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石岛纪之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 

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 

李秉叁 

石岛纪之，长期担任日本茨城大学、菲莉斯女学院大学教职，是中国抗 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著 

名学者。1984年，其代表作《中国抗 日战争史》由青木书店出版后，至今在 日本印刷已达 8次。该 

书中译本①面世后，因其视野开阔，注重“各个侧面、各党派、各种力量的全面研究”，受到中国研究 

者的重视。② 作者指出，研究中国的抗 日战争应“按照事实描述抗战与中国的民众战争之关系”，应 

关注“战争中民众的灾难与成长的状况”，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此前研究者关注到的民众形 

象，通常以抗战动员的对象和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居多。石岛教授的立意与此不同，该书提出以研究 

中国民众苦难与成长为目标之一，并且有不少篇幅涉及工人、农民等战斗自卫的民众，这是以前的 

通史性著作中所没有的。日本著名学者古厩忠夫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不过他也指出，该书这方面的 

内容缺少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尚待提高。③ 这是很中肯的学术评价。 

2014年，石岛教授通过近 30年的积累，出版新著《中国民众的日中战争：饥饿、社会改革和民 

族主义》(『中国民聚c二 日中戟争：凯之、社会改革、于三／j于lJ 厶』、研文出版、2014年)。 

该书特点鲜明，将中国民众置于抗日战争历史舞台的中央，并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考察战时的粮食供 

给、抗战动员、社会改革及其对民众 日常生活、心理状态的影响。从研究视角的转换及探察民众心 

态的努力而言，本书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该书日文版发行后 ，受到 日本学界的关注。安井三吉、矢久保典 良、丸田孝志等学者分别在 

《赤旗》(2014年9月7日)、《史学杂志》(第 124编第 3号，2015年 3月)、《亚洲研究》(第62卷第 

2期，2016年4月)上发表书评，给予较高评价。2016年6月，该书的中文版《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 

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④ 杨奎松、江沛、姬田光义、安井 

三吉，分别为该书撰写序言，并对该书的学术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该书中文版发行 5个月，出版社 

已经第二次印刷，由此可见中国读者的欢迎程度。姬田光义在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该书在深入 

研究民众“心性”方面的努力，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从此角度而言，该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式研究的 

开拓”。关心该领域的读者，或许同样关心本书是如何“凿开”“新式研究的地平线”的吧。 

① 石岛纪之著，郑玉纯、纪宏译：《中国抗 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② 张注洪：《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及评析》，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41页。 

③ 古厩忠夫著，张晓峰译：《石岛纪之著(中国抗 日战争史)》，《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 1O期，第 8O一8l页；古厩忠夫r害 

评 石岛纪之著 中国抗日戟争史』j、『蜃史评蒲』第428号、1985年 12月、125一l26页。 

④ 石岛纪之著，李秉奎等译：《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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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内容介绍 

关于中国抗 日战争的研究，通常离不开对抗战胜利的原因及其对战后政治走向的影响等问题 

的探讨，通常也离不开对国共两党民众动员成败的分析。换句话说，研究者往往关心两个重要问 

题：第一，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抗战时期迅速发 

展壮大?固然，这两个问题值得学术界给予持续关注，并有“Et进 日新”“日进有功”的可能。相形 

之下，民众往往被视为战争动员的对象或抗敌运动的参与者，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反有被客体化的 

可能，甚至会使之形象模糊、支离破碎。石岛教授在本书中指出，将中国民众视为“铁板一块”“团 

结一致”进行抗 日斗争的参与者，这是从“国家历史”的角度而言的，可能与民众的实际情况相距甚 

远。① 本书将战争时期的粮食供给、民众动员及社会改革作为研究重点，借此“走近”或“走进”战 

时中国民众的生活与内心，努力去探索复杂的众生相及民众的心理状态等问题。这是以前较少见 

到的学术努力。 

该书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向饥饿宣战”，讨论的是中国战时的粮食供应及与之 

紧密相关的民众生活、民众心态。作者属于幼年留有战争记忆的一代，饱受因日军侵华战争而引起 

的颠沛流离、食难果腹之苦，因此对陷于粮食短缺困苦境地的中国民众抱有深深的同情。作者借助 

新近出版的成果及重要史料，清晰再现战时中国不同地区的粮食供应及其对民众 日常生活及心态 

的影响。第二部分“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以太行抗 日根据地为核心区域，集中探讨中国民众对 

