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历史与档案学院 吴鹏）
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纳粹分子发动了反犹运动，欧洲的犹太难民纷纷出
逃。上海在当时也成为了许多犹太难民逃亡的目的地之一。随着难民人数的迅速
增加，上海感到越来越不堪重负。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在西南边区
建立犹太难民寄居区的计划。由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一个稳定而坚定的
共识、计划的实施缺乏启动资金、严峻的国内抗战形势和重庆与云南之间的隔阂，
以及国外德国和日本等因素的制约，使这项计划最终被迫搁置。但是这项犹太难
民移民计划也应被视为二战期间中犹友谊的象征，其积极意义不应被历史所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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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是一支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同时也是一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民
族。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排犹事件。德国纳粹分子掌权后，一步步加
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一批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在世界上寻求立足之
地。上海就是当时犹太难民心中的“应许之乡（Promised Land）”之一。鉴于
①
上海容纳犹太难民的人数有限，国民政府提出了在西南边区 划定犹太难民寄居
区的计划。尽管这项计划在当时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制约下终究难免被搁置
的命运，它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由来
（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与驱逐
欧洲历史上有排斥犹太人的事件，这在近代尤为明显。1933 年德国纳粹分
子掌握政权后不久，就掀起了反犹运动的热潮。随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越
来越加重，一些犹太人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所以已经打算远赴他乡。
1938 年 11 月 9 日“水晶之夜” ②发生后，导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纷纷逃往
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38 年 3 月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也实行
了反犹运动；英法等国由于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不愿看到犹太难民逃亡到
本国，从而增加自身的负担。③当犹太难民正准备逃往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时，
1938 年 7 月 6 日来自欧洲、美洲等地的三十二个国家 ④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国际
难民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表示难以继续接收数量庞大的犹太难民。这次会议使更

①

国民政府高层会议最后拟定在今云南腾冲和蒙自之间划为犹太难民的寄居区，因此本文称该项计划为“云
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②
1938 年 11 月 9 日深夜，德国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党卫军等化装成平民，对犹太人的商铺、住宅、
教堂等进行严重地破坏，估计有 276 个犹太教会堂被夷为平地，超过 7500 家企业被破坏，91 个犹太人被
杀害。这次事件不仅使玻璃片碎了一地，也让犹太人的安全感跟着破碎了。它标志着纳粹分子反犹运动变
得更加组织化，史称“水晶之夜”。参阅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7 年，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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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英国工业产值降低了 23.8%，出口额减少了 66.4%，进口额减少了 62.2%，大约倒退
到 1897 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占工人总数的 22.2%；法国降低了 32.9%，大约倒退到 1911 年的水平，失业人
数占工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参阅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
《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7-21 页。
④
这三十二个国家分别是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巴
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新西兰、委内瑞拉、瑞士、瑞典、巴拉圭、
巴拿马、乌拉圭、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爱尔兰、厄瓜多尔、秘鲁。

多的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 ①
中国历史上也有犹太人居住和生活。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中国人反犹太人的事
②
件，而且还看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友好地相处在一起。 这说明中华文化和犹
太文化是相似相通的。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证明犹太人来到中国是可以适应的、
有安全感的。
到了现代，当犹太人遭到纳粹分子的迫害时，中国人民站在了犹太人的一边。
1933 年 5 月 13 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
针对纳粹德国的反人类暴行，向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 ③时任奥地
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认为，纳粹主义的暴行有违人道主义理念，进而毅然决
然地向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国民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对犹太难民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纳粹分子的暴行
进行了强烈地控诉。 ④
（二）上海容纳难民的人数有限
自从何凤山向奥地利犹太难民发放签证后，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随着排犹浪
潮的接踵起伏而不断增加。从 1939 年 1 月起，犹太难民以平均每周 1000 人的规
模逃往上海。1933 年至 1941 年间上海所接受的犹太难民在数量上最多的时候将
近 3 万人。1941 年底仍有 2.5 万人留在上海，这远比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
⑤
新西兰和南非五国接收的犹太难民的人数多得多。
上海的犹太难民依靠犹太人协会以及其他慈善援助组织的帮助而勉强度日。
许多人都住在棚子里，仅依靠汤肴厨房（soup kitchens）维持生活。⑥犹太难民
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涌入上海，无疑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治安产生负面影响。
上海租界的人民表示，自己的生活因为犹太难民的到来而受到了严重地干扰，日
常生活与管理也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 ⑦上海的一些犹太社团和慈善组织，为
犹太难民提供住房、食物、医疗等基本生活需要，还要帮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
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他们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
主席斯皮尔曼在 1939 年 4 月 23 日的会议上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
的，似乎无可救药。 ⑧”上海的救济组织一筹莫展，上海的犹太居民有许多人为
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也和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一样，产生了忧虑和不
