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华史研究: 一个粗略的回顾

张振鹍

　　近代中国曾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压迫, 这个

过程从中英鸦片战争起, 持续了百年有余。这期间列强对华侵略形

势历经变化, 几个主要国家大多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分别扮演过

主角; 而从总体侵华力度之强劲、发展势头之迅猛上看, 从侵华野

心之大、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 第一号主角当属日本。日

本在世界列强对华侵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日本侵华史研究应当

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篇章。

　　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与中国订约建交起, 70 多年间两国交往就

国家关系来说, 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不能说这

期间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 更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侵略者;

但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看, 它对中国的重大决策几乎全都是为了

侵夺中国, 它在中国以及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各种重大活动也都

是为了侵夺中国, 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基

本点是侵略, 主导面是侵略, 日本侵华史是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

最本质的概括。

　　回顾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后都有人

对该事件进行反思与总结, 这样的反思中的总结也就是一种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 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是与日本侵华事实的发生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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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这种近期事件的研究在历史实感上有其优势, 但在资料的使

用上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有人重视起较远

的日本侵华事件的研究, 即研究昨天、前天以至更久的日本侵华事

件。这是历史的反思走向深化, 也是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成为科学。

到抗日战争前, 这种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 一时出版了不少日本侵

华史著作; 具有代表性的有两部, 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

与日本》(共 7 卷, 天津大公报社 1934 年出齐) ①, 另一部是王信忠

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1937 年 4 月

出版) ; 前者是通史性的, 后者为专题研究, 两者都在学术上达到相

当水平, 直到现在都还为研究者所必须参考。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 45 年后, 王芸生追述说“九·一

八”事变爆发后编写此书“乃出于一片忧国之情”。(“修订导言”)所

谓忧国之情, 就是对日本侵略危机的忧愤, 这是当年研究日本侵华

史的人普遍共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日两国的地位、情况、相互

关系的形势等都发生变化, 但人们研究日本侵华并未忘怀这忧国

之情, 而且又增加了一层惕厉之心。这样, 以史为鉴, 以史为戒, 就

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日本侵华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受到

空前重视、近代史研究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起步并渐渐成长起来。外

国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发展近代史需要

发展外国侵华史研究, 外国侵华史本身也需要研究, 于是包括日本

侵华史在内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便被提上日程。但在最初的十

多年间, 由于重点在揭露美国的侵略, 日本侵华史研究显得很次

要, 甚至被视为附属于美国侵华史, 早年发表的一些文章, 如尚钺

·2·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① 修订版 1979 年由三联书店开始出版, 增加第 8 卷“1920—1931 年中日关系大事

记”, 1982 年出齐。



的《甲午战争中美帝帮助日本侵略中朝的检讨和教训》(《光明日

报》1950 年 11 月 18 日)、丁则良的《三国干涉还辽时期美帝怎样

助日侵华的》(《进步日报》1950 年 12 月 23 日)、钟华的《“二十一

条”交涉中美帝助日侵华史实》(《进步日报: 史学周刊》第 39 期,

1951 年 10 月 4 日)、沈自敏的《美帝国主义是“九一八”事变的预

谋犯》(同上第 61 期, 1952 年 3 月 7 日) 及《美帝国主义是“九一

八”事变的帮凶》(第 88 期, 1952 年 10 月 4 日) 等等, 都是力图在

日本侵华的重大事件中突出美国。此时日本侵华史研究引起较多

关注的是甲午战争, 这大概是因为这次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中的一

大里程碑, 它使中华民族感到创巨痛深, 不能忘怀。50 年代中到 60

年代初, 相继出版有《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

十年代出版社 1954 年出版)、贾逸君著《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

版社 1955 年出版)、郑昌淦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出版)、陈伟芳著《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 1959

年出版)、戚其章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出版)等。超越甲午战争题材的著作有张雁深的《日本利用所谓“合