日军侵略、共产党社会改革的感受及因应。作者的关注点不再止步于“政治动员——群众响应”的 

研究模式，而是“努力从多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相关的民众的心态和行为”。② 很明显，这 

是本书与其他研究成果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三部分“附录”，收入作者此前在 日本发表的三篇论 

文。内容分别是 日军在华北沦陷区的军事统治、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战时昆明工人及 

战时工业存在的问题。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背景与主体相结合，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读者对于战时中 

国的认识。 

第一部分“向饥饿宣战”，作者将研究地域圈定为以下四类不同的地域，即“战场及其毗邻地 

区”的浙江省和河南省、“日军占领区、汪伪政权统治区”的上海市、“国民政府统治区”的重庆与成 

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第一章研究的地域是遭受战争重创的浙江省与河南省。战时的浙江省，受到反复拉锯战的折 

磨，“生存”成为当地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这对他们的抗战意识、民族观念不无影响。作者利用新近 

出版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观点，即“抗战意识主要存在于共产党、国民政府、文艺团体、青年学生、 

记者及其他民族主义者当中”，“总体来说，下层民众的抗战意识 比较弱”。③ 随后，作者又浓笔重 

墨地对河南 1942年的大饥馑进行重点研究。这些史实对于中国读者或许并不陌生，但是对于 日本 

读者恐怕别有意义。1942年以后，河南省受灾严重、粮食短缺，这给当地民众的生存带来极大威 

胁。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西“农民”趁机向国民党溃兵发动进攻(即“豫西民变”)。这 

些细节不仅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还被文学艺术作品渲染和夸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国民政府对 

河南灾情的处置与“豫西民变”之间构建起直接的因果关系，并提出该民变是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 

① 石岛纪之 ：《日文版 自序》，《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2、3页。 

② 石岛纪之 ：《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52页。 

( 石岛纪之 ：《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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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绝望和愤怒的表现。 

第二章研究的是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及其粮食供应问题。从淞沪会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 

受到日军的军事封锁和米粮统制，粮食严重匮乏、难民数量剧增。13军人数急增，粮食收购遇到阻 

力，日军开始采取“现地自活主义”。这样的政策，一方面违背了日军高唱的“长期建设”论调，另一 

方面使得中国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华中地区粮食产量减少、征收困难，使得上海 

民众的粮食供应雪上加霜。① 太平洋战争后，随着 日军“现地自活米”的增加，上海市民的粮食配额 

急剧下降，民用粮供应被迫向日军军用粮让步。1945年，上海市民的粮食供应几乎陷于停顿。“随 

着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及 日本在战局中处于不利的形势，上海人的民心和日本、汪精卫政权更进一步 

背离开来”。② 换句话说，日军及其伪政权在上海的粮食统制政策以失败告终，并且这种失败进一 

步加剧了他们占领和统治上海的失败。 

第三章研究的地域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重庆与成都。1937年 12月，国民政府迁人重庆办公。 

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入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因此面临严峻挑 

战。作者并未止步于现象的描述，还敏锐地注意到，重庆、成都等国统区粮价飞涨，最主要的原因 

是：经济富庶、税源充足的沿海沿江地区沦陷，使得占国民政府年收入八成左右的关税、物资不能尽 

数送达；同时，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上升到60％_80％，内地经济建设也需要巨大的经费 

开支，这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增发公债和货币。③ 日军轰炸、粮食短缺及经济恶化，引起一般民众 

抗 日情绪高涨、恐惧不安，这两方面的心理和观念互相交错、同时并存。但是，也有部分文盲、半文 

盲者的政治意识不高，有些人甚至关注私人生活胜过国家民族的利益。客观地说，这些并非违背 

史实。 

第四章研究的地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抗 日根据地。与前述情况相同，抗 日 

根据地同样遭受日军侵略及 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样面临军政人员增加带来的负担增长。旱灾和蝗 

灾最严重的时期，同样出现粮食短缺、瘟疫流行、民众绝望等状况。但是，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中 

国共产党通过抗灾生产、发动民众自救等办法战胜了自然灾害，通过精兵减政减轻了民众负担，通 

过合理负担消除了民众的怨言。这是抗 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的地方。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国统区、沦陷区出现严重危机而不能缓解，而抗 日根据地却能成功克服 

这些危机?大体而言，国民政府采取低价购买、强行购买的政策，日军及其伪政权甚至采取“就地 

自活”，结果导致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挫，甚至出现隐匿粮食、坚壁清野的情况，城市的粮食供 

