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日本，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已经有长达90年的研究史。从战前的 

情报调查和“灭共”研究到战后初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同情而进行的探讨，经过对 

革命的反思到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是将革命根据地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 

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日本学界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 , 

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宗族、地方组织、宗教团体、土匪、 

移民、青年、女性以及村落内的互助和恩仇等。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界重视从民众史角 

度研究中国革命,注意到中国社会的非身份制特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乡绅 

论出发，引申出了对于根据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人物的社会作用研究。在对 

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他们较早认识到这并不只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 

力、权威结构的根本变革。其研究体现出了社会革命史的取向。

关键词日本对华研究根据地农民动员基层干部

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学术史研究和综述在中国和日本都已有许多成果。①本文试图对90年 

来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无论战前 

还是战后在研究主体和研究资料上有明显的连续性。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点，不但是由于对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最多，更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成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雏形" 

中国学界除了众多学术会议的综述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这些文章基本是就一个领域或某一个 

根据地的研究进行综述，例如农业合作化、婚姻家庭以及金融建设等方面，或者是关于井冈山、闽浙 

赣、晋察冀等根据地的②，重点在对于研究成果的概括介绍。但是，由于对专题和地区上的研究成 

果总结、概述划分得太细，很少进行宏观分析和比较，导致了对于一些带有共同性的或规律性的研

① 在"* CZ国革命根据地史研&中，部分研&者对中国共产面评价，也使用了一m贬义词，但为了全面介绍"*  

方面的相关研&情况,使读者对其能够有完整的把握,*丈对这 h a内容原样呈现，请察%

② 例如：黄正林《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44史研&综述》，《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 、唐建英：《近十年来

毛泽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综述》，《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张洪芳、张+t：《近十年以来普察冀抗"根据地研&综 

述》，《唐山师范学隐学S》2010年第4 d;S雨u ：《中国共产&在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研&综述》，《法制博览》2015年第15 
d;陈始发、张V :《WI赣革命根据地研&综述》，《苏区研&》2016年第1 d；贺+乐：《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综述》， 

《古今农业）2017年第1 d;吴云峰:《抗"根据地yz家庭问题研&综述——N 1980年以来研&为例》，《华北水刹水电大学学 

S》2017年第4 d% 

114



祁建民/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究动向和趋势重视不足。另外，由于对国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关注不多,因而出现了在对于国 

内研究成果的意义和特征的评价上缺乏国际学术对话意识和针对性。日本学界关于中共革命根据 

地研究的学术成果总结也不在少数①，主要是就某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从学术贡献角度进行评价并 

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本文对于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学术史回顾与以往的这些学术综 

述或总结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是关注研究史上的范式演变问题，即关注到不同时期的 

研究者们的研究立场和心态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但与日本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中日关系的 

变化以及世界潮流的演进相关。如果不涉及不同时期研究者的立场和心态，就不能完全理解其 

研究成果的深层含义和价值取向。其次,关注宏观史学理论对根据地史研究的影响。革命根据 

地史研究在学科分类上属于专门史，这种研究与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日本 

史学界，东洋史的研究理论和观点、概念上的变化会很快反应在对于根据地史的研究上,如果没  

有对日本东洋史研究理论及其变化在总体上的了解,就不能把握日本学者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 

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方法特征"

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中共革命根据地史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 

权威石川忠雄曾在1959年说:“我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与他国相比不但历史长久而且伴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种研究更加活跃起来。”②日本学界把对中共根据地的研究作为了解近 

代中国共产革命和中共政策形成与运用实践的具体现场，特别是将其作为分析、了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制度起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与西方学者相比，日本学界在研究方法上 

对于中共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背景,更加重视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实证性、长时段的研究，也更 

关注自下而上地分析民众接受中共政策的社会历史基础,将革命根据地史纳入到中国社会经济整 

体结构演变的宏大历史脉络之中。

其实，日本的这种研究早在中共革命根据地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当时主要以情报收集为主。抗 

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消灭中共抗日根据地，由华北方面军成立了所谓“灭共委员会”，专门对中共 

及其根据地进行调查分析。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许多中国问题研究者对于中国革命带 

有好奇或同情的心态，多持肯定观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学界对以往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进行反 

思，改变了以前的一些观点，有的学者则专门探讨所谓的“阴暗面”。当然随着可以利用的史料大 

量增加，研究也走向深化。进入21世纪以后，年轻一代的日本学者充分利用资料和便于在华调查 

的优势，积极开展与欧美学界的对话,在继承日本东洋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其研究观念和方 

法呈现多样化，成果显著。本文仅就日本90年来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从学术史上作初步的 

梳理。

一、前史:情报收集与“灭共”研究

日本对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与研究从战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以情报收集和对策研究为主。

① "本关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问题研&的综述主要有如下成果：宇野$昭編『中国共I&史研現段政経学 

会、1974年；井上久士「抗"根拠地研&◎動向」、『近吉@在ot』第5号,1984年5月；天见慧「序章中国革命史研

現況」、『中国革命0基層幹部』、研丈出版、1984年；田中仁「序章」、『1930年代中国政洽史研&——中国共產&5危機0再 

生——』、勁草書房、2002年；*庄比佐 子「中国\'工卜運動5研&」、井上久士「抗"根拠地論」、野汎曹編『5中華民国研 

&』、汲古書隐、1995年；小林弘二「序章」、『20址紀5農民革命0共I主義運動 ——中国農業集団化政策5生成0瓦 

解——』、勁草書房、1997年；安藤正士「中国近現代史研&5新潮8」、『東CDC地&研&』第5号、1998年8月；高橋'夫「補論 

一中国共I&0農民革命——研&5現状0課題」、『&0農民中国農民革命5再検討』、研丈出版、2006年。

② /川忠雄『中国共I&史研&』、「mA^W」、慶應通信、1959年、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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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大量情报调查资料为战后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提供了基础，例如草野文男这样的研 

究者，战前在外务省情报部和调查部从事对华情报工作,战后在拓殖大学任教继续从事中国研究。 

仁井田升在研究中国婚姻法律时就使用了战前外务省情报部的调查资料。①石川忠雄的《中国共 

产党史研究》也利用了陆军省参谋部和外务省的调查资料。近年，高桥伸夫依据日军（剿共指针》 

等资料从日军的认知角度揭示出了根据地中共党员的某些特征。②

当中共革命根据地刚刚诞生,1928年1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根据外务大臣田中义 

一的训令提交了关于中共活动的调查报告。③进入1930年，中共根据地在各地陆续建立,引起日 

本高度重视，因而形成了一批大型调查报告。日本外务省组织在中国各地领事馆对于各馆附近的 

中共根据地开展调查，主要在九江、长沙、汉口、沙市、大冶、芜湖、广东、福州、香港和汕头进行。资 

料内容包括在九江被检举的中共党员的职业;红军一时占领长沙及岳州后的活动状况;红军的组织 

和联络方法;广西百色和广东海陆丰根据地的创建;福建省内各地红军人数、武器及与国民党军作 

战状况的详细统计;广东和福建地区国民党军进行围剿和地方“受害”状况的统计等。④日本驻华 

大使馆参事官桑岛主计和公使馆书记官好富正臣于这年8月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他们 

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相关，即近代无产阶级 

产生，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悬殊；国民深受军阀战争的损害并 

已开始出现抵抗；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税赋沉重；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运动出现等。另外，由 

于中共红军武器简陋，且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处于半隔绝状态，中共不可能像俄共那样通过占领中心 

城市来一举控制全国，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完全赤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各种影 

响必须加以注意。⑤驻南京领事上村伸一向外务大臣提出关于中共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根 

据中共文献分专题研究的，其中还附有详细的中共组织系统图表。⑥这套资料也得到日本驻厦门 

领事馆的协助，篇幅庞大。⑦1931年，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完成了大型研究型报告书,对于中国的共 

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蒋介石政权对于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并不顺利,江西土地问题严 

重，农民运动还会继续扩大，中国的共产革命也将会波及日本。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于中共的动向更加关心，特别是在八路军挺进华北，根据 

地初步创建之后。深田悠藏对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财政经济和民众运动进行研究,认为中共挺进 

国民党的失地，组织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其势力值得高度重视。⑨中保与作通过对共产国际和

① 仁井：陞『中国5 j —七革命1』、平凡社、1974年、154頁%

② 高橋'夫『&七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5再検討』、197頁%

③ 「中国共|&状況/1928年」、JACAR（CDC7史資料GH夕一）Ref. B1007024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V） %
④ 「各国共|&関係雑件/中国JH/付属物第十巻1.中南支地方中国共|&及共|軍調査」、JACAR（CDC 7史資 

料GH夕一）、Re£ B04013022500 - B04013023600、各国共| &BC雑件/中国J部/附属物 第十巻（外務省外交史料V） %

⑤ 「中南支地方共| &及共匪行動状況調査方二関＞儿復命書提出J件」、JACAR （CDC 7史資料G HI — ） 
Ref. B02032016600 -B02032016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中•南支地方共|&及共匪行動状況笑地調査BC （外務省外交史 

料V）。

⑥ 「支那共I&及共匪二関研究資料巻一送付J件」、JACAR （CDC 7史資料GHI —）Ref. B02032005200 - 
B020320053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十三巻（外務省外交史料V） %

