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

光阴荏苒，转瞬间刘大年去世已经十年了。他逝后不久，遗著（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 

出版。这个书名准确地概括了他一生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第一，他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第二, 

他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前者在他的早年，后者在他的晚年:他一生八十五年的事业，以参加 

抗日战争始，以研究抗日战争终，这是非常难能的"

刘大年涉足抗日战争研究始于1982年。此前三十年间,他只有在早年的《美国侵华史）一书 

中有几处捎带提到过抗日战争，此外从来不谈这个话题。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北京史学 

界聚会对日本当局掩饰、歪曲对华侵略表示谴责;刘大年主持这个座谈会,讲到抗日战争，随后发表 

相关文章，是他“头一次写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①有了这“头一次”，继之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以 

至十多次、二十次，等等，他陆续写了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分别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 

集》②和《抗日战争时代》两书,最后集中收入《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③下编“抗战研究”）， 

并主持编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复兴枢纽一抗日战争的八年》（以下或简称“（中国复兴枢纽》”）。④ 

这些文章的主题是历史认知，从总体上深化和丰富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许 

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而这些观点对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至关重要。给我启发最大印象最深的有 

三个提法。

（一）“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退出抗日阵线是他（指蒋介石）的阶级利益所不许可的。他主观上 

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而实际行动上办不到。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⑤

这是1991年他提交沈阳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抗日战争与中华民 

族的统一》中的一段话。这篇论文是张海鹏代他宣读的，我在会场里谛听，当听到念这一段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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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旧作，原为2010年2月2 "“学*与战士——刘大年先生LR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稿。会后，稿子被一” 

同志要去复印留存，没有发表。事过多年，《刘大年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看到第16卷"时人评论”里CN篇俎 

念性+章，久想起这件旧作，动了发表之念%事有凑巧，近"清理旧物，无•中发现1997年3月刘大年的一封亲笔信，里面讲述对 

抗"战争几件大事的评论等等，与T+内容多有相通，两*间正可互为补充。T信未及收录于《刘大年全集》第10,11卷“书信 

集”，现Q加注释，随*+公布于后（信中提到的另S"本书编写人员”名单略），聊为弥补。

① 刘大年：《抗"战争时代》，“题记”，中央+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刘大年：《我所亲历的抗"战争与研&》，中央+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刘大年、百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⑤ 刘大年：《抗"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抗"战争史学会编：《抗"战争与中国历史——“九• 一八”事变60周年国 

际学术讨论会+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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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了一大跳。刘大年笔下出现这样的话，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从来人们引用毛泽东的“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八个字都是说蒋介石不再抗日或不抗日，刘大年本人40年前也是这样说的，他在《美国 

侵华史）中写道:“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的。只有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才是中国抗日的主力，而国民党则是一贯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来更成了中 

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严重障碍，这是铁一般的重要的历史事实。”①现在把“消极抗日”解释为 

“也还是抗日”，而且是“抗日第一”，真是石破天惊。而这个提法与40年前引用这两句话时相比 

对，其含义的变化之大更是一目了然。

（二） “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又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 

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 

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 

的理解”。②

这是1995年他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所写的“总序”中的一段话（载这套“丛书”的领头书 

《中国复兴枢纽一抗日战争的八年》）。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的意义和作用如此评价， 

在大陆可以说“前无古人”，尤其超越了他自己的过去，他在《美国侵华史）中曾经写过:“蒋介石这 

个大流氓，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把抗日重担推卸在中国人民军队身上,实行了保存自 

己武装力量，向日本与美国两方面讨价还价的政策。对日本是讨论投降的时机和条件，对美国则是 

用’不支持，就拆伙’的流氓手段，索取大量军火和金钱，准备用来反对人民革命力量"”③把这段话 

与前引一段话比对,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据他亲口对我说,“总序”写成后，有人对前引一段话有意见，说是“吹捧 

了蒋介石”。意见反映到某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认为确实是这样,要求他把那段话删掉。他拒 

绝。事情上报高一级领导机关，某领导处理此事,说刘大年的说法不错，那段话可以不删，但与此同 

时，“总序”应加一段话，说明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等等。他说，这很容易，就这样做了，那段原话也就保留了下来。

