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
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

陈谦平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 ,从 1990 年代以来 ,

已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档案资料的逐

步公开 ,外国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涌入 ,以及学者研究视野

的开阔 ,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

研究方法的变化 ,导致研究的结论更趋多元化 ,对于国民政府战时

对外关系的评价亦更加客观和公允。

一 　外交通史

近十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

交史 :中华民国时期 ,1911 - 1949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是中国大陆出版最早的一本外交通史。该书运用中外档案文献之

丰富 ,是获得学界好评的原因之一。石源华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是近几年出版的最具特色的一部民

国外交通史 ,该书不仅史料丰富 ,且研究方法新颖 ,评述公允客观 ,

受到国内外学界较高的评价。美国著名学者柯伟林 ( William C.

Kirby)称之为“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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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交史”佳作。①

此外还有宗承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 ( 1840 - 1949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

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胡之信、张德旺等撰写的《中

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 (1919 - 1949)》(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杨公素著《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等。

在抗战时期的专题外交史方面也有一系列著作问世 ,如苏光

文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 1997 年) ,主要

从政治外交、对外军事关系和对外文化交往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

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王真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 ———抗战时

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论述了抗战时期中

共同各国的交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则是一部学术性、史料

性均堪称一流的著作 ,该书叙述了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期间的中外关系 ,包括中国抗战与国联 ,中国与德国、

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该书认为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

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抗战相辅相成。该书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

1. 中国全民族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2. 中国战时大

国地位的取得 ,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结果。3. 抗战期

间中国政府制定了务实的外交政策 ,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 ,使国

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以后 ,中国采取的是以美为主

的外交方针。4. 在抗战期间 ,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 ,中

英新约谈判中在新界问题上的让步和按照雅尔塔协定同苏联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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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条约 ,均反应了这种事实。5. 抗战期间外国与中国关系的或

亲或疏 ,均以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为转移。如中德关系的逆转 ,如

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苏德战争后亲日疏华政策 ,如

英国和美国对华政策 ,莫不以各自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此外还

有王建朗著《抗战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

公司 1996 年) 、岳谦厚著《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等。

二 　中日关系研究

中国大陆目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相当活跃 ,由中国抗日战争

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合办

的《抗日战争研究》,自 1991 年创刊以来 ,已经成为发表国内外抗

日战争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此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

究中心每年资助国内学者开展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经费数额相当

大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成为重点资助对象之一。抗战时期

中日关系的研究范围很广 ,由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广大地区 ,因

此可以说抗战期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同日本有关。但本文论及

的仅仅是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对外关系 ,故对于侵华日军或日本

占领当局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统制等不

予涉及。

专著方面 ,有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

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关系史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

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李玉、夏应元、汤重

南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 、王

维礼的《中日战争 15 年及其他 :王维礼学术论文集》(中央文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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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0 年)等。臧运祜的著作运用了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日本

外务省档案和陆海军文书的缩微胶卷 ,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

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主要是日本的华北政策进行了研究。作者

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是一个“已有一定基础、尚须进一

步深入的领域”,认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是延续的 ,卢沟桥事变并不

是“偶发”的事件 ,而是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继续 ;李玉、夏应元、汤

重南的著作主要介绍 1996 年以前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状况 ,包

括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其中分论的第三章对 1914 - 1945 年中日

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包括北洋军阀与日本、东方会议与《田中

奏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抗

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掠夺等。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较多地集中于中日秘密交涉问题。

沈予在《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 年

第 2 期) 一文中 ,通过对抗战期间包括陶德曼调停、宇垣 - 孔祥熙

秘密交涉、“司徒雷登工作”、“桐工作”、“钱永铭工作”、“缪斌工作”

等一系列日蒋和平交涉的研讨 ,得出的结论是 :1. 和平交涉不是国

际法上一般意义的“媾和”,而是日本同军事进攻手段交替使用、相

互配合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其性质是政治诱降。2. 蒋介石有一种

矛盾的求和心态 ,致使其在军事严重失利面对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时 ,往往产生谋求妥协的政治动摇。但在交涉过程中 ,蒋介石也有