⑦ 「各国共|&関係雑件/中国JH/L属物第十二巻1.中国共I&及共匪研究資料」、JACAR（CDC 7史資料GH 
夕一）Ref. B04013025000 - B04013025300、各国共I &BC雑件/中国J部/附属物第十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V） %

⑧ 「中華民国共I主義運動5現況」、JACAR（CDC 7史資料GH夕一）Ref. A04010494000、中華民国@於F9共 

I主義運動5現況#国立公+書V） %
⑨ 深：悠蔵『支那共I軍5現势』、改遥社、1939年、3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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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研究，认为苏联和中共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①1938年以后，由于中共抗日武装建立的根据 

地不断发展壮大,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日军愈益感到威胁。岩谷将的研究显示，这时日军重点开 

展了所谓的“灭共”研究。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938年11月成立了“灭共委员会”，专门对中共进行 

调查。委员会下设的调查部，由于地址设在北京西城皇城根，为了保密，对外称“黄城事务所”。调 

查区域包括山西、察南、冀南地区。其调查报告以月报形式提供给华北日军。其他部队和宪兵部的 

调查报告也都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汇总后以《方参特报》等形式发布。此外，傀儡组织 

“新民会”除了向第二课提供情报之外，自己也编写《共产地区调查报告》等,参与对共调查。②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1941年通过对华北中共和八路军的研究认为:华北的治安和建设虽然取 

得一些成绩，但却潜伏着一个重大病根，并且其威胁在不断扩大，这个病根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 

游击队用世界上最简陋的武器与“皇军”进行了 3年多的抗争，其对民众的组织动员能力不断增 

强。中共和八路军的最大特征就是这个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宣传鼓动者”和组织者，中国4亿人口 

中有3亿5千万是农民，因此中共可以组织起庞大的农民队伍。通过组织、宣传，中共的影响已扩 

大到了整个华北。中共实行对军队的完全领导，通过政治工作在强化部队战斗力的同时，还发动、 

组织民众，甚至利用日军士兵的不满进行反战宣传，从内部瓦解日军。③日军甲集团参谋部编写的 

关于审讯战俘的方法手册中对中共组织和党员状况进行了分析，手册中将中共党员按军队党员和 

地方党员分开论述，认为军队中的党员是那些战斗勇敢,具有服从精神，能忍耐艰苦并且对家庭并 

不执着的人。根据对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一团的统计,在战斗负伤的262人中，党员达182 
名，可见党员的抗战意识更强。与军队党员要求完成战斗任务的目的不同，中共在农村是为了团结 

贫农开展阶级斗争，所以中共在发展农村党员时更注重其阶级成分。虽然现在中共表面上搞统一 

战线，实行三三制，但这不过是一时策略,党员阶级成分依然重视贫农和工人。④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抗日根据地在中国社会演进中 

的重要作用。尾崎秀实就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发生的，中国社会变革 

的表现就是农民战争，抗日战争则促进了这场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共把抗日作为农民的抗日，新民 

主主义政治实际上就是给予农民以权利，其政策是以农民为中心的。⑤这种分析颇有见地。

二、冷战时期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的好奇与同情

在冷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而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 

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兴趣。正如小林一美所说的，那时他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十分关心世界民 

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权抱有亲近感。⑥日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于中国革命持 

好奇或同情的态度，赞扬这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意义。日本历史学者则竭力想从中共

① 中保与作『最近支那共I&史』、東亜同+0、1940年、13—16頁%

② 岩谷将「華北軍5中国共（軍）調査目録」、『近代中国研&彙報』第31号、東Y+庫,2009年3月。

③ 「4/第7中国共| & 0第八路軍」、「4/第1 中国共| & 0（土何6」、JACAR（CDC 7史資料GH夕一） 
Ref. C11111491100、C11111489400、北支那方面軍 昭和16年度 粛正建設計画 昭和16年2月26日一16年4月10日（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
④ 「附録 第2 捕虜訊問5要領」、JACAR（CDC歴史資料GH夕一）Ref. C13032220800、情報勤務5参考 昭和18年7 

月（防衛相防衛研究所）%
⑤ 尾崎秀実/独\開戦0重慶5立場」、『尾崎秀実著作集』第3巻、勁草書房、1978年、262—264頁％

⑥ 小林一美『中共革命根拠地Tda； H卜：一九三O年代、恥 HgLH、毛沢東、赤色g口 UXC、党内大粛清』、御茶5 
水書房＞2013年、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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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建设根据地的历史来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受到冷战体制下资料和交流的 

限制。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料状况有所改观，除有大型文献集出版外，根据地报刊也得到 

利用。

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中国社会的原始共同体没有彻底解体，因而阻碍 

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是一种停滞的社会，只有依靠外力作用，共同体的各种关系才能被打破，才 

能最终摆脱停滞。从共同体理论演化出了“社会停滞论”，进而发展成对华“侵略有理”论，这种观 

念在近代日本根深蒂固。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的出发点就是否定这种共同体理论和社会停滞论，承 

认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并从历史上追寻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由此在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出现了关于历史分期和市民社会问题的大讨论，而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主要的课题则是肯定 

共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促进作用。这期间，日本史学界为了克服以西方社会历史阶段 

为标准和中国王朝体系的观念，提出了民众史的研究史观。安丸良夫对于日本民众的自律性和起 

义所进行的卓越研究启发了东洋史学者①，他们把民众看成是介于庶民•群众和人民•国民之间 

的一种群体。②森正夫就提出，民众的意识、观念和传统对于革命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革命形势 

的形成首先就是由于有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对于这一点时刻不能忘记。他们对革命根据地史的 

研究也从民众史的角度思考，特别要探讨中共是如何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的。③这种民众史观点 

在下面提到的小竹一彰、天儿慧和内田知行的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

1972年，由山本秀夫和野间清主编的《中国农村革命的展开》一书系统研究了中共建立农村根 

据地的历史和意义。其中，古岛和雄对旧中国的土地所有状况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否定了战前关 

于中国社会的共同体理论，同时又强调也应注意到中国村落具有较强社会关系的特征。他认为，中 

国农村社会结合的特征,是在由集市构成的区域社会中人的结合性较强。在农村社会中专制王朝 

的统治基础就是地主制。地主豪绅控制农村，超越农村集市的商品流通都被地主制所吸收,因而阻 

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造成地域社会的封闭性。帝国主义的入侵也未能打破地主制的封闭状态，反 

而由于他们同地主、买办相结合，使得农村封闭性更加强化。而中国共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推翻 

封建地主的统治，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山本秀夫通过对根据地土地纲领的分析，指出共产革 

命打破了几千年来专制统治基础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制。野间清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研 

究,对中共土改的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野间本人曾参加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队，研究中结合了自 

己的亲身见闻和情感。④当时的新一代学者中对于中国革命抱同情态度的不在少数。如加藤祐三 

便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充分肯定。⑤不同的是，从战前就开始对中国农业进行研究的天野 

元之助对中国土改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共的土地改革造成大量零散小农出现，不 

利于规模生产，因而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⑥

山本秀夫在《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中认为，中国自宋代以来，基于血缘主义的结合关系已经 

消失，出现了以同族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同族集团的再形成，同族共有土地由同族的支配者即大地主

① 安九良夫『近代化0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

② 增井経夫『中国57史0民衆』、吉川弘+館、1972年、85頁%

③ 森正夫「民衆反乱史研究5現状0課題」、野沢豊、田中正俊編『中国革命5起点』（『講座 中国近現代史』1）、東京大学 

出版会、1978年％

④ 古島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0乞5性格」、山本秀夫「土地革命戦争期5 土地綱領5分析」、野間清/第3次国内 

革命戦争期EM^'1959年期5土地改革」、山本秀夫、野間清編『中国農村革命5展開』、CDC経済研究所、1972年％
⑤ 加藤祐三『中国5土地改革0農村社会』、CDC経済研究所、1972年％
⑥ 天野元之助『中国5土地改革』、CDC経済研究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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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到了 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共同体关系基本被破坏，进入到官僚（包括军阀）、地主阶 

级专制统治的阶段。由于地主和官僚统治的相互结合，以地主阶级为主体构成的土豪劣绅成为官 

僚统治的一环。要推翻官僚劣绅统治，就必须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历代中国农民所追求的理想 

就是土地平等，而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革命就是要实现这种平等。在根据地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发 

现，中国农民并不希望土地国有化，而是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因而将地 

主的土地没收，分配给农民，这就成为根据地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农民革命所建立的根据地政权 

是由劳动者和农民掌握的政权，这种政权并不是与农村社会脱离，而是融入农村社会。农民运动发 

展的结果就是中共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所以中国革命就呈现出武装斗争的形态，而农村革命的 

立足点就是根据地。①山本高度评价了中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

藤井高美肯定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他认为，毛泽东鉴于大革命时期 

农民运动的巨大能量，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其内容包括完成资产阶级 

革命核心的土地革命，对于劳动者、农民和党员进行再教育，建成自己的党组织。土地革命必须建 

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支撑武装斗争就需要有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三位 

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广大农民与国民党进行斗争。②竹内实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 

