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王建朗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中国的

国际地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 由一个不断遭受外国欺

凌的并被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的弱国跃升为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

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在这八年中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与中国

兵戎相见, 最后签呈降书; 长期以来扮演在华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

国, 对中国的影响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以往并未受特别重视的

苏联和美国先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外援, 而成为对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战时中外关系的这些变化, 将对其后数十年

间的中国内政和外交产生长久的影响。

与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丰富而复杂的内容相适应, 人们对它的

研究成果也异常地丰富。人们对战时中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各重

要的双边关系以及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其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 绝非一篇短文所能概括。本文将着重介绍对战时中外关

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并曾引起研究者广泛兴趣的一些问

题, 力图以此勾划出战时中外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走向。如此做

法, 难免以偏概全, 谨请各位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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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 史学

界对于近代中外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美国侵华的专题上, 而对于日

本侵华, 尤其是对于事关中国命运的抗日战争的研究, 则显得很不

充分。仅有的一些有关抗战的研究, 也大都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敌

后战场上, 而对于国民政府的研究则非常薄弱。相应地, 对以国民

政府的外交为主体的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研究也就很是少见。

这一时期, 除了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 如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著作, 有部分中外

关系的论述外, 没有任何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专门的学术文

章也不多见。一些零星的研究涉及到的主要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投

降、英美对日绥靖等问题。

最近 20 年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开拓了人们的视

野, 为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抗日战

争史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抗

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 标志着抗日战争

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学科, 并为推动这一学科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 有关抗日战争

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也大大地向前推进。

这 20 年中, 一大批高水平的专著及更多的学术论文纷纷面

世。除了若干抗战史著作中所必然包含的有关战时外交的论述外,

仅就外交史专著而言, 已经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

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版 )、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6 年版)。双边关系专著有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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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

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

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 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曹振

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马振犊、戚如高的

《友乎? 敌乎? 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 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

版社 1991 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等。

此外, 还有若干专题性的专著, 如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

“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徐万民的《战争生命线

——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项

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

社 1988 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

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

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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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等。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之多, 实为其他任何时期

所不能比匹。纵观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可以确定无疑地

说, 在近代各个历史阶段中,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是进

展最为深入、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

二

在对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中, 以下 10 个方面的问题曾经引起

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卢沟桥事变

作为战争爆发的起点, 卢沟桥事变自然为研究者所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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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日本旧军人和右翼学者为推脱发动战争的罪责, 在卢沟桥

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个谜团, 甚至连对日本侵华

持批判态度的进步学者也认为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偶然因素, 因

此, 澄清历史事实便成为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关卢沟桥事

变的研究遂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热点之一, 有关论著达七、八种之

多。其中, 对战争起因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的有: 曲家源:《卢

沟桥事变起因考论: 兼与日本有关学者商榷》(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版) ; 荣维木:《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曲家源、白照芹:《卢沟桥事变史论》(人民

出版社 1997 年版)等。

有关战争起因的各种研究, 大致是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

的。一是从根本上指出, 所谓打第一枪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一个

最基本的事实是, 这一枪是在中国北京城外而不是在日本东京城

外响起的。因此, 对所谓“不法射击”的纠缠, 本身就十分荒谬。要

说合法, 日军进驻丰台并进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非法的。要说第一

枪, 在全局上说, 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时就早已打响了, 就具体场

合而言, 日军在此前的演习中也早已打过实弹。因此, 有学者指出,

日本在 7 月 7 日的第一枪上大做文章毫无意义。①

第二层次的研究即针对日方的种种观点展开辩驳, 通过各方

面的细致考证, 指出日方编造的第二十九军士兵打响第一枪、中国

共产党派人居中放枪、日军士兵失踪等战争起因说法的荒谬性, 指

出它是日本一些人故意编造的谎言, 其有关资料完全缺乏可信性。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批驳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论”, 指出恰恰有许多

材料说明, 日本人才有打响第一枪的嫌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华北

驻屯军、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及日本侵华激进派共同策划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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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是真正的肇事者。①