周旋和运用策略的因素存在。而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以抗战前期中日的秘密交涉为

切入点 ,通过对陶德曼调停、高宗武和董道宁秘密赴日、孔祥熙与

日本秘密接触、宋子良事件 (日人称之为“桐工作”) 以及蒋介石本

人于 1940 年派张季鸾赴港同日交涉等个案研究 ,探讨了蒋介石对

抗日的态度 ,认为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 ,蒋介石并不拒绝停战议

和 ,但几乎所有与蒋介石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 ,均为日方主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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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接受议和 ,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 ,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

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介石对日议和是以恢复卢

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为底线的。此外 ,作者通过查阅

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 ,对照日方资料 ,认为许多传闻甚广的

蒋日谈判 ,其实蒋介石并未参与其间 ,如孔祥熙和宋子良同日本的

秘密接触等。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

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则以历史档案为依据 ,对于孔祥熙通过其

亲信同日本当局进行的秘密交涉一一予以考证、研讨 ,如贾存德、

胡鄂公、樊光等同萱野长知、津田静枝、船津晨一郎、坂西利八郎、

喜多诚一、今井武夫、和知鹰二、板垣征四郎、松本重治等进行的各

种秘密交涉。作者认为 ,孔祥熙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介石的默

认和支持 ,有些交涉并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

作是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 ,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

矛盾和两手策略。杨汉卿在《抗战相持阶段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

和谈》(《河南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则认为蒋介石是孔祥熙对

日秘密交涉的真正幕后指挥者 ,但谈判秘密进行的目的 ,就国民政

府而言 ,主要是为了打压汪精卫傀儡政权的建立 ;而对日本而言 ,

则是为了“以汪代蒋”和“蒋汪合流”。研究该课题的文章还有金美

宁的《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宇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西北大学

学报》1993 年第 1 期) 、王树芹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

本谈判述评》(《山东师大学报》1991 年增刊) 、荣维木的《论卢沟桥

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民国档案》1998 年第 4 期) 等 ,他

们均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同日本占领当局的秘密接触和谈判仅

仅是外交政策中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 ,尚不构成妥协投降行为。

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 ,日本方面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发掘较少 ,

笔者认为 ,研究中日战争 ,还应该从日本对华政略的视角去分析日

中战而不宣的原因 ,应该从经济和文化层面全面了解战时中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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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于日中战时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 ,学者的研究会受到政治

的主导 ,从而无法突破反日和抗日这一框架。因此 ,研究观念的更

新非常必要。

三 　中英关系研究

该课题的研究专著有萨本仁、潘兴明等著《20 世纪的中英关

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徐蓝著《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 -

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 、李世安著《太平洋战争时

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等。萨本仁等的著

述尽管比较全面 ,但由于运用的档案文献不够 ,同时缺乏个案研究

的深度 ,因而流于一般 ,且延用了一些传统的错误论点。徐蓝的著

作主要运用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 ,中文档案不足是该书较大

的缺失。而李世安的著作运用了英国收藏的档案资料 ,对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 (包括中英之间在香港和西藏等问题上的

矛盾、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评价、英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

予以论述 ,该书运用的英国档案文献资料较丰富 ,但论点不够新 ,

宏观上论述较多 ,而所涉及的问题不够细 ,线条较粗。

有关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研究比较多的集中于 1942 年中英

新约谈判与香港问题。李世安《1943 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

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一文对中英谈判的过

程、谈判前后英国对废约的态度、政策及签约后的作法进行了考

察 ,指出英国同中国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是迫于形势所

为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不放弃香港和九龙是英国政府的既定

政策。随着英国在远东力量的恢复 ,英国背弃了战后讨论九龙的

诺言 ,武力抢占港九。因此 ,香港问题对于中英新约的签订具有极

大的局限性。刘新力《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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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一文论述了中英新约的谈判

过程 ,指出 ,由于美国偏袒英国 ,终使国民政府战后收回港九的计

划功败垂成。陶文钊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

究》1994 年第 5 期) 一文 ,运用了相当丰富的英国档案文献 ,凸现

出英国政府不愿归还香港的顽固立场 ,他指出 :如果说《雅尔塔协

定》是苏美背着中国而将中国的利益私相授受的交易 ,那么中英在

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就是英国继续恃强凌弱的事例。他认为在有关

香港问题的交涉中 ,处处可见一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延续。

莫世祥在《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一文中以“盟友和对手”来概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