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创 

建井冈山根据地并由此形成了中共领导体制的原型。中共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组织，同时在组织 

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统帅这个集团的活动家并成为独自的领导层。这种由统治性的领导者和高度 

组织性的集团所构成的体制与中国官僚制度传统有关。③石川忠雄围绕立三路线与留苏派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两者对于当时革命形势与战略的认识，指出两者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在理 

论和战略上，本质是一致的，由此他提出对于两派的对立可以从权力斗争角度分析。关于江西苏维 

埃时期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当时留苏派、毛泽东以及共产国际都是要将其与苏维埃革命联系 

起来，形成下层抗日反帝统一战线，三者基本没有区别，所以不能将八一宣言以前的统一战线政策 

的失误仅仅归为留苏派的责任。④这种研究与当时的路线斗争史观不同，否定了一种路线一贯正 

确而另一种路线完全错误的流行观点。

野村浩一对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实践和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对于马 

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在农村建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做指导,加强党内教育，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亚洲形态”。野村认为，游击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由于毛泽东找到了中 

国革命的主体和战术，这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的根据地战略、战术对于此后的世界革命 

产生了重大影响。⑤今堀诚二对比研究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他认为，土 

地革命时期虽然实行改革,分给农民土地，但是没能使农民在得到土地后提高生产，农民的生存价 

值没有充分实现，由此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中央根据地失败的一个原因。而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通过减租减息政策，联合各个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同时中共并没有放弃其领导权，努力将无产 

阶级意识渗透到各个阶级，将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统一起来，使边区得到发展，这就是日军失败的 

原因。⑥天儿慧对毛泽东的根据地土地革命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在1930年末到1931

① &本秀夫『中国◎農村革命』、東Yr済新報社、1975年、21—63頁%

② 藤井高美「農村革命根拠地①樹立@ BS9 —考察」、『CDCrE研&』第9巻第1号,1962年4月。

③ 竹内笑『毛汎東0中国共1&』、中央公論社、1972年、2—7頁％

④ /川忠雄『中国共|&史研&』、182—197頁%

⑤ 野村浩一『中国革命5思想』、岩波書店、1971年、77—116頁%

⑥ 今堀誠二『中国近代史研&序説』、勁草書房、1968年、153—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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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井冈山土地法出现了从土地公有到土地归农民所有、可以自由买卖的政策转变。对于富农的 

敌视政策在清除了第三次极“左”路线后也趋于稳健。抗日战争时期停止没收土地,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这说明中共的土地政策会根据当时尖锐的政治状况进行改变。但是, 

毛泽东土地思想的核心却一直包括以下两点:第一,不分男女老幼，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实行彻底 

平均;第二，将敌人限定在少数，与中农甚至富农结盟，集中打倒地主阶级。以上两点，本来存在着 

矛盾,但是在现实的农民运动中却相互依存，形成互补，这就是毛泽东土地思想的核心。①

仁井田升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中共婚姻法 

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法对于妇女的保护最为优厚，由于当时妇女在 

经济上难以独立，所以强调保护妇女，离婚后的义务和责任主要由男方负担。1950年的婚姻法则 

规定债务要由夫妇共同生活时的财产返还，并增加了离婚前的调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根据地的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完全否定旧家族制度，对于离婚理由没有规定。1950年的婚姻法 

则规定，当一方提出离婚时对于离婚的理由要由法院裁定。这揭示出革命时期与共和国成立后的 

婚姻法在维护妇女权益和家庭方面的轻重差别"②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也出现了对根据地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动向。小竹一彰根据（人民日报》和 

（东北日报》等资料，借用美国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对解放区的民众运动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具有 

量化研究的色彩。他提出，反汉奸运动在农村被不断扩大，从反汉奸扩展到反恶霸、反贪污,恶霸的 

含义也被逐渐泛化，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这是农民对整个旧制度不满的表现。按照群众的要求, 

这种斗争扩大到了经济上的清算,这是在中共对农村的领导力量一时不足的情况下，民众运动自行 

发展的结果。由于在运动中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获得的利益过多,引起民众不满，根据地不得不要求 

干部和积极分子退赔，进行整党。这场运动从高潮到整顿的过程也与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 

攻到粉碎其进攻的战局转变有关。③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天儿慧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 

与基层一时出现了重大差异。中央的土地政策是从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战略提出的，即使基层出 

现了分田运动，中央还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在土地法大纲中还提出保护中农，对于富农及开明地主 

也要照顾。这与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有关。但是，在基层民众却出现了诉苦和分田的激烈行动，由 

此出现了土改中的上下不一致问题。④

天儿慧关于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的研究曾引起学界关注。他依据当时仅能看到的（解放日 

报》和《人民日报》等基本资料，重点研究根据地农村的基层干部，强调了他们在上级党组织与农民 

之间的重要纽带作用。他特别关注到存在于体制变动背后的民众运动的机制问题,开创了从下层 

即民众角度研究干部的方法。他认为基层干部是政治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他们决定了大众运动的 

政治特征并使得政治运动呈现出多样性，实际上许多干部是达不到上级要求的。天儿慧指出在农 

民合作活动中产生的基层骨干以及那些积极分子才是农村政治变动中的实际推动者，他们许多是 

不属于组织体系当中的所谓正式干部，但这些人对于中共政策的实施有重大补充作用。他探讨了 

干部的“公”“私”问题。认为干部开始参加革命时都带有强烈的“私”的情感，这些人以前极度贫 

困、受到压抑，希望通过斗争得到土地房屋并获得解放，因而对敌斗争坚决。但是，当他们掌权以后 

本应该从“公”的立场行事，但有时却利用“公”来谋“私”，如果把“私”放在首位便会与大众发生对

① 天见慧「土地革命七毛汎東：1929—30年赤色根拠地間争？中心0 At」、『一橋研究』第1巻第1号,1976年 

6月%

② 仁井：陞『中国5 j — 0革命1』、151—156頁%

③ 小竹一彰『国共内戦初d5 土地改革大衆運動』、CDC政経学会、1983年。

④ 天见慧『現代中国政洽変動論序説——新中国成立前後5政洽過8——』、CDCjr学会、198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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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整党就是要解决这种继续以“私”优先的干部。天儿慧还将晋冀鲁豫地区和陕甘宁地区的干 

部作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陕甘宁边区民众运动基本是按照上级指示渐进开展的，干部发挥主导作 

用。而在晋冀鲁豫边区民众运动有时会出现爆发性的非合理性行为，干部也不得不追随群众。对 

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中的急进问题,他认为贫农路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央提出的是广义的贫农 

路线,就是要按照农村最广大的被压迫的贫农的立场开展运动,但是在基层则是狭义的贫农路线 , 

只是为了满足贫农的要求而伤害到其他中间势力的利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基层发生了 

“自下而上的革命”。①对于基层社会中的村干部、劳动模范和中共骨干的研究，其后还有佐藤宏、 

谷川真一、滨口允子的研究。②这种研究与日本乡绅论的研究有关。在日本战后关于共同体问题 

的讨论中，人们关注到士大夫的伦理及其对共同体的维护机能，由此导出乡绅论的研究。③其实战 

前清水盛光、根岸佶已经关注到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作用问题。④战后内山雅生提出了乡绅统治 

具有维护共同体的机能,乡绅把对乡村的行政统治与共同体的公共管理机能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双 

重统治。⑤这些理论对其后的根据地基层干部研究有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界特别是研究日中战争史的学者对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作用给予了 

积极评价。小野信尔认为八路军连续苦斗恶战，对日军造成很大威胁。正是由于根据地的斗争使 

得日军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必要的“现地自活”政策无法实现,日军掠夺粮食以及其他资源的活动 

受到巨大阻碍，虽然日军实行强化治安，搞“三光”政策，但是中共依靠人民战争、大生产运动和统 

一战线，克服了这些困难。⑥江口圭一提出，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日本陆军向太平洋战场投入 

12个师团,39万人，只占陆军兵力的18%。但其20个师团，占陆军兵力29%的62万人依然被钉 

在中国战场。华北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由此提出“一切政策要集中在对 

中共势力的围剿”上。⑦井上清也提到，1943年以后，华北八路军解放区不断扩大,日军处于被 

动。⑧这些都肯定了中共根据地的重大作用。

日本学界一贯重视对于中共基本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出 

版，其中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和（毛泽东集》⑨,这些资料的出版为其后的中 

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20世纪末期的研究:反思革命与研究的深化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学界在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 

反思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与冷战时期相比,那种对于革命的好奇、憧憬与同情的态度

① 天见慧『中国革命0基層幹部』、研丈出版、1984年。

② 关于佐藤和谷川的研&详见下+。滨口的研&请参见浜口允子「第一章村0幹部」、三谷孝他『村67中国艺読tr華 

北農村五十年史』、青木書店、2000年、113—150頁%

③ 葭森健介/中国史社会』0 2人間』5把握总初〈----共同体、地域社会、V UL •工口 J W —---- 」、『中

国——社会0文化』第7号、1992年6月％

④ 清水盛光『中国5郷村統治0村落』、日本評論社、1949年％根岸佶『中国社会指導層』、平和書房、1947年％

⑤ 内山雅生『現代中国農村0「共同体」——転換期中国華北農村社会構造0農民』、御茶5水書房、2003年％
⑥ 小野信爾『人民中国：5道』、講談社、1977年、165—166頁％

