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与展望: 建国以来的
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

余子道

　　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

升起时, 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历史, 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新中国的诞生, 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

定了历史学的发展变化。在新中国 50 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和发

展前进中, 历史学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建国 50 周年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临时, 对半个世纪以来沦陷区和伪政

权史的研究进行回顾, 检阅其成就得失, 探究其经验教训, 展视其

发展前景, 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　50 年来的学术进展与主要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的历史, 是日本殖民地化中

国的历史, 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汉奸反动派相互勾结, 在沦陷区

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历史, 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 也

是中华儿女前赴后继, 不屈不挠, 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 为争

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历史。研究沦陷区和伪政权的历史, 是抗日战

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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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重要课题。

　　建国以来, 这一课题研究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但

是却走过了一条起伏曲折的道路。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

命”前, 是起步和缓进的阶段。在这 17 年中,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

著, 据不完全统计, 发表有论文 40 余篇、专著五六部; 在中国现代

史的断代通论性著作和专门史著作中, 列有专门章节和篇目论述

沦陷区和伪政权的著作共有 10 余部; 此外还出版了有关的史料集

多部。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和主要成果, 分布在沦陷区和伪政权的

综合性研究、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暴行和罪行的研究、日伪在沦

陷区进行经济掠夺和经济统制的研究以及关于沦陷区和伪政权史

料的开发、刊布等等方面。

　　我们不应低估建国后 17 年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把这

一时期的沦陷区和伪政权史研究说成为“一片荒漠”是与事实不符

的。当然, 也无需讳言, 这一研究工作总的来说是缓进的、分散的和

初步的, 而且受到过左倾错误的多次干扰和消极影响。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70 年代末, 是停顿和复苏的阶段。在

十年动乱中, 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遭到空前的浩劫, 如果说, 整

个历史学研究工作在这 10 年中遭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 那

么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 受到的打击就更为严重, 而陷入全面停

顿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沦陷区和伪政

权的研究终于走出危境, 步上复苏之路。粉碎“四人帮”以后, 整个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

清理了“左”倾思想的流毒, 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 史学研究队伍开始重新聚集, 以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开辟史学

研究的新局面。这一切都为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在新时期的突破

和飞跃发展, 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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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代以来的 20 年是大步迈进和走向繁荣的阶段。在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 沦陷区和伪

政权的研究进入了建国以来最为兴旺的时期。20 年来, 据不完全

统计, 发表有论文 500 余篇、学术专著 60 余部, 出版资料集 30 余

部, 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专著、史料集和回忆录 10 余部。新时期这

一研究的发展呈现了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 在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上, 逐渐摆脱了主观性和片面性

的偏向, 强调研究工作要尊重历史、遵循科学, 从历史事实出发而

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 对许多史

事已有的结论重新加以审视, 积极探明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对抗

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双簧”说和抗战胜利后蒋伪“合流”

说的重新评价, 就是这种指导思想上的转变所产生的积极成果之

一。

　　 (二) 新的史料的大量开发与广泛使用, 使沦陷区和伪政权的

研究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进入新时期以来, 伪满洲国政府、汪

伪国民政府、伪华中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以及东北“满铁”的

档案都陆续开放, 其中主要的史料分别选编出版。抗战胜利后, 审

判陈公博、周佛海、王楫唐、梁鸿志等等一大批汉奸的案卷也有不

少部分已经刊布。日伪时期报刊资料开始分门别类地进行辑录。外

文资料也不断译载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这就使这一研究获得了丰

富的、具体的和可靠的资料, 大大地推进了研究工作的扩展和深

入。

　　 (三)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 研究课题更趋多样化。以往的研究

大都局限于日军在沦陷区的军事镇压和日伪的政治统治, 其他领

域极少有人问津。如今“禁区”已不复存在, 研究者纷纷向着前此从

未探索过的领域进军, 诸如日满、日汪时期的金融、货币、商贸、工

矿以及物资统制, 各个傀儡政权的军队和特工机关, 沦陷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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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新闻、出版, 东北协和会、华北新民会、华中和华南的“新

亚建国运动”等日伪奴化团体, 各个伪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汉奸

集团的内部关系, 汪伪国民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各个

傀儡政权与日本和轴心各国之间的关系, 以及汉奸人物的研究等

等新的课题。填补空白领域的开拓性论著纷纷问世, 成为新时期这

一学术领域的一大特色。

　　 (四) 学术水平显著提高, 对不少历史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相当

的深度。历史学是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文字载体。随着许多重

要史事的第一手材料不断被发掘, 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

的提高和改进, 对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 许多有

关史事的真相已被一个个探明。在对伪政权的通论性研究和专题

研究两个方面, 都出现了有较高质量和深度的佳作, 前者有姜念

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撰写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

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解学诗所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蔡德金撰写的《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卢明辉撰写的《蒙古“自治运动”始

末》(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等著作, 后者有复旦大学民国史研究室

撰写的《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等

著作。

　　 (五) 从事这一史事研究的学术力量, 在近 20 年中, 无论是在

数量上或是在水平上都有显著的上升。全国有几十所高等院校和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均有研究人员参加这一研究工作, 并且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形成了若干个学术群体,

其中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

　　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 前 30 年从起步到

缓进, 又遭到严重挫折, 就总体而言, 虽有所进展、有所创造, 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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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显。学术上的重大进展和主要成果, 产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新时期的成果在数量上超过了前 30 年的 10 倍以上, 在质

