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极抢救与规范之作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从赢得独立到走向复兴至关重要。抗战精神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呈 

现与最佳诠释，已经成为当代寻求民族共识、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民心不可替代的历史资源。在此 

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中，表现持久活跃并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便是抗战口述史，其中抗战老 

兵口述史尤为舆论界所关注。2018年8月，张连红教授主编的三卷本《烽火记忆一百名抗战老 

战士口述史》（以下简称“《烽火记忆）”）①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该书收录 

了 102位抗战老兵的珍贵抗战记忆，这些口述史料不仅有助于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细化，更 

有益于抗战精神的传播与弘扬。一部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问世需要诸因素的配合,《烽火记忆）的 

出版可谓躬逢其盛。尽管坊间与抗战相关的口述史作品已经林林总总，但《烽火记忆）仍然有其独 

特的价值,特别是在受访老兵人数的规模巨大、口述访谈程序和采访素材整理的规范，以及编撰体 

例的新颖等诸方面均表现出过人之处。

一、访谈老兵过千堪称终极性抢救

抗战史研究与其他所有的历史研究一样，原始资料的获得实为最基础的工作。除搜集历来备 

受重视的档案、报刊、日记、书信、著作论文等文本资料以外，影像、实物等也被广泛征集，至于口述 

记忆,近十年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个阅历丰富的抗战老兵的离世，他所带走的就是一段最 

个性化的记忆与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近代以来的历史学越来越注重学理分析与计量化，随之而 

来的是对个体生命缺乏关注，出现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的偏颇。而口述历史的核心在于受访人的 

个体讲述，因此必然注重受访人的个体经历与心理体验，抗战老兵的口述记忆之所以备受关注，一 

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弥补了文本史料之不足，二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富于细节与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 

力，便于传播。正是基于抗战老兵口述史的重要性，张连红主持的抗战老兵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得 

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支持，而《烽火记忆》则是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仅就受访抗战老兵的规模而言,《烽火记忆》呈现给读者的只是冰山一角。该书收录了 102位 

抗战老战士的口述史料，这部分口述史料是从多达1100多位受访的抗战老战士的口述访谈史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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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而成。从受访的抗战老兵的年龄来看,绝大多数都是90岁以上，也有部分是百岁老兵,其中年 

龄最长者为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学兵总队炮兵团上尉的徐恭权,1915年出生。年龄最小者1930 
年出生，两人相差15岁。能够完成对他们的口述访谈，除了庆幸这些抗战老兵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之外，还因为抗战时代兵役制度的不成熟。当年参加武装抗日者既有成年人，也有一批年龄低至 

13岁左右的少年士兵或者民兵，没有这个群体的存在，如今可供口述访谈的抗战老兵将更为稀少。 

一般而论，口述采访以受访人记忆清晰为佳，而80以上老人的记忆力衰退实为生理演化的必然现 

象。21世纪的当下,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80多年，做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已明显错过黄金时机° 

张连红教授的口述访谈团队所做的抗战老兵采访工作堪称为终极性抢救，在和无情的时间进行最 

后的竞走。为了访谈抗战老兵，他们的足迹超越了江苏本地，已经到达安徽、浙江、云南、贵州、四 

川、湖南等20余省区，具有全国性的特征。通过对千余名抗战老兵的口述采访,不仅保存住了这批硕 

果仅存的老兵们的珍贵口述记忆,也由此将他们的声音、表情、容颜、身影记录了下来,他们的音容笑 

貌可以因此长存于世。这便是口述史的特殊功能，也是它强大魅力之所在。所以三卷本《烽火记忆》 

所呈现的内容,只是这次大型口述访谈成果的一小部分而已°正因为有这样大的基数,《烽火记忆）才 

得以从容地从现有丰富口述素材中进行遴选。书中102名抗战老兵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就兵种而 

言，不仅有步兵，也有航空兵、宪兵、装甲兵、文艺兵、卫生员、情报员甚至理发员等。就身份而言，有正 

规军，也有游击队员。他们的记忆多面、立体地呈现出卢沟桥事变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举 

国抗战的真实图景。若就这次抗战老兵口述访谈的规模而论，因为抗战老兵的迅速凋零，未来抗战老 

兵的口述访谈规模恐在数量上难以逾越。终极性抢救是《烽火记忆》首要价值之所在。

二、访谈程序规范素材整理专业

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可追溯到司马迁写《史记》时跋涉千里从长安到刘邦故里丰 

沛之地采风访谈。不过以录音、录像为技术特征的现代口述历史最初并非产生于历史学界,它与以 

前的史学传统差异颇多，比如倡导跨界合作、重视访谈技术与程序、尊重受访人隐私等。尽管口述 

历史在中国已是风生水起,但职业的历史研究者对口述历史的可信度一直颇多质疑，加上现有学科 

评价体系对口述历史成果颇为轻视，导致职业历史学者中即使对口述历史有兴趣者也并不轻易付 

诸行动。所以,当下从事口述历史研究者众多，但非历史专业的占有相当比例。

主持这项访谈项目的张连红教授多年来精研抗战历史，尤其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此前,他曾组织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访谈，对口述历史有着深刻的认知，也熟谙操 

作技巧。他领衔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 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意味着 

