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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中心成立25周年纪念册.
衷心感谢 Danke!
喜逢德国中国中心成立25周年之际，中国中心全体同仁追忆过去、展望未来，对所
有为在建设中德（中国与欧洲）互动之间的桥梁、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
的教会和宗教、以及与中国中心休戚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所有作出杰出贡献的
志士仁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协会会员：
德国中国中心，以下簡稱中國中心是由来自德
国、奥地利、瑞士和意大利的会员加盟组成，各
会员为了建设中德（中国和欧洲）间的坚固桥
梁，以及维持桥梁的“平衡”，每位会员肩负着
中国中心团队的使命，时刻关注中国中心的命
运与发展，并在经济上慷慨大方的予以支持。
基金会： 德国明爱基金会；德国主教团---普世教会与移民
领域；奥地利天主教青年组织/协会（直至2013年）；(柯尼施
泰因) Königstein危难中的教会基金会；德国亚琛米索尔 (Misereor) 基金会；德国亚琛Missio基金会；德国慕尼黑Missio
基金会；德国亚琛宗座儿童传教基金会。
修会团体： 瑞士因根博尔布鲁嫩(Ingenbohl-Brunnen)圣十字
架慈悲修女会；德国方济各男修会(Deutsche Franziskaner); 意大
利玛丽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德国耶稣会；奥地利耶稣会；德
国嘉布遣兄弟会；奥地利嘉布遣兄弟会；德国明斯特Mauritzer
方济各修女会（整顿后的圣方济各第三修会，宗座委员会立案
的医生护士修会/Generalat der Kongregation der Krankenschwestern vom Regulierten Dritten Orden des hl. Franziskus e.V.）；德
国St.Ottilien本笃传教男修会；德国图钦格(Tutzing) 本笃传教女
修会；德国明斯特Hiltrup耶稣圣心传教修女会；德国明斯图天
主之母无玷受孕传教修女会；德国波恩鲍思高慈幼会；德国与
意大利圣言会省会；德国圣奥古斯丁圣言会；圣言会传教修女
会。

教区：德国埃森教区； 德国斯图加特罗滕堡教区。
个人赞助者：Prälat Heinrich Haug （蒙席）； Prof. Dr. Roman
Malek SVD （圣言会马雷凯教授); P. Andreas Müller OFM（方剂
各会士）; P. Dr. Hermann Schalück OFM（方剂各会士）; Prof.
DDr. Hans Waldenfels SJ（耶稣会士）。

中国中心与以上列席的合作会员、基金会、修会团
体和教区、以及所有个人赞助者彼此之间紧密相
连、精诚合作。
赞助成员与募捐者：从中国中心成立至今，众多赞
助成员与募捐者为中国中心的事业和未来的发展，
彼此之间组成一个团体、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
们持之以恒的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董事会：
董事会主席和每位董事会成员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兢兢
业业的肩负自己的使命。中国中心对于他们所作出的明
智决策，以及对于他们工作的热情，深受感激与欣慰。
在此，我们列出所有董事会成员的代表--董事会主席:
Prälat Heinrich Haug (蒙席), Prälat Bernd Kaut (蒙席),
(Prälat) Norbert Herkenrath (蒙席), (Prälat) Dr. Konrad
Lachenmayr (蒙席), P. Dr. Hermann Schalück OFM, P. Eric
Englert OSA, (Prälat) Dr. Klaus Krämer (蒙席).

顾问团：
中国中心的工作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资议会成员组成，
他们中有教会、科学和社会方面的专家、学者；除此
之外，他们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讨论中，他们
会提出有关建设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很多宝贵建议。顾
问团成员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与中国休戚相关，并在
各个方面作出持久的贡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此，中国中心所有员工对他们的慷慨援助与大力支持
致以衷心的感谢！

Ihnen und Euch allen: ein ganz herzliches Da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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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大家

Der Brückenbau
连接中国与德国之间的桥梁

中国中心历任负责人：1988年至1998年：圣言会马雷凯神父，博士、教授；1998年至2004年：圣言会保祿.辣博神父；2004年至2012：圣言会溫安東
神父；2004年至2009年：圣言会圣神修女郝 Hildegard.玛利亚副主任；2012年至今：圣言会万廉神父。