⑦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86年、194—195頁％

⑧ 井上清「近代日本史日中戦争」、井上清、衛藤瀋吉編『日中戦争0日中関係——蘆溝橋事件50周年日中学術討 

論会記録』、原書房、1988年％

⑨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会編『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全12巻、勁草書房、1970—1975年；竹内実監修、毛沢東文献資 

料研究会編『毛沢東集』全10巻、北望社、1970—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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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点出现大幅退潮，而对于中国革命的所谓“阴暗面”研究一时成为热点,这包括对于根据地内 

部肃反运动、AB团事件的发掘，还有关于根据地鸦片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对于根据地的研究, 

由于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视角的多元化也走向深入"

田中恭子的《土地和权力——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的一大 

特点就是对于农民支持中共的理由并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对于土改运动发生“左倾”的 

原因也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田中认为，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农民的支 

持,但是这种土地改革并不单单是一种土地的再分配，还包括土地以外的财产，以及权力、权威的再 

分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内战的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支持中共会给自己甚至整个家庭 

和亲友带来生命、财产上的危险。如果国民党重新占领解放区，中共的改革会被取消，家庭和亲友 

也会遭到报复-在这样危险的状况下，支持中共就需要一种强烈的动机。如果土地改革就是动机， 

那么，是土改的哪些内容产生了作用？如果仅仅是为了土地这种物质利益，那么农民真的会为此赌 

上生命吗？田中认为,仅仅通过物质利益来解释农民的动机是不充分的，通过土地改革而高涨起来 

的政治意识才是农民的主要动机-正是由于“算旧账”“反贪污”“反黑地”“反恶霸”“反汉奸”等一 

系列运动才唤起了农民的斗争热情。田中的研究显示出了在根据地研究中对于以往的单纯阶级论 

方法的突破，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①其实在战后关于共同体的论战中，日本学者就较早 

关注到仅仅通过经济动因进行分析的不足。增渊龙夫就提出汉高祖集团的性质是一种非经济的人 

格关系即任侠关系②，滨口重国也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皇帝与一般民众的统治关系,而不是 

私有大土地占有的内部经济和阶级关系。③其后，足立启二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由国家直 

接统治的，农民战争首先是针对国家政权的政治特征④，对以往的“经济一阶级论”观点提出修正。

事实上，相对于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经济意义，田中恭子更加关注其政治方面。对于农民支持中 

共的原因，田中认为，首先，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和家族的安全，大多数农民是在相信中共军事上会 

取胜，或在这一地区具有保卫能力时才做出决定。其次,农民所关心的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利害得 

失。一般来说与上级合作能够得到好处，但是他们不会为了支持中共而背叛家族和朋友，很多情况 

下是在上级和家族之间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农民最后关心的才是经济利益。与生命的危险和周围 

人的敌意相比，经济利益的考量就要轻许多-只有在响应中共的动员没有很大危险并符合一般道 

义的情况下农民才会参加革命。再加上经济利益，才会最终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从田中开始的 

新一代学者对于农民的分析较多采用西方行为科学的观点，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田中 

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农村革命方法，到了内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进入 

农村，与农民广泛接触,依靠组织对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权力结构进行改造，通过党支部掌握村干部- 

作为在村一级能进行如此社会变革的政治集团，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⑤

田中恭子提出，正是通过土地改革，中共才把农民带入其主导的政治运动之中。农民通过土改 

运动，明确了阶级区分，强化了阶级意识,他们由此被政治化。所以，对于土改运动要从其政策、目 

的、实施过程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把握。与此相关，安都根的研究发现，中共在同姓村进行土改 

的难度要大一些，顽强的共同体对于中共政策的开展不利。⑥还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土地改革除关

① 奥村哲『中国①現代史——戦争0社会主義』、青木書店、1999年、100—102頁%

② 增渕龍夫「漢代民間秩序◎構遥0任侠的習俗」、『一橋論叢』第26巻第5号,1951年11 ' %

③ 浜口$国「中国史上①古代社会覚書」、『山梨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報告』第4号,1953年12 '%
④ 足立啓二『專制国家史論——中国史67R界史：』、柏書房、1998年。

⑤ ：中恭子『土地0権力——中国◎農村革命——』、T古屋大学出版会、1996年。

⑥ 安都根「査：運動再考——江西\ '工卜革命運動57史的意義裁弋 *——」、『現代中国』第72号、1998年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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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区域的社会结合之外，更应注意在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时区域的具体变化。①

其次，对于土地改革中大众运动容易出现极左倾向的原因，田中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她认为土 

改这种大众运动和斗争方式后来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运动和斗 

争方式具有“急进化的内在动力”。由于财富的分配越是绝对平均,权力就会越集中在最贫穷阶层 

手中,所以斗争越激烈越好。对敌对势力越彻底破坏，中共的支持基础就越强化，革命就会越向前 

推进。在运动与形势的关系上,1943年到1945年，中共新区扩大，急于发动民众运动，出现急进。 

在1946年到1947年根据地军事状况出现危机时，更要对阶级敌人进行彻底打击，因此发动农民, 

所以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急进。中共对于由急进产生的问题也是用激进的政策来解决 。 

1947年均分政策的实行，就是因为随着土地改革的进展,贫农的要求越来越难以满足，因此分配的 

方法更加复杂，运动日趋扩大。中共相信平等化会激发农民的参加意愿，所以均分政策有时是来自 

上层的要求,而在村落层面，有时干部和农民是被动的。

小林弘二对中国整个20世纪的农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对中国农业集 

体化政策从形成到瓦解的过程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他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 

识及其农村革命理论，认为毛泽东是从一个革命斗争领导者的角度来把握旧中国农村的。毛始终 

把阶级斗争作为农村调查的重心，他分析了旧乡村统治的基本结构和阶级构成，主张革命就是要打 

破旧的社会共同体,因而特别关注宗族集团和中间阶级问题。毛进行农村调查主要也是为了与党 

内“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把调查作为革命实践的一部分。毛泽东将平分土地与社会的重新组织 

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关于集体化的起源，小林认为集体化的原点是根据地劳动力 

的组织化。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酷的自然条件出现严峻困难时,只有通过对劳动力的组织化才 

能维持生存。这其中,首先就是“劳武结合”。最开始的变工队是与民兵组织一体的，民兵就是变 

工队的核心，只有这种组织才能在面对敌人随时可能进剿的情况下实现“抢耕抢收”。到了解放战 

争时期，由于大量青壮年参军，出现了“代耕队”，其规模更大。其次则是“生产度荒”。根据地的 

“打蝗运动”需要人海战术，兴建水利、开垦荒地、技术改良和副业生产等都需要劳动力的组织合 

作，这就是互助合作运动的原初形态。②

内田知行的论著《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虽然是在2002年出版，但是其收入的主要文章都是 

20世纪80-90年代发表或写作的。内田强调中共的革命运动就是民众运动，中共将权力一直渗 

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提出应重视在以往中共正统史观中被忽视的民众运动，即秘密社 

会和大生产运动以及互助合作等。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研究，内田认为新富农 

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的互助组是富农、中农或贫农等各阶级独自组成小型互助组,但是在抗日战 

争期间，在新富农的带动下出现了由新富农、中农和贫雇农这种不同阶级集合在一起的阶级合作型 

互助组，其规模也较大。内田指出,在根据地义仓运动中，富裕农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只有在抗日 

战争期间采取阶级调和的路线下才能出现- 1945年以后，义仓的经营方式由义田共有、共同耕作 

方式向交纳余粮方式转变，不久义仓运动也便结束-

对于民众运动的发动，内田同田中恭子一样也注意到社会政治因素，他认为华北根据地的反汉 

奸清算运动与减租减息运动是密切关联的。由反汉奸所动员起来的民众运动是转向减租减息的必 

要条件，后者正是前者发展的结果，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流血和混乱，并使得这种

① 荒武達期「抗日戦争dZ国共地&支配◎浸透」、『名古屋大学東Y史研&報告』第25号,2001年。

② 小林弘二『20址紀◎農民革命0共|主義運動——中国農業集団化政策5生成0瓦解』、勁草書房、1997 b、 

80—9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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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很难制止，这正是“五四指示”提出的必要所在。①同样是研究民众运动的佐藤宏特别关注到 

基层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中共将村落中的精英加以提拔，掀起劳动英雄表彰活动，积极发挥其 

模范带头作用。②此外，内田对于根据地的鸦片管理政策进行了分析，根据地为了获取军需物资将 

鸦片向敌占区输出，实行严格的流通管理政策,在根据地内则进行戒烟和对大烟鬼的治疗救济活 

动，根据地内、外的鸦片政策是不同的。③

关于革命根据地与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度传承上的内在联系,谷川真一对于“单位”制进 

行了系统考察o谷川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组织的角度研究了抗日根据地“单位”制度的形成。他 