系 ,他认为 ,面对日本法西斯 ,中英两国结合成军事盟友 ;而面对战

后香港的归属 ,两国又成为幕后较量的外交对手。田跃安、魏纹的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斗争的失败及历史教训》(《西

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 、陈晋文的《论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

(1927 - 1945)》(《民国档案》1997 年第 2 期) 和马晓京的《二战期

间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

年第 4 期) 也均分析了战时国民政府未能收复香港的原因在于外

交上的软弱。

此外 ,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还涉及了更广泛的内容。陈

谦平《1942 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

报》1991 年第 3 期) 一文分析了 1942 年蒋介石访问印度 ,调解英

印关系这一历史事件 ,认为稳定亚太战局 ,保持中国国际补给线 ,

缓和印度国内矛盾 ,是蒋介石访印的主要目的。作者指出 ,蒋介石

未能完全达到目的的原因主要在于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政策、印

度内部严重的教派与种族冲突等。邱霖的《抗日战争初期的中英

关系》(《史学月刊》1994 年第 5 期) 考察了 1937 - 1939 年间的中

英关系 ,认为英国远东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很明显的 ,它对日本的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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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讨好 ,结果反而使日本对英国更加蔑视 ,太平洋战争最终让英

国吞下了自酿的苦酒。而国民政府由于对英国的失望 ,也将外交

重点放在美国身上 ,致使一度在华占压倒优势的英国在中国对外

关系中一度沦为二流国家。刘金源《滇缅公路危机与中英关系》

(《江海学刊》1999 年第 3 期)论述了 1940 年滇缅公路危机对中英

关系的影响 ,指出英国政府是在日本战争威胁的压力下被迫关闭

滇缅公路的 ,但日本加入三国同盟 ,使英国改变态度 ,尤其是在中

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支持下 ,英国最终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 ,中英关

系又开始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张红《从缅甸战场看抗战时期的中

英关系》(《民国档案》1999 年第 3 期) 一文考察了从英国关闭滇缅

公路到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时期的中英关系 ,指出英国历来奉行以

大英帝国永久利益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 ,英国从来不是可

靠的盟友。陈谦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南京大学学

报》1995 年第 4 期) 一文通过对宋子文 1943 年访英的个案研究 ,

概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杂的中英关系。文章认为 ,宋子文访

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矛盾不断加深 ,关系进一步恶化的

情况下进行的 ,中方的目的是要解决中英间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

的难题。作者认为 ,从缓和中英间紧张关系来看 ,访问的主要目的

已经达到 ,通过两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 ,维持了中英间的合作关

系 ,稳定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陈谦平《1943 年中英关于西藏问

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一文则运用了大量中英文

档案文献 ,从国际法及国际关系的角度 ,揭露了抗战时期英国在西

藏的扩张政策 ,阐述了国民政府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并得到国际

承认的事实。作者认为 ,诸多的因素导致了英国在西藏问题上重

生事端 ,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为了防止战后中国威胁到英国的东

方利益。文章认为 ,虽然由于对日作战以及战时国际关系的影响 ,

中国政府基本上屈从了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 ,没有对西藏分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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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子采取军事行动 ,但在同英国交涉中一直坚持了“西藏是中国

领土一部分”的严正立场 ,并利用国际力量 ,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对

英国施加压力 ,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

响 ;英国政府虽然希望把汉人的影响从西藏排斥出去 ,由于同样的

原因 ,也无法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分离举动在军事或外交上予以公

开声援与帮助。

从总体上看 ,战时中英关系研究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还不多 ,对

战时中英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

四 　中美关系研究

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 (1919 - 1950)》(重庆出版社 1993 年)

广泛收集和利用了美国和中国方面已刊和未刊的文献 ,并全面地

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将中美关系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

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6 年)运用的主要是《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文件集》等

原始档案资料 ,以及国民政府档案 ,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 ,书中提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争

夺中国市场 ,而非占领殖民地”的结论。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

伴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一书

将美国援助作为中美关系的核心 ,论述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该书的特点是从中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抗战时期的中美关