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 1958 年出版) , 对 1895—1931 年

间的中日“合办事业”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文有孔经纬的《1931 年

至 1945 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

究》1961 年第 3 期)、黄时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

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等。

　　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 中日关系史研究同许多其他方面

的研究一样基本陷于停顿, 70 年代初出版过少数不由个人署名的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略的知识性读物, 如“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

组”及“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编写的《甲午中日战争》(分别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及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3 年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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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代末,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拨乱反正, 各项事业相继

勃兴, 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研究也因多方面条件逐渐成熟而日

益广泛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或涣散了的有关教学、研究机

构重新恢复, 被迫离开专业岗位的教学、研究人员重新展开工作;

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又陆续扩充或增设了一些有关的研究机构,

不断培养、成长起一批批新的研究力量。这些力量散布在全国各地

各部门, 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省市地方社会科学院的

相关研究所及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有关系、所里, 以中国近代史或

日本近代史研究为依托, 专攻或兼攻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有

人才可以办成事业, 有人就可以办成事业, 近 20 年来正是靠着这

些力量打开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块块阵地的。

　　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上, 东北地区及山东省显示出比较突出的

作用。东北 (特别是辽宁、吉林)和山东都是继台湾之后受日本侵害

尤其是武力侵犯最早最深的地区: 从甲午战争起, 经 1904 年、1914

年、1927—1928 年到 1931 年, 日本多次出兵中国, 大多集中在这

两地, 并以点、线、面实行军事占领, 最后全部控制了东北大地。由

于日本对这两地的侵略既频繁又深重, 这里可供研究和需要研究

的课题就既广泛又重大, 随之这里也就涌现出一批专门致力于日

本侵华史研究的学者, 成为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前沿。东北和山东的

学者们以自己特有的研究成果为日本侵华史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

贡献, 并以多种方式推动了全国的日本侵华史研究。

　　学术讨论会是推动科研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 主要在于它动

员、组织广大的专业同行对同一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 通过展

示成果, 交流切磋, 以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这种讨论会最早由东北

发起, 1980 年 10 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史学工作者在大连联

合建立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 并举办第一届学术讨论会;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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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举办了多次。每次讨论会都有一大批论文, 其中总有相当部分涉

及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前三届讨论会看, 就有刘树泉、王贵

忠的《中日延吉边务交涉与吴禄贞》、武育文的《日本浪人与宗社党

的“满蒙独立”运动》、苏崇民的《满铁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过程中

的地位和作用》、黎光、孙继武的《张作霖和日本》、辛培林、邓鹏的

《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始末》(以上见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

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

关捷、赵晓群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

坏》、刘恩格、吴国本的《盛宣怀与日本》、俞辛火享的《日本对直奉战

争的双重外交》、陈崇桥的《“九·一八”事变述略》、张锦堂的《日本

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内幕》、易显石的《“九·一八”事变

前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围绕侵华问题的矛盾》、高晶的《“九·一

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土地的掠夺》、叶昌纲、黄仁杰

的《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初探》(以上见《中日关系史论集》第二辑, 吉

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孙克复、姚玉民的《浅论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中日贸易》、赵连泰的《田中义一及其对华侵略的“积极

政策”》、沈予的《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 1927 年中国大革命》、关

捷、魏然的《1905—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大连港对中国东北

的经济掠夺》、苏崇民的《满铁系统“关系公司”剖析》(以上见《中日

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等。学术讨

论会渐成风气, 国内各地各学术团体组织了不少关于中日关系史

的讨论会, 有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国际性的, 有临时性、纪念性的、

定期的等等, 大多有相当规模, 给予有关问题的研究以积极推进。

　　在研究条件粗备、各种因素的推动下, 近 20 年来的日本侵华

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表现在一些综合性中国近代史 (包

括中华民国史)、日本近代史著作中, 也表现在一些专史 (如近代中

外关系史、中国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军事史、海军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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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史等) 著作及有关人物传记、地方史志中, 但最主要最直接