认为，“单位”是一种可以自给自足的多功能组织,是一个“小社会” o其起源于大生产运动中的“机 

关生产”和合作社。此后“单位”逐渐成了中共对社会基层进行重新改造的手段，这种中间组织不 

但具有经济和福利功能，而且还担负着识字、政治教育、文化活动等诸多功能。特别是通过整风运 

动，“单位”领导者的权力大幅扩充。在大生产和整风运动中，“单位”还作为一种大众动员手段被 

利用。所谓“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就是这一期间形成的。从“单位”领导者到“积极分 

子”再到普通民众,依靠“小组”制度贯彻到每一个人。这样，“单位”便成为领导和动员民众的重要 

组织机制。

谷川认为,这种起源于根据地的“单位”与中国传统的中间组织有连续性，这种组织的自给自 

足和多机能性使个人需要的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单位”得到满足，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个人主义发展 

的社会传统。在“单位”内部还存在家族主义的伦理观念。根据地内的“劳动英雄”“积极分子”首 

先是在“单位”内发挥模范作用,他们成为“单位”内部坚决贯彻党的意志的中坚。但是，与传统组 

织有所不同,在传统中间组织中,其领袖有时发挥着保护自己成员的中间人角色。然而这在“单 

位”中很少看到,这是中共的“积极分子”与传统精英的不同之处。对这一点,祁建民的研究有所修 

正,他认为村干部依然具有对村民的庇护功能。④谷川认为，“单位”制度的出现结束了旧社会那种 

国家与社会隔离的现象，党可以直接控制到社会的最底端。⑤

关于中共革命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川井伸一对土地改革过程中的血缘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 

土改中追溯到上一辈来调查地主、富农的阶级成分，对其亲近家族也开展斗争，这是一种农民的 

“被世袭的社会地位”。按照这种意识所形成的阶级观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阶级划分方 

法产生了重要影响。⑥日本学者较早关注到中国社会的血缘和宗族与政治统治间的关系。仁井田 

升曾提出“宗族共同体宋代以后再生”说，认为大地主在宗族内部既是统治者也是宗族的维护者, 

中国社会存在着血缘、地缘以及行会（Guild）和宗教的多重结合关系。⑦这种村落统治与血缘和宗 

族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后来山本真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针对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路线斗争式的方法,今井骏通过对川陕根据地失败原因的分析认为, 

这不能仅仅归于张国秦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土地革命并不是万能的,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与土地革

① 内田知行『抗"戦争0民衆運動』、創土社,2002年、159—195頁%

② 佐‘宏「陝甘寧辺区①農村労働英雄0基層指導部」、『中国研究月報』第432号,1984年2月。

③ 内田知行「中国抗"根拠地管理政策」、『CDC研究』第41巻第4号,1995年8月%

④ 祁建民『中国社会結”0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5政洽社会構遥』、御茶5水書房、2006年。

⑤ 谷川真一「抗"根拠地『单”』制度5起源——国家•社会BC5中間紐織5視角67——」、『CDC研究』第 

44巻第4号、1999年2月。

⑥ 川井'一「土地改革Z9農村5血縁関C」、小林弘二編『中国農村変革再考——j統農村0変革——』、CDCrE 
出版会、1987年。

⑦ 仁井：陞『中国法制史 奴隸農奴"•家族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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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相辅相成的，而白色阵营的分裂则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①田 

中仁对于川陕根据地和张国秦有详细研究，他认为当时建立西康、青海和西藏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是 

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共识。②这种脱离路线斗争的研究与石川忠雄是一致的。此外，夫户宽等对于 

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实证性研究。③姬田光义和陈平对冀东无人区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④宫 

坂宏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的研究中认为，抗日统一战线教育包括干部教育和识字运动,这在动 

员民众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⑤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肃反问题的研究有福本胜清和小林一美的论著，这些是专门关于中国革命 

史中所谓“阴暗面”的研究。⑥不过，此前丸田孝志的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的“锄奸”工作具有 

扩大化和稳健化的周期性相互转化的现象，并不是一贯极端。⑦

四、21世纪以来的研究：国际对话与多角度创新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以及大量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以一批年轻学者为 

主，在积极开展与欧美和中国学术界对话、交流的同时，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这一时期虽然专门研 

究革命根据地的学者在数量上已经无法与以前相比，但却呈现出国际化、多视角和高质量成果不断 

问世的现象。

战后欧美学者在对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中曾提出过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和理论，诸如詹 

姆士 •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道德的农民”理论，塞缪尔•皮普金(Samuel Popkin)的"合理的 

农民”概念等。对于中共革命为什么会获得农民的支持，有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减租减 

息经济政策说。毕仰高(Lucien Bianco)提出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最早响应党的并不是贫农，而 

是不参加生产，属于周边的那些人们，其后这些人才被渐渐排除出去。普拉奇克+ James M. 
Polachek)认为农民的生存战略十分复杂，并不只是一种取向，农村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当危机到 

来时会同其他集团发生冲突。詹森(Key Ann Johnson )则主张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服从于革命斗争 

的需要，有时女性的传统角色却会得到强化。⑧日本年轻学者继承日本对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研 

究传统，吸取和参照了以上的欧美学者理论开展了实证性研究，并进行国际学术对话"

关于农民拥护中共革命的原因，在日本学界，高桥伸夫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阶级流动性高 ， 

党很难与特定阶级形成稳固的联盟，各个阶级都是通过与党建立关系来确保自身的利益。高桥提 

出,农民支持革命的动机，首先是中共为了动员农民而提供了各种诱因，这包括理念和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道德等)、安全、物质性的直接利益、制度(婚姻自由、减租减息、互助组等)、权利或地位

① 今井駿『中国革命0対"抗戦——抗"民族統一戦綠史研究序説——』、汲古書隐、1997年、36—80頁%

② ：中仁『1930年代中国政洽史研&——中国共產&5危機0再生——』、勁草書房,2002年。

③ 穽戶寬他『中国八路軍•新西軍史』、河出書房新社、1989年。

④ 姫：t義、陳平『M V'Orm-1作戦』、青木書房、1989年。

⑤ 宫皈＜「抗"解放区5国民8育——乞5政策0"令」、安藤彦太郎『近代"* 0中国——"ZBC史論集』、汲古書隐、 

1989 年。

⑥ 例如福*勝清的以下著作和论 +：『中国革命：5挽歌』、亜紀書房、1992年；『中国共|&外j』、蒼蒼社、1994年；『中国 

革命抜FBCZ卜 S土匪0 8氓5R界』、中公新書、1998年；「二A a_H5悲劇——中国革命根拠地粛清運動 

史1930—1937J (1—10)、『中国研&月報』518—540、1991—1993年。2013年10月，小林一美出版了『中共革命根拠地Tda； H 
卜：一九三0年代、处 HgLH、毛汎東、赤色g口 I丿；＜厶、&内大粛清』一书，长达600多页，系统研&了根据地的肃反活■动％

⑦ 九：孝志「抗"戦争中国共I&5鋤奸政策」、『史学研&』第199号、1993年2 ' %

⑧ 参见恒川恵市「第三R界5農村0政洽体制——理論5現状0研&5課題——」、"* 政洽学会編『年報政k学一九八六 

年第三R界5政洽発展』、岩波書店、1987 b%高橋'夫『& 0農民中国農民革命5再検討』、研+出版、2006年、191—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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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名誉等。农民都是根据纯粹个人的打算，通过参加革命来满足其不同需求，因而不能只强调道 

德或利益的一个方面。①高桥修正了道德农民说和合理农民说的观点。日本学者在中国与日本和 

欧洲传统社会的比较中较早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主义、非身份性和阶层之间流动性高的特 

征。对此，宫崎市定、滋贺秀三有深入研究。②20世纪40年代,参与中国华北农村调查的戒能通孝 

就指出中国社会的非身份性特征。③其后,水林彪、足立启二又有详细论证。④这种非身份社会说 

在根据地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并深化。

石岛纪之认为，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虽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⑤，但是，在根据地内农民 

的生活确实得到改善，他们对于中共的支持不是有限的。抗日战争期间民众对于日军的残暴侵略 

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反抗或是现实地对敌服从，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或者反抗，或者服从,不是一 

直固定的。根据地农民对于中共基本上是支持的。石岛通过对太行根据地的考察发现，合理负担 

和减租减息政策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多数农民获得利益，这是农民支持中共的主要原因，而“自我 

保护”“对旧统治者的仇恨”以及来自中共上级的“强制”等因素虽然存在，但不能说农民对于中共 

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⑥

石岛在《中国民众的中日战争》一书中对于太行根据地的反贪污与合理负担，以及人权保障、 

累进税、三三制等政策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在抗日根据地里，地主占有的土地大大减少，随着中 

农的增加，贫农也有所减少，由此形成了支持抗战的社会体制。⑦这些政策使得根据地虽然贫穷但 

是相对平均,成功地使战争的负担公平化，提高了农民的抗战意愿。⑧有学者说，在“革命史观”研 

究急剧衰退并在日本丧失魅力的背景下，该书对于中共在敌后艰苦抗战，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并 

实现了一定公平的伟业进行正面肯定,可谓独树一帜。⑨此外，田原史起发现，在农村积极响应中 

共的往往是那些能说会道的人,而老实的农民一般难以做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毕仰高的 

