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信青史尽成灰 

— — 从有关中共抗战历史若干网络谣言说起 

卞修跃 

一

、 长了翅膀的谣言 

今天，人类处在高度发达的网络①时代。网络给人们的交流沟通、信息共享、生产生活、学术研 

究、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深刻而广泛地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影响。在史学研究 

领域，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发达与普及，不论是给专业研究者还是史学爱好者，同样也都带来了便 

利。人们可以利用网络查阅文献资料，检索学术信息，发布研究成果，与同行进行密切的学术交流， 

进而向史学爱好者乃至全社会传播正确的历史学知识，为人类社会文化进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另一方面，网络中充斥着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谬误百出的资料、欺世盗名的怪谈和荒诞不经 

的谣言。这些所谓的信息资料，借助现代网络技术的翅羽，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极快的速度复制、扩 

散，并无限期地存在于网络之中，不时会沉渣泛起，或原模原样或改头换面地再一次流传；有的会 

脱离网际，在现实世界人们口耳之间传播 ；更甚者复登于大雅之堂，潜身于专家学者论文著作之 

中，着落于名报大刊白纸黑字之间，从而形成难以割除的精神毒瘤，混淆人们视听，误导社会价值 

取向。 

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而言，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在享受网络 

带来的丰富资讯、便捷交流和自由发表的同时，也深受各类虚假信息、错误资料和怪诞谣言的困扰， 

诸如孙立人将军亲口下令活埋 1200日军战俘、国军五十二军血战诺曼底、八尺协定等等，皆属此 

类。这些谣言在网络中传播 ，快速持久，影响面大。虽然大多数谣言被有关学者辨析、驳斥后逐渐 

销声匿迹，但仍有许多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再次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传谣者“发掘”出来 ；大部分网 

络信息受众或因一时好奇，或根本不明就里，或因受“震动”而出于瞬间的“义愤”，乃不加分辨地予 

以转发，无意间加入到传谣的队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在这些有关中国抗 日战争历史的网络谣言中，与中国共产党相关者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有 

的宣称日军飞机未曾轰炸过延安，有的力贬中共抗战牺牲与贡献之微小，有的暗喻中共与日方勾 

结，等等。这些谣言的传播，严重冲击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贡献的认识。本文即拟对若干 

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网络谣言所涉及的历史事实进行初步考察，同时谈谈自己的一点肤浅想法。 

① “网络”一词，在中文中具有非常丰富而且复杂的内涵与用法，本文则是在狭义上使用该词，即专门指“因特网”或“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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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历史真实碰撞谣言 

(一)日机没有轰炸过延安吗? 

近数年以来 ，在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中，较为著名的一则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机未轰 

炸过延安，日军也未进攻过延安。这则谣言在网络空间里传播了很多年。至今，还不时会有人通过 

不同的网络社交渠道转发，误信者极多。 

那么，事实究竟又是怎样的呢?本人关注侵华13军罪行史研究有年，曾就日军飞机轰炸陕西全 

境、延安地区及其所造成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毁等情况作过专门的考察。仅就日机轰炸延安地区 

来说 ，据不完全统计有：1938年 11月 20、21日，日机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投弹 150多枚，炸死炸伤 

152人，毁房 309间；12月 12日、14日、15日，日机三次空袭延安，投弹上百枚。1939年 3月 10日， 

日机空袭延安，投弹70余枚，炸死6人；8月 15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40余枚，炸伤5人，毁房17 

间；9月8日，日机空袭，投弹200余枚，致死伤58人，毁房 150多间；10月15日，日机空袭延安，投 

弹225枚，炸死 1O人，伤37人，毁房300余间。1940年4月20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52枚，毁房 

10余间。1941年 8月 4日，日军来袭，投弹 100多枚，炸伤 6人，毁房5间，等等。① 2015年，重庆 

市北碚区档案馆征集到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在 1939年 10月拍摄的日军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的 

照片，并向全社会公开展示。照片直观地显示了被Et机轰炸后延安城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惨 

状。② 日本朝El新闻社曾于 1940年编辑出版《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其中第六册题为《荒鹫部队》， 