他为那些被认为“吹捧了蒋介石”的话受到压力，仍坚持不删改,表明他的这个新认识是非常 

坚定的。

（三） 1996年他发表《照唯物论思考）一文,里面有“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 一 

节，专门讨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文中提出: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发挥了领导作用，共产 

党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在两个战场的关系上,“国民党领导指挥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指挥敌 

后战场作战”。归根结底,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上是“双头并存的”。④

这个问题他此前曾谈到过,是另一种观点。1987年他率团去日本参加“纪念卢沟桥事变50 
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行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⑤文章初稿里明说抗日 

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一部分（一个阶段），所以是共产党领导的。大家在讨论这篇文稿时对此提出意见,认为这 

样的论证太简单、太牵强,没有说服力。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在修改初稿时删掉了那些话,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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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1页%

② 刘大年、百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战争的八年》，"总序”，第2页％

③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8页%

④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战争研&》1996年第2 d%

⑤ 刘大年：《抗"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1987年第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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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共产党领导。1995年他发表《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里面有一句话“抗日战争的特异 

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并存”。这里说共 

产党他用“领导”，说“蒋介石政权”（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用了“控制”二字，显然 

有意地回避了“领导”，很可能还不认为“蒋介石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①一年后他在《照唯物 

论思考》中说了上面引录的那些话，两相比对，可以看出他在“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上的 

重大变化。

《照唯物论思考》是他非常珍视的一篇文章,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是他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所 

有作品中最珍惜的一篇文章。此文写出时曾送了一份给我，我读后向他提出一些意见，当谈到“关 

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一节时，他告诉我说，文章曾请胡绳看过，胡绳在这里写了 5 
个字:“有深意存焉”"可见胡绳对这一部分是很赞赏的。

以上举了刘大年研究抗日战争的三个提法，这些提法放回到他提出的时间去看,都是很新的, 

现在看来仍会感到寓意很深。这些新提法都体现出他的观点的变化。应当说，长期从事学术研究 

的人，在研究某事某物的过程中观点发生变化，是很寻常的、正常的,这往往是研究前进了、深化了 

的结果。由此看来,刘大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在不断深入，他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

这三个提法涉及的问题的中心是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在一些人的语言里这是三位一 

体）对抗战的态度及其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问题。这类问题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具有 

政治敏感性，很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或不能亮明自己的观点，有些话不敢说，怕犯忌讳o 

这种情况对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是不利的。刘大年的一些新提法突入了敏感区,可说是一种 

示范。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这种示范对于发展抗日战争研究必会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关于《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

这本书是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书末有一篇“后记”，简述全书的编写过程。②“后记”是刘大 

年写的，里面有一句话:“张振鹃第二次统稿”。有和我熟识的朋友看到后问我:“这本书不是你最 

后完成的吗?”以为我最后统稿就是最后完成全书。这是一个误会。为了消除误会，我必须说一下 

实际情况。

这本书可分为两大块,前一块包括抗日战争的“前期” “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后一块讲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我统稿是统的前一块，是刘大年交我的任务;后一块是刘大年自己 

统稿。这就是说，全书前后两块是我和他分头统稿。实际上，前一块统稿中他也做了不少事，如，他 

让我改正原稿中平型关之役歼敌数的错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正原稿中关于“消灭”朱怀冰 

所部的史实错误,他对“大后方经济状况与经济危机”一节原稿中的一些提法做了修改,他对统稿 

期间新增加的“国内人口迁徙”一节的内容做了修订补充，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撰写了好几段 

评论补进原稿中，等于他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部分的统稿。（顺便说一下，《中国复兴枢纽》出版 

后,刘大年要我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关于〈中国复兴枢纽〉》,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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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年：《抗"战争的几个问题》，原发表于1995年9月11 "&"S》第5版,后收入《我所亲历的抗"战争与研究》 

第 330—344 页 %

② “后记” IT "&中国抗"战争史丛书》编'会”，参见刘大年、百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战争的八年》， 

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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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文章的第二部分原文照录了刘大年撰写的这些评论。）