应因此愈加困难。中国学者，对此亦有人持相近观点。④ 相比之下，抗 日根据地不仅缓解了贫穷农 

民的负担，还使农民的整体负担减轻。作者在该书中认为，抗 日根据地是以农村为基础，没有必要 

考虑城市居民的粮食保障问题。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基本上更容易自给自足⑤，且较少受到通 

① 另参见古厩忠夫《太平洋战争初期的 日中通货与沦陷区》，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l92—193页。 

② 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26页。 

③ 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29页。 

④ 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98一lo4页；张根 

福：《“米统会”与汪伪粮食统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29__34页。 

⑤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比国统区与抗 日根据地的差别时，提出抗 日根据地是以农村为基础，“虽然根据地的粮食数量少且 

品质差，但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给，不会受到通货膨胀那样的破坏性影响”。不过，作者在论及太行抗 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状况 

时，又认为中农、贫农约占太行根据地的85％，他们占有的土地较少，粮食难以自给。(石岛纪之：《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 

48、61页)如果85％的农民难以自给，势必会影响抗 日根据地的粮食 自给。这两处是否矛盾，作者并未交代。实际上，抗 日根据地 

的粮食 自供同样存在困难。但是，与国统区相比，抗 日根据地不必背负向城市居民供应粮食的担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 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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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的破坏。另外，抗 Et根据地以游击战争为主，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的人数比例较少，这样 

可以缓解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① 由这些洞见可知，作者研究视野开阔、眼力深邃，提出的上述观 

点将对今后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第二部分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集中探讨的是中国民众对 Et军侵略、共产党的社会改革产生的 

感受及因应。正如前文所述，作者在这一部分的关注点，不再止步于“政治动员——群众响应”的 

研究模式，而是“努力从多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相关的民众的心态和行为”。 

第一章主要介绍太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总体而言，太行根据地的土地集中程度不高、租佃 

关系不发达，这是当地推行减租减息不力的原因。与之相比，由于多数地方的土地贫瘠，使农民债 

务深重、摊派不合理和捐税深重，成为农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用魏宏运、今井 

骏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华北农民每人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一般需要5亩地，而5 15之家要想粮食自 

给则最少需要2O 5亩。按此标准计算，太行地区中农以下的农民基本上难以自给，再加上摊派 

不公、天灾人祸等意外，很多人不得不依赖高利贷举债度Et。作者注意到类似社会经济状况，对后 

文的研究十分重要。 

鉴于以上背景，作者在第二章中指出，战争初期的共产党组织、发动农民是极为困难的。所谓 

的群众运动多限于反贪污、反摊派、改造政权，减租减息很难实行开来。1939年底 ，晋西十二月事 

变发生，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结盟关系戛然中断。随之而来的是反顽固斗争扩大化，不少地区出现报 

复地富的激烈行动。地主、高利贷者、富农等人受到很大打击，停租停息现象严重。与此同时，Et军 

残酷的军事侵略，也给根据地带来严峻局面。为避免四面树敌、内外冲突加剧，共产党人被迫通过 

黎城会议上的政策调整来压制上述报复行动。1940年 4月以来，太行根据地恢复社会秩序、改变 

政治体制与政策、整顿党组织等改革，无疑对共产党在当地的迅速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八 

路军的快速发展、与阎锡山政府关系的恶化、群众运动的激进化等问题，需要经验尚不丰富的共产 

党人来解决。 

如第三章所述，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报复性作战，急欲彻底将根据地“扫 

荡”干净，以免“后患”。1941年 3月底，日军开始在华北开展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在伪军的配 

合下进行反复“扫荡”，这给太行根据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民众对根据地的信任度出现下降。 

1941年 10月 12日发生的黎城事件引人注目，心怀不满的离卦道道徒集体向根据地的地方政府发 

动攻击。该事件成为太行根据地发展史上值得汲取的教训和警示。② 内外交困的形势迫使中国共 

产党不得不改变政策，重新将群众发动起来。 

作者在第四章中注意到，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发出后，太行根 

据地许多地区的斗争，一般都还停留在反贪污、反摊派、反恶霸的初期阶段上。直到 1944年，太行 

根据地才从干部反省与检讨人手，推动以“减租与订约、保佃为中心”的减租减息走向深入。这种 

情况的存在，主要与太行根据地的土地较为分散、租佃关系不发达有关，同时也与战前及战争初期 

的基层政治形势有关。最终结果，当地的很多地主走向完全破产，富农数量减少，中农的整体户数 

与占有的土地都有明显增加，当地的小农经济得到显著发展。③ 

就“饥饿”“社会改革”“民族主义”3个主题而言，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粮食是民众生存下来 