起源：

创辦宗旨：

长久的期待与祈祷，所得到的一丝惊喜：在中国文
化大革命（1966-1976）之后，中国国家主席邓小
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多年来
闭关锁国（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大门，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中国人民在经济与民主自由上越来越
多的感觉到改革的徐徐之风。但遗憾的是，分裂
的----教会也向全世界敞开大门；教会在经受长久
迫害之后，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自由與发展空间中存
在很多限制；但是教会重新组织、建设新的基督徒
团体。经过长久的孤立之后，重新与普世教会建立
了联系。

中国中心作为中德之间的樞紐，努力实现与中国文
化和宗教多方面领域内的相遇交流：对中国教会和
宗教信息，和思想教育的交流；与中国合作伙伴在
社会和科学需求方面的交流与共同合作--特别关
注中国天主教--对中国基督宗教以及宗教历史的研
究，同时也对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其他宗教有所探
讨。最主要的是，中国中心与邻近的汉学研究所-华裔学志--在工作与研究项目上彼此合作。

1988年9月29日，中国中心在德国天主教传教委员
会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这作为对德国教会革新，
以及对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开放的回复。中国中心坐
落于圣奥古斯丁城，隸屬于圣言会大学一組織機
構。
左： 2012年至2015年德国中国中心董事会成员从左至右：董事会主席代表，Dr. Thilo Esser (Kindermissionswerk儿童传教基金会); Schatzmeister Jürgen Knieps (Steyler
Bank圣言会银行财务主管); 董事会主席 Prälat（蒙席） Dr. Klaus Krämer (Missio Aachen und Kindermissionswerk亚琛 Missio和儿童传教基金会); Johannes Scholz (Deutscher Caritasverband – Caritas international 德国与国际明爱协会; Abtpräses Jeremias Schröder OSB, St Ottilien (德国 St. Ottilien 本笃传教男修会会长); 中国中心成员-范雅琳
女士。 右：德国中国中心与华裔学志的代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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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Weg des Verstehens zur helfenden Solidarität

中德间彼此了解——团结合作之路

出版：
《中国教讯》杂志报道有关中国基督教、宗教和宗教
政治的一些信息。提供在中国区域内的宗教和基督宗
教的讯息—-如在国际化增强背景下的中国—-两年前
新创办了《中国宗教评论》网络英语杂志，然后出版
读物、在报刊杂志中发表文章，以及印刷有关中国教
会的小册子。

图片：《中国教讯》和《中国宗教评论》杂志封面。

举办学术研讨会、演讲、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在各大堂区
和研究所作演讲与报告；与許多国家政府建立了友
谊，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并回答所关注的问题，比
如: 對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各大宗教和教会等
焦点疑问。
莱顿大学Barend ter Haar教授，于2002年在中国中心组
织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作有关“宗教团体在古代与
当今中国所遭受的迫害”的演讲。

积极参加德国天主教—基督教合一活动：
为了让德国教会各大机构更多的了解中国，对于中国
中心来说最佳的机遇，就是参加德国盛大的宗教节
日，借此激发更多的对中国及中国基督宗教感兴趣的
人士。多年以来，中国中心与德国汉堡基督教信息部
门精诚合作，参加天主教和基督教会的节日，并组织
中国神学专家论坛，分享有关中国宗教的各种信息。
2006年在德国Saarbrücken 举行天主教节日时,德国上任
副总统 (Wolfgang Thierse) 会见中国神学生。

慈善基金会中介：
基于中国项目伙伴及中国中心合作成员的愿望，中国
中心办事处 (Geschäftsstelle) 在连接中德各大项目
方面起到无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翻译和介绍中国教
会向各大基金会、教区和修会的项目申请方面；涉及
内容广泛，大到建筑教会教堂、教会的社会慈善；小
到慕道班、修士和修女们的培育。

赞助中国建设教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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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ücken in eine gemeinsame Zukunft
共同构建未来

中德学生聚会：
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多学生，就读于德国的不同大
学。面对此现象，中国中心审时度势，为了加强中
国与德国学生间的文化交流，每年组织一次中德学
生聚会。此聚会源于华裔学志研究所，至2013年为
止，中国中心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十八次中德学生聚
会。在聚会中，青年专家学者与学生们共同讨论与
回答当今所关注的问题。

2010年在Würzburg举行中德学生聚会，题目为“电影与人
生”，图为城市观光一景。

支援中国神父、修士和修女们的培育：
基于中国主教们对于修士、神父，以及修女会长
对修女在神学方面学习或再培育的请求，二十年以
来，中国中心邀请中国大陆青年神父、修士和修女
们，来德国神学深造。其中大多中国学生在德国圣
奥古斯丁圣言会神哲大学进修学习；另外一部分在
北莱茵州帕德博恩 (Paderborn) 天主教大学学习宗教
教育学；另外一部分学生在德国不同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