系。从有限的援华到全面援华 ,从有条件军事援助到无条件政治

支持 ,最终国民政府为美援付出了签订《中美商约》的代价。作者

认为 ,中国政府的求援与美国政府的援华政策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

这一时期中美同盟外交的一条主线。此外还有陶文钊、梁碧莹著

《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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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 :

1. 中美总体关系的评价。张圻福、朱坤泉在《论抗战前期国民

政府对美依存关系的形成》(《民国档案》1993 年第 1 期) 中对太平

洋战争前中美关系给予了总体评价 ,认为随着抗战的深入 ,国民政

府对美国的依存心理日益深化 ,依赖美国成为其处理对外关系的

决定因素。作者认为对美依存是国民政府消极抗战总政策在外交

上的延伸和反映 ,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悲剧性结局的起因。张来

仪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述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5 期)一文中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总体评价。他将 1931

- 1945 年的中美关系分为 3 个阶段 :1931 年 9 月 - 1938 年 11 月

为第一个时期 ,尽管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不承认”主义 ,但由

于孤立主义的影响 ,对中日冲突采取了“中立”政策 ,总体上看 ,美

国试图以牺牲中国的部分主权和利益来缓和其同日本的矛盾。

1938 年 10 月 - 1941 年 12 月为第二个时期 ,日本全面侵华 ,直接

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最终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 ,

美国开始由中立向援华转变 ,援华制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

但日美仍有妥协的一面。1941 年 12 月 - 1945 年 8 月为第三个时

期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中美联盟关系建立的转折点。中美联盟

的确定 ,使得中国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但美

国在关键时刻依然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如不支持战后中国收复香

港、背着中国同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等) 。作者同时认为国民政府

积极发展中美外交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

2. 抗战时期中美经济关系。关于中美于 1941 年 4 月 25 日签

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刘达永在《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签订与美

国对华态度的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 中指

出 ,从抗战爆发以来 ,美国一直拒绝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信用贷

款 ,但美国之所以在此时愿意动用平准基金去稳定一个遥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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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 ,实际上是由于美日矛盾的发展所致。吴景平在《抗战时期

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对抗战时期的中

美租借关系进行了述评 ,他利用中美两国的档案资料 ,对抗战期间

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回惠租借过程进行了考察 ,

认为抗战时期中美间的租借关系 ,在整个战时中美关系发展过程

中具有重要地位 ,对中国对日战争、对于中国战时财政经济均有着

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 ,中国在获得美国租借援助的过程中 ,

也向美方提供了巨额回惠租借。作者认为总体上看 ,中美战时租

借关系应属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基础上的互相支援、共同奋斗

历史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

利起了历史性作用。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何扬鸣的《试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美

宣传》(《现代传播》1998 年第 6 期) 一文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

美宣传为视角 ,展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颇具新意。许亚

洲《拉铁摩尔与中美政治》(《文史精华》1997 年第 5 期) 则对曾任

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同国共两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总起来讲 ,中美关系由 80 年代比较集中于史迪威事件等个案

研究向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转变 ,体现出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五 　中苏关系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有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 ———中苏关系

七十年》(黄河出版社 1998 年) 、田保国的《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

(1917 - 1949)》(济南出版社 1999 年) 、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 ———

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李嘉谷的

《合作与冲突 ———1931 - 1945 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93 年) 、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史研究 (1931 - 1945)》(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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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其中罗志刚比较翔实地叙述了九一八事变

以后直至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的中苏关系。他认为 :

1.国家利益是中国和苏联制定外交政策、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出

发点和依据 ;2. 战时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道路 ,具

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但合作对日是主流。作者认为 ,九一八事变是

促使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变导致中苏成为非

正式盟友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的参战使得中苏关系又趋于紧

张 ,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大体经历了一条“轻苏冷苏”-“重苏联

苏”-“远苏防苏”的道路。3. 战时中苏合作是一种互利关系。4.