① 石岛纪之 ：《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48页。 

② 参见杨秀峰《一年来边区形势的发展和太行太岳行政 中心工作》，山西省史志研 究院编：《太岳抗 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③ 石岛纪之 ：《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 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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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证，民族主义性质的宣传及日伪政权的宣传不得不退居次要位置。面l临日军侵略的威胁， 

民众首先考虑如何生存的问题。作者强调，“只有落后武器的民众，难以与强大的日军战斗。他们 

必须要 自觉地为保护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并为此进行训练、掌握游击战的技巧”。 当然，过高或过 

低估计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可能都不符合历史。1945年太行根据地出现规模空前的参军运 

动，许多农民的参军即与向日伪清算血债有关。“饥饿”(即粮食供应问题)，是第一部分论述的重 

点。与“民族主义”的主题相比，“社会改革”无疑是作者在第二部分论述的重点。作者认为，战争 

时期中国民众最大的问题是维持生活、确保安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战争负担在社会上公平化， 

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愿 ，这是抗 日根据地社会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二、学术评议 

本书选取的研究地域，分别处于国共两党、日军及伪政权的控制之下。但是，全书的着眼点却 

是想努力挣脱以政党、政府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努力将关注重点直接聚焦于“民众”，分析他们在战 

争中的感受、思考和行动，并以他们的视角来观察与战争紧密相关的粮食供应、民族主义、社会改革 

等问题。这是以前研究中不多见的尝试。 

“饥饿”，是本书副标题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作者从民众生存角度来理解战时中国的路径。研 

究战时粮食问题的学者 ，往往以政党、政府等政治力量为中心，民众的生活及感受多是制定政策的 

背景。中国有一句古语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素有以农立国的政治传统，其根本 目的 

或许与安定政治秩序有关。上述古语，同样多是从“资政”“辅国”的角度而言，而非从民众的生存 

角度而言。可以说，无论对于何种性质的政权而言，保障民众的粮食供应 、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 

件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 

本书强调“以中国民众的视角来讨论抗日战争”，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粮食短缺引起民众生活及 

心理的变化。通过研究粮食问题来观察民众心态，体现出作者试图从影响民众“生理”变化的外在 

因素来观察其内在“心理”变化的用意。一般而言，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 ，然 

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② 作者试图强调 ，如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 

障，其抗日活动亦会受到影响。作者认为，对于战时的中国民众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以粮食为中 

心维持‘自己的生活’，确保‘安全’。民众，特别是有‘实际主义者’心理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逻辑 

与抗战逻辑如何才能结合呢?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者来说，这是最重要且困难的任务”。⑧ 

这一观点无疑是有坚实史实根据的。换个角度讲，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解决民众的生存 、生活 

问题 ，是发动中国民众坚持抗战的重要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大敌当前 ，不解 

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 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 

这样作[做]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④ 另外，日军的“扫荡”和“清乡”、实施的掠夺性“资源开 

发”，加速了中国城乡工农业生产间的断裂和整体经济的崩溃。宏观层面的经济恶化，最终只能使 

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每况愈下。作者在附录的论文《全面抗 日战争的冲击：中国的国民统一和社 

会结构》中也提到，“在国统区，除部分特权官僚、大商人、大地主外，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大部分 

① 石岛纪之 ：《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156页。 

② 弗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1002页。 

③ 石岛纪之：《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 158页。 

④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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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生活贫困化，有的甚至没落、破产”。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抗战的严重消耗、国民党政治 

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时也与日军对经济生产的破坏、资源掠夺直接相关。因此，可以说坚 

持抗战、争取独立，是解决中国经济生产、民众生存与生活的根本途径。这是值得充分强调的史实。 

从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到，同样面临粮食短缺、糊口艰难等问题，浙江、河南、重庆等地的民 

众抗日的意识低下，上海多数民众不愿与日伪合作。其政治态度是否有分别，原因是什么?这是值 

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在“战场及其毗邻地区”，日军的侵略战争摧毁或削弱了国民政府原有 

的政治体系，国民党控制区域大幅减少，行政能力明显减弱。其次，无论是国统区还是 日军占领区， 

政府体系最需要应付的任务是支持战争。战场上的胜负不只取决于国际上的军事形势、士兵的作 

战实力和武器装备水平，同时还涉及双方的粮食供应体系及承受物资消耗的能力。在此情况下，民 

众的粮食供应往往只能退居次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战场及其毗邻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 