主要刊载侵华日军陆、海军航空部队在中国境内各地空袭作战的图片资料。该书载有日本佐濑航 

空部队等飞往延安的机群照片及延安位置图等，并于图旁说明：“昭和十四年十月十五时，陆军荒 

鹫部队之佐濑、铃木、松山各部队机群，编队飞向陕西空域，对共产军根据地延安进行大空袭。对共 

产大学、共产军兵营以及延安市内外之重要设施集中投以巨弹，予以彻底的打击。”③《解放日报》 

1946年3月10日亦载称：在全面武装侵华期间，日军飞机空袭延安计 17次，投弹 1690枚，炸死 

214人，炸伤 184人 ，炸毁公共房产 1176间、民房 14452间。 

此外，在1938年至 1943年间，日军第 109师团等部曾多次企图从山西境内西渡黄河，突破河 

防，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均被八路军河防兵团萧劲光部和王震三五九旅等部队有力挫 

败④，史有明载，事实俱在，证据昭昭，兹不赘言。 

(二)官兵伤亡人数多少等于抗战贡献大小? 

另一条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同样非常著名，流传也极广泛持久。这则谣言大意是说， 

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牺牲 100多位高级将领 ，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一位。与这一谣言互为表里 

①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四)，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第671 79页。 

② 《中国内地首度公开 日军轰炸延安图像 (组图)》，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5／07—01／7376088．shtml， 

2016年 l2月2日。 

③ 朝日新闻社编『支那事变写真全辑6·荒蓠部喙』、朝 日新闻社、1940年、65—66页。 

( 据记栽，1938年 12月下旬，山西蒲县 日军约3000余人分三路向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等黄河渡口发起攻击，被八路军 

总部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奋战至 1939年 1月5日击退；1939年6月，山西日军调集2500人攻击马头关、泥金滩等黄河渡口，攻势 

依旧被警备第5团粉碎 ；1939年 l1月20日，日军调集约4000人分四路向碛口发起进攻，被总部警备第 1团击退。参见 中国人民 

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 军步兵第十一师军战史(1932．3—1987．12)》(内部发行)，1987年，第74_77 

页。此外，霍志宏《记陕甘宁边区河防保卫战》(《文史月-T0)2006年第7期 ，第4—7页)一文，对八路军河防兵团、三五九旅等部挫 

败 日军企图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亦有详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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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有一篇题为《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些?》①的网文，声称：“战争期 间，国军陆军有 

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 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 

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在全民抗战的八年间，国民 

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为取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点深 

为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所积极肯定。但这篇文章的本意显然不仅仅是要用这一堆数字来盛赞国民 

党军队的抗战功绩。该文还说：“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 

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 

其借国民党军队抗战官兵牺牲之巨大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Et武装部队历史贡献的弦外之 

音，恰是非常显见的。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了许多年，并会随着时间推移或场合不同而改换题 目， 

如《课本骗了我们六十年》《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或《课本骗了我们七十年》之 

类，至今还经常会在各大网络论坛、贴吧的某些版块或微博、微信的圈群中被推送，甚至会形成再一 

次的大范围流传。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军民伤亡人数虽然应该作为中国抗Et战争史研究的一 

个重要专题来考察 ，但我们同样应该明确 ：军民伤亡人数的多寡，只能作为中国抗战所付出的生 

命代价的一个参数，却不能被简单地视作评价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群体 、政治势力或不同区 

域对抗战做出贡献大小的指标。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以伤亡人数之多寡来衡量抗战贡献之大 

小。就国民党军队及中共抗日武装部队而言，也不能以官兵伤亡人数之多少来衡量抗战贡献之 

大小 ，更不能以某一方官兵伤亡数 目较大，即否认另一方的抗战贡献，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与认 

知逻辑的。 

笔者早年从事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专题研究时，曾就中国抗战部队伤亡情况进行过专门研究。 

前文所引网文中提到的“国军陆军有 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此统计数字显系出自于陈诚所著 

《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之《附表第九：抗战各期敌我使用兵力及伤亡人数一览表》。但是，陈诚 

书中所记之 3211418，是战时中国陆军阵亡与受伤官兵统计数之和，而不是“牺牲”人数。② 何应钦 

著《Ft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记抗战期间中国陆军官兵历年伤亡统计数字为负伤1761335人，阵亡 

1319958人 ，失踪 130126人，合计为3211419人。何应钦与陈诚所用之统计数，同源于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军令部及陆军总司令部的统计 ，但何氏所用数字多出 1人。③ 前引网文的作者或因囫囵 