量上以视野开阔、选题多样、论析深入、考订周密、论点新颖而呈现

为全面跃升之势。以下从资料研究、通论研究、专题研究和学术争

鸣等等诸方面作一概略性的回顾。

　　 (一)资料研究成果。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编纂, 是学术研

究赖以开展的基础, 而其本身也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这愈来愈成

为史学者的共识, 而且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方面已出版的

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有关汪精卫汉奸政权的资料已出版多种。蔡德金、李惠贤编写

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是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汪伪政权产生、发展与覆亡历史过程的出

版物, 它是一本工具书, 也是一本研究汪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余子道、黄美真主持选编的大型资料丛书《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

选辑了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忆述记

录、汉奸审判档案, 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著作中的大量资

料, 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和系统的资料。这套史料丛书已出版了

黄美真、张云撰写的《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版)、《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和余子

道、刘其奎、曹振威撰写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3 册 (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另有关于汪伪政权的政治、外交、军事、

文教和汪伪政权覆亡与汉奸审判的资料, 分别编为 4 册, 将陆续问

世。在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出版方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了汪

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和《汪伪政府行政

院会议录》(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

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选编了《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南京市档案馆选编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册, 江苏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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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92 年版) , 北京市档案馆也选编了《日伪在北京的五次治安

强化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和《日伪北京新民会》(光

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两部档案资料。上海市档案馆选编的《日

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 辑录了历届伪上海市政

权的更迭, 以及政治统治、经济统制、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大量馆藏

档案。此外,《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和《档案与历史》等刊物, 都陆

续披露了有关汪伪政权的一些专题史料, 如《历史档案》刊载的《抗

战时期南北两伪政权合流档案选》(1983 年第 2 期) , 是研究这一

史事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汉奸巨头的日记因为它具有特殊

的史料价值而引起研究者的格外重视。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

记》(起于 1937 年 7 月 1 日, 止于 1945 年 6 月 9 日, 其中 1939 年

全年日记缺失, 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中央公

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周佛海狱中日记》(起于 1947 年 1 月 1 日, 止

于同年 9 月 14 日, 系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所记, 该书由中国

文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 分别收录了汪伪集团核心头目周佛海

抗日时期和战后一段时间的日记, 它不仅为研究这个巨奸的历史,

而且更为研究汪伪集团和汪伪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史事, 提供了许

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材料, 弥补了档案文件和报刊资料的不足。黄美

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收录有汪伪

集团重要人物罗君强、陈春圃等人在狱中的书面交代材料, 因为这

些人当年曾参与机要, 以亲历者身份所写的材料具有其他材料不

可替代的作用。蔡德金、王升编著的《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

出版社 1993 年版)、姚福申等编写的《汪伪新闻大事记》等 (《新闻

研究资料》第 48—49 期) , 也为研究汪伪政权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有关伪满洲国资料的研究成果。以孙邦、于海鸾、李少伯为正

副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是国内第

一部记叙伪满洲国历史的大型系列丛书, 收录有关日本侵占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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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政权、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人物和日伪暴行, 以及人民抗日

救亡和伪满覆灭等各方面的资料, 涵盖东北沦陷十四年的各个主

要方面。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

编的大型资料丛书《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收录了为

数众多的关于伪满洲国和日本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材料。这套丛书

以选录馆藏的档案史料见长, 具有权威性的史料价值。其中《伪满

傀儡政权》(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一书, 披露的许多材料都是首次

公开的。关于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资料研究成果, 主要有吉林大学

和吉林省社科院合编的大型多卷本史料书《满铁史资料》(中华书

局 1979、1987 年版) ,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九一

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辽宁人民出版

社 1991 年版)等。这些书所编的资料, 都属首次披露的满铁档案,

弥足珍贵。伪满宫廷的秘档近年来也开始开发出版,《溥仪私藏伪

满秘档》(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是其中一种。它收录了记述溥仪

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动态和秘密活动, 在当时属于“密札”, 有助于人

们了解伪满上层的内幕。有关华北沦陷区的资料, 除了《日伪北京

新民会》以外, 经济类资料有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

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 综合类资料有《日伪统治下的

北平》(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前

者汇编有从 1935 年至 1945 年间日本在华北进行经济侵略的政

策、计划、机构以及“国策会社”和各个财阀集团的资料, 后者则辑

录了一批亲历者忆述的反映沦陷时期北平社会状况的材料。

　　 (二)通论性研究论著。提高沦陷区和伪政权史研究水平的关

键, 在于对这一史事的通论性著作和专题性研究的开拓。通论性著

作重在对伪政权的始末进行完整的系统的叙述和论析, 并构建完

备的逻辑体系。目前, 尚未有盖涵全国所有伪政权的通论性著作问

世, 但对于 4 个伪政权分别作出的开拓性著作已出版了若干种。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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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东等编著的《伪满洲国史》是最早问世的一部通论性著作。它第

一次对伪满洲国从出笼到覆亡的历史过程作出完整、全面的叙述,

特别注重对日本在伪满的殖民统治及其军事镇压、政治压迫、经济

统制和文化奴役的论析, 力求多侧面、多层次地来揭示这个傀儡政

权的历史面目。该书内容丰富, 叙述全面, 虽然于论析方面显得不

足, 但仍不失为一部关于伪政权的开创性的学术论著。解学诗的

《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版)和《伪满洲国史新编》是研究伪满的两本最新的通论性著作, 作

者在书中吸收了最近 10 多年来这方面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把这一

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以汪伪政权作为研究对象的通论性著作, 具有全面、系统的内