观点。⑩

高桥伸夫是新一代学者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他对于以往的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关于党和农民的 

关系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散漫的党”和党对农民的“随意包容”战略等概 

念。关于“散漫的党”这一概念,他认为，以往的研究，把中共看成是下级完全服从上级，党是一个 

一致性整体的认识o但是,散布在全国各个偏僻地区的根据地，党中央的指示由于落后的通讯手段 

而不能及时传达,地方的党组织在孤立的环境下经常需要独立判断，要根据各自独特的社会、经济 

和文化环境开展活动，他们并不仅是中央政策的传声筒。由于“散漫的党”对外开放性很高，其成 

员经常处于流动的状态，凝聚力低，其组织内部的信息传导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不顺畅，党组织

① 高橋'夫『&七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再検討』、190—206頁%

② 宫崎市定『中国史』（上下）、岩*全書 ,1998年、65—81頁。滋賀秀三『清代中国5"七裁判』、創+社、1984。

③ 戒能通孝「支那土地"慣行序説」、東亜研究所編『支那農村慣行調査報告書』第一輯、1943年。

④ 水林彪『封建制5成立0"* 社会5成立』、&川出版社、1987年、452頁%足立啓二『專制国家史論——中国史67R界 

史：』、柏書房、1998年。

⑤ 参见米子、内：知行『黄土5村5性暴力』、創土社、2004年、56—65頁%

⑥ /島紀之「抗"根拠地戦争動員0民衆——太行抗"根拠地?事例@——」、『環"* （研究年報』第18号、 

2011 年。

⑦ /島紀之『中国民衆@0 ot5"中戦争——矶餓、社会改革、扌‘'扌=；＜厶』、研+出版、2014年。

⑧ /岛纪■之著，9秉奎等A：《抗"战争时dC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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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9 %

⑨ 九：孝志「書評『中国民衆@0^t5"中戦争——矶餓、社会改革、扌= 研究』第62巻第2号、

2016年4月％

⑩ ：原史起『二十R紀中国5革命0農村』、&川出版社、2008年、38—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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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社会的界限也并不鲜明。至于党对农民的“随意包容”战略，高桥认为，农民不是完全被动 

无力的存在,他们通过个人或由集团动员起来的能量，对于上级传达的指令,会从下而上用其独自 

的方法来对应。他们总是会根据利害得失进行策略选择，以适应新的统治势力。中共对农民的 

“随意包容”战略有两层意思:第一，农民对于党的权力不是彻底服从，但也不是露骨地抵抗。农民 

对于党的权力是一种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彻底抵抗的中间状态。第二,农村社会内部对于党的权力 

既不是一部分阶级接受、一部分阶级反对,也不是超越阶级的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与党应对，而是 

以个人或集团的地缘、血缘等结合的形式展开。关于中国的社会结合问题，以往多认为是“一盘散 

沙”，但是,近年日本学者发现，中国的社会中间集团具有多样性，虽然多是一种防卫性、非制度性 

的相互扶助团体,但在有些时候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①人们的亲疏关系在一定场合下会非常强 

固。②高桥就注意到了中国社会集团的这种多面性特征并运用在革命根据地研究中"

高桥认为，中共这种“散漫的党”与农民是一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他提出在根据地 

研究中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强调党中央的意图与革命现场之间存在着隔阂。党中央的意见往往 

被各地的“散漫的党”改变、无视，甚至会按照自己的见解加以利用，而农民也根据自己的立场来接 

受。这就造成了革命过程的不确定性"第二，强调在地理或空间上革命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各个 

根据地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开展革命,其总和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象,革命并不是一个模式 

的。第三，要有意图地摆脱农民是容易变化的这种观点,强调农民不容易改变的方面和农村社会传 

统的延续性。他提出，那种认为中共给农村带来巨大变革的观点过于简单。从表面上看，农村在短 

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变革,实际上在其背后农民和农村社会却存在着顽强的连续性"

通过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研究，高桥提出,党员并不是以某个特定的阶级为主，党员的构成 

非常复杂，甚至还包括党组织本来要排斥和警惕的那些人。他们入党的动机也各式各样，党组织利 

用血缘、地缘以及其他的村落内部关系将其发展到党内。这种随意包容的战略有强弱两方面，弱的 

方面就是难以得到对革命绝对忠诚、拥有铁的纪律的党员，强的地方是可以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迅速 

获得大量精于算计、有机会主义想法的人参加革命。根据对闽西根据地的研究,他指出，在根据地 

内部,阶级阵线的划分并不鲜明。在农村生活的人，并不完全归属于某个特定阶级,而是根据个人 

或集团的战略，同“散漫的党”组织按照自己的立场进行交往。在苏区，工人阶级大多停留在经济 

斗争的层面,贫农分到土地后便趋于保守，地主和富农也会进入党内。相反，与阶级区分或各个阶 

层都有其基本态度的状况不同，一般说来，青年和妇女往往会成为革命的骨干和先锋。根据地的党 

非常善于动员青年，青年人狂热地参加暴动。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也会得到妇女的支持。

高桥根据自己对革命根据地的长期研究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很难证明中共与农村的 

某个特定阶级具有天然的联系。从经济结构来分析哪个阶级同中共必然会结成同盟是没有必要 

的"第二，关于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面对中共的各种政策，农民是根据个人的利害得失进行选择, 

除了个人的利害之外，他们还要作为宗族、家族、集团或同辈、同性别群体的一员加以考虑。虽然中 

国农村共同体涣散，便于中共的进入,但是在同姓村中革命也不好展开。第三，革命与农村社会传 

统的关系。农民被要求适应党所带来的文化,但是，党也不得不适应农村的传统文化，农民中的一 

些人要利用革命来摆脱传统文化，但是，党却有意保留一些传统。当然女性和青年大多对传统持批 

评态度。农村的一些传统关系例如宗族、地缘结合和个人间的恩仇也往往利用革命过程来强化。 

基于此，高桥对根据地中关于党和农民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根据农民的战略选择来

① 岸本美％「『市民社会』論0中国」、『歴史評論』第527号,1994年3月

② &：'人『中国人5心理0行動』、"本放送協会,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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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根据地党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对于党并不是唯唯诺诺，而是能动、主动地参加这场政治游戏。 

第二,对于党员进行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以往对于党员仅仅进行阶级分析，其实，党组织 

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场所，包括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农民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等 

等。第三，从中国固有的历史脉络中研究中国革命，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化中把握中国革命。从王朝 

时代对农村的统治倒近代国民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等。①

此外，高桥还对根据地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要发动革命，推翻旧体制，就必须聚集 

巨大的能量,将解放的理念最大限度地高扬起来，由此加入革命的就会有抱着各种目的投身进来的 

势力。根据地提倡“婚姻完全自主”的婚姻革命，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同样也有年轻人对传 

统社会的激烈反抗。这是革命带来的次生的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冲突。年轻女性剪短头发参加革 

命，除了因为自由婚姻，也为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年轻男子参加革命除了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也 

有向长辈们所制定的旧社会规范进行反抗的意味。这种反抗有时会十分激烈，这在根据地创建初 

期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激进的行为，共产党为了维护适当的两性关系 

和社会秩序，有时也不得不加以控制。②关于根据地妇女运动，江上幸子就认为，由于这种运动的 

负向作用，根据地在一个时期强调要重视家庭和睦。③石岛纪之指出，在维持家庭和睦与打破对妇 

女的束缚方面，根据地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党内也有意见分歧。当反对妇女运动的意见较多时，党 

便把妇女运动的内容转变为以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其后，妇女工作也逐渐走入规范和低潮。④ 

对于根据地内的妇女解放问题，相原里美通过对丁玲小说《夜》的分析，揭示了根据地中女性作家 

的苦闷。丁玲作为一名党员必须为社会全体解放而奋斗,但是同时作为一名妇女解放主义者，对于 

根据地内人们意识中潜在的封建观念也深有感触，她就是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不断挣扎。⑤

丸田孝志则是运用新方法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研究的代表者。他对根据地在时间、象征、民俗、 

信仰等层面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进行了系统和开创性的研究，引人注目。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 

欧美还是日本学界都开始从近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和国民形成的角度展开研究，社会史 

研究急速发展，家族、农村社会、环境、社会集团、民俗、身体、两性等成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受年 

鉴学派、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文本、话语、记忆、象征成为重要研究对象，研究者要从人的意识与 

实际状况的关系上重新构筑历史，因而历史叙述呈现出多样性。二宫宏之等将法国社会史方法介 

绍到日本,产生很大影响。⑥丸田在这方面的成果代表了日本学界在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对新方法 

的探索。

时间和纪念日与特定集团的共同记忆相关，权力通过这种记忆向人们灌输其正统性，按照这种 

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丸田孝志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纪念日的设立及其活动和新历、农历的使 

用发现，随着中共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换，中共在根据地的原有国际共运和中共自身的纪 

念日、大众运动和归属集团（青年、妇女、工人等）纪念日之外又加上了国民政府方面的纪念日和象 

征抗日战争及国际统一战线的纪念日。每当在纪念日前后都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共政策进