2012年一位学生在圣奥古斯丁圣言会大学毕业，返回中国
前合影。

直至今日，在中国中心的赞助下，中国很多教区
的年轻神学生都在此深造过。在学习期间，他们对
社会的敏感问题作出反应，学习、认识、了解和体
验德国堂区的牧灵生活。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再次
反省到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在他们结束学业，返回
家乡之后，在修道院和修女院中给学生们授课，积
极参与地方教会的建设，并作为与普世教会建立联
系桥梁的基石。

2011年5月，香港汤汉枢机与中国修女们合影

此项目由很多修会团体、教区和基金会鼎力相
助，并提供经济和人事上的帮助。

专题研讨会：
很多年来，欧洲不同国家利用暑期时间，为在欧洲学
习的中国神父、修士修女，组织为期两周的活动，内
容形式包含研讨会与避静神功。德国中国中心作为此
夏季聚会的组织成员之一。更确切的说，当今我们提
供更多专业性的研讨班，例如，如何面对牧灵或基督
徒的社会训导问题。
2007年中国中心在慕尼黑St. Ottilien组织召开研讨会，图
为一个研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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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ammmenarbeit: Brücke mit vielen Säulen
精神合作：多根石柱架桥梁

合一的讯号：
中国中心与基督教同伴长期的合作中意识到，中国
中心有义务促进彼此间的合一共融。多年来，德国
的中国教会合一工作小组每年两次相聚，在聚会
中，我们共同分享与讨论有关中国宗教、教会和社
会的信息，共同关注和维护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一
性联系。此工作小组由不同的基督教机构和中国中
心顾问委员会组成。
1996年德国的中国教会合一工作小组在圣奥古斯丁举
办“基督宗教和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挑战”。

欧洲和国际的合作平台：
中国中心的重要网状工作模式就是，提供欧洲与国
际教会彼此合作的机遇，以及关注中国的平台。在
此，我们例举一些重要的欧洲天主教（几年前还是
合一性的）中国会议，这些会议都是中国中心共同
负责组织。例如：2010年9月，中国中心邀请八大
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团体，在（弗赖辛）Freising组
织负责中国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人在欧洲的
生活状态。《中国宗教评论》杂志报道欧洲化的发
展进程。

多年来欧洲几国与德国中国中心的精诚合作：图为1991
年。P. Angelo Lazzarotto PIME(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
Edmond Tang(英国)；P. Jean Charbonnier MEP(法国巴黎
外方传教会.沙白里神父)；P. Jeroom Heyndrickx CICM
(比利时）; P. Roman Malek SVD (马雷凯德国圣言会)

天主教莱茵州华人团体：
天主教莱茵州华人团体目前由万廉神父负责，并有
规律性的在德国圣奥古斯丁圣言会修道院举行弥散
圣祭、各种慕道班、避静日以及庆祝节日，如中国
新年。理所当然，中国中心与莱茵州和墨尼黑的天
主教华人团体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罗马万民福音部秘书：韩大辉总主教（慈幼会）与莱
茵区部分华人教友合影。图为2012年5月于慕尼黑St.
Ottilien。

普世教会为中国祈祷日—主内共勉：
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写信，并且呼吁
普世教会于每年5月24日为中国祈祷日，之后，中国
中心藉着举行弥撒圣祭、制作并分发为中国祈祷手
册，以及介绍中国教会信息。
教友们在圣堂内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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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egnung schaffen
创造机遇

与中国友好伙伴间的合作与对话：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中心藉着与中国合作者直接的
交往，以及彼此间合作的机遇，直至今日有了很大
的发展。目前，中国中心与中国境内很多教区主
教、神父、修女及信友保持着联系。很多来自中国
的代表团藉着拜访中国中心，并与德国以及大数邻
近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国中心始终陪伴着他
的合作伙伴面向慈善机构、各大修会团体和教区，
还有与国家的一些机构以及新闻媒介代表建立关
系。由此，中国中心在长期的发展中，与很多机构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很遗憾的是，于
2013年初逝世的前任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他身为
对话合作的倡导者，从中心创始之初直到几年前，
他几乎每年拜访中心一次。