中苏关系由平等合作演变成不平等关系。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的评价 ,作者在予以肯定的前提下 ,也提出了该条约的负面影

响 ,如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夺取大

城市的战略方针 ,迫使其向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转移。

王真在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 ,他在《孙科与

战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一文认

为孙科个人在调整和改善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

用。文章通过孙科两次访问苏联取得 2 亿美元贷款和《中苏商约》

的签订 ,说明他在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的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

《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认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对苏政策

的不稳定性 ,即国民政府支持盛世才在新疆的反苏反共事变、国民

党不满苏联对华援助的停止、不满苏联拒绝参加对日战争 ,等等 ,

而认为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亦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诱因 ,如

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苏日中立

条约〉与战时中国》(《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一文中 ,王真指

出 ,该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苏关系由顶点下滑。他认为苏联和日

本相互划分势力范围 ,却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 ,反映了苏联
·35·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



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他的《抗战初期中

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一文考察了中苏两国在苏联对日参

战问题上产生分歧的过程 ,指出中苏两国在参战问题上产生难以

调和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国

民政府的出发点是试图将抗战的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 ,而苏联注

重的是参战的时机和条件。苏联要避免因同日本的直接冲突而陷

入东西两面作战 ,更怕坠入英美挑起苏日战争的计谋。作者认为 ,

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造成

了两国关系的恶化、降低了中国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

此外 ,朱敏彦在《试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一文中认

为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支持和援助政策是以服从苏联本国利益为

出发点的 ,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王立新在《试论 1931 -

1945 年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两重性》(《江苏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进步性与非进步性、正

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两重性 ,认为这种两重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方面积极支援中国对日作战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问题上屡屡对

日退让 ;一方面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 ,另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方面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又积

极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统一中国。作者认为 ,苏联维护其国家根

本和长远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进步性和正义性 ,而民族利己

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则决定了其对华政策中必然有非进步性和非

正义性。

战时中苏关系研究由过去的赞颂转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 ,

也反映出学术观念的进步。不过 ,由于对前苏联档案开发与利用

方面的不足 ,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对于整个抗战期间

中苏关系的总体评价上 ,未能将之放在中、苏、日、美多边外交框架

中给予恰当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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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德关系研究

资料方面出版过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汇集成册的

《中德外交密档 (1927 -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公

布了一批档案资料 ,为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从 1995 年以来 ,出版的专著有马振犊、戚如高撰写的《友乎 ? 敌

乎 ? 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马振犊、戚

如高著《蒋介石与希特勒 :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东大图书股份有

限公司 1998 年) 、吴景平撰写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 ———中德

关系 (1861 - 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柯伟林著、陈谦平

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等 ,尽管

这些著作并不是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的专题研究 ,但抗战时期的中

德关系内容占了较大的比重。尤其是马振犊等的著作 ,由于运用

了中外档案资料 ,以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中德军火贸易和德国对

中日战争的调停为重点 ,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

在论文方面 ,张北根《1933 - 1941 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

究》1995 年第 2 期) 一文将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分为“冷淡”(1936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 月)和“恶化”(1938 年 1 月至 1941 年 7 月)两

个时期。作者认为 ,在抗战前期 ,由于德国同中、日两国关系密切 ,

故而对中日战争采取了中立态度 ,并积极参与调停 ;欧洲爆发以

后 ,由于德国需要德日联盟的支持 ,故而采取了牺牲中国的政策 ,

导致中德关系的恶化。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由于德日联盟未

能真正实现 ,中德暗中还保持着军火贸易关系。该文的不足之处

是未能利用一些重要的中德文献资料和著作。武菁在《从德国公

布的外交档案看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民国研究》1995 年第 2

辑)一文中考察了 30 年代中德关系发展的进程 ,指出从抗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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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国际局势发展 ,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德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