往往变动不居，在以军事建制组织起来并拥有先进武器的军队面前，缺乏组织的民众往往只能逆来 

顺受。1939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资料显示，山东“多处之人民，白昼为日人逼迫修路；晚间游 

击队来，又逼迫掘毁”，“一般民人，咸有一种要求，即系对于友军或游匪，强迫修路或毁路，固不敢 

辞，只求监视工作完成后，此项军事武力，永久驻扎该地”。② 何以如此?手无寸铁的民众，除非是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否则根本没有办法与强权抗衡。抗战时期，河南、河北部分地方成立的联庄 

会、红枪会等组织，便是既有抗日性质、又有防匪性质的武装。有的民团武装甚至不论抗日与否、一 

味主张“中立”，对于“外来势力”的进入或侵犯都拒之于外。③ 另外，如本书所示 ，中文资料显示民 

众“抗战意识薄弱”，日文资料显示“民心动摇不安”。这些除与战争的具体进程相关，同时恐与资 

料的作者所持主观态度有关。中国政府方面的资料，希望民众能够培养起来浓厚的抗战意识，这本 

来是应有之义。日军及伪政府方面的资料，企图使中国民众“配合”其殖民统治，这恐怕也是可推 

断而得。 

“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是本书另两个关键词，也是作者研究太行根据地民众的着眼点。 

首先，“社会改革”主要是从抗 日根据地改造社会努力的角度提出的，这是众多学者长期研究的领 

域。本书涉及“社会改革”的内容，包括反贪污、合理负担、政权改造、反顽斗争、保障人权、减租减 

息等。作者认为，共产党实施的各项政策，使得当地“社会均质化”和“小农经济化”。这一看法，主 

要是从土地 占有和经济关系的角度上而言。这是许多研究者赞 同的观点，弗里曼 (Edward 

Friedman)等人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④ 不过，抗战时期抗 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变动”，属于 

“改革”还是“革命”，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所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 

围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抗 日根据地在抗战初期未出现大规模的暴力革命。1939 

年底晋西事变发生后，太行根据地普遍开展反顽固的斗争，激进化的做法广泛存在。虽然这种趋势 

被很快制止，但 1942年后又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而抬头。正如 1944年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 

报时提到的，当时的党外人士称，“减租是慢性共产”。⑤抗 日根据地内部的“社会均质化”和“小农 

经济化”，推动着原有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发生明显改变。与战后的土地改革不同，这种改变是 

① 石岛纪之：《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201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北伪政权山东视察团第五组关于视察情况的文电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45页。 

③ 作者曾提到这一点，并认为农民保卫家乡的意识有时与抗日战争并非一致，有时“联庄会”甚至还成为“抗 日活动的障 

碍”。参见石岛纪之《中国抗 日战争史》，第65页。 

④ 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127页。 

⑤ 《邓小平对十个问题的答复》(1944年8月24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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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性的、隐性的。另外，抗 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并奠定了以贫苦农民为依靠、执行 

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政策的政治基础。客观而言，在经济、政治双重革命性变动的过程中，太行抗 

Et根据地要求生存与发展、坚持敌后抗 Et游击战争，同样需要当地人出负担、纳粮税 、派兵佚。只 

是，抗 日根据地实施的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反贪污”使得农民出负担时减少了中间环节的 

克扣，“反摊派”使得贫困农户的负担部分转移到富裕者身上。与此同时，抗 Et根据地政府赢得众 

多贫困农户的拥护。 

其次，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的，中国“民众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一 

般是缺乏民族意识的”，“日军的残虐行为与民众(农民)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并非一定存在着紧密 

的直接联系”。① 显然，抗战爆发前 ，中国远未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熟期，民众的识字率较低，民 

主意识、民族意识都较薄弱。但是，抗 El战争时期，正是中国民族意识经历从“只知有朝廷”到“知 

道有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② 日军的侵略首先激起知识界的反抗及救国观念，并通过他们的宣传 

和发动而唤起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在抗 日根据地，正是 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三光”政策，不仅激 

起广大民众的仇恨和抵抗，而且推动共产党的战争动员走向深入。毛泽东曾提到，抗 日战争对于中 

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El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 

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③ 就太行根据 

地而言，其建立、发展都与农民的民族主义情感不无关系。共产党武装的发展即为明显的例证。 

1938年，当地的党内文件显示，“经血的洗礼后群众觉醒了。目前高平群众参加抗日部队与游击队 

特别踊跃，我党与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深入了，增强了，一般群众对八路军颇有依靠的心理”。④ 