地还是表现于有关的专题论著中。以下以日本侵华各重大事件或

重要时期为经, 对这些成果做一点概述。这些专题论著特别是论文

数量甚大, 而笔者所知有限,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希望有关专家及

广大读者予以补正。

　　关于 1874 年的日本侵台之役。1871 年中日订约正式建立关

系时, 日本就想按照西方列强成例, 缔结一个对华不平等的条约,

但没有达到目的。它一开始就有侵略中国之心, 却还缺乏贯彻之

力。 3 年后它发动侵略台湾之役, 是对中国的第一个重大侵略事

件。这个问题多年来不断有人研究, 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孙承的

《1874 年日本侵略台湾始末》(《日本问题》1980 年第 26 期)、王明

星的《1871—1874 年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齐鲁学刊》1992 年

第 1 期)、陈在正的《1874 年日本出兵台湾与挑起台湾内山领土主

权的争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 年第 1—2 期合刊)、

《1874 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台湾研究集刊》1994 年第 1 期。

又收入中国史学会、全国台湾研究会主编的《台湾史研究论集》, 华

艺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张振鹍的《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

重斗争—— 1874 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再探讨》(《近代史研究》

1993 年第 6 期。又收入《台湾史研究论集》)、王庆成的《英国起草

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孔凡岭的《1874 年日本出兵台湾探析》(《台湾研究》1997 年第

2 期)、米庆余的《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 (1871—1874)》

(《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等。其中有的文章对中日《北京专条》

提出新的解释。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 与

此相对应, 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 甲午战争是第一件,

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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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

争, 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 1937 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

抗日战争) 列为同一级别, 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而将后者称为

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 近 20 年来又

取得明显进展, 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

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 剖析战争的起因, 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

重要条款等等, 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 如陆方、宋

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

年第 3 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

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

论》(《晋阳学刊》1987 年第 4 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

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 年第 6 期)、金基凤的《关于

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 年第 6 期)、郭惠青

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

1985 年第 5 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

(《东北师大学报》1985 年第 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

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5 年第 2 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

研究》1994 年第 4 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

史》1995 年第 3 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

(《辽宁师大学报》1990 年第 5 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

证》(《清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

(《呼兰师专学报》1996 年第 2 期)、崔丕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

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

〈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 年第 5 期)、张英

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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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

丛刊》1996 年第 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

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 等等。1984

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和 1994 年在同一地

点举行的甲午战争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

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 90 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 齐

鲁书社 1986 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

如绘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出版) , 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

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

人论集, 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

1984 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

社 1990 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

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

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

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

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 这 4 本书可以说构成

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 山东的戚其章出版

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

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 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 这

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 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

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 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

中日, 还必须谈到朝鲜, 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 战争是因

朝鲜而起的, 在朝鲜爆发的, 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

地上进行的, 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 如此等等,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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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

方面的问题, 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

1989 年第 4 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安徽史学》1993 年第 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

(《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1 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

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

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 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

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及王如绘著

《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前者涉及

面较宽, 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

朝鲜因素, 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

一个因素, 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 这是一个

应当研究的问题, 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 在各种论

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 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

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

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 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

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

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

为, 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 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

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1981

年第 5 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

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 有

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

1987 年第 2 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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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

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 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

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

战争。战争以前, 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 (所谓“满鲜问

题”)发生尖锐矛盾; 战争以后, 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

的势力 (所谓“满洲经营”) , 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

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 学者们从多

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 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

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

1994 年第 3 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

报》1994 年第 4 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

(《社会科学辑刊》1996 年第 4 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

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 年第 5 期)、马赫的《日俄战

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 年第 4 期)。

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

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

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

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 有王贵忠的《中日安

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王永涛、

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

第 4 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 年

第 3 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

对美斗争、对俄勾结, 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 (1905—

1910 )》(《世界历史》1996 年第 1 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

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2

·01·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3 期



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4

期)、王学良的《1910 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

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 年第 3 期)等。

　　1911 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 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 由日