容和完整的理论形态的书著至今尚在运作创造之中, 目前已出版

的主要有两部开拓性的著作。蔡德金撰写的《历史的怪胎——汪精

卫国民政府》, 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汪伪政权史的著作。该书梳理出

了汪伪政权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 在简要、清晰的叙述中阐明了关

于这一政权历史的立论准确的基本观点, 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精心

之作。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余子道等撰写的《汪精卫

汉奸政权的兴亡》, 是一部以专题形式表述的关于汪伪政权史的专

著。作者分别对该政权的形成和演变, 以及它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各项重大活动, 直至其最后覆灭的全过程, 作了较为全面、

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试图以专题论述的形式, 来构建一部通论性

史书的内涵, 是对汪伪政权史通论性研究所作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有关内蒙地区伪政权的研究, 卢明辉的《蒙古“自治运动”始

末》一书, 是迄今为止最具份量的一部通论性著作。该书对以德穆

楚克栋鲁普 (德王)为首的部分蒙古封建上层统治者打着民族“高

度自治”的幌子, 进行分裂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活动作了系统的

记述。对于在日本关东军一手操纵下,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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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伪察南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自治政府的合流, 从伪蒙疆联合

委员会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演变始末, 该书都有连贯性的叙

述和恰如其分的论析, 是研究内蒙伪政权史的一个重要的通论性

成果。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一个地区性的伪政权, 早在七七事变

前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时就已出笼。张洪祥等编著的《冀东日

伪政权》(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 , 是近年出版的关于这一政权历

史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它记述了冀东伪政权成立、发展和衰亡的

过程, 尤其是对其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奴化教育及与日本的关

系都有详尽的叙述。

　　此外, 费正、李作民、张家骥撰写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论述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伪维

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和汪伪政府等各个伪政权的建立、演变与覆亡

的过程, 内容简明扼要, 叙述全面, 有助于广大读者全面了解抗战

时期傀儡政权的概况。

　　 (三)专题研究论著。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贵在

精深。如果没有专题研究作基础, 就很难对沦陷区和伪政权进行整

体性研究。这方面已发表的论著数量可观, 考察的笔触已深入于这

一史事的许多领域。

　　关于伪政权的成立及其基本状况的著作有: 黄美真、张云的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

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等。主要的论文有: 蔡德金的《汪精

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 黄

美真、张云的《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学报》1982 年 6

期) , 闻少华的《试论汪精卫集团的形成及其演进》(北京“抗日战争

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论文, 未刊)、张同新的

《日本亡华战略与汪伪政权》(北京“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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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论文, 未刊)、沈家善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初

探》(《杭州大学学报》1982 年 2 期)、柳蕴琪的《汪精卫通敌卖国原

因初探》(《贵州大学学报》1982 年 2 期)、何绍缘的《汪精卫国民政

府的建立和基本特征》(《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 年 2 期)、

苏宗辙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 年 3 期)、

李侃的《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 4 期)、姚洪卓的《略论华北伪政权》(《历史档案》1996 年 2 期)、

徐立刚的《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政治关系演变浅析》(《民国档

案》1996 年 3 期)、沈燕的《伪满〈国本奠定诏书〉剖析》(《社会科学

探索》1995 年 2 期)、史潮的《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

展》(《湖北大学学报》1995 年 4 期)、王希亮的《试论伪满傀儡政权

的历次调整及其实质》(《黑河学报》1991 年 4 期)、张辅麟的《伪满

政权傀儡性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1991 年 2 期)、吴庆仁的《伪

满政权机构沿革概述》(《历史档案》1988 年 4 期)等。

　　关于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和经济统制的论著为数最多,

内容也较丰富深入。《伪满洲国史》和刘惠吾、刘学照的《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杜恂诚的《日本

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居之芬等

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等

专著中, 均以较多篇幅叙述这一问题。发表的论文, 成果斐然可观。

关于东北沦陷区的, 主要有姜铎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地经

济》(《学术学刊》1990 年 3 期)、李作权的《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

(《博物馆研究》1983 年 1 期)、解学诗的《评伪满的经济“统制和五

年计划”》(《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 3 期)、孔经纬的《伪满时期的

东北经济状况》(《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 4 期)、苏崇民的《满铁在

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日关系史论丛》, 辽宁人

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和《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的“满铁”》(《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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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文集》下卷 东三省经济史学会 1982 年印行)、郑敏的《试论东

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 4

期 )、刘艳秋的《日伪对东北经济的掠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1996 年 2 期)、郭素美的《伪满的劳动统制政策》(《学习与探索》

1994 年 2 期)、赵力群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始末》(《社会

科学辑刊》1992 年 2 期)、朱绍文的《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

国东北经济的疯狂掠夺》(《教学与研究》1991 年 2 期)、张传杰的

《日本对中国东北牧业资源的掠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 5 期》、张凤鸣的《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土地的掠夺》(《齐

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 5 期)、辛培林等的《在我国东北的

“开拓团”始末》(《中日关系史论丛》,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张

云樵等的《日伪时期东北土地占有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86 年

2 期)、李作权的《“北边振兴”计划及其实质》(《博物馆研究》198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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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 等。关于华北沦陷区的, 主要有居之芬的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统制和掠夺》(《党史文汇》1995 年 2

期)、曾业英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

研究》1994 年 1 期)、王士花的《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交

通统制》(《历史研究》1996 年 3 期) 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对华北

工矿资料的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 1 期)、王龙耿

的《伪蒙疆时期经济的殖民地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 年 2

期)、徐行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侵略机构: 华北开发

株式会社》(《历史教学》1984 年 2 期)、刘世泽的《日伪掠夺华北劳

力资源始末》(《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 1983 年印行) 等

等。关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 主要有程洪的《汪伪统制经济述

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 181—216 页)、张根福的《论汪伪

战时经济统制》(《江海学刊》1996 年 3 期) 和《汪伪全国商业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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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述论》(《档案与史学》1997 年 3 期)、黄美真的《1937—1945:

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

1999 年 1 期)、陆仁贤的《抗战时期日军对上海钢铁工业的三次大

掠夺》(《经济学术资料》1982 年 11 月号)、李琳的《日本占领海南

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海南大学学报》1997 年 2 期)、周章

森的《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对浙江的经济掠夺》(《浙江学刊》1994 年

1 期)和张守富、马福震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山东的经济掠夺》

(《发展论坛》1995 年 6 期) 等。总论性的文章有徐新吾的《抗战时

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概述》(《经济学术资料》1982 年 10

月号)、王莹先等的《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经济掠夺的特点》(《江汉论

坛》1996 年 11 期》和刘万铮的《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

济金融的掠夺》(《银行与经济》1995 年 11 期)等等。

　　关于沦陷区军事政治统治的论著, 全面考察伪政权的政治形

态、政治体制和政治统治运作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 目前大都

集中在对日伪几个重大军事政治活动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余子道

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运动》(《近代史研究》1982 年 2 期)、王

国华的《从档案材料看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北京档案史

料》1987 年 3 期)、武锦莲的《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上

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 3 期)、石源华的《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

运动”》(《近代史研究》1984 年 6 期)、杨元华的《试析日伪对华中

的“清乡”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 3 期) 等。论述伪政

权体制和统治模式的文章, 有潘健的《浅析抗战时期福建的汉奸政

权组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 4 期)、俞辛í 的《伪满的殖

民体制与日本外务省》(上、下)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 4、5

期)、赵冬晖的《日本统治东北方案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 2 期)、车霁虹的《试论伪满政权的地方基层统治机构》(《齐齐哈

尔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 5 期)、张济顺的《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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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历史研究》1996 年 1 期)等。

　　关于伪政权的军队、特工、警察的论著从无到有, 陆续出现。研

究军队的论文有余子道的《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汪精卫

汉奸政权的兴亡》第 127—180 页)、石源华的《汪伪和平救国军的

建立、发展和消亡》(《军事历史研究》1987 年 1 期)、顾莹惠等的

《汪伪和平军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2 年 4 期)、李文昌的《华

北伪军初探》(《北京档案史料》1996 年 3 期)、王文锋的《略述伪满

国军的覆灭》(《社会科学探索》1995 年 1 期)。对于伪警的研究也

开始有人涉略。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编译的《满洲国警察

史》(1990 年长春内部版) , 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伪政权警察

的专著。李继星的《抗战时期的北平伪警察机构》(《中国人民警官

大学学报》1998 年 3 期) 和肖炳龙的《伪哈尔滨警察厅概述》(《北

方文物》1990 年 1 期) , 分别对大城市伪警机构作了个案研究。伪

政权特工机关和特务活动是极为阴险残暴又非常隐蔽的, 但随着

史料的深入发掘, 其真实面貌渐被揭开。目前较多的论著是研究汪

伪特工的, 主要有蔡德金、尚岳编写的专著《魔窟——汪伪特工总

部七十六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 黄美真等的论文《汪伪

特工总部始末》(《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 350—392 页)等。

　　关于日伪在沦陷区的文化统治与思想奴役的研究, 多年来被

史学者所关注, 已获有一批成果。肖效钦、钟兴锦主编的《抗日战争

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一书专设“沦陷区文化概况”

章节, 对全国各个沦陷区的新闻、报刊、广播、出版、电影、教育、文

学、戏剧等等各个领域作了全面的叙述和论析。研究日伪文化专制

和思想奴役的文章为数众多, 如刘其奎的《汪伪汉奸文化概述》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 127—262 页)、马光仁的《日伪在上

海的新闻活动概述》(《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 1 期)、赵锡麟的《伪

满的奴化教育》(《教育研究通讯》1983 年 3 期)、齐守成的《血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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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奴化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 年 17 期)、王颖的《伪满殖民

教育方针的演变及其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 年 6 期)、高峻

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福建党史月刊》1995 年

12 期)、张峻的《日寇的奴化教育》(《光明日报》1995 年 7 月 25

日)、吕元明的《论伪满的文化》(《学习与探索》1979 年 5 期)、肖安

鹿的《简析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推行的奴化、同化政策》(《甘肃理

论学刊》1995 年 5 期) 等。王春南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

的摧残》(《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 1 期) , 对日军在沦陷区摧毁我

国教育、文化和科研事业, 劫掠图书、文物等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揭

露。东北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华中和华南的“东亚联盟中

国总会”等团体是日伪进行殖民统治和思想奴役的工具, 霍燎原的

《略论伪满协和会》(《社会科学战线》1994 年 5 期)、唐志勇的《日

伪“新民会”始末》(《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 3 期)、李慎兆的

《伪华北新民会和新民主义汉奸理论》(《北京档案史料》1986 年 3

期) , 以及石源华的《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和史桂芳的《评

东亚联盟论的内容与实质》(《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 1 期) 等论

文, 对这些团体作了初步的研究。

　　 (四)汉奸人物传记。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 研究历史离不

开对人物的研究。十多年来, 汉奸人物研究已成为伪政权研究中的

一个热点。《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一书, 辑录

了黄美真等撰写的汪伪巨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诸民谊、陈璧

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等人的传记。汪精卫作

为头号巨奸并由于其一生经历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重大史事, 自

然为史家所偏重, 已问世的有: 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88 年版) , 李理、夏潮的《汪精卫评传》(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 , 闻少华的《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 以及程

舒伟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等。关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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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博和周佛海的传记, 有蔡德金撰写的《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