满。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39 年上海租界的一些国家代表团体专门探讨了上海
①

马荣：《美国与埃维昂会议》，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 年，第 34 页。
徐亦亭：《开封犹太人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第 40-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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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说：“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经被逮
捕……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他们的情况证明了目前遍布德国的野蛮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
杀。……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励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
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天天都发现尸体，都是被残害得不可辨认的。”
参阅宋庆龄：《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北京：人民出版
社，1952 年，第 4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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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说：“最近欧洲因法西斯势力之强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德拉（即
希特勒）并奥后，屠戮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借口德驻大使秘书为犹太人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
其手段之毒亘古未闻。”参阅《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档案与史学》2001 年第 2 期，
第 11 页。
⑤
邵东林：《难民危机：全球关注的热点》，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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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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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第 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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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俊雄：《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二），《民国档案》2000 年第 1 期，第 38 页。
⑨
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
②

的犹太难民问题，最终决定将限制难民继续入境。
当上海难以继续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时候，中国人民中的一些进步人士已
经在思考能否以及如何安顿源源不断到来的犹太难民。
（三）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有利于国民政府
为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积极奔走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向国民政府表示，来华避难的犹太人每个人将携带 50 到 100 不等的英
镑，国民政府可以从中免费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外汇收入。另外，犹太人教育程
度较高，在各领域也有一技之长。如果犹太难民移民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国民政
①
府也可以争取到相关领域的人才，以建设中国后方。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有遗训，要求扶助弱小的民族。他生前也曾经
对犹太民族表达过同情之心。 ②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理应遵循孙
中山先生的遗教；而中国自古就有人道主义救援精神。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制定
和实施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也考虑到帮助犹太难民也可以
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助于中国获得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好感。 ③
二、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拟定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那里人口相对较少，气候适宜人类生存，又有较为
丰富的自然资源，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的建设，方便了云南的交通往来。鉴于此，
1939 年 2 月 17 日，孙科在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在西南边区划定一个区域作为犹
太难民的寄居区的提议。孙科的这项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重视，
并召开会议拟定了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基本内容，决定在云南腾越（今腾冲）和
蒙自之间的土地划作寄居区，并把无国籍的犹太难民 ④作为援助的对象。会议还
规定犹太难民入境后，政府应该协助介绍相关工作，但难民不可进行政治活动，
不得反对三民主义；犹太难民也可以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入中国籍的手续，和一般
⑤
国民享受同等的权利。 1939 年 5 月份时，响应该项计划的犹太难民已经有 1.4
万人滞留在上海。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中央政府正打算在西南划出一块犹太难民的寄
居区之后，他曾经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致了一封电文，并表示云南面积
广大，但是人口较为稀少，尤其是南防、思普一带。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所以可
以在那里安置犹太难民，开垦云南的良田。 ⑥
1939 年 7 月 21 日，行政院规定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而有
国籍的犹太难民的待遇则和其他外国人一样。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都应该住在
通商口岸。行政院在 8 月 1 日（第 424 次会议）又规定，每个犹太难民应该携带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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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雪：《1939 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湖北档案》2012 年第 1 期，第 45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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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国籍[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伊拉斯英文原文为 N.E.B.Erre，收信地址为 29，rue Moliere（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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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拉函》（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1919.1-1921.11），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56-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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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救济机关或其他著名慈善团体能够证明犹太难民品德端正又没有国籍，即可视为“无国籍的犹太难