第三层次的研究撇开最初事件的“偶发”和“蓄谋”之争, 而重

点研究在最初的冲突发生后, 一个并非罕见的地方事件, 是怎样在

日方一味扩大事态的蛮横政策之下, 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政

府虽然作了万不得已时便起而抵抗的准备, 但仍希望能求得事件

的和平解决, 并准备作出一定的妥协。但日本的贪得无厌把国民政

府逼上了奋起抗战的道路。从把冲突扩大为战争的角度来说, 日本

挑起战争的责任也是不可逃脱的。②

(二)中日秘密接触

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过去那种一味

指责其妥协投降的观点已不多见, 人们对国民政府终于奋起抗战,

并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去 (尽管有时不够坚定) , 都能给予一

定程度的肯定。但分歧还是存在的, 这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战争时期

(尤其是前期)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的中日秘密交涉的评价上。一些

人认为, 这是对抗战的动摇。因为中日之间的“和平交涉”不是国际

法一般意义上的“媾和”, 其性质是政治诱降。日本的目的是剥夺中

国的国家主权, 把中国变成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蒋介石每当军事上

严重失利、日本施弄诱降策略时, 便发生一次次谋求妥协的政治动

摇。③

另一些人认为, 战争中的双方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 暗中直接

交涉或通过第三者斡旋达成妥协以结束战争, 乃正常之举。妥协是

双方面的, 妥协并不等于投降。关键不在形式, 而在内容, 在于看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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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准备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

事变前的状态, 反对日本的防共驻兵, 是有基本原则的。在当时的

国力和国际环境下, 蒋介石所提出的交涉条件是恰当的。①

但无论是对交涉持批评态度者, 还是视其为战时正常因应者,

现在对这样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即尽管日本想通过谈判不战而胜

来占领中国,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意图。蒋介石有时对“和谈”并非真

心实意, 有时明显带有策略目的, 或为延缓日军进攻, 或为阻止汪

精卫成立伪政权, 或为延缓日本对汪伪的承认, 有时还将谈判作为

要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的筹码。谈判被作为“兵不厌诈”的策略而 使

用。学者们认为, 对和谈问题的任何简单化的看法都将妨碍对事物

全貌和本质的认识。②

学者们不仅对国民政府中央要员对日秘密交涉的各种路线进

行了细致的研究, 还对一些地方实力派 (如阎锡山) 与日本人之间

的秘密接触进行了研究。有关的研究指出, 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有

着更为严重的妥协甚至是勾结的行为。③

(三)中德关系的短期维系与恶化

抗战前期的中德关系也是引起研究者极大兴趣的一个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 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狼狈为

奸, 德国协助日本破坏中国的抗战。现在, 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

一说法并不准确。许多研究者指出, 德国对日本侵华并不持赞成态

度, 因为它担心日本侵华会使日本实力受损或深陷于中国, 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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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的钳制作用, 又担心日本扩大侵华会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

总之,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陶德曼调

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一调停中, 德国希望中日双

方都作出妥协达成停战, 而并非象以往所说的那样与日本“狼狈为

奸”地迫使蒋介石投降。①

在抗战之初, 德国曾保持过一段时期的中立。德国继续向中国

输出军事物资, 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日本军方

对此曾颇有怨言。但“陶德曼调停”失败后, 德国感到中日和解无

望, 其远东政策逐渐逆转。先后宣布承认“满洲国”, 停止对华输出

军事物资, 并于 1938 年夏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但实际上, 中德之间

的一些易货贸易仍在暗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至 1941 年德国宣

布承认汪伪政权, 国民政府才宣布与德国断交。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 中国对德宣战。②

(四)抗战前期的中英美关系

对于抗战前期英美对华政策的评价, 也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

题。一些人认为, 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 是主导方面。英

美纵容日本侵略, 把大量战争物资卖给日本。在日本准备南进时,

又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③ 另一些人认为, 在总体上, 英

美政策同时具有两种倾向, 一是对日妥协, 一是援华制日。随着时

间的推移, 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1938 年的桐油贷款是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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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由对日妥协为主转向援华制日为主的一个最初的转折点。1940

