
Land im Kriege gegen China die
führende Rolle hat.“
(Ebenda)

Konkret kritisierte Rosa Luxemburg,
dass
„keine planmäßige Agitation durch
Protestversammlungen eingeleitet
worden (waren).“ (Ebenda, S.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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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sehr wir solche Rebellionen be
greifen und so sehr wir mit den Re
bellen fühlen, sie fördern kann die
Sozialdemokratie nicht, ebenso we
nig wie sie aussichtslose Putsche
des Proletariats in Europa selbst
fördert.“ [20/S. 163]

tragen haben. Unter allen Umstän
den war der Mord des Gesandten
ein Verbrechen - ich spreche das
Wort ungeniert aus - wo mildernde
Umstände Vorlagen. (Sehr richtig!
bei den Sozialdemokraten.)“ [Zitiert
nach 18/S. 208]
Dagegen wurde die Erschießung des in
ganz Peking berüchtigten deutschen
Gesandten Baron von Ketteier durch
den Gefreiten der chinesischen Armee
En Hai von den chinesischen Revoluti
onären begrüßt. Bebel kannte die Rolle
nicht nur der Militärs, sondern auch der
”
Zivilisten“ und Missionare für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Sie gemein
sam betrieben die Ausbeutung und
Ausplünderung Chinas und waren dafür
zur Rechenschaft zu ziehen. Dass Ket
teier darüber hinaus noch ein besonders
berüchtigter Mordgeselle dieser „Herrenmenschen“ war, auch das war Bebel
bekannt Das Fatale an der Rede Bebels
ist die Umkehrung von Täter und Opfer
und zwar in dem Moment, in dem der
Täter von den Opfern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wird und seine gerechte Strafe
erhält. Bebels Distanzierung gibt dem
bürgerlichen Druck nach.

Ein unverzeihlicher Fehler Bebels
So klar und eindeutig Bebel die imperi
alistische Aggression der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ablehnte und bekämpfte,
so entscheidend er dazu beitrug, dass
über die Gräuel der deutschen Koloni
alarmee in Deutschland berichtet und
die „Hunnenbriefe44 als Anklage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 veröffent
licht wurden, um so unverzeihlicher ist
seine Haltung zu der verdienten Er
schießung des deutschen Gesandten
Ketteier durch die chinesische Wider
standsbewegung. Er erklärte im
Reichstag am 10. November 1900:
„Nun, meine Herren, das war ein
Verbrechen, das war genau ein
Verbrechen, wie die Mordtaten un
serer Soldaten vorher, darin ist kein
Unterschied. Aber ich sage gerade
heraus: Das dieses Verbrechen ge
gen den deutschen Gesandten ver
übt wurde, war die Folge des unge
heuren Rachegefühls，des höchsten
Maßes der Empörung, das die Mas
se der Bevölkerung in Peking erfas
sen musste nach den Ereignissen,
die ich Ihnen eben vorgetragen habe
und die sich vor dem 20. Juni zuge

1 Marx spricht in der I. Internationale nicht
von „Rasse“，sondern richtiger von Haut
farbe:
ohne Rücksicht auf Farbe,

Glaube, Nationalität oder Geschlecht

(Marx, „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 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1871, Marx/Engels
Werke Band 17, S.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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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Warum die revisionistische Theorie vom friedlichen Weg zum
Sozialismus grundfalsch ist
Übe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gegen die nazi-faschistischen
Besätzen Neapel, September 1943
Übe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gegen die nazi-faschistischen
Besatzer： Prag, Mai 1945
Übe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gegen die nazi-faschistischen
Besatzer： Paris, August 1944
Der revisionistische XX. Parteitag der KPdSU 1956
Grundlegende Merkmale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
Marx：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Lenin： Die Lehren des Moskauer Aufstandes
Rosa Luxemburg, Karl Liebknecht und die revolutionäre KPD (1918)
Der Aufruf des ZK der KPD vom 11. Juni 1945
50 Jahre Bundeswehr - Die Zukunftspläne des
deutschen Militärs： Krieg
Religion - Opium des Volkes, Opium für das Volk
Kampf um das revolutionäre Erbe Ernesto Che Guevaras
70 Jahre Spanischer Bürgerkrieg - Die Bedeutung des bewaffne
ten Kampfes der Völker Spaniens gegen Faschismus und militä
rische Intervention
Die Bombardierung Dresdens - Ein Prüfstein für die korrekte
Haltung gegen Nazismus und Nationalismus
Zur Einschätzung Mao Tse-tungs
Die Verbrechen der Nazis und der Nürnberger Prozess
Zur Linie der KPD von 1929 bis 1933
Die Nazi-Ideologie vom „lebensunwerten Leben“
Von der Diskriminierung bis zum Massenmord
Kommunistische Positionen gegen die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Zum Kampf gegen den Antiziganismus - Der Nazi-Völkermord
an den Sinti und Roma im besetzten Europa und der Antiziga
nismus in Deutschland heute
Zum Kampf gegen den Antisemitismus (Teil I)
Vor aller Augen： Das Novemberpogrom 1938

,

Texte zu Deutschland und dem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Autorenkollektiv
Die Verbrech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m Ersten Weltkrieg
In diesem Buch werden die Verbrech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m imperialistischen
Weltkrieg 1914 – 1918 zusammengestellt. Der
Verlauf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seiner Vorgeschichte – einschließlich der antimilitaristisch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 wird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internationalen Lage
und der Situation aller imperialistischen Großmächte dargestellt. Ausführlich werden auch
Parallelen mit der heutigen sich zuspitzenden
internationalen Lage thematisiert.
150 Seiten, Offenbach 2004, 8€
ISBN 978-3-932636-92-9

Georgi Dimitroff
Gegen den Nazifaschismus
Die Herausarbeitung des Klassencharakters
des Faschismus wird in den Reden von Dimitroff
vor dem VII. Welt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erknüpft mit einer Analyse von
Besonderheiten des Nazifaschismus; es geht
um die Aufgaben der antifaschistischen Einheitsund Volksfront, die Dimitroff im Zusammenhang
mit einer Kritik an taktischen Fehlern der KPD
im Kampf gegen die Nazis erläutert.
371 Seiten, Offenbach 2002, 20€
ISBN 978-3-932636-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