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和《朝秦暮楚的周佛海》(河南人民出版

社 1992 年版) , 闻少华的《周佛海评传》(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和

《陈公博传》(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 , 石源华的《陈公博这个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伪满政权首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

半生》(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成书于 60 年代, 在 70 年代正式公开

出版。传记作品有于友发编著的《由皇帝到公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孙吉吉生生编著的《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传》(华

文出版社 1990 年版)等多种。

　　 (五) 翻译出版海外学者的著作和日本侵华当事者的回忆录。

外国学者的专著, 首推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亨特·博伊尔研究

汪伪集团的作品《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陈体芳等译, 商务印

书馆 1978 年版) , 尽管作者的观点和立论与我们不相一致, 但许多

内容与研究方法依然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日本有关当事者的回

忆录, 因种种原因, 其内容不尽真实和确切, 但却披露了许多鲜为

人知的情况, 为别的材料所不可代替。这方面已出版的有今井武夫

的《今井武夫回忆录》(原名《中国事变的回想》,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犬养健的《诱降汪精卫秘录》(原名《扬子江还在流》,

任常毅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西义显的《日本“和平工

作”秘史》(原名《悲剧的证人》, 任常毅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版)和晴气庆胤的《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原名《上海恐怖机关

——76 号》, 朱阿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等。

　　学术工作的推进和学术成果的创造, 都离不开学术界的互相

交流、切磋和争鸣。进入新时期以来, 解放思想成为时代的强音, 学

术空气趋于活跃, 有关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问题都

得以展开自由的讨论。例如关于汪精卫和汪伪集团叛国投敌的原

因、汪精卫投日是否在事前与蒋介石共同密谋而合唱“双簧戏”、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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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是于何时和在什么情况下决定由他出马组建伪中央政权的、

汪伪国民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本投降后蒋伪两方

是否实行了“合流”, 以及对汪伪“和平运动”的历史评价等等问题,

都有不同见解之间的争鸣。正是在尊重历史、遵循科学的精神之

下, 通过学术讨论, 对不少问题逐渐取得共识。

　　这种学术交流和讨论, 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各次学术研讨会上。

自 80 年代初以来, 多次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抗日战争史、中

日关系史等学术研讨会上, 都提出过关于沦陷区和伪政权史的学

术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北京召开的两次汪伪政权史学术

讨论会, 是建国 50 年来仅有的关于这一史事的全国性专题学术会

议。1986 年 5 月, 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首次全国性的汪伪政权问

题学术讨论会, 国内学者 30 余人与会, 4 位日本学者也到会进行

了学术交流。这次会议 12 年后, 1998 年 9 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共

同主办的“抗战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北京

怀柔举行, 这次会议的显著特色是台海两岸学者首次共同就汪伪

政权学术研究相聚一堂, 在欢快活跃的气氛中切磋研讨, 而学术探

讨的深度和涉及问题的广泛性都超过了前次会议。毫无疑问, 这两

次会议对促进汪伪政权史研究都起了积极作用。

二　逐步向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沦陷区和伪政权史研究历经曲折而走向繁荣, 经过几十年的

努力, 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 逐步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

特别是在最近 20 年来, 这一研究的内容日益广泛, 对不少史事的

研究达于相当深入的程度。以下择其要者作一鸟瞰的评说。

　　 (一)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最近 20 多年来, 对沦陷区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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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统治的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 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这方面的研

究, 主要包括殖民统治的建立、沦陷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殖民统

治发展的阶段和各个沦陷区殖民统治之间的比较等等。许多研究

伪满史的学者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完全是

以军事占领为前提, 是以刺刀维持其统治的。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

治, 始于本世纪初, 止于 1945 年日本投降, 其中九一八事变是划分

东北为日本独占殖民地历史阶段的标志。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以武

装侵占东北全境, 以此为前提, 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

面, 建立起全面的殖民统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完全控制了东北

的工业、铁道、农业、金融、贸易, 并且建立了文化奴役的统治系统。

整个东北地区遂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种殖民统治建立的基

本特征, 在其他沦陷区也是如此,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研究者普遍认为, 日本侵略者维持其殖民统治的政策和手段,

具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特点, 而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控

制为主体, 以经济统制和精神奴役为重要组成部分。不少论著研究

了东北的“治安肃正运动”、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华中华南的

“清乡”运动, 认为这些所谓运动正是日本侵略者推行上述政策的

集中表现。目前对这些运动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吕明灼剖析了“治

安强化”运动的演化过程, 指出它经过了三个形态:“治安肃正”是

它的雏形, 仅限于政治、思想范围;“治安强化”是前者的扩大和发

展, 范围扩展到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 继后的“新国民”运动则是

“治安强化”的回光返照, 但特别着重于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并认

为日伪在华中、华南沦陷区的“清乡”, 在内蒙的“施政跃进”, 在东

北的“国民协力”, 都是“治安强化”的表现形式。它们带有政治、经

济、军事、思想一体化总体战的特征, 目的都在于巩固其在沦陷区

的法西斯统治。余子道对“清乡”的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论析, 认为

在军事上是突袭式的扫荡作战和囚笼式的封锁清剿相结合;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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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软硬兼施、整肃与怀柔并用; 经济上是竭泽而渔式的横政暴敛