本在华浪人出面, 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

立”, 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满蒙

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 对这

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

中国推行大侵夺, 由此出现了 4 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

间的主要事件有: 出兵山东, 与德国交战 (这是日俄战争 10 年后又

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 , 夺取利权; 提出“21 条要求”; 以

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

课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 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 年第 3 期)、黄尊严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

刊》1984 年第 3 期)、《1914 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

1995 年第 6 期)、《1914—1922 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

动》(同上, 1994 年第 6 期)、宋志勇的《1914—1922 年日本在山东

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黄尊严、王涛

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

年第 6 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背景》(《历史教

学》1982 年第 6 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

(《东北师大学报》1984 年第 6 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

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 年第 3 期)、龚炳南的《“二

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赵映林

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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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 年第 6 期)、

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 1982 年第 5

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 年第 4

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

月刊》1997 年第 2 期)、李永昌的《关于 1918—21 年中日“共同防

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张惠芝的《浅析〈中

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

结而实现的, 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

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 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

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 年第 6 期) , 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

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

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

折的存在, 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 大

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桢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

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

1982 年第 5 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

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

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 不敢妄评孰是孰非, 但总觉

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

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 1928 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 有查建瑜

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徐梁伯的

《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 年第 6 期)、李家振

的《1928 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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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等; 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

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 也是日本

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 20 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

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 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

后果, 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 几乎包罗无遗, 如胡正邦的《论 1931

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

想战线》1983 年第 4 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

北师大学报》1987 年第 5 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

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 年第 2 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

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 3

期 )、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

1994 年第 4 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

疆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何华国的《浅

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 年第 1

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

究》1998 年第 3 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

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5 期)、郎维

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 年第 2

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

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关东军罪

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 年第 9 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

1996 年第 2 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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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

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 年第 6 期)、赵东辉的《“石原

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汪澎澜的《日本

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 1997 年

第 4 期) 等等。1991 年的“‘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 辽宁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

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 80 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

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1991 年“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之际, 辽宁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 , 共六

部, 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 马越山著《“九·一八”

事变实录》, 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 顾明义、张德良、杨

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 辽宁省档案馆编的

《“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 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

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

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

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前前

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

二八”事变的研究, 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

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 年第 1 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

火线——“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 年第 1 期)、陆伟的

《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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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九·一八”以后, 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 一是占领我国东

北, 组建伪满洲国; 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 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

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 正如同甲午

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

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 只想指出: 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

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 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

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1991 年

大连出版社修订本) , 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

社 1994 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

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第二

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 各收录有关论文 30 多篇。1996

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

究》, 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

殖民统治, 此刊物已出版多期, 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

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 以 1933 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

战为始, 逼订《塘沽协定》; 进而以冀察为重点, 策动华北“自治”, 订

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制造华北特殊化, 等等。关于这一

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 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

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8 年第 5 期)、张洪祥

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 年第 3—4

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

究》1989 年第 4 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

北师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

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熊宗仁的《“何梅协

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3 期)、郑玉纯的《从“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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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1985 年第 4、5 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

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3 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

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 年第 3

期)、刘国新的《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

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

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 年第 1 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

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

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 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主要叙述抗击日本

的侵略; 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 (1932—1982 年)》第

一卷 (1932—1934 年)、第二卷 (1935—1937 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 6 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是

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 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

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 70 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

域, 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 20 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

取得相当的成果, 约略概括有如杜恂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

业》(《学术月刊》1982 年第 7 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

点》(同上 1984 年第 7 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

出》(《档案与史学》1997 年第 5 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

1935 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黄

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1 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

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1986 年第 2 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

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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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东的《1905—1945 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

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

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4 期)、桑润生的《日本军

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2

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

历史》1996 年第 6 期)、饶野的《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

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3 期)、宋

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5 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

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1997 年第 6 期)、

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

1992 年第 1 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求是学刊》1997 年第 1 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

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 年第 11 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