看 ,中德关系恶化势所必然。陈谦平《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

(《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

的档案资料 ,对中德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钨砂贸易进行了研究 ,突

出了钨砂贸易在中德关系中的作用。朱孔宝和单卫华《德国驻华

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学术界》1999 年第 5 期) 则从军

事、经济和外交三个方面对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作用给予了较

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黄翠芳、马振犊的《1938 年德国特使佛德秘

密访华述评》(《民国档案》1997 年第 4 期) 一文则运用档案资料对

佛德访华及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作了恰当的评述。

七 　中法关系研究

此项研究相当薄弱 ,成果稀少 ,这同战时中法关系的状况相符

合。陈晋文发表过《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

(《民国档案》1998 年第 2 期) 一文 ,主要以台北出版的《战时外交》

为资料 ,论述了抗战时期的中法关系。作者认为 ,由于受到各种因

素的制约 ,抗战时期法国政府对华实行曲折多变的“秋千”政策 ,中

国政府力图发展同法国的良好关系 ,并获得法国对于中国抗战的

支援。法国军事顾问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于 1939 年 2 月底来华

的 ,但由于欧战的爆发以及日本对安南的威胁 ,迫使法国于同年

10 月撤回了军事顾问团。刘卫东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

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则运用云南省

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 ,对 1937 至 1940 年间中国假道越南运输

援华物资的问题。该文既使得假道越南运输问题这一研究空白得

以填补 ,更丰富了抗战初期中法关系研究的内容。作者研究的结

论是 ,尽管法国政府由于顾虑日本而对援华物资假道越南采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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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政策 ,但在 1940 年 6 月以前 ,印支通道在事实上并没有被绝对

关闭过。该通道在抗战前期对于中国抗战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

王建朗在《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一文中用“苦撑待变”4 个字概括了抗战前期国民政府

的外交政策。作者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同德国、苏联、英国、美国

关系的不同状况 ,指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外交方针是基本成

功的 ,尤其是撇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从国家安全利益上找到了与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 ,形成了共同对抗日本的阵线。本人以为王建

朗的概括是正确的 ,因为进入民国以来 ,国际化是影响中国发展的

决定因素之一。陶文钊在《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

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一文中指出抗战期间的中国外交政策受

到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朱坤泉的《重庆国民政府与 1941 年

的美日妥协谈判》(《史学月刊》1993 年第 3 期) 一文考察了国民政

府为阻滞 1941 年美日妥协谈判所采取的策略和施加的影响 ,认为

重庆政府由于对美日谈判采取不妥协立场 ,并利用英、荷、澳等国

的力量 ,阻止了美国同日本的妥协 ,是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典

型。曹学恩在《试论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陕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4 期)一文中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外交方针是正确的 ,

而且基本成功 ,它对于支撑抗战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九 　关于中美、中英新约

刘敬坤、周祖曦在《抗战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理论信

息报》1985 年 10 月 7 日) 一文中最早提出一种新的观点 ,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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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中国和英、美签订平等新约后 ,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中

国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虽然中美两国之间依然存在不平

等关系 ,但并不妨碍中国已经取得独立地位。韩渝辉在《中国是怎

样得以在抗战时期实现废约的》(《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 一

文中也肯定废约的积极意义。这是 80 年代的观点 ,是相对于过去

对废约不客观评价的一种矫枉过正。王淇的《1943 年“中美平等

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在肯定中美新约签订的进步意义的同时 ,也指出美国从来没

有以真正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 ,美蒋之间的主从关系没有根本改

变。作者认为中美新约仅仅是美、英为了鼓励中国抗战意志而给

蒋介石的一种“体面”,该新约实际上为战后美国在华享有各种特

权留下了余地。任东来在《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放弃》(《美国研

究》1991 年第 1 期) 中考察了废约的历史过程 ,指出中国并没有达

到彻底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美、英放弃的只是由于日本侵

略而不复存在的一些特权 ,一些实际利益则并没有完全放弃。吴

士存在《1943 年中英缔结新约的国际背景》(《史学月刊》1998 年第

3 期)一文中指出 ,由于中英新约并未解决香港问题 ,因而中国不

平等条约的历史并未真正结束。他认为新约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英美推行其远东和全球战略的政治工具。而王建朗在《中国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一文中

持较客观公允的态度 ,他认为尽管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

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 ,但就法理而言 ,

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 ,它在世界民族之林的

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认。他主张对战时废约作出积极的评价 ,因

为这并不是英美恩赐 ,而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不过 ,他也

指出 ,战后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 ,《中美商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均具有不平等性 ,而英国占据香港也给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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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关系带来了疑问。项锷在《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的再评价》(《史学集刊》2001 年第 1 期) 一文中提出 ,应该从历史

实际出发 ,适当评价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中的作用 ,他认为不平等

条约的废除 ,至少在国际法上使中国不再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而

王真在《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 ———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