① 高橋'夫『&七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再検討』。

② 高橋'夫「第6章 &、農村革命、（性関係」、高橋仲夫編『救国、動員、秩序——変革期中国5政ko社会』、慶応義塾大 

学出版会、2010年、155—178頁%

③ 江上幸子/抗戦期5辺区中国共産党5女性運動0乞5方針転換——雑誌『中国婦女』？中心@」、柳田節子先 

生古稀記念論集編集委員会編『中国5伝統社会0家族』、汲古書院、1993年％

④ 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184—191页％

⑤ 相原里美「延安解放区作家5苦悶——丁玲『夜』？中心@——」、『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第93号、2011年 

3月％

⑥ 参见『二宮宏之著作集』、岩波書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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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广泛宣传,设定动员目标，以纪念日为政治动员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把余暇和娱乐时间利用起来, 

将其政治意义共有，通过对于时间的规范确立起动员体制"

另一方面，边区还利用社会上延续使用的农历开展对民众的组织和动员"在传统节日、庙会、 

赶集等农历节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各种宣传，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确立新政权的权威。在晋 

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以前对于国民政府的节日比较重视,但是由于此后国共关系恶化，除继续纪 

念民国系统国庆节,对于其他民国政府纪念日则基本停止纪念，显示了与国民政府的对抗。根据地 

还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农业生产，创设区和村的翻身解放日，以增加乡村社会的凝聚力。

在国旗和领袖像等政治象征方面,丸田对于根据地的国旗和领袖肖像悬挂方法的变化进行了 

深入研究。他认为，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开始悬挂国共两党党旗和蒋介石、毛泽东像，显示国共合 

作。当国民参政会成立后，延安则开始悬挂国旗，将根据地作为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者来加以宣 

传。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地位的提高，毛泽东像和国旗并用的形式得到普及。在晋东南根据 

地,最初是国旗和孙中山、蒋介石像被尊重，以后由于国共关系恶化，在1940年到1941年上半年, 

朱德像一时被作为最高权威。1941年以后，作为孙中山权威的继承者，毛泽东像便具有了最高地 

位。在太行和太岳根据地，从1944年到内战土地改革时期,通过人生仪式、村落活动等，代替过去 

神像的毛泽东像被迅速普及。在由诸多神仙承担各种现世利益的中国民俗信仰中，毛泽东像被放 

在负责家庭繁荣幸福的神的位置上o在内战、土地改革过程中,前线状况不安，被神化的毛泽东在 

入党、立功和整党运动中，作为党和农民权威的象征被强调出来。

丸田认为，中国民众在传统上具有平均主义思想，中共的土地改革就是要实现最底层民众的这 

种理想,而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真命天子”就是毛泽东，他的形象成为人民权力的象征。同时，中 

共强调自我牺牲精神的标语“为人民服务”也得以确立。由此，要听从领导人民革命的这位英明领 

袖的领导，将其作为一种体制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观念中把民意作为天意的民本思想。①近年日本 

史学界和人类学界对于政治象征的研究成果不少。②关于毛泽东肖像与毛在党内权威形成过程中 

相互关系的研究还有川田进、韩敏等人的成果。③

在对根据地仪式的研究中，丸田提出，在许多方面，旧的传统得到了利用。例如在立功运动和 

奖励各种模范时,模仿了过去科举及第的庆祝、彰显仪式。根据地的追悼仪式被作为激发人民大众 

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情绪的手段而被利用。这时,那些带有农民宗族意识、家庭意识,甚至与迷信 

有关的活动也被利用，村落中举办的追悼仪式就体现了这点。作为“地主文化”的一些做法，这时 

则成为地位上升了的农民们所喜好的仪式。这显示出身份不固定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阶级间文化的 

相互模仿与交流的情况。为了强化村落的组织性，便于在村落的动员，根据地还实行模范村运动, 

包括举办祝寿会和集体婚礼等。

丸田不仅对根据地的时间、象征和仪式进行研究，还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众动员和 

中共组织状况进行分析。对于中共组织,他揭示出与高桥伸夫所提出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散漫 

的党”所不一样的情形。在抗战以后,党组织通过掌握情报、审查干部、整顿支部等，加强组织治 

理,使得党的组织性得到强化。在社会控制方面，通过内战时期的出身和成分划分，中共实现了对 

人们的政治等级区分。中共在下层民众中培养的积极分子，加上党员、干部，形成了三个层次。但

① 九：孝志『革命50礼 中国共|党根拠地5政洽動員七民俗』、汲古書隐、2013年。

② 参见小野寺史郎「最近十年来5近代中国政研&5展］」、『近在Ot』第52号,2007年11月。

③ 川：進「毛汎東5肖像^見9権力象徴化5過8」、『野草』第65号,2000年2月；4敏編著『革命5笑践0表像——現代 

中国：5人5学的Cf 口一b——』、風響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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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敌对面的阶级区分，则往往根据其政治态度、过去的经历以及家族和生活状况而任意划分,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起伏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在严格的区分中允许一定的灵活性，这可以 

迫使人们更加忠诚。运用与社会结合原理不同的阶级划分，将每个人区分开来，使其服从于中共是 

阶级区分的重要目的。传统中国社会身份并不固定,人们同时存在着没落的危机和上升的机会,对 

于土地改革和“文革”时的出身血统主义，丸田认为，这是人们为了上升或避免没落而对自身的地 

位和实力进行的一种“夸示”。所以,划分阶级这样的权威序列化正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继承日本实证史学传统并用社会史方法对于特定区域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深入研究的代表性成 

果是山本真对于福建根据地的研究。由于福建地区宗族势力强大,近代以来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所 

以山本是从宗族和社会经济结构这两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展开分析的。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 

早在战前，日本研究中国共同体具体形态时就有牧野巽等人对于汉代家族的研究。①宗族一直是 

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对象,在根据地研究中也是如此。

山本真首先研究了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政治生态,他认为，由于军事势力的割据和剥削，大宗 

族向弱小宗族转嫁负担,导致了区域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各个小集团的武装化和相互争夺” 

的“散沙”状况。试图消灭这种状态的社会中坚势力就是那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精英,他01当 

中的激进派提出不仅要在军事上打破这种状况,而且要否定由宗族长老等构成的保守势力及其秩 

序。另外，在民众方面，他们是否会依附于以中共为背景的新领导者,这要由他们所属于的宗族和 

村落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受到大宗族压迫的弱小宗族、在宗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贫困阶层等受到传 

统宗族庇护较少的人群或集团就具有投靠中共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是被压抑的阶层要参加革命 

也带有一定冒险性，为了动员他01，通过那些容易获得族人信赖的同族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宣传和组 

织就十分必要。

在既得权益较多的有势力的宗族内部，中共动员民众就比较困难。由权力较大的领袖所掌握 

的宗族，对于红军的进入往往进行反抗。将特定宗族的土地分配给其他宗族的土地改革更会受到 

激烈抵抗。突破宗族关系的阶级意识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同族观念和地方主义的顽强抵抗。不 

过，贫困阶层都要求分配族田，这是土改的动力所在。在宗族和地域间的怨恨由中共加以诱导以发 

动革命的时候，宗族结合往往会成为暴动初期动员农民的“革命纽带”,当这种条件不具备的时候, 

宗族将阻碍革命的发生。同样，郑浩澜的研究也显示，对于革命根据地的研究除了要关注阶级关系 

之外，还应注意到其他社会群体，比如宗族、会门以及女性、移民等区域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状况和立 

场。她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研究表明,革命并没有将宗族彻底破坏，反而宗族成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 

权开展的基础，有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也不分明。②

山本真发现，在红军占领地区,依靠外部势力所进行的推翻旧统治者的革命和土地改革会受到 

一些传统制度的影响。例如在福建省西部地区，地权包括所有权和耕作权这样的双重权力。耕作 

权十分重要，因此，在土改之后，原来具有耕作权的中间阶层一般还继续耕种原来的土地，由此他们 

便相对富裕,中共后来将他们划为富农进行打击，由此引起这些势力的反抗。中共为了用阶级重新 

组织社会,就须要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通过对青年人进行教育,发动他们破坏祠堂和庙宇, 

但这却遭到壮年和老年人的反对，在这里要去除传统习惯和意识会十分艰难。

关于中共革命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山本注意到福建西南部地区都是山区，耕地缺乏，农业 

生产比重较/J、,而林业、手工业（竹纸、烟草、印书业、铁器制造）和运输业（挑担脚夫）的从业者却十

① 牧野巽「漢代家族◎大W ”」、『漢学会雑誌』第3巻第2号,1935年10 ' %

② 鄭浩瀾『中国農村社会七革命——井岡村落57史的3遷』、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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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庞大。他们较多集中在造纸和烟草等较发达的行业"但是，从清末开始，由于交通手段的变化和 

洋货的流入，地方产业迅速衰退。不过烟草业变化比较缓慢,造纸业在革命暴动时依然兴盛，所以, 

经济衰退并不波及所有产业，应该根据具体产业进行分析。为了维护经济来源，一些由权威族长领 

导的宗族拥有武装组织和民团对共产革命进行了抵抗"另一方面，在上杭县才溪乡，由于有大量的 

建筑业工人，他们习惯于在外地的集体生活，因而有许多男子参加了红军，而没有缠足习惯的客家 

妇女则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支援前方，所以，这一地区参军比例很高。这样看来，山区的产业状况对 