和养鸡生蛋式的剥削榨取交替使用, 文化上是日本法西斯文化和

中国封建买办汉奸文化的结合。并指出“清乡”具有综合性和总体

战的特点。

　　史学者中有人对东北沦陷区和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殖民

地化的程度进行比较研究。有一种见解认为, 东北的殖民地化程度

高于关内地区, 因为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不但掌握了城市, 而且深

入于大部分农村, 殖民势力的根基较深; 而在华北、华中和华南, 日

本侵略势力只占领了主要的城市、交通干线及其附近的乡村, 殖民

统治的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分析的总的论断被认为是符合历史的,

但目前这种比较研究还是浅层次的, 有待继续深入。

　　 (二) 汉奸集团和傀儡政权　80 年代以来, 一批批有文有质、

史论并茂的论著纷纷与世人见面, 使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呈现生动

活泼的景象。在整个沦陷区研究中, 关于汉奸集团和傀儡政权的研

究也是最为活跃和最富成果的。研究者们考察的对象相当广泛, 诸

如日本关东军策划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以溥仪为代表的满清皇

族中的反动复辟势力成为日本侵略势力的附庸、伪满傀儡政权是

如何建立的、日本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政策、汪精卫等人叛国投

敌的背景和内外原由、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形成和演变、南京汪伪政

府是如何建立的、日本对南北各地各个傀儡政权的严密控制和分

而治之政策、汪伪政权与伪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以及伪蒙疆自

治政府的关系、汪伪集团与重庆国民党的关系、日本对各个傀儡政

权的操纵利用、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汪伪政权的“独立”“统一”活

动, 以及伪政权的覆灭与汉奸的审判等等课题, 无不纳入学术研究

的视野之内, 而且对有些问题的探索考察已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

　　在这里, 首先被研究者注视的是日本对傀儡政权的扶植、操纵

和利用的问题。系统考察日本在这方面一贯推行的若干政策, 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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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一问题的关键。“以华制华”政策是日本侵华的一项长期的基

本政策, 伪政权正是这一政策的产物。《伪满洲国史》的作者认为,

日本关东军在设想的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各种方案中, 最终选

择了扶植傀儡政权, 实行“以华制华”一途。这就既可避开国际规约

的约束, 又可达到“避名就实”的目的。“以华制华”的本质不变, 但

在不同的形势下其实现形式是变化的。余子道在文章中考察了日

本在太平洋战争处于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推行起来的“对华新政

策”, 指出这一政策仍然是“以华制华”的继续, 只是改变了实施的

策略和手段。与前此不同的, 是它更强调发挥伪政权的作用, 赋予

它以形式上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并用大傀儡去制约小傀儡, 以表

面上的“统一”达到日本对沦陷区的控制和利用。

　　日本的政治诱降政策是配合着对华军事进攻而实施的, 主要

用以分化国民党政策, 策动汉奸亲日派叛国投敌。汪精卫集团的投

敌和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建立, 被认为是实施这一政策的最大“成

果”。这一问题已由不少论著作了阐述, 而蔡德金、黄美真、闻少华

等学者的研究尤为精深。黄美真、张云的文章剖析了七七事变后日

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三个发展阶段, 具体揭示了日本

的诱降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关系, 从而从一个重要方面

探明了汪伪政权产生的历史。还有论著研究了日本对吴佩孚、唐绍

仪、梁鸿志、王克敏等人, 以及对上海的帮会头子黄金荣、张啸林等

人的诱降活动, 使这一研究更加丰富。

　　日本对傀儡政权实行的是严密控制、分而治之的政策, 许多研

究者从各个傀儡政权进行论析。解学诗等指出, 日本对伪满在外观

上给以“独立国家”的幌子, 在内部则实行严密控制, 关东军是这一

政策的执行者, 成为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溥仪只是在关东军操

纵、控制下的一个工具。蔡德金等认为, 依据日汪《密约》规定, 日本

表面上未向汪伪政府派遣政治顾问, 以示对其“内政”不予干涉,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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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派有最高军事顾问和军事顾问团、最高经济顾问和经济顾问团,

还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汪伪大使馆和兴亚院联络部等, 它们

实际上操纵、控制了汪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分而治之”也是日

本对傀儡政权的一贯政策。伪满政权一向由关东军操纵利用, 与其

他傀儡政权毫不相干。汪伪政权成立后, 伪蒙疆政府即以“高度自

治”的名义, 由日本驻蒙兵团直接实施统治, 无异于伪满第二。伪临

时政府虽宣布取消, 改组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但不改变其实质,

一切都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指导”之下, 在汪伪中央政府之外自

成系统。唯一被取消的是伪维新政府, 但汪伪中央政府不过是取代

伪维新政府的权力而已。不仅如此, 就连汪伪区域内各省、市伪政

权, 汪伪中央大都也无权过问, 而被当地日本驻军所操纵。

　　在汪伪汉奸集团和汪伪政权的研究中, 一个时期以来, 以下三

个问题形成为讨论的热点: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原因是什么、汪

伪政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汪伪集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是怎

样的。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为数可观的文章进行探讨, 历史真相也

随之愈辩愈明。研究者都认为汪精卫及其追随者投敌叛国是由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于是何种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内因与外

因的关系又是如何, 则尚存在不同见解。黄美真等认为: 日本的诱

降政策是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外因, 汪精卫的抗战失败主义和民族

投降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是其内因, 亦是根本原因; 而蒋介石的抗

战两面政策则为汪精卫的投降开辟了道路。蔡德金等认为, 虽然这

里有多种因素, 如日本的诱降、抗战的失利和国际对华援助不力、

汪精卫周围亲信的纵容、高宗武等人的穿针引线等等, 但除这些客

观因素外, 就汪本身而言, 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

投降主义, 二是顽固的反共立场, 三是权力欲的高度膨胀。还有人

认为主要是由于汪蒋之间的政策分歧, 或主要为两者之间的权力

之争。此外也有文章认为, 汪精卫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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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图存的幻想”, 即“在难以保全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现实状况下,

