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沦陷后美国宗教团体
关于受损财产交涉的函件一组

＊

高天舒　李 玉 译

　　内容摘要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南京高门楼２０号、句容桥

头镇等地部分财产遭到日伪的破坏与侵占，为此，美国传教士奈特、李博克、哈特维尔等人

先后与美国驻南京外交官和驻上海总领事等反映损失情况。为处理此事，美国外交机构

之间也文牍往还，相关函件部分还原了事实真相。这些文件再次证明，侵华日军不仅给中

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而且损害了第三国在华利益。尤其是在南京及周边地区，美国侨

民的财产损失严重，这受到美国驻华外交机构的关注，并与日方进行交涉。相关函件藏于

美国国家档案馆，ＲＧ　８４，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ｓｔｓ，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Ｐｏｓｔ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ｍｅ　２７５４，函件标题为译者拟定。

关键词　南京沦陷　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传教士　美国教会财产

一、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与南京大使馆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其财产受损问题的通信

上海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３日

南京

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

阿利森先生①：
兹奉上一封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９日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弗兰克·奈特（Ｆｒａｎｋ　Ｂ．Ｋｎｉｇｈｔ）发自

奉天的信函，内容是希望了解目前安息日会在南京的房产及家具情况的，烦请查收。
谨致问候

美国总领事馆

弗兰克·洛克哈特（Ｆ．Ｐ．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附件：奈特牧师信函副本

奉天

７６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二：美国使领馆报告中的中国抗战
史料”（１６ＫＺＤ０１８）的阶段性成果。

三等秘书阿利森（Ｊｏｈｎ　Ｍｏｏｒｅ　Ａｌｌｉｓｏｎ）１９３８年１月返回南京，负责南京美国大使馆的日常工作，其继任者为史密斯（Ｒ．Ｌ．
Ｓｍｙ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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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９日

上海

美国总领事馆

先生们：
大约两个月前，我收到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函，信中描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位于南京高

楼门２０号的房产状况，认为有人对大院进行了劫掠，但并没有提及损失情况。
在你们方便时，是否可以询问他们下列两三件物品的情况：中间那栋房子楼上左前方的房间

内，位于楼梯上方壁橱里的收音机及收藏在楼下门厅的冰箱、床和床垫。我不清楚现在能否去南

京，也不清楚是否有机会将这些东西运出南京，但无论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都感激不尽。
如果南京领事馆（大使馆）方便将这些物品的情况告知我们，我们将非常感谢。我们这里十分

需要这些物品，但目前还不知道在南京的这些物品是否还属于我们。
提前感谢你能提供的任何信息。
谨致问候

弗兰克·奈特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３日

（伪）满洲国

奉天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满洲联合传教团

弗兰克·奈特牧师：
你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９日所写的询问有关你们教会在南京的财产状况，以及是否可以将那里的

一些家具运走的信函已收到。
你的信函已经转交驻南京美国大使馆处理。

美国总领事

弗兰克·洛克哈特

南京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８日

上海

美国总领事

弗兰克·洛克哈特先生：
参见你的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３日的信函以及所附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９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弗兰克·奈

特牧师在奉天所写询问其教会在南京所留家具情况的信函副本，现将本使馆答复奈特牧师的回函

副本发给您。
谨致问候

大使馆三等秘书

约翰·阿利森（代表大使）
附件：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奈特函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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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８日

（伪）满洲国

奉天 第２９纬路５７号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满洲联合传教团

弗兰克·奈特牧师：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转送的你的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９日的信函副本已收悉，信中你询问你们在南

京教会房产里的收音机、冰箱、寝具和床垫的情况。
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今天去了那里，并查看了中间那栋房屋。他在楼下门厅发现了一个用

木板包装的冰箱和一些弹簧，还在楼下门厅发现了一个木板箱，估计这是用来装寝具的，但目前已

经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您所询问的收音机也没有找到，那里的看门人说他也没见到过。在楼上

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床，床上有床垫。
目前看来，似乎无法将这些物品运出南京，因为长江上普通货物的航运尚未恢复，而到上海的

铁路运输不受理一般货物。
你信中说，不清楚你们是否有可能前往南京去。（南京）大使馆目前还无法向你承诺可以与日

本当局达成让你们返回南京的协定，但目前已有许多原本住在南京的其他教会的美国人已通过上

海日本当局发放的“通行证”回到了这里。这说明你们的返回并非毫无可能。
如果需要我们提供其他帮助，请尽管联系。
谨致问候

阿利森（代表大使）
大使馆三等秘书

南京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０日

上海

美国总领事

弗兰克·洛克哈特先生：
按照要求，附件中发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函，已经发给了该教会在上海的代表。该信函的