统稿完工之后交刘大年，由他定稿,完成了全书。所以这本书是刘大年最后完成的。全书定稿 

的是他，这一点我曾三番五次要求他说明。他到最后也没有说（在“后记”里没有说），他不说，只好 

由我来说。我必须说清这些情况,今天的会给了我说明的机会，很高兴，也很感谢。

附录:刘大年的一封信

振K同志：

司机同志取走所有的改稿和附件，我这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收到以后来个电话％

第一部分“各党派的主张、认识”①重新写过。它的内容是讲抗日战争历史的实质、基本特q, 

也是往后历史演变的张本。必须有此一节，才便于把全书结构撑起来。也就是说，它近乎全书头 

脑，否则就显得没头没脑。上面史实较少，评语较多，这也是不得已的。自此以下，本书大约有十来 

处较重要的评论，包括汪伪政权、皖南事变、大后方民主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雅尔答协定等等，其 

中有些是涉及抗日战争全局的，希望它们对读者有q帮助％前代日本学者田口卯吉说，“历史者, 

古来之评也”。那是有道理、有见解的。其实中国古来的传统也是如此。现有这些评论，当然并不 

一定妥贴，也许还有需要评而没有评的，可以由读者去批评，也请研究者讨论。

以下有几件具体的事：

（一）“副主编张振K”照工作先后顺序排在何、罗②后面，不要遗漏％ （二）“本书编写人员”见 

另纸，名单是抗战馆③提供的，应照抄不误，不过那字迹实在太难认了。“刘大年阅读一遍”，只能这 

样写，不可改动。写上也只是表示负责之意而已。文化节④是在《枢纽》印本⑤上改的。个别地方 

勾画不清，可复印剪贴。闻稿⑥从头改过，末尾某行特地加了几个字，不要去掉。（四）⑦“引言”⑧ 

用《时代》⑨上《理论与事实》全文，删去此题，写上《引言》，附去《时代》一册。不知还有什么遗留的 

问题，电话上再说。

敬礼

刘大年三月十二日晨

〔作者张振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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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党派的主张、认识"，指《中国复兴枢纽——抗"战争的八年》书中一之（三）“各党派对于夺取抗战胜刹的不同认识”。

② 何、罗：何理、罗j章。

③ 抗战馆：中国人民抗"战争纪■念馆。

④ 文化节：《中国复兴枢纽——抗"战争的八年》最后一部分（节）"抗"战争时d的中国文化”。

⑤ 《枢纽》印本：&中国复兴枢纽——抗"战争的八年》1995年7月印制，只印了几十本供作者继续修订用，并分送一些同志 

提意见，未公开发行。

⑥ 闻稿：闻CI的改写稿。

⑦ 原信无“（三）”。

⑧ 引言：&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引言”。

⑨ 《时代》：刘大年著《抗"战争时代》。



Chengdu. However, the careless omissions and mistak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posal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its ruling looio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Wang JingweiO Visit to Japan and the Internal Disputes in Japan in 1941 .......  Zhang Zhan (68)

After recognizing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r 
consumptions, decided t。give priority t。obtaining war resourc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This police brought great practical 
pressure tt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Wang Jingwei was eaaee tt visit Japan and requir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t adjust its policy towards Wang, but it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main cause of 
Wang Jingweit visit h Japan in 1941 was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cl oreans in China reached a consensus out of 
theis own interests and jointly pressed the Japanese centrai government. This process alse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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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Sution, Reception and Uss of JapanQ Compersation Materials shipped to ShanghaS 
after the World War 11,1947 -1958 .......................................................................... Xu Kuu(99)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ectded oaccep>aapanesecompensaton maeetaistn adeanceand obeae>hecossofeanspoeaton, soeage, unioadtng 
and reloading. Facing multiple restrictions on funds, capacities and technolovies,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help of
concerned Ministries and Committees, reluctantly shipped all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i a Shanghai Port. Howeveo, after being handed over a the concerned units, they were unable h be repaired,
reloaded and used. In 1949, when the Kuomintang's defeat was inevitable, it began a demolish and transfer compensation 
mateetaisand eeen desteoymateetaisthatcouid notbeteanspoeted away. Wtth theitbeeatton otShanghat, thenew 
estabitshed goeeenmentbegan totakeoeeethedepioyment, eeioadtngand useotaapanesecompensatton mateetais.The 
goeeenmentotthepeopiessRepubitcotChtnamadeoeeeaipiansand etectteeiyused thesemateetaistoconcenteate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three-year economic reccvery period, and a
strengthen the iron and steel smelting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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