于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这一地区在传统上外出打工者比较集中去的地方往往 

是广东、江西、福建的交界地带，这正好与中央苏区相重合，这一点值得重视。①

一谷和郎对根据地财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根据地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保障庞大军队的 

补给，由此必须确立战争财政。太岳根据地的军费要占到财政支出的80%以上,根据地便不得不尽量 

抑制兵员的规模，由此才能长期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根据地努力做到负担公平、透明，将租税负担扩 

大到各个阶层。所以，单纯拥有巨大的兵员并不能保证中共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在最低限度地依 

靠民兵这样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不得不以防守为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根据地坚持下来。②

小林一美对于中央根据地的客家人与土地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以及王明路 

线的执行者们实行了对当地领导阶层即地主的消灭政策，将他们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村中将公田 

和公共财产没收。这对于拥有较多公田并以族长为中心的共同体色彩较强的客家社会来说，是对 

于他们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全面否定和破坏，由此引发了他们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反抗。那些最 

初发动革命的，建立起江西、福建革命根据地的本地革命者，有许多人对于党的打倒富农路线、没收 

公田政策持反对意见，但结果他们被当作AB团、富农分子、社会革命党分子杀害。③

井上久士对于冀中根据地在“五一大扫荡”之后的重建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大扫荡之后，八路 

军主力返回冀中,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力减轻农民负担，针对农民上层，特别是那些与日军勾结 

的地主开展斗争，没收“汉奸的土地”和“由村里管理的逃亡农民土地”，优先分配给抗日军人家属, 

由此使得八路军更加得到农民的支持。同时，由于在反“五一大扫荡”中，加强了党对政权、军队和 

民众的领导，迅速恢复了组织。这样，在北岳区实行的三三制在冀中区便没有完全实行，这是强调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结果,但是为了重新建立根据地也不得不这样做。④田中仁认为，在根据地内 

部，县作为一个政治空间发挥了重要职能，以县为单位开展各种定额竞赛，把对于灾民的救济、优待 

“抗属”、保证生活与扩军结合起来。同时，在老人、女性和少年之间，地方社会动员也广泛开展。⑤ 

奥村哲认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由于实行总体战,使得社会凝聚力增强，这时所形成的战时 

动员体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阶级成分的固化有关。⑥他还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 

不固定并且流动性很高的社会,但是,出身血统主义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形成,并在共和国成立之后

① &本真『近現代中国社会0国家——福建省8◎革命、行政◎制度化、戦時動員——』、創土社,2016年。

② 一谷和郎「革命5財政学——財政側面67只中戦争共|&支配」、高橋仲夫編『救国、動員、秩序——変革dZ 
-5政洽0社会』、179—202頁%

③ 小林一美「Z共、Z央革命根拠地容家0 土地革命戦争」、『人+研&』（神奈川大学人+学会誌）第155号、2005 
年3 '%

④ 井上久士「華北抗"根拠地戦争動員0民衆——河北省ZH5事例@——」、『環研報』第19号， 

2012 年。

⑤ ：中仁「卜革命時代57史叙述——革命5語0、戦争5）?」、：Z仁編『共進化S9現代Z-研&——地&研& 

5新B-fU—卜7 [—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2年、255—281頁％
⑥ 奥村哲『Z-5現代史——戦争0社会主義——』、青木書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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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固定了下来的。①

大原信一对于根据地识字运动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具体政策和活动上，而是分析了广大农民 

识字的内在动力。这包括:在批斗汉奸、组织人民审判过程中对于新的政治产生责任感，有了参与 

的欲望；由于减租减息，农民生活改善,他们有了学习文化的兴趣;在发展副业、互助合作中,需要通 

信、记账、记录等，这些都需要学习文化和识字。②对抗日根据地工业合作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有 

菊池一隆的有关成果。③安井三吉对于根据地日本反战同盟的活动进行了研究。④

关于革命根据地中的民族、宗教和秘密结社问题的研究近年也受到重视。对于秘密社会,早在 

20世纪90年代，就有三谷孝的研究，其后有马场毅的专著出版，对此孙江也有系统研究。⑤黄东兰 

以山西黎城暴动为线索，系统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黎城地区村落的社会状况，提出了“双重暴力” 

的观点，所谓“双重暴力”，一种是由于日军扫荡所带来的来自外部的暴力，另一种是潜藏在村落内 

部的暴力。日军的扫荡使村民陷入恐怖的深渊，而扫荡也加深了村落内部的对立。在抗战的名义 

下，一些村干部借助八路军和中共地方政府的力量将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当作“汉奸”处理，由此，日 

军扫荡这种外部暴力强化了村落内部的暴力行为。⑥祁建民通过对大青山根据地的研究揭示出在 

蒙疆的抗日根据地对蒙古族采取团结优待政策，对于伪军、土匪等亲日势力和非抗日势力采取灵活 

的“互不侵犯”政策，由于伪军是脚踩两只船的机会主义分子，八路军活动时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 

对于土匪则把他们引向敌占区活动，以减少对根据地的危害。正是由于这些灵活策略才保证了根 

据地能够在艰苦环境下坚持下来o⑦

五、结语

纵观90年来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到战后初期的好奇、同情，再到对 

于革命的反思，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国际交流扩大和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就是将革命根据地史研 

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在战后初期，与日本东洋史学界否定共 

同体论和停滞论的潮流一样，他们通过对于中国共产革命的研究，揭示出了中国社会共同体是如何 

延续并被打破的。此后，日本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一个非共同体的社会中，中共是如何 

对社会进行动员和组织的。他们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 

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研究对象和概念上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日 

本学者较早认识到阶级论和王朝史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把民众作为历史的主 

角,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性上把握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第二，关注到中 

国社会非身份制和个人主义的特征"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层并不固定，经常流动，个人选择有很大的

① 奥村哲『中国5資本主義0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5再構成』、桜井書店、2004年。

② 大原信一/華北抗"根拠地野識字運動」、『同志社外国+学研究』第76号,1997年1月。

③ 菊池一隆『中国工業合作運動史5研究』、汲古書隐、2002年。

④ 安井三吉/抗"戦争時期解放人5反戦運動」、『近吉@在0疋』第3号、1983年3月%

⑤ 三谷孝：《抗"战争ZC红枪会》，南开大学历史，编《中外学者论抗"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馬場毅『近代中国 

華北民衆0紅槍会』、汲古書隐、2001年；縣江『近代中国5革命0秘密結社 ——中国革命5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書 

隐、2007年。

⑥ 黄東蘭「革命、戦争0村——"中戦争d山西省黎城県5事例67」、平野健一郎編『"中戦争d5中国社会• 
+化3容』、東Y+庫、2007年、207—232頁％

⑦ 祁建民「第9章蒙疆地方中国共I&5抗"運動」、内：知行、柴：善雅編『"* 5蒙疆占領1937—1945』、 

研+出版、2007年、275—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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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他们参加革命往往是从个人或集团的利害、观念出发,并不仅仅限定于特定阶级。但是，中 

国的社会集团也并不是完全涣散,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得十分强固。革命就是激发和强化了中 

国社会的某种集体性机制并进行重组。第三,从乡绅论出发，引申出对于根据地基层干部、积极分 

子和各种模范的研究。战前日本调查就关注到所谓“权势者”和乡绅，战后对于乡绅、精英的研究 

进一步深化，既关注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在党和农民间的纽带作用以及中共推进工作的典型方 

法，也注意到村落精英依然具有保护村落成员的意识和机能"第四，对于宗族的系谱性和机能性都 

有关注。中国宗族的系谱性很强，带有儒学宗法文化色彩，但是宗族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在现实生活 

中也发挥着机能性作用，因而在与革命的关系上会非常复杂。另外，早在战后初期，日本学者就开 

始关注土地改革的广泛内涵，认为土地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力、权威 

结构的重新调整。认为农民参加土改首先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安全以及恩仇关系和道德观念上的需 

求,其次才是经济利益。

另外，日本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实证研究。早在土地革命 

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就已开始调查收集根据地资料，即使是在冷战时期，日本学者也根据当 

时能得到的根据地报刊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文献公开和交流的扩大，日本学 

者不但广泛利用中方文献，还对近代以来日本关于中国的调查资料加以整理利用，加上日本资料共 

享体制，使得文献使用上较为便利。第二，注重细节、个性和偶然性问题。日本学者较少受历史唯 

物论、社会发展史观的影响，对于社会现象的细节和个性比较关注。在日本史学界，关于共同体理 

论与中国社会特征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便基本结束，学界对于宏观理论问题的探讨基本失去 

兴趣，多关注细小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微观问题时关注到一些宏观理论，但是，仅仅通 

过个别现象的研究不足以充分地为宏观理论提供论据。第三,将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与日本 

实证传统结合起来"日本学者较早关注欧美学者关于农民与革命问题的争论以及年鉴学派的史学 

方法,并开展对话。但是,他们相对于理论方法上的探讨与争论，更加关注结合文献和实证方法传 

统在具体研究中积极加以运用和论证。由于有新理论的视野加上实证研究的功底,所以出现了一 

批关于根据地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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