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

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 年第 9 期)、郭洪茂的《日

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2 期)、熊达云

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

1985 年第 5 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

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 年第 3 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

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 年第 6

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

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

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张祖国的《三十年

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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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1987 年第 1 期)、车维汉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

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 年第 5 期) , 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

比, 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 杜恂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

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

种。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 (南满洲铁

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 但它自 1906 年成立之日

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 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

大了, 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 20 年来这方面的论文

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

学》1981 年第 6 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 年

第 5 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

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

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尉

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 年

第 4 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

究》1998 年第 1 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

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 年第 1 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

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 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

科学辑刊》1998 年第 5 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

(《辽宁大学学报》1991 年第 3 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

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崔艳明的《满铁调

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 年第 6 期)等。

　　在以上种种研究之外, 还有许多论著研究日本侵华其他多方

面的活动, 如研究日本利用宗教侵华 (孟国祥的《日本利用宗教侵

华之剖析》, 载《民国档案》1996 年第 1 期) , 研究日本在华租界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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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森、向杨鸣的《杭州拱宸桥日租界对杭州的影响》, 载《杭州大学

学报》1992 年第 1 期; 徐云的《苏州租界述略》, 载《苏州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 , 研究日本特务、间谍的活动 (王振坤、张颖著《日

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一卷, 群众

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探讨日本侵华特点 (苑书义、董丛林的《日本

军国主义侵华特征述论》, 载《河北学刊》1987 年第 5 期; 张振鹍的

《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特点》, 载刘大年、郑惠主编的《中日学者对

谈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 北京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等等, 不及一一备举。有一些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 (如张海鹏主编的《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 中华书局 1995 年出版)中收录了从各方面论述近代日本侵

华的文章, 也不及一一列举。

　　但最后还有一种著作必须提到, 就是综合性的日本侵华史专

著。地区性的有陈本善、孙继武、陈贵宗、苏崇民主编的《日本侵略

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及刘大可、马福震、沈

国良著《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分别叙

述 1894—1945 年日本对我国东北及山东的侵略、统治和掠夺。全

国性的有刘惠吾、刘学照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

大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简述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侵略中

国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一室主

持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出

版) , 全面系统地叙述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 70 多年间日本侵略

中国、最后彻底失败的全过程,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一部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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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日本侵华史。①

　　以上是近 20 年来日本侵华史研究成果出版情况的一个粗略

的综述, 从中大致可以了解此项研究的基本状况。通过这些研究

(加上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研究) , 可以说近代 70 多年日本侵华

历史的基本脉络、日本侵华的基本面貌都已相当清楚。从总体上

看, 这项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成绩是空前的。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发表了那么多有关日本侵华史的文章

(本文举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 文章多, 作者也多 (虽然两者不

是等数) , 这些专攻或兼攻日本侵华史者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群体。

他们的文章分别刊登在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各种刊物上, 可见日

本侵华史研究者的地域分布是很广阔的 (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的

作者都和该相关刊物同在一地)。那些文章的主题几乎涵盖了日本

侵华的所有重大事件, 则表明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题材也是很宽广

的。总括这一切, 可以看到日本侵华史研究有一种普及化的趋势。

　　接下来就应当要求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 因为这种普及化研

究还有种种不足。研究各重大问题的文章虽多, 专著却甚少; 而真

正有开拓性、独创性或确能把相关的史实挖深、把史事说透的文章

也并不多见, 这都是此项研究还相当薄弱的明证。这项研究中还有

许多薄弱点、薄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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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研究。所谓深化, 就是要透过表面,