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2 期) 一文中指出 ,从法理上说 ,

美英废除领事裁判权使中国获得平等地位 ,但从事实上看 ,这种地

位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看来 ,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评价还存

在较大的分歧。

十 　对抗战后期中国大国地位的评价问题

对于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四强”,李铁城的《中国的大国地位及

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6 期) 一文给予

了积极的评价 ,认为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取得 ,是在反法西斯战

争中历史地形成的 ,绝非他人所赐。美、英、苏承认中国的大国地

位 ,无非是承认了一个历史现实。张宏志的《论中国抗战的国际地

位》(《人文杂志》1992 年第 1 期) 用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军事战略

地位以及中国战场对苏联和美国支援的实例 ,论证了这种大国地

位形成的原因。朱坤泉在《抗战时期中国“四强”之路与中美关系》

(《江苏社会科学》1992 年第 1 期) 中指出 ,中国成为“大国”并不是

美国的目的 ,而只是作为它实现自身战略的一种手段 ,其真正目的

在于培植一个战后能够与苏联抗衡的、同美国具有共同政治制度

的中国。而黄胜林在《略论抗战后期中国的大国地位》(《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1992 年第 6 期) 一文中强调抗战后期中国大国地位的

取得同中国对抗战的重大贡献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有关 ,但他举

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为例 ,指出这种地位的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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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也在《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 ———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

律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2 期) 一文中认为 ,由于自身

实力不够 ,中国是“理论上”的大国 ,其国际地位是虚幻的 ,中国大

国地位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

“给予”。

十一 　抗战后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课题 ,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

焦点 ,可谓见仁见智。吴景平《美国与 1945 年的中苏会谈》(《历史

研究》1990 年第 1 期) 一文考察了美国对于中苏谈判的影响 ,指出

中苏会谈的举行是二战前夕美国力图在远东同苏联达成妥协的产

物 ,美国为了战后的远东利益 ,不惜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交易 ,压

迫中国向苏联让步。王家福在《二战时期远东中苏美关系的战略

演化》(《史学集刊》1995 年第 2 期) 一文中指出 ,在苏联方面而言 ,

将中国作为其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 ;美国则将中国作为推

行“先欧后亚”政策的战略基地 ;但雅尔塔会议使中苏美关系发生

战略变位 ,中国在三国关系中沦为受支配的地位。作者指出 ,二战

期间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处于支配地位 ,即美国支配中国

的权益来利用苏联的兵力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使美苏重

创中国权益得到了法规性的界定。顾莹惠的《抗日战争时期美苏

对华政策与国共关系》(《东南文化》1995 年第 4 期) 一文探讨了美

苏对华政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她指出 ,抗战期间美苏的对华政策

均以本国利益为准绳 ,当与中国利益相对一致时 ,便能促进中国团

结抗日的局面 ,对国共关系起到积极的影响 ;当与中国利益发生矛

盾时 ,则不惜牺牲盟国利益 ,从而对国共关系投上不利的阴影。李

世安《中英美在反对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阵线中的分歧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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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学报》1996 年第 1 期) 一文指出 ,抗战期间中美英三方

的矛盾和争斗 ,致使中国战场军事进展缓慢 ,丧失了战略反攻的有

利时机 ,致使美国作出要求苏联出兵的决定 ,对抗日战争以及战后

中国局势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 ,本人认为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研究理论不够系统 ,未能建立研究的规范。尤其是对

于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 ,也缺少批判性的吸

收 ,研判中缺乏比较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

其次 ,研究视角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偏狭性 ,即看问题的方

式和角度缺少多样化和多元化。某些论点存有较浓重的政治主观

性和民族主义价值判断 ,未能从中国的国际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

化 ,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按照现实需要和实际情形冷静

地加以考察。

第三 ,史料发掘不够深入。一是中国大陆的外交档案开放不

够 ,二是大多数学者无法利用近期开放的台湾所收藏的外交档案 ,

三是学者们对于外国档案 (如英、美、日、俄、德等国)的利用甚少。

第四 ,国内学者对于欧、美、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用不够。此

外 ,学者们研究层面多半集中于政府或官方 ,忽略了经济、文化以

及外交官个人魅力对于中外关系的影响。

(作者陈谦平 ,1955 年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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