退而妄求偏安之局”。结果事与愿背, 遂使汪的“和平运动”沦为“卖

国运动”。不过, 这一说法因离史实太远, 很少有人赞同。关于汪伪

政权成立的问题, 学术界对于汪精卫是何时决定由他出马建立伪

政权、以及汪伪国民政府为何一再被延迟成立这两个问题, 作了颇

为深入的讨论。

　　 (三)沦陷区经济　研究沦陷区经济这是一个包含着众多丰富

内容、涉及许多专门领域的大课题, 目前已有相当一批题目被研究

者逐步开拓, 其中对伪满洲国经济的研究尤为深入。这方面, 被研

究者们着力考察的主要是以下各种问题: 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

夺、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及其实施、沦陷区的金融与货币、日伪对

交通运输的垄断、日本对农业的掠夺和向沦陷区移民、日伪的物资

统制、对工矿企业的统制和掠夺、在沦陷区的日本国策会社、以及

沦陷区经济的性质和特征等等。

　　日本进行侵华战争时, 在政治上推行“以华制华”, 在沦陷区扶

植操纵傀儡政权, 同时在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 进行全面的掠

夺, 已有不少论著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

和经济垄断性必然导致经济掠夺, 而为了经济掠夺必不可少的要

实行经济统制。研究伪满历史和汪伪历史的学者都认为, 经济统制

政策始终是日本对沦陷区经济的基本政策。有的学者指出, 日本在

伪满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的目的, 一是为了使伪满经济全面殖民地

化, 而成为日本的附庸; 二是为了确立“国防经济”, 把伪满建成为

日本的兵站基地; 三是满足日本建立以它为中心的所谓东亚经济

新秩序的需要。经济统制政策始终贯彻以下各个要点: 确保平、战

两时的军需资源; 实行“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 将日满经济融为一

体; 建立国防经济; 实行移民, 扶助日本在东北的人口势力; 不使满

洲经济放任自流, 而把其置于日本统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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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全面分析统制经济的各个领域, 指出金融统制、物资统

制、产业统制是经济统制的三大支柱。最近 10 多年来, 不少学者对

这三大统制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在金融统制方面, 研究者考察的

有日本在沦陷区实行金融垄断的过程与特点, 伪满中央银行、北平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南京华兴银行以及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

及其金融活动, 以伪满中央银行、汪伪中储行为中心的金融统制网

的建立; 日伪在沦陷区建立“新货币体系”, 操纵货币发行权和流通

权, 伪满纸币、“联银券”、“华兴券”和“中储券”的滥发以及恶性通

货膨胀等课题。在物资统制方面, 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 日军

对沦陷区各类物资的管制和搜刮, 日伪统制物资的政策、法令和机

构, 东北、华北和华中实行物资统制的不同推进过程, 物资统制的

作用及其社会后果等等。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及其下属米粮、

棉业、粉麦、油粮等统制委员会, 在物资统制活动中占有独特的地

位, 扮演过特殊的角色, 这几年备受研究者的重视, 有关的论著也

更多。在产业统制方面, 较多地研究了以下一些问题: 日本对占领

区“统制企业”与“自由企业”的划分, 伪满的各类特殊公司, 华北开

发公司, 华中振兴公司, 国策公司在沦陷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对企业的军管、委任经营、合办、租赁和收买, 以及产业统制对中国

经济造成的影响等等。

　　同一切事物一样, 沦陷区统制经济有其发展过程而呈现为一

定的阶段性, 剖析其发展阶段乃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议。比较

而言, 伪满和汪伪两种统制颇有不同发展历程。一些学者把伪满经

济统制分为三个阶段。从伪满建立到 1936 年: 制定统制政策、确立

统制体制、奠定经济统制的基础。1937 年至 1940 年: 对伪满产业

进行大规模开发, 对东北经济实行全面统制和掠夺。1941 年至日

本投降: 实行全面彻底的统制, 对东北实行疯狂的物资掠夺。汪伪

统制经济历史较短, 但也有其阶段性, 有的研究者把它区分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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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加以具体分析。此外, 关于沦陷区殖民地经济的性质问题已提

出了几种不同的见解, 近几年来正经历着一场持续的争鸣。

　　 (四) 沦陷区文化　在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中, 对文化领域历

史的研究最为薄弱, 成果不显。目前已有的研究只涉及日伪的文化

专制政策和文化奴役政策、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日伪的新闻出版统

制、伪满“协和会”、“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等若干课题, 一

般都处于浅层次的探讨, 尚缺乏足够的深度。

　　日本在沦陷区思想和文化领域里实行的是怎样的政策, 已有

一些论著对此作了研究。《伪满洲国史》等书的作者认为, 法西斯主

义的文化专制是其基本政策, 在这一政策下, 伪满的文化具有高度

的集中和垄断的特征, 而一切文化活动都是服务于侵略战争的。从

文化的内容而言, 则可称之为文化奴役政策, 殖民主义的思想灌输

和精神奴役是其基本点。文化奴役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日

本民族特殊优越论, 鼓吹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人种; 二是“满洲国”