吞枣，或是有意混淆，其通过不恰当引用历史统计数据误导人们认识的意图，却是明显的。 

进而，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部队八年期间官兵伤亡情况。 

据一项 日本华北方面军 1940、1941年在华北地区对抗 日根据地“治安作战”的“综合战果统计”所 

载，日本华北方面军 1940年交战次数为 20752次，其所谓的敌(指在华北各抗 日根据地等与日军作 

战的八路军部队等)“遗弃尸体 189833人”；1941年交战次数为 17198次，敌“遗弃尸体”98318人。 

两年合计竞高达 288151人。④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当局在这个战果统计中，难免 

对己方伤亡有所掩饰，而对中方伤亡却又故作夸张，其统计数字未必完全可信。同时，日军统计华 

北地区中国军人牺牲的数字，虽然可能包含一定数量的在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国军官兵，但其大部 

分应该是中共抗 日武装部队官兵。而本人根据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全面抗 日战争期间，中国 

① 《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些?(鲜为人知的抗 日内幕)》，百度贴吧一若邪吧：http：／／tieba．baidu．com／p／2040330312 

2012年 l2月 12日。 

②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附表第九：抗战各期敌我使用兵力及伤亡人数一览表》，国防部 1946年编印。 

③ 何应钦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四：作战以来历年我陆军官兵伤亡统计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8年版，第9ll__9l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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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官兵的损失总数约为：阵亡22万余人，负伤 36万余人，另有无法确定 

生死的被俘官兵4．6万人，合计则中共抗 日武装部队抗战伤亡损失高逾 6l万人。① 所以，即便退 
一 步而论，单以官兵抗战伤亡人数来比较，中共抗 日武装部队对 日军作战牺牲，也是极为惨烈的，其 

真实历史也不是几篇蓄意惑众的谣言网文所能抹杀的。 

(三)中共抗战只击毙日军 851人? 

还有一则关于中共抗战的谣言流传也极广泛。其大意是说，抗战期间中共抗 日武装部队一共 

只击毙 日军 851人。这则谣言于2015年中国纪念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前 

不久突然在网上流传，声称“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 318883人，死于共军之 

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 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 167 

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 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 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 

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 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 l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 

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②据说这则谣言最初是所谓的“钓鱼帖”，至2015年6月下旬，经过一些 

人的蓄意转发和添油加醋，迅速在网络上蔓延开来，一时间谣势汹汹，对人们有关中共抗战历史与 

贡献的认识形成了严重冲击，影响也极深广。时至今 日，仍会有人把它改头换面重新发布。前一段 

时间，在微信朋友圈、群等个人社交媒体中，它又以《完全不敢相信》为题被人转发流传，只是文中 

数字的发布者变成了“日本靖国神社”。 

上面这则谣言中所谓的日本方面公布的日军在华死亡数字，其源处何在，笔者暂时尚无从觅 

证。但作为上面这则谣言核心内容的“死于共军之手 851人”一语 ，其荒谬无稽则是完全可证的。 

关于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华被击毙的数 目问题，尤其是国共两军分别毙敌数 目问题 ，历来是异 

说纷呈，莫衷一是。国、共、日三方战时对战果 ，特别是对毙敌数目和己方伤亡数字的统计与公布， 

虽然动机和目的各有不同，但皆有掩饰己方伤亡、夸大毙敌数目的倾向；加以战争状态下调查统计 

困难、时空口径不一致等因素的影响，三方战果统计数据，不论是日军在华伤亡数字，还是中共抗 日 

武装部队或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伤亡数字，都无法绝对契合，彼此难以互为印证。论及相关数据的可 

靠性，目前社会上乃至学界认为这些数据都尚有进一步核实的空间。同样，Et本侵华当局对日军在 

华伤亡的统计与公布，其数字 自然也不尽可信。在 日军各级部队作战详报及日方战后所修战史中， 

其对 日军历次与中国军队作战伤亡的统计，也多有掩饰、缩小。从作战阵亡数字比上看，在 Et军的 

作战报告中，日、中两军阵亡比有时超过 1：10，而其所记录统计的日军与中共军队作战阵亡比甚至 

夸张地达到 1：100以上。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透过 日方的相关统计数字，来驳斥“日军死于共 

军之手仅 851人”这一说法。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利用战时侵华日军作战报告等档案资料，编成了《华北治安战》和《中 