太行根据地初期，农民加入共产党的动机即与“抗 Et”有关。Et军的军事行动会激起民众的恐惧和 

混乱，同时也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两种心理混杂在一起，既是共产党动员民众有力的凭 

借，又是共产党在当地生存的障碍。百团大战后，日军展开激烈的“扫荡”，当地民众因受战争与日 

军的打击，产生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甚至对共产党政权产生埋怨。这与将农民的民族主义与共产 

党发展壮大联系起来的研究有所不同。 

关于抗 日战争的历史叙述中，战争状态下的中国民众有时容易被边缘化、客体化。有些著作 

中，民众的感受、言论、思想及行动，被宏大的历史叙述所淹没。本书关注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关 

注他们遭受的灾难及心理状况，这与只关注宏观战略、战术的研究倾向有很大不同。 

战时中国民众的研究没有成为显学，除部分因为史观的问题外，资料的缺乏恐是重要原因。本 

书提出依赖记录者的“间接”史料，即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不过 ，使用“间接”史料时，研究者对背后 

的许多信息很难了解。即研究者对史料因何记载与留存、内容的侧重角度、记录者的主观偏向等问 

题，有时很难认识深刻。质而言之，一则史料提供的信息，有时需要从多则史料相互参照才能清晰 

起来。如果对此不加以警惕，研究者很容易被“误导”。 

本书第一部分，较多的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试图对比不同地区而全面展示战争对中国民众 

的影响。例如，第一章“战场及其毗邻地区”，主要引用的是张根福、岳钦韬的《抗战时期浙江省社 

会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传海等编著的《河南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① 石岛纪之：《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第 155页。 

② 李秉奎：《太行抗 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③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 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 

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第460---461页。 

④ 《晋豫边区党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总检讨与 目前的具体工作》(1938年4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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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孟磊等编著的《1942：饥饿中国》(中华书局2012年版)、刘震云《温故 一九四二》(刘燕子 

译，日本中国书店2006年版)等。这些著述有的是精心研究而得，有的只是通俗读物。研究者进行 

学术研究而引用时，尚需对部分内容加以考究。 

作者引用“间接”史料，试图说明国民政府救灾不力而引发河南民众的反抗。即，1944年 日军 

发动“一号作战”时，汤恩伯的军队从豫西撤退，当地农民拿起猎枪、菜刀等解除汤恩伯军队的武 

装。不过，有研究者发现，关于此事的记录有诸多的不实之处。在档案文件及回忆录中，国民党将 

领蒋鼎文、汤恩伯等人强调民众袭击国民党军队，目的在于推卸战争失败的责任。共产党将领皮定 

均等人强调民众袭击国民党军队，目的在于突出国民党政策的“反动”。白修德等人的《中国的惊 

雷》①，又对《剑桥中华民国史》( 产生影响，因而使得河南民众“帮助Et军打国民党军队”的说法流 

传益广。所谓的“民众”，其实主要是当地的土匪。他们借机袭扰国民党溃军、洗劫地方，通过抢劫 

枪支和财物来扩充实力。③ 换句话说 ，过去被经常引用的“间接”史料，其实都受到记录者主观倾向 

的影响。 

第二部分引用较多的是《太行党史资料汇编》和《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这两套史料收 

录的主要是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中共党内文件，其中有些还是未曾公开的档案。正如编者所说，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汇编时“对部分暂时不宜公布的内容或与题旨无关而又篇幅较长者作适当删 

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同样存在类似情况，“文献资料的选编上，有的是全文收录，有的 

则是节选”，“对一些目前还不宜公开的内容或篇幅较长者，作了适当删略”。对于什么内容“不宜 

公布”、什么内容“与题 旨无关”，其选取标准是什么，编者并未说明。研究者引用时，亦应多加 

留心。 

石岛教授通过本书，揭示了中国民众在 日本侵华战争中蒙受的苦难，同时也揭示了他们渴望和 

平、渴望政府军队提供安全保护的心态，这些对于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无疑起到关键作用。本书努 

力将长期处于“客体”的民众放于“主体”的位置，这种研究对象的“换位”将为相关领域的探索带 

来启示。同时，作者参考年鉴学派的经验，引导研究者深入民众的“内心”，而非简单、肤浅的人云 

亦云。仅从这两层意义上而言，本书将成为相关研究的里程碑。 

(作者李秉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 1988年版，第199页。 

②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693页。 

③ 郑发展：《一九四四年“豫西民变”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第 l79—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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