年 9 月德意日三国条约签订后, 美国政策进入积极援华阶段。许多

学者认为, 并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

妥协, 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相提并

论。还有学者指出, 美国的远东政策的主要倾向不是牺牲中国, 而

是阻止蒋介石投降日本, 促使他积极抗日; 不是害怕中国人民革命

力量的兴起, 而是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力量联合抗日。①

在以往的研究中, 并未开成的“太平洋会议”被视为远东慕尼

黑的典型案例而引用。有研究者对此提出疑问, 认为不能把召开讨

论中日战争的国际会议等同于西方慕尼黑式的会议。作者通过对

抗战以来召开的一些国际会议、英美 (尤其是美国) 此时对中日战

争的态度、中国政府努力推动中美英反侵略阵线等方面的分析, 指

出太平洋会议是由国民政府而不是由美英所积极推动的, 其目的

不仅希望美英的参与能达成对中国较为有利的方案, 还在于期待

由于日本的蛮横招致会议的失败, 美英将愤而对日本采取制裁措

施。因此, 很难认为, 太平洋会议会是一个慕尼黑式的会议。②

研究者还注意到, 英美的远东政策有所不同。比较起来, 英国

的对日妥协的程度要大一些, 1938 年的英日海关协定、1939 年的

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 年的封锁滇缅路事件, 都是严重的对日

妥协行为, 是英国绥靖政策的最明显的表现。③

抗战前期, 中国的对日作战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这一时期中国

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 包括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一些研究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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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国民政府力促美国修

改中立法, 限制对日贸易, 尽量争取财政援助。国民政府施展了种

种手段, 力图操纵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使中美关系在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抗战前

期, 中国还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 争取到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 并

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 从德国也获得相当数量的

军事物资。学者们认为, 这一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

交方针应该说是明智的, 并基本取得成功。①

(五)苏联对华援助与《苏日中立条约》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以往一般认为, 中国是这一条约的

受惠国, 苏联只是施援者。有研究者指出, 恰恰是苏联急于签定互

不侵犯条约, 而中方对此并不积极。中方希望签署的是中苏互助条

约, 对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感兴趣。只是在苏联施加了如中方不签此

约苏就不提供军事援助的强大压力后, 中方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

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 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这

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反苏的担忧。所以, 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

有利的。②

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 学者们对此一致

予以肯定。但对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数额及使用情况, 过

去一直有多种说法。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证, 澄清了过去在

这个问题上的若干讹误, 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③ 学者们还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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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 苏联给中国以巨大援助, 自己也因此而深受其利, 因为中

国的抗战反转来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①

欧战爆发后, 随着苏联本身要加强军备, 其对华援助日益减

少。1941 年 4 月, 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 在德国

即将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际, 这一条约分化了日德关系, 增强了

苏联的安全, 使苏联能够集中力量对日作战, 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

利,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全局意义的。但苏日互相表示

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这是

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② 对苏日中立条约能否起到增强苏联安

全的作用, 有人提出异议, 认为与其说是该约保证了苏联远东边境

的安全, 不如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牵制使日本未能在东方对

苏开战。③ 还有人认为, 该约既满足了日本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

又切断了日本经过外蒙进犯苏联的通道, 是最好的绥靖日本、促其

南下的手段。因此, 该约是一个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

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④

(六) 1943 年英美新约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与英美等国正式形成反法西斯联盟,

中国参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不久, 英美同意与中国就废除

不平等条约问题展开谈判。学者们对废约谈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中英之间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尤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

中英谈判中, 有关香港新界问题的交涉是最大的难点。英国顽固坚

持殖民主义态度, 不肯与中方讨论交回新界租借地的问题。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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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态度一度曾比较坚决, 但最终作出退让, 在声明保留日后再议的

权利之后, 放弃了即时收回新界的要求, 中英新约才得以成立。①

有学者指出, 美英政府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 英国对

重大悬案的保留, 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 国民党政权向美国一边倒

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如何看待 1943 年新约? 一些学者认为, 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