中国中心陪伴德国教会代表团拜访中国-一些闪光点
上面从左向右照片为：

1．中国中心于1993年第一次组织陪伴中国中心会员、修
会代表和记者们旅游中国，此图片为与武汉董光清主
教的合影。
2．来自Hildesheim (希尔德斯海姆)教区 Dr. Homeyer 主
教于1997年拜访中国。他拜访了西安教区李笃安主
教。
3．2009年德国主教团普世教会委员会主席：Ludwig
Schick总主教随同一个代表团拜访中国。在一个农村
合影。
4．2012年基督徒合一德中交流小组在中国实地考察，拜
访了陕西省。
5. 2013年德国主教团秘书耶稣会神父：P. Dr. Hans Langendörfer 拜访中国。图为与献县教区李连贵主教合
影，背景为耶稣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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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拜访代表团：
从左到右图片依次为：
1.1995年德国Konrad –Adenauer基金会与中国中心合作邀
请中国四位主教：上海金鲁贤主教，宗怀德主教（以
前中国主教团团长），北京傅铁山主教，西安李笃安
主教，他们拜访德国的时间为三周。图中还有：危难
中的教会基金会 P. Werenfried van Straaten 神父，一位
非洲主教，一位印度主教。
2. 位于马雷凯神父左侧是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者，刘小枫
教授多次来圣奥古斯丁做客， 图为1998年。
3. 2003年中国艺术家钱筑生在圣奥古斯丁做客。
4. 2003年香港陈日君枢机拜访以前宗座代办总主教-（
当今为枢机），柏林 Giovanni Lajolo 博士。
5. 2011年上海宗教局主任：曹斌拜访圣奥古斯丁，并
与华裔学志的顾晓永圣言会神父、博士，温安东神父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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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位来自北京、西安、河北省、
满洲或新疆的主教。如今大多数拜访者为
在欧洲国家或美国学习的神父和修女。
最近几年在中国大学和研究所内，随着对宗教和
基督教研究人数的不断增长，对此，中国中心与很
多学者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时也接待国家宗
教局代表的拜访。我们不仅与中国大陆保持联系，
而且还与台湾、香港和澳门有往来。
中国中心发挥着中介的角色，同时也组织陪伴欧
洲教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种方式是当今最主要、
以及促进彼此间交流与相遇的最佳时刻。如此，中
国中心在教会和宗教方面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在当
今与将来势在必行。

Weiter unterwegs
携手共进——走向明天

迈向希望之路：
中国中心就是一座桥梁，这座桥梁通往中
国，并向全世界开放。有不计其数的智者贤人
在过去25个春秋（从东向西，从西向东）双方
向性的踏过这座桥。所有的人有奉献也有收
获，双方彼此都有所得，彼此之间建立了更密
切的关系。
也正是在过去的25年，中国在很多领域以无
法估计的速度成为全世界的竞争对手，并吸引
全世界的目光，在世界发展和国际形象方面一
直扮演着积极重要的角色。显而易见的是，在
社会发展中，所有宗教自身也发挥了重要的意
义。在此背景下，桥梁更多的作用是促进和加
强中国与国际间相遇和理解的纽带。中国中心
希望在未来继续更好的发挥桥梁的作用，肩负
桥梁的职责，并进一步扩建这座桥梁。
中国中心希望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一如既
往，继续客观准确的传达信息；在与中国伙伴
深入对话时，会以实际有效的方式在文化和宗
教方面肩负使命；正如，在基督教会的发展中
给予更大的支持，为使它们拥有更多的自由。
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本地教会肩负宣讲福
音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逐渐增长，这一点，
我们可以感觉体验到。
在此，我们对那些与中国中心有密切联系的
机构团体，以及善心人士致意衷心的感谢。在
过去的岁月中，他们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慷
慨大方的支持和陪伴着我们成长。在当今以及
未来，我们定会依赖他们的爱心帮助、全心信
任他们工作。为实现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将
尝试着与我们所有的朋友和恩人们在思想和经
验方面进行交流，在行动上彼此紧密相连、精
诚合作。

China-Zentrum e.V.
德国中国中心通讯地址：
Geschäftsstelle
Arnold-Janssen-Str. 22
D-53757 Sankt Augustin
GERMANY 德国

Kontakt
联系方式：
电话：0049 (0) 2241- 237432
传真：0049 (0) 2241-205841
电邮：info@china-zentrum.de
网址：www.china-zentrum.de
Vereinsregister Bonn VR 5783

Bankverbindung:
汇款方式：
Steyler Bank GmbH Sankt Augustin
BLZ: 386 215 00
Kontonummer: 17881
BIC GENODED1STB
IBAN DE 94 3862 1500 0000 0178 81

							

德国中国中心全体同仁

呜谢

Fotos: Archiv China-Zen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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