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一系列战史书籍。其中《华北治安战》一书，较为详细记载了日本华北方面 

军从 1938年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 日武装在华北冀东、冀中、冀南、晋南、晋中、晋 

西北、鲁西等广大地区进行的长期作战，即其所谓的“肃正作战”和“治安作战”。该书零星地透露 

了Et军与八路军等部作战伤亡情况。2015年8月，卢周来等人曾据该书所载材料，对上述谣言进 

行了批驳⑧。本文于兹亦引用数则 ： 

据 日军第一一。师团长桑木崇明对来华考察的侍从武官提出的状况报告书，该师团从 1938年 

① 参阅拙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29o页。 

② 《共军抗日八年毙敌 851人(转载)》，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on／post一333—700873—1．shtml，2016年 l2月2日。 

③ 卢周来、彭山等：《用铁证粉碎关于中国抗战的四大谣言》，载《国防参考》总第39 a(2o15年 8月第 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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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至 1939年 l0月的交战次数，“约2250次(一 日平均约五次)，敌遗弃之尸体约 36260人，师团 

之阵亡人数533名。”0)1940年6月6 13至7月8日，日军第一军发动所谓的“西北山西肃清作战”， 

“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本次作战中交战之中共军约33320 

人，遗弃尸体3418具，俘虏 219名。日军阵亡 89名，负伤 79名。中共军顽强之抵抗，并伺机攻击 

日军，系本作战之特色。”( 又据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本间正晴1940年 12月 1日的《师团状况报告 

书》所称，在 1939年1月至1940年l1月间日军对冀东进行所谓的“肃正作战”期间，“丧失我忠勇 

将士 649人，战伤者多达 1378人，实为遗憾之至。”③该书还记载，在 1940年 10月 11日至 12月 3 

日日军所谓的第二期晋中作战中，也即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等部发动的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战役反击 

作战中，日军“第一军中损害最大者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该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详报)，该旅 

团计阵亡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阵亡者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l2月3日为止 

之阵亡人数共 276名。分别为：8月 60名，9月 142名 ，l0月 62名，11月 8名，l2月4名。换言之， 

中共军攻势时期的损害最大。”( 在 1940年 9月 23日至 10月 12日日方所谓的“察南南境反击作 

战”，亦即中方所称“涞灵战役”中，日军的损伤为：“根据第一军之统计⋯⋯日军阵亡 133名，失踪 

31名。”~1942年9月，日军发动所谓的“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 

“日军的损失亦多，计阵亡 221人 ，伤91人。”~1943年4月20日至 5月底 ，日军在对太行山南部八 

路军实施所谓的“太行作战”中，“日军损失为阵亡 227名，负伤 803名。”⑦另据 日军华北方面军 

1940年和 1941年“治安作战”的“综合战果统计”所载，华北方面军的伤亡统计为：1940年阵亡 

5436人，负伤 12279人；1941年阵亡2352人 ，负伤 5001人。其中，这期间与八路军部队频繁作战 

的日军第 110师团 1940年阵亡 758人，负伤 1558人；1941年阵亡 495人，负伤 1251人。⑨ 这一 

“综合战果统计”中所载日军 1940年和 1941年在华北“治安作战”的伤亡人数，当大部分为中共抗 

日武装部队杀、伤所致。 

以上这些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及其所属部队自己当年统计、报告的作战伤亡数字，难免有所遮掩 

支吾，也不会是八路军等中共抗 日武装部队毙杀 日军的全部；但这些数字也已足以将“日军死于共 

军之手 85 1人”的谣言驳斥得无所遁形。 

(四)中共勾结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另外，从2011年 l0月初开始，有一则题为《八尺协定——九一八以来中日外交史上最大的卖 

国条约》的网文在网际流传开来。其主要内容是说：“1931年春节刚过，当中华民国的四万万国民 

还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大网已经在暗处开始编织。中央苏区的代表团 

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 ，人住关东军 

‘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当月 29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 

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又称‘王板协定’。协定 

主要内容有：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 

①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301—3O3页。 

②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493--494页。 

③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07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63页。 

⑤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564--565页。 

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黄朝茂译：《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8年版，第3l6页。 

⑦ 《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504页。 

⑧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9l】 l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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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亿 3千万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 