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延续数十年, 抗战期间得以

实现, 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

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 但这是基于国力差距而不再是条约

的规定。就法理而言,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

认。新约的订立, 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

的直接结果, 因此, 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 而是对中

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③

还有研究者指出, 既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以不平等条约的

签定为起点, 从法理角度看, 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则应

被视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新约的签定, 标志着中国已

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尽管在中国与强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不

平等的关系,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取得独立地位。独立与平等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 独立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上拥有主权。两个独立国家之

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平等的。④

对此持异议者指出, 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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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位, 获得完全的独立。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 并未废除

所有的特权, 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经商、办学、设教堂等问题就没

有涉及。而且, 条约签定后, 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 雅

尔塔会议便是明证。再说, 英美放弃的特权当时绝大部分为日本所

占有, 在打败日本之前, 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①

1943 年底, 中美英首脑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

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开罗宣言”。1944 年 10 月, 中国参与签署决

定战后安全问题的“莫斯科宣言”, 跻身盟国“四强”。此后中国又以

“四强”之一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学者们注意到, 在联合国

的创建过程中, 中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东

方国家的代表, 努力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 强调国家平等、种族平

等, 中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所提的许多重要建议被联合国组织所

采纳。② 对于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提高, 学者们普遍予以肯定。但

同时也清醒地看到, 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仍是很有限的, 还不是一个

能被美英苏等大国平等相待的强国。

(七)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英国重占香港

抗战结束前后中国在外交上所遭遇到的两大挫折, 便很能说

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后所处的实际地位。第一个挫折便是 1945 年

8 月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学术界

对这一条约持肯定态度。改革开放后, 出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认

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 也有恢复沙俄在日俄

战争中失去权益的一面, 不应全面肯定。有学者指出, 这一条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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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中苏善邻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和维护远东和平而订立的, 它

具有积极的因素。该条约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日帝国主义势

力。但该条约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 苏联力图恢复沙俄在华失去的

权益, 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于中国革命, 这一条约也产

生了双重影响。①

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 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实, 苏联领

导人斯大林等人早已直言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很长时期内

中国学者却不敢或不便称之为不平等条约。有学者指出, 无论从条

约谈判的背景、进程和内容来看, 其不平等性质都是不容置疑的。

条约是苏美英背着中国在雅尔塔事先秘密决定的; 有关的谈判是

在苏联的高压下进行的, 苏联几乎是强迫中国接收各种苛刻条件;

条约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 都严重侵害了中

国的主权。它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巨大损害, 至今使每一个中

国人还能感受到。②

也有学者从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指出国民

政府的错误政策也是导致这一外交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国

民政府在对苏外交中力图限制苏联支持中共, 它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要获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在中苏

谈判中, 国民政府同意出让主权, 一是不得已, 二是要以此换取苏

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因此, 中苏协定也是国民政府推行其反共政

策的结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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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之时, 中国外交所遭受的另一挫折便是英国重占香

港。在中英新约谈判中, 中国方面曾声明保留日后收回新界的权

利, 蒋介石并曾有在战争结束时以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收回香港

的想法。战后, 根据盟军总司令的第一号通令, 香港被列入中国战

区的受降范围之内。然而, 结果却是英国人主持了香港的受降仪

式, 并重新占领了香港。有学者分析了这一过程, 指出重新占领香

港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英国人为此作了认真的准备, 而国民党

政府却从未认真地作战后收回香港的准备, 而只是在由谁主持受

降问题上与英国人有所争执。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英国人

顽固地坚持其旧殖民主义的立场; 国民政府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

一让再让; 美国态度发生变化, 由支持中国受降到支持英国受降;

以及国民政府“反共优先”的政策, 大批军队被运往华北华东而顾

不上香港等。①

(八)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对中国战时对日牵制作用和战后重要战略伙伴角色的期望,

使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美国积极扶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但是, 由

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 中美在战

争中是一对不协调的盟国, 双方的合作中充满了摩擦与冲突。史迪

威的去职便是抗战后期的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

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的研究指出, 史蒋矛盾, 不只是个人性格

上的冲突, 而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美国以战胜日本为

首要目的, 要求蒋介石全力抗日, 并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产党部队

的抗日作用。而蒋介石此时已开始把战后与中共的斗争的考虑放

在首位, 他总想保存实力, 而不愿积极抗战。这是史蒋分歧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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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① 也有人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史蒋矛盾, 指出它是中