民”。参阅《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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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英镑作为居住和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开销。 ①
7 月 14 日，上海犹太人创办的《以色列传讯报》（Israel’s Messenger）
首次刊登了相关报道。美国人在上海创办《密勒士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w）
②
也报道了国民政府的这项计划。 这些报道令上海的犹太难民欢欣鼓舞。雅克
布·保格拉斯为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还亲自前往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受到了云
南省财政主管缪云台的接见。经过一番仔细地考察，雅克布·保格拉斯认为云南
是犹太难民的“应允之乡”，并拟定了《移植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认为云
南能够接纳至少 10 万的犹太难民。上海犹太组织还派遣人去重庆游说高层官员，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实施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③
三、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搁置
（一）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
虽然国民政府高层就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一些
较为具体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国民政府内政部认为，应该在云南腾越商埠划定寄
居区，按照警察机关为基干进行管理，而且政府应该为犹太难民修建住宅。
外交部认为犹太人善于经商，恐怕不利于国家的商业管理；为了防止犹太人
日后发生要求民族自决或自治的情况，应该只允许没有国籍的难民寄居到指定区
域；有国籍的难民则应居住在通商口岸，否则会留下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而且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一事，在国际上宜侧重于宣传人道主义救济方面。
军政部则不愿意为犹太难民提供寄居区，认为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才可以滞留
中国，而且还不能被授予居住权。
财政部反对在接近国际路线的地方划作寄居区，反对让犹太难民享有垦地所
有权；而犹太难民的国籍问题，则应提交外交部办理。
交通部认为应该和犹太团体就居住区地点和生活设施等问题进行商谈，然后
④
再做决定。
行政院把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传达给了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上述
已知，龙云建议犹太移民来开垦云南的荒地，以便地尽其用，不至于荒废。蒋介
石不反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但也并不热心。当孙科亲自到黄山别墅去请教
蒋介石的意见时，蒋介石表示自己眼下最关心的是国内战局。 ⑤从 1938 年开始，
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了持续五年的空袭，造成无数平民死伤，也不断地刺激
着人们紧张的神经。重庆政府准备疏散民众，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建议将与军事
无关的各个机关一律疏散，迁出重庆。 ⑥相比犹太难民移民的问题，抗战的形势
显然更为紧迫。
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对这一项计划虽然有心，但是各部门的具体意见并不完
全统一，而且还存在着矛盾。龙云的意见则和国民政府高层的意见不大相同。蒋
介石更多地是关注国内的抗战形势。因此，国民政府高层没有对云南犹太难民移
民计划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这就妨碍了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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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缺少启动资金
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缺乏启动资金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①
民国初期的金融市场非常复杂而紊乱，国民经济发生困难。 如今又碰上日
本发动侵华战争，导致军费开支逐年攀升，最高时达到 87%；国民政府每年的财
政赤字都上升到 70%到 80%；1937-1940 年度，平均亏短数占实支总额的 74%。②国
民经济体系日益走到崩溃的边缘。至 1938 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 92%的地区
都已经沦陷，国民政府主要税收来源平均减少了 76%。 ③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
国民政府才会要求来到中国避难的犹太难民需要携带 200 英镑的财富，这比雅克
布·保格拉斯允诺的金额多出了好几倍。如果把启动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费用全
部都由国民政府来承担，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犹太难民自从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和驱逐后，大部分财产都已经被侵占了。
当他们被迫逃离欧洲登陆上海的时候，他们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金钱，可以说是
④
身无分文、穷困潦倒。 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Michael Blumenthal）说道，
“在 1938 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一无所有地离开，身无分文。所以，这
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前景。” ⑤上海犹太社团、非犹太救援组织或慈善团
体虽然也为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力量毕竟有限。上海的犹太难民虽然
也获得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等地的慈善团体或知名人士的经费
捐赠，但是要把 10 万的犹太难民全部移居到云南并安顿好，这在经费上还是远
远不够。 ⑥
（三）严峻的国内形势
云南省在当时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具有割
据性的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方面都拥有很强的自主性。云南
“所有的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
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垒’
的称号。” ⑦这些都让蒋介石甚感不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大片国土沦
陷，国民政府亦西迁重庆，云南、四川诸省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后方重地。中央力
量一步步渗入地方，打破了地方势力独享一方的局面，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和冲突
不可避免。蒋介石和龙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财经、军事、政治立场和对民主运动
的态度四个方面。 ⑧
在蒋、龙矛盾的前提下，关于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问题，重庆中央政府和云
南必然不会达到一拍即合的效果。1938 年 5 月，龙云曾违背蒋介石倡导的“抗
战到底”的信念，欲组成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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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7 月，龙云又和四川军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联络，组成云南、四