深入底里, 探其底蕴。日本侵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暴力性, 动不

动就对中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这种侵略是赤裸裸的, 当时当事

者看得见, 感得到, 后来的研究者也容易识别、暴露。揭露这样的侵

略是必要的, 但仅有这样的揭露是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的东西。

表层之下是有根源的, 例如侵略政策、计划的制定, 侵略行动的组

织、实施, 内外关系的协调、各种障碍的排除, 等等; 必须进一步了

解这一切, 才是对这个侵略的认识透彻了, 而这一层只有深化研究

才有可能做到。我们的许多论著往往只写到、论到表面的东西, 这

就是薄弱点、薄弱面, 需要提高水平之所在。至于那些非暴力的、隐

蔽的、幕后的种种侵略, 更要靠深化研究去识别、揭开。

　　深化研究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 这里只想就使用资料的问题

说两点意见: 一点是应尽量利用第一手资料, 一点是要加强利用日

本一方的资料。研究本来就应以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为依据, 仅

仅或主要靠第二手资料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研究; 可是多年的现

实中所见, 真正从搜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下手从事独创性研究的

不是很多, 而只靠几本现成的著作 (国内的及国外的) , 从中摘抄若

干条材料, 综合一下前人成说而撰写文章者 (这也得算是一种研

究)比比皆是。这样的文章很难有高水平; 有时似乎有某种“新意”,

但因根柢不深, 往往经不起严格的检验, 结果还是与前人论著在同

一水平上重复。研究工作注意吸收前人成果是必要的, 但最重要的

是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至于提出要加强

日方资料的使用, 那是因为在我们现有的研究中使用日方资料与

使用我国自己的资料明显失衡, 一般是后者比较充分, 前者则显得

单薄, 因而应当弥补。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说的是研究日本侵华

史, 不是一般地研究中日关系史, 更不是研究中国反侵略史; 这个

研究着重面应是揭明日本的侵略, 而日本的侵略从思想、理论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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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活动, 其记录于、反映于日方资料中应比中方资料中更直接、充

分、准确。从这点上看, 日方资料就尤为重要了。要把日本侵略中

国的历史研究透, 不可不大力搜集、挖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方资

料。

　　深化研究应包括扩大视野, 拓宽研究领域, 而日本侵华史是有

新领域可以开拓的。例如, 我们已看到那么多研究日本侵华重大事

件的文章, 而有关侵华理论者则寥若晨星, 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沉

寂了。侵华理论是侵华行动的先导, 是对侵略的鼓吹、鼓动、回护和

辩解; 有过去提出的, 有的现在还不断炮制、包装; 不论其形式是粗

糙还是细密, 都是侵略的一部分。对日本的种种侵华理论, 我们的

一些论著虽偶而有所触及或批判, 却从没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清

理清算, 其中有的恐怕还不大知道。这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一块很

大的缺陷, 很需要扎扎实实地补上去。再如, 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史

历来全着眼于它的统治者、当权者的所做所为, 很少涉及日本民

众、国民的大多数; 如果说到民众, 也只认定他们是被骗者、被迫

者, 好像日本统治上层对中国肆行侵略从来没有日本广大民众的

积极支持, 侵华没有社会基础或社会基础很薄弱。事实果真这样

吗? 需要科学研究来回答。日本民众或国民大多数在近代日本对

华侵略中到底占什么地位? 抱何种态度? 这个题目该提上日程了。

　　最后, 想就研究日本侵华史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关系说几句

话。前面曾说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

华史, 意思很清楚, 那“一个方面”是指“日本”,“基本上”就是并非

“全部”。中日关系史的内涵是: 除日本对中国的一面外, 还有中国

对日本的一面; 在双方的国家关系中, 与日本的侵略相对应, 还有

中国的反应; 在侵略之外, 还有非侵略即正常的交往; 在非国家关

系、民间关系中, 正常的以至友好的交往更是多种多样: 这一切都

是可以而且应当研究的。这就是说, 中日关系史的范围比日本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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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宽泛得多, 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研究日本侵华史与研究中日关

系史没有矛盾, 后者应包括前者, 前者并不妨碍后者; 在一定意义

上毋宁说两者相得益彰: 研究日本侵华史是抓住了近代中日国家

关系的本质, 研究中日关系史则会证实这个本质就是日本侵华。

(作者张振鹍, 192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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