美两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反映。美国以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 以提供

援华物资相要挟, 要中国交出军队指挥权。蒋介石拒绝这一要求,

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利益和主权。史蒋矛盾实际上是控制和反

控制的斗争。②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

想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 它

是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华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

史迪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 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

场的军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

事考量转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起点。③

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

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接收中共的五点建议,

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 绝大多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

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 是要使中共武装置于国民政

府的控制之下, 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联合。赫尔利认为中共

五点建议是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赫尔利后来变卦, 转而支

持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另有原因。一是他认定, 如国共要求不可调

和, 他的使命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 二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

·341·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①

②

③ 王建朗:《试析 1942- 1944 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 载《中美关系史论文

集》第 2 辑。

参见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198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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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知, 对国共两党分歧的要害究竟在哪里缺乏了解。大多数研究

者都不赞成把赫尔利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 而认为它基本符合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 但在扶蒋抑共方面有时比美国政府的政策走

得更远些。①

也有人以 1944 年 12 月底为界, 把赫尔利使华分作两个阶段

来观察。认为他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 客观上有进步作

用, 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偏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 背离了罗斯福

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 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②

(九)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 抗战时期是中共初次登上外交舞台的时期,

也是中共外交政策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 中共的对外政策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建立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相关联。抗战初期, 在

中共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总构想中, 苏联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

位。除了苏联是正给予中国巨大援助的唯一国家外, 中共对国际政

治分野的一贯看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特

殊关系有时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这在 1939 年 8 月苏德签订互不

侵犯条约前后尤为明显。中共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 将英

美作为日本的“战略同盟军”加以抨击。有研究者指出, 这显然是不

恰当的, 是一次策略失误。它削弱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力。③

中共对美英等国的认识尽管有所反复, 但在总体上已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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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1940 年 7 月以后, 随

着美国援华制日的立场渐趋明朗, 中共对美政策也日益明确, 提出

应当注意英美与德意的区别, 不应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1940 年

冬, 在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散布和谈空气时, 中共驻

重庆代表团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 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

的反共投降活动, 这是中共第一次主动采取的争取美国以牵制国

民党的活动。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共对美政策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化。中

共努力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 并多次表示愿意与美军合作。美军观

察组派赴延安, 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 改善了中共的外

交处境, 它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②1944 年 8 月中共中

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确认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共当前外

交工作的中心。中共明确提出在抗日和民主两方面与美国进行合

作。但是, 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和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变化, 中共与美

国抗日军事合作的构想未能实现。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

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也未能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中共发

现, 扶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到战争结束时,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显

然已经开始恶化。

随着苏军参加对日作战时期的临近, 中共再次调整对外政策,

“七大”便是这一调整的转折点。中共放弃了一度奉行的积极的对

美政策, 将外交重心转移到联合苏联。准备利用配合苏军作战, 为

战后解决国内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并以此制约美国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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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①在中共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过“失去的机会”呢?有学

者指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4 年中, 这种机会一直存在着。问

题是美国政府从未意识到它需要利用这种“机会”。其原因有二: 一

是它没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共的力量; 二

是它已和国民党政权结成了过于紧密的关系, 一个对美国敞开大

门的中国已成为美国所构想的战后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共所

提出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的任何建议便难以被美国领

导人所接收。②

(十)战时外债及租借物资研究

争取外援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主题之一, 但有关战时外债数额

的准确考订却在很长时间内未引起学者的注意。有关的各种数字

五花八门, 以讹传讹者不在少数。有的将不同名称的同一贷款重复

计算, 有的将虽进行了有关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的予以计算, 有的

将虽成立协议但实际上并未履行的亦予以计算。近年来这一状况

有所改变, 有学者根据已刊档案史料对抗战时期的外债进行了分

门别类的整理, 并对各项外债的动用情况和本息偿付情况进行了

考察, 澄清了有关外债数额的一些错误说法, 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

论。作者并认为, 对于战时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基

本予以肯定。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的重大损失, 中国

在外债问题上的所处的地位, 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这与中国抗

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在战时所获外国经济援助中, 美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