及 It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3．关东军 

确保不晚于 1931年 l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 

中华民国的政权。4．El本势力范围止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5． 

中央苏区承认公图岛为日本领土。”等等。① 

这么一篇内容十分荒唐的“文章”，据说也是一篇“为辟谣而造谣”的“钓鱼文”，文中暗植多处 

明显的史实错误和陷阱，比如王若飞当时不在国内不可能到旅顺与日本人谈判签约②、1931年2月 

之无29 Et、八尺阁与公图岛皆非真实地名，是2001年前后国内某知名军事论坛网站版块名称或流 

行谑语等等，作者炮制此文，意在使那些没有基本的近代史知识、不明真相却又偏信诋毁中共谣言 

的人在误信、误传的过程中陷入一种难堪的境地。 

其实，“为辟谣而造谣”这种行为本身是极为荒唐不可取的。这则网文作者的本意是否真的就 

是出于这样的初衷 ，也是很难判定的。这篇所谓的“钓鱼文”后来在网络中广泛流传，成为一则不 

折不扣的谣言。至今，我们仍能在网络论坛的许多版块上、不同主题的贴吧里、微博微信的圈群中， 

经常见到它的身影。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能也出乎炮制者的意料。因为信谣者与传谣者多为 

捕风捉影、不求甚解，根本不会在意谣言中所述史实的荒唐；而对极少数人来说，这则谣言能够引起 

众多网民的关注、能够大面积地传播、能够表达并向受众传达其对中共抗战历史的诋毁、进而能够 

造成人们对有关中共抗战历史认识的混乱，其目的就达到了。 

三、抗战烈士的鲜血不应以党派区别颜色 

其实，网络与现实从来都不是二元的，网络即是现实。如果不能认清楚这一点，不论是专业研 

究者在学术影响力层面上，还是执政者在国家治理、政治影响力层面上，都会面临挑战，甚至会陷于 

被动境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人们思想观念也必然会走向开放，人 

们对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群体利益、个人人生等方面的认知与判断，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复杂 

的多样和不同层次间关系的密切纠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特殊历史环境及社会政治、经济 

生态所造成的、为人们习以为常或视作必然的某些价值判断与认知共识，也开始受到来 自不同界 

别、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的讨论、置疑、重建甚至是摧毁。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也是人 

类精神生活对客观社会存在的主动探索与反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正常现象。这种对问题的重加 

探索、对事实的重加表述、对结论的再次讨论、对价值的重新判断等情形，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研究领 

域，尤其存在于历史学科的研究中，对推动学术研究拨乱反正，向深度、广度进步，进而拓展学术研 

究领域，丰富人类精神生活内涵，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不容我 

们忽视的是：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社会宽容精神的成长、科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层 

面思想环境的宽松 ，一些挑战人类价值共识、伦理规范、文明底线，甚至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谬论邪 

说，也较过去任何时候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趁机在网络和现实两重世界中，疯狂地传播，流 

毒之深之广 ，不容小觑。在历史学科研究领域中，其尤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所谓的历史 

① 《关if-t3-4rl,＼g．ff．我公兔》，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http：／／It．cjdby．net／thread一1248649—1—1．html，2016年 l2月2日。 

② 王若飞1928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留在苏联，进入列宁学院学习，至1931年7月始回 

至国内。参阅马连儒、袁钟秀著《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215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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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潮流的泛滥。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网络谣言的肆虐，及网络信息受众对此类谣言在误信 

并参与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纵容，则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有关中国抗 日战争历史认识上 

的表达。 

网络谣言绝不是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凌空产生，它是制谣者和传谣者现实个体需要或政治意 

图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展现方式。从前文提到的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内容中，我们可以看 

出，这些网络谣言既有一切谣言所具有的罔顾事实，胡乱编造、故作荒诞，吸引眼球、言之凿凿，似是 

而非等等共同特征外，还都表现出了其根源于久远年代之前的历史纠葛及其对现实体制的否定隐 

喻，这是毋庸讳言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 El根据地在中国抗 日战争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一直 

以来是抗战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 12月指 

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的关键。”①有关方面与专家学者也对 

“中流砥柱作用”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阐释。而有异议者则认为用“中流砥柱”一词表述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 日根据地对敌作战在抗 日战争中的作用并不恰当。于是，冷嘲者有之，调侃 

者有之，欲以谣言否定者亦有之。其实，我们认为，“中流砥柱作用”的表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 

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性的形象表达，这并无不妥，反倒 

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 日战争正确方向的把握、坚持与指导。同时，“中流砥柱”一词 