川、西康三省联合反蒋同盟。 ①12 月发生了“汪兆铭出走事件” ②。这一事件在
虽然在 1939 年 5 月得到暂时地平息，但是加深了重庆中央与龙云之间相互猜忌
与隔阂的程度。在重庆和云南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再添加云南犹太难
民移民计划，明显就有节外生枝之嫌。龙云虽然口头上赞同这项计划，但并没有
多少实际上的举动。蒋介石也并非像孙科和孔祥熙等人那样对这项计划有那么多
的积极性。
1938 年以后,云南的外来人口在短时间内猛增起来，总计涌入滇境的军民不
③
下 100 万人。这时，外米无从进入，内地运粮转运维艰。 人口的骤然增加，必
然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紧张形势，云南也面临
着物价高涨和运粮困难等问题。 ④如果此时数以十万计的犹太难民移居云南，则
无疑会给当地增加压力，使原本矛盾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犹太难民较为理想的避难地点之一，除了已经存在的犹太社
团和拥有便捷的海外交通条件之外，还和当时多种政治力量并存有很大的关系。
上海不仅仅是一座经济较为发达的国际化城市，更是一座被一系列不同政权包围
和统治的城市。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拥有多种政治经济利
益，租界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列强可以在自己的租界内行
使自己的管辖权，上海也因此被称为“国中之国”。“由于对货物、金钱以及人
员的国际性流动缺少法律限制，上海还成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之
一。因为进入上海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所以这个城市成为 20 世纪冲突混乱的
年代里难民的避难所。” 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西南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的后
方重地。中央内部蒋介石和汪兆铭之间存在矛盾， 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
还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利益之争。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形势下，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
划就不可能得到妥善地安排和实施。
（四）严峻的国外形势以及计划的搁置
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被搁置，也与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因素有着重要的关
系。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军事、经济、工业、文教等方面的往
来也很频繁。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是中国军火提供商中的大宗，1937 年运送
到中国的战略物资价值为 8278.86 万马克，包括各种武器和弹药。 ⑦因此，蒋介
石对德国人颇有好感，希望德国人能够给日本人施压，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
但是 1938 年以后，中德关系有了转变。1938 年德国发表声明承认日本控制下的
傀儡政权——伪满洲政府，德国的军火也被禁止输入中国。这说明随着中国战局
①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第 172-173 页。
193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自重庆出走，道经昆明与龙云有一夕之谈，停留一夜后转
赴越南河内；次年转往上海、南京，与日本人接触，意图建立政权，此所谓“汪兆铭出走事件”。这一事
件使重庆与昆明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更为加重。
③
谢本书：《龙云传》，第 138 页。
④
1939 年 3 月 2 日龙云在一封电文中表示，“滇省近来百物昂贵，米价陡涨，生活增高。……地方食粮已
极感困难。”参阅龙云：《龙云为各军补充兵宜驻黔训练电》，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
滇军抗战密电集》，内部出版，1995 年，第 238 页。
⑤
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第 301 页。
⑥
蒋介石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汪兆铭则主张与日本议和，
他表示：“日本的困难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我国的困难是如何支持战争。”参阅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
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全译本第 11 册），中央日报社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年，第 191 页。
⑦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 454-456 页。
②

的进展，德国看到了日本在远东战场的重要性。 ①国民政府担心云南犹太难民移
民计划会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甚至会导致德国帮助日本来打击中国。考虑
到这一点，国民政府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不得不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甚至
显得畏缩起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由于
战争吃紧，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大片国土和许多重要城市都沦陷于
日军手中，所以谈不上有多少的精力来打理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而日本也正
在谋划“河豚鱼计划（Fugu Plan）”②，企图利用犹太难民为侵华战争服务，但
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却大都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日义举，并声讨日本的侵华行径。日
本认识到难以实行“河豚鱼计划”，必然会阻挠中国的“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不让中国占到便宜。
蒋介石得知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来电抗议云南犹
太难民移民计划后，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暂时将计划搁置。③1939
年 8 月 21 日，已占领上海的日本当局和上海一些国家代表宣布拒绝任何新的犹
太难民进入上海，这相当于关闭了犹太难民落脚中国的重要门户。后来，犹太人
来华的海路和陆路也逐渐被意大利和德国所控制。犹太难民来华的人数骤然锐
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国民政府提出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是基于上海难以容纳
更多的犹太难民的现实需要，也考虑到了自身和国际上的因素，并非一时性起，
也非主观盲目。犹太难民们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政府作出的这项决定。这项计
划之所以被搁置，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民政府高层内部难以形成稳
定而坚定的统一意见，使得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缺乏实施力。而实施为数十万
人的移民计划，本身就很不容易。国内严峻的抗战形势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
阂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国民政府的精力，因而难以腾出手来专注于实施这项计
划。国际上德国、日本等方面的限制性因素，也阻碍了它的有效实施。因此，即
使国民政府真的有心去做这样一项计划，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中也很难有足
有的时间、精力和资金顺利完成。
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最终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被迫搁置了，其积极意义
却不能遭到断然地否定。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难民深深的同情和援助之心，
是二战期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深厚友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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