副本见附件，供总领事馆参考和存档。
鉴于其他美国教会已能派代表前往南京，以调查他们的财产状况，并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措

施。我们相信总领事 馆 也 希 望 向 基 督 复 临 安 息 日 会 提 出 建 议，为 了 教 会 的 财 产，也 可 做 类 似 的

安排。
当然，本馆将会竭尽全力确保美国财产的安全。不过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对美国财产被中国

人侵害的案例应尽量避免向当地日本当局寻求帮助。我们认为，如果负责任的美国人能定期去南

京代表财产所有者照料美国财产，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必向日本当局提出这样的请求。
谨致问候

美国领事

Ｒ．Ｌ．史密斯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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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１９３８年９月６日

上海愚园路１２０７号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Ｒ．Ｈ．哈特维尔牧师：
附件中附上了美国驻南京领事发送给贵教会的一封信函，信函的内容是关于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在南京财产的。
谨致问候

美国领事

Ｊ．霍尔·帕克斯顿（Ｊ．Ｈａｌｌ　Ｐａｘｔｏｎ）①
代表总领事

附件：美国驻南京领事史密斯致上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函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０日

上海

愚园路１２０７号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先生：
附件是８月２２日有人给本馆来信的译件，发信人自称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位于南京白下路

１４２号教堂的成员。
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今天去了你们位于白下路的教堂，发现许多中国妇女和儿童，她们显然居

住在那里。看门人说难民家庭的成年男性白天都不在，因为他们在为当地的一家中文报馆工作。
尽管教堂内毫无秩序，非常混乱，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教堂的财产遭到了破坏。目前本馆也没

有采取任何措施将难民驱逐出教堂。
我们要求你们将教会对难民占据教堂的看法告知本馆。如教会希望的话，可以诱导难民腾出

教堂。如果难民拒绝，也请告诉本馆你们是否希望与日本当局联系，并要求强行驱逐难民。
谨致问候

美国领事

Ｒ．Ｌ．史密斯

代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副本发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附件：致美国领事信函翻译件

　　这是一份关于教会大厅长期被占，教会正常活动受到妨碍，为了布道之便，希望能够将教会大

厅腾空的请愿书。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位于（南京）白下路的教堂是美国财产。去年秋天，教会的传教士离开了南

京，去了其他地方避难，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今年春天，为了保护教堂和其内部设施，教会成员雇用

０７
① 中文名为包懋勋。



高天舒　李 玉 译／南京沦陷后美国宗教团体关于受损财产交涉的函件一组

了两位上了年纪的邻居，即胡鼎丞（音译，原文为 Ｈｕ　Ｔｉｎｇ－ｃｈｅｎ）和他的妻子为看门人，每个安息

日的仪式都照常举行。
６月的时候，一群人（有６０多名男女，但并不是教会成员）搬进了教堂。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

陆续搬出去了，现在只有王、曹和陆等１０余人（他们在《南京新报》①工作）还住在教堂里拒绝搬出。
看起来他们想要在这里长期居住，因为他们正在制作一个雨棚。此外，他们还在圣台上放了不少他

们的东西，随心所欲地破坏教堂内的物品，并私下把教堂的茶桌和椅子据为己有，他们拒绝锁上教

堂大门，甚至试图赶走教堂的看门人。
当我们教会的成员看到他们违反教会规定的邪恶行径时，试图与他们理性地进行协商，并希望

其搬出去，一名王姓男子却说他们在日本宪兵总部有靠山，态度非常强硬，看起来似乎已经把教堂

当作自己的私人居所。作为教会成员，我们有义务维持教会的秩序，因此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为了

保护教会财产，我们恭敬地提交这份请愿书，并希望他们能被责令搬出去。
致美国领事

请求人：宁子肯（签章）吴天申（签章）张哲谋（签章）丁克志

杨菊兰 宋贵楚（签章）张少英 孙倪鸿 杨准义（签章）②

１９２８年③８月２２日

１９３８年９月６日

上海

南京

美国领事

南京美国大使馆

威利斯·Ｒ·史密斯先生：
你８月３０日的信已经收到，附件也已送给上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Ｒ．Ｈ．哈特维尔牧师。
关于你的信函第二段，你可能有兴趣知道自６月１３日以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多次递交的通

行证的申请还在待定状态，尚未得到日本当局的同意。
谨致问候

弗兰克·洛克哈特

上海总领事

南京

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４日

上海

美国总领事

弗兰克·洛克哈特先生：
本馆今天收到你写于９月６日，但上海邮戳为９月１２日的有关于本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