在表达肯定判断时，并不具有排他性，即用它来形象表述中共抗战历史作用时，并不否定其他党派、 

团体与社会各界人士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巨大， 

也并不会抵消国民党等其他政党、团体等在保家卫国民族圣战中发挥作用的巨大。所以，习近平还 

曾强调指出：“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毅然奋起，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 

了殊死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 

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 、协同 

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②当然，如果有关的专家学者们能够更主动地、更学术化地 

将“中流砥柱作用”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理解与阐释，而不仅是狭隘地从消灭若干数目的敌伪 

军、牵制若干比例的日本侵略军在华力量等角度来论证，则会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更不会引起不 

必要的误解 ，更能有力地挤压有关谣言的存在与传播的空间。 

然而，战后至今 ，甚至正当中国抗战艰苦进行之际，有关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与作 

用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有关抗战领导权、主导权以及抗战功绩大小等话题，也一直争论不休，绵延 

至今。这种情状的极端发展 ，便是国民党方面人士从抗战期间便开始持续不断地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合法性与敌后战场对敌作战战略地位与历史功绩的否定，指责中共在敌后 

游而不击，积蓄力量，图谋发展；中共方面人士则 自始至终针锋相对，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 

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时至今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不时泛起风波：台湾地区国民党某重要 

人物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前夕以九旬高龄接受 BBC中文网专访时，就曾明言批评大陆 

官方对抗战历史“不但是隐瞒，而且是扭曲”；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地位问题，他也认为：“毫无 

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而且，从比例上讲，“抗战正面战场95％， 

敌后战场5％”。他的这番话，立时引起大陆有关学者的强烈批评。 

20多年来，笔者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一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深深遗憾于 

①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 l2月14日，第2版。 

②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各界代表人士》，《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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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付出了惨重的生命牺牲与物资代价，独力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十余 

年之久，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主要力量，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可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足够认识到或不愿意主动承认中国人民为此做出的伟大贡献。这同 

样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条值得我们自己作深刻反思：从战时以迄至今日，领导中国人民保家卫国 

抗击 Et寇的两大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抗战作用与地位方面，一直在互相指责、互相否定，而其分别 

领导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对敌抗战功绩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与历史贡献，难 

免也因为这种互相否定而被否定了。现实国际关系实践其实就是这么刻薄：你首先否定了自己， 

别人当然不会主动来央求着要肯定你、肯定你的贡献、尊重你的作用。因此，笔者始终坚持主张： 

站在中国全民抗战、站在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审视、认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 

位与历史功绩 ，暨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抗战殉国官兵，皆 

我国家烈士，而烈士所流的鲜血，不应以党派分畛域、别颜色。但是，极少数的谣言炮制者却唯恐 

天下不乱，利用国共两党有关抗战历史某些认识的争论，编造谣言，夸大分歧 ，借以否定中共抗战 

的历史伟绩。 

面对网络谣言，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时可能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奈与两难之中：虽然我们一直坚 

持相信，清者自清，谣言终究是谣言，必将不攻自破。但制谣者与传谣者所秉持的却恰恰是三人成 

虎、谣言说上千遍便可成为真理的荒谬逻辑。当专家学者们对这些谣言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不值一 

驳而不加理睬时，却很可能成为谣言传播的纵容者：谣言会不失时机地、不受拘束地蔓延传播，同时 

也可能会使广大的信息受众因为专家辩驳的缺席将谣言误信为真实历史；而当专家学者们积极地 

对这些谣言加以辨析、驳斥时，也必将会以自己所一贯坚持的严谨学风、实证方法、逻辑论证，去面 

对网络谣言制造者的凭空编造、荒唐诡辩，甚至是肆意诋毁与人身攻击。而且许多谣言炮制者又往 

往会利用专业研究者对其谣言的批驳，或抬高身价，增加其所谓的知名度，或修正其谣言的不经之 

处，使其更具有欺骗性。 

然而，青史岂尽如烟云。谣言始终只是谣言，便是说上千遍，毕竟不能成真。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武装部队的抗战事迹与历史贡献，同样是中华民族全面族抗战光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我们 

相信，任何谣言也必将在历史真实的碰撞下，在理性之光的照射下，显现其虚妄的原形，并终将化为 
一 缕烟尘，飘散净尽。 

[作者卞修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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