于战时美援的最系统研究, 当为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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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美抗日同盟》。该书对国民政府的艰难曲折的求援外交、美国

政府从中立到援华的转变、美国给予中国的历次借款和租借物资

援助, 以及美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等

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既肯定了美援对于中国抗战所起的积极作

用, 又指出它是与美国保护其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利益的考虑分不

开的, 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控制中国的一个有力工具。

研究者还正确地指出, 战时美援虽然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 但

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 抗战前期的借款尤其如此。从

1938 年底到 1940 年秋, 美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笔贷款, 每一次

贷款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在日本人提出“东亚新秩序”

后, 美国宣布了战时第一笔对华贷款, 以示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

持。在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即将出笼之时, 美国提供了第二笔贷

款, 以示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在日本人于印度支那采取行动, 并

迫使英国人封闭了滇缅路后, 美国提供了第三笔贷款, 以表明对日

本可能南下的立场。这三笔贷款数量不大, 但却具有重大的政治上

的象征意义。①

三

有关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相对

说来, 要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也就面临着更大的难度, 需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

继续进行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是推动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途

径。最近 2 0 年来的研究表明, 若干专题研究的深入正是在争鸣中

获得推动力的。通过争论, 一些原先被人们所忽视的看法被广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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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一些原先被人们所无数次重复的观点被修正。在很多问题上,

人们的意见由最初的尖锐对立, 走到能形成大部分或一部分的共

识, 这便是学术的进步。但是, 由于观察角度的差异, 在一些问题上

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我们应该鼓励这种争论, 允许各种歧异存在

下去, 而不必强求统一。

平和求实的学术态度是提高研究成果的准确性的基本条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外因素的强烈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这一现象得到纠正, 一些非学术性的不准确的措词

陈套已不多见。但是, 在一些问题上, 习惯性的思维仍在顽强地起

着作用, 妨碍着研究成果的准确性。比如说, 1939 年 7 月美国决定

废止美日商约, 这是美国在英日成立有田—克莱琪协议后对中国

的声援, 是对日本的有力一击。但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专著仍然认

为, 这是由于英日协定破坏了美日互相亲近的气氛, 美国人害怕英

国同日本有排它性的勾结, 因此, 要对日本施加压力, 逼迫日本就

范。这便是用美英竞相对日绥靖的旧思维来看待复杂的远东国际

关系。美国援华制日政策发展的重要一步倒成了绥靖的工具。很

难认为, 这样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不断开拓新领域、探索新课题和挖掘新史料是学科继续繁荣

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对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中, 尚有一些领域有待

于人们作进一步的开拓, 如对于战时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 便很不

够。① 即使是那些已经作了较多研究的领域, 仍有一个不断挖掘新

史料以求向更深方向发展的过程。如有关战时中日交涉的研究, 迄

今为止, 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日方, 中方的核心材

料极其少见 (这当然是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这便使对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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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立意和立场的评判少了若干权威性。相信随着有朝一日新史

料的问世,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大大地向前拓展。

我们已经取得了确实值得骄傲的丰硕成果, 我们也拥有一个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宽松更为适宜的研究战时中外关系的学术

环境。有理由相信, 如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战时中外关系的研

究必将取得更为丰富的成就。

(作者王建朗, 195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关于侵华日军化学毒气战的两部新著

由步平、辛培林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之一种

——《化学战》, 25 万字, 1997 年 12 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内容包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化学战的准备、日本

军队在中国的化学战、战后日本和平人士追究日本使用化学武器

的罪行。由步平、高晓燕撰写的《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

战实录》, 22 万字, 1999 年 1 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

分 13 章, 考证了日本进行化学武器研究的起始时间、日本实验制

造化学武器的过程、日军化学战的实施及其对中国军队和平民造

成的伤害、战后化学武器遗留情况及对中国产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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