１７

①
②

③

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创办的报纸。
皆为音译，原文依次为：Ｎｉｎｇ　Ｔｚｅ－ｋｅｎ，Ｗｕ　Ｔｉｅｎ－ｓｈｅｎ，Ｃｈａｎｇ　Ｔｓｅｈ－ｍｏｕ，Ｔｉｎｇ　Ｋｅｈ－ｔｓｉ，Ｙａｎｇ　Ｊｕ－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ｕｎｇ

Ｋｗｅｉ－ｃｈｕ，Ｃｈａｎｇ　Ｓｈｉｕ－ｙｉｎｇ，Ｓｗｅｎ，ｎｅｅ　Ｈｕｎｇ，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ｙｉ。
原文有误，应为１９３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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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
有关信函的最 后 一 段，您 或 许 有 兴 趣 知 道 上 海 基 督 复 临 安 息 日 会 的 勒 克 莱 尔· Ｅ．里 德

（Ｌｅｃｌａｒｅ　Ｅ．Ｒｅｅｄ．）先生和卡尔·（Ｃａｒｌ　Ｓｃｈｒｏｅｔｅｒ）先生昨天乘火车抵达这里。他们计划停留几天，
调查其教会财产的状况，并拟于９月１８日或１９日返回上海。

谨致问候

美国领事

威利斯·Ｒ·史密斯

南京

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

尊敬的花轮先生：
美国机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东联合会要求归还他们在南京白下路１４２号的教堂里被搬走的

１７把木长椅，那是贵使馆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０日以书面授权的方式让人搬走的。教会代表告知本大使

馆，长椅是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被搬走的，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教会代表于９月１７日拜访了本大使馆，说一个自称是《南京新报》雇员的王姓中国人和其家人

仍住在上述房产中，这同样违背他们的意愿。王某还把他的私人物品以及据说是《南京新报》的物

品储藏在小礼拜堂里。教会代表补充说，尽管他要求王某搬出去，王某却置之不理，并声称他已经

从日本当局得到许可，可以占据美国房产。据说王某还表示他已作出了安排将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
日后占据教堂的其他房屋。

如果你能安排，将这１７把从教堂搬走的长椅迅速归还，我们将十分感激。我们也要求贵方对

教会财产被人声称得到日本当局许可而占领一事调查，使这些财产能够物归原主，物尽其用。
谨致问候

美国领事

威利斯·Ｒ·史密斯

谨代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抄送上海总领事馆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

南京

上海

愚园路１２０７号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东联合会

勒克莱尔·Ｅ·里德先生：
参见你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的信函，信中提到镇坪路①礼拜堂中那些被搬走的座椅已经被归还

了，并要求将搬走长椅的人留给看门人的信件和卡片交还给向志恒（音）先生。
按照你的要求，信件和卡片已经在向先生前来大使馆的时候交给了他。
如果需要我们提供进一步帮助，请贵会直接或通过向先生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尽力。
谨致问候

２７
① 原文如此，疑似白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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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代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美国领事

Ｒ．Ｌ．史密斯

抄送上海总领事馆

二、李博克证词

中华民国

江苏省　上海市

美国总领事馆

　　在我，被正式任命的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Ｅ．保罗·坦尼（Ｅ．Ｐａｕｌ　Ｔｅｎｎｅｙ）面前，李博克

（Ｄ．Ｅ．Ｒｅｂｏｋ）①经过宣誓后，做出如下证言：
见附件。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李博克（签名）
宣誓人于公元１９３８年９月１日在本人面前作此声明。

美国驻中国上海副总领事

Ｅ．保罗·坦尼（签名）

附件：证词

在Ｐ．Ｅ．昆比（Ｐ．Ｅ．Ｑｕｉｍｂｙ）和 Ｗ．Ｅ．斯特里克兰（Ｗ．Ｅ．Ｓｔｒｉｃｋｌａｎｄ）陪同下，经过日军当局的

同意，我于８月２９日星期一早晨离开上海，到南京以东３０英里的桥头镇参观中华三育研究社。当

天下午４时左右到达了下蜀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吃惊地看到日本军队搭建起一栋临时性木建筑，
里面用了中华三育研究社的门窗。在建筑内部，我也看到了本属于中华三育研究社及其员工的课

桌、餐桌、椅子和凳子。我们所有人都认出了这些家具。这也印证了我们那些在战斗期间还留在那

里的中国雇员讲述，他们说日本军队闯进了我们的房子，还抢走了所有能够搬得动的家具和设备。
星期二我们从中华三育研究社所在的桥头镇回去的时候，又一次仔细查看了下蜀这座临时火车站。
我亲自进入车站，认真查看了前面提到的每一种家具，并确信这些家具都是来自我们位于桥头镇的

机构。
李博克（签名）

〔高天舒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　玉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教授〕

（责任编辑：明亮）

３７
① 生于１８９７年，１９１７年来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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