“王道乐土”论, 宣扬伪满是实行“王道政治”的“新国家”; 三是日满

“密不可分”论, 制造东北不属于中国, 却与日本“密不可分”的舆

论。总之, 文化奴役旨在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充当屈服于日

本侵略者的“顺民”。

　　沦陷区教育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目的、教

育制度和日伪对教育事业的控制等问题。研究者大都揭示了日伪

在沦陷区推行的教育是十足的殖民教育、奴化教育和愚民教育。这

种教育的目的, 是为日本亡华灭华培养奴才和顺民, 同时也为殖民

统治机构和殖民经济社会事业培养专业人员。汪伪政府的教育活

动带有比较完备的形态和体制, 刘其奎从沦陷区教育事业的所谓

“恢复”和“整顿”、教育机构之设立、教育方针及其实施纲要的制

定、教育内容和各类教科书的审定以及对学校、家庭、社会渗透奴

化教育等五个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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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和张爱玲研究的热烈景象, 虽然周、张两人的情况大不相

同, 但都成了沦陷区文艺研究中的热点。

三　对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的

道路, 历经坎坷而终于走上了繁荣发展之路。综览半个世纪来所取

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岁月里, 这一研

究将会获得更健康更全面的发展。站在新世纪的大门之前, 我们就

这一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等问题略陈管见, 以求

教于同行学者。

　　以总体发展方向而言, 应是更坚定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

导下,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把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

在现有基础上全面地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而整个研究工作应当着

眼于继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为此, 似应选择以下几个发展目标。

一是倡导多层次多侧面的专题研究, 同时又注重总体性综合性的

通论研究。目前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中, 一方面是还有许多重要的

专门问题并未作过深入的专题研究, 甚至还处在空白状态; 而在另

一方面, 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又很薄弱。专题研究贵在精深, 通论

研究重在构建理论体系。今后, 专题研究并非要削弱, 而是要与综

合性通论性研究互相促进。二是从各个沦陷区、伪政权研究的互相

割裂状态, 转变为既有分工又互相结合的研究。同时, 从沦陷区研

究与国统区、解放区研究的互相割裂, 转变到三个区域研究的互相

联系。事实上, 沦陷区并非是孤立存在的, 相反却是与解放区、国统

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各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完全分割

的研究方法亦不科学, 应当逐步接近、互相结合。三是既要重视史

料, 又要重视理论, 要做到两者的统一。10 多年来, 轻视史料、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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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据的倾向已有很大的改变, 今后必须继续十分重视史料工作, 提

倡忠于历史、尊重史实, 把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

上。但与此同时, 也必须看到, 一个时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轻

视理论的偏向, 这对历史研究是十分有害的。因此, 要提高学习理

论的自觉性,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工作。同时, 在上述

前提下, 注意借鉴和吸收当代一切有益的新学说和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领域应当继续拓展, 研究的视野要向着更广阔的领域延

伸。目前, 以下三点似是考虑这一研究领域问题需要着意注意的。

一是从比较单一的领域向着多方面的领域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

历史研究以政治史包揽一切的现象, 近几年来虽有所改变, 但研究

领域较为单一、狭窄的问题并未从总体得到解决, 沦陷区和伪政权

研究的状况也不例外。今后, 在继续重视政治领域史事研究的同

时, 要着力向着沦陷区的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等各个领域进

军, 要探索新领域, 研究前此尚未阐明的新问题。二是在继续加强

对沦陷区中心地域研究的同时, 把探索的注意力推及边缘地区。如

对汪伪政权研究, 至今仍集中于苏浙皖和沪宁地区, 对湖北、广东、

江西、福建等地沦陷区日伪统治的研究甚为薄弱, 对伪临时政府及

其后的伪华北政委会的研究也不多, 都亟需加强。此外, 对伪蒙疆

政府的研究亦应大大加强其力度。总之, 既重视研究中心地区, 又

不忽略边缘地区, 才能揭示沦陷区和伪政权的全貌。三是在研究沦

陷区日伪统治的同时, 要重视研究社会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 把沦

陷区的被统治阶层也纳入研究对象。

　　基于对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上述一些分析, 关于沦陷区和

伪政权研究课题, 大体上可作以下设想。第一, 傀儡政权通论性研

究, 除了《伪满洲国史》等著作已问世外, 要着手编著关于伪国民政

府、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伪蒙疆自治政府等伪政权的通论性

著作; 第二, 沦陷区政治研究, 主要课题有日本政府、军部与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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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政治关系, 伪政权的政治体制, 沦陷区政治统治模式, 伪政

权的对外关系, 汪精卫汉奸集团等各个汉奸集团的形成与演变, 汪

伪集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 肃奸斗争与汉奸审判等等。第三,

沦陷区经济研究, 有以下一些问题: 沦陷区的日本殖民经济, 日伪

的经济掠夺与统制, 东北的满铁、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

伪满中央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等的金融活动, 沦陷区与国统区、

解放区的经济关系, 沦陷区的农村经济, 沦陷区的民营企业, 沦陷

区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 沦陷区的经济结构等等。第四, 沦陷区军

事研究, 以下一些课题尚待进一步探索: 日本侵华军事战略格局与

中国伪军的地位, 伪满洲国军、汪伪和平军、伪蒙古军等伪军的组

建与演变, 各个伪军的战争活动, 伪军将领和兵源, 伪军的派系等

等。第五, 沦陷区文化研究, 包括日本殖民文化和汉奸文化及其相

互关系, 沦陷区的文化结构, 沦陷区的社会心理, 沦陷区的教育制

度和教育事业, 沦陷区的文学、电影、戏剧, 沦陷区的报刊、广播、通

讯事业, 以及协和会、新民会、大民会、青少年团、东亚联盟运动、新

国民运动等等课题。第六, 沦陷区内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研究。第七,

沦陷区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研究, 诸如从半殖民地到殖民地社

会的演变, 各个沦陷区殖民地化程度之比较, 伪政权与沦陷区内社

会阶级阶层的关系, 沦陷区内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第八, 汉奸人

物研究。

(作者余子道, 1931 年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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