这个抗战老兵访谈项目从一开始就奠定在规范化的口述历史基础之上。课题组的核心成员都是抗 

日战争史与口述历史的专家，如齐春风、吴先斌、王骅书、郑忠、薛刚、叶铭、王志龙等。项目运作伊 

始，课题组的专家及外请的口述史专家对参与抗战老兵口述采访的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举办口 

述历史训练营等，让他们快速了解抗日战争的相关背景知识，告知口述访谈的注意事项、程序，训练 

其访谈技巧。此外,还给参与此项采访活动的志愿者分别配备了指导老师。正是有了这样必要的 

前期准备,才有了后来规范化的口述采访,并有了高质量的口述素材，从而确保了《烽火记忆）内容 

的可信度与丰富性,避免了抗战老兵抗战记忆资源的低效采集，考虑到抗战老兵都已到了耄耋之 

年，若访谈质量出现问题,将无从弥补其损失。

高质量的口述访谈素材对原始资料的存留、未来的研究与开发利用关系重大°而如何整理这 

些访谈资料，其工作量之大绝不亚于抗战老兵访谈工作本身°整理出逐字稿需要口音的准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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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人名等的辨识也十分不易°此后还需要史料的考据与注释,文字的梳理与加工等，都属于费 

心劳力的艰苦工作。

三、编写体例适宜口述史实精彩

从编写体例来看，《烽火记忆）在每一位老兵的口述内容前，分别列出受访人、访谈人、资料整 

理人的名字,访谈地点和访谈时间与次数等。如对居住在无锡的抗战老兵赵友金先后采访了三次, 

时间跨度达五个月。①这种体例符合现代口述历史的规范,尊重了采访人、文字整理人等的劳动, 

这三卷书的内容因此有很高的可信度。

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为每一位抗战老兵都编写了简历，并根据其个人身份或者抗战事迹凝练 

出一个标题，如“年少抗日的’中国好人'一周仁甫”②，将其抗战时的年少与晚年获得“中国好 

人”荣誉融合在一起，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每篇访谈内容,还配以老兵的一句话，如抗战老兵孙 

良彬所说的“手中有枪,鬼不敢来”之类的刚劲之言。为了强调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烽火记忆） 

一书，在书的目录顺序编排时,既不按官职,也不按军种或者区域，更不分所属党派,而是严格以姓 

氏笔画为序来排列。诸如此类的细微之处均可见得编者的良苦用心和文字功底。

对任何一本书，形式固然要追求别致，但内容更为重要。由于这些受访的老战士在抗战中只是 

普通士兵或者下级军官，有的甚至没有上过前线，对他01的回忆能否对抗战史书的撰写产生直接效 

用还难免存疑,并不抱奢望。但阅读完三卷本《烽火记忆）后，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可以弥补或者 

佐证抗战史的内容。

其一，通过老兵的口述展现了抗战战场上鲜为人知的细节,如王守先老人提及新四军在反攻江 

苏高邮的时候，忆及守城日军用石灰往下撒，阻扰攻城的新四军，还忆及新四军这一战缴获了许多 

烟幕弹。2015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东方主战场》中，呈现了新四军进攻高邮与日本投降 

的一幕，拍摄时如有这些细节加入，内容会更加生动逼真。其二，通过老兵的口述可以了解到过去 

不为研究者注意的重要信息。如凤甲寅老人阅历丰富，原来是红二十五军的战士，后来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1941年又经历了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正是因为多次更换番 

号的特殊履历，他在回忆中将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异同之处做了比较,既新颖，又真实。比如苏北新 

四军的经费比在华北征战的八路军宽裕,吃的要好一些，医疗条件也要好。③其三,填补抗战中重 

要却长期被忽视的某些内容。书中刊载了军医官卢华对抗战时期战地医疗体系的描述，内容翔实, 

细节充沛。他提及1938年夏秋之际中日军队进行武汉会战时天气炎烈，痢疾等疾病对中日双方军 

队的战斗力都产生相当影响。时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战后所写回忆中就特别提及夏 

季疾病流行造成日军战斗力的严重减损。至于中国官兵在征战中患病的情况往往在史料中语焉不 

详,而卢华的回忆便成为难得的补充。另外,全国抗战初期，日军火力强大造成中国军队官兵伤亡 

率很高，而因为医疗救护系统与退役制度的严重欠缺，伤兵问题一度成为严重困扰当时政府与百姓 

的重大社会问题。卢华以军医官的身份对伤兵问题的描述让我们真切了解到当时这一问题的严重 

性及其原委。书中类似的回忆尚多，有助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细化,也有助于微观历史的复原，加 

深对普通抗战将士日常生活及与情感世界感性的了解。

① 《烽火记忆——百T抗战老战士口述史》中册，第560页%

② 《烽火记忆——百T抗战老战士口述史》中册，第516页%

③ 《烽火记忆——百T抗战老战士口述史》上册，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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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榷并期待

三卷本《烽火记忆）是抗战老战士口述历史项目的首期成果。考虑到未来口述成果将陆续发 

布,笔者认为口述历史的整理及编写体例还有值得推敲之处"第一,对收入的抗日老战士身份还需 

有精确定义。一般而论，抗日老战士应该包括抗战时代有军人身份的人或者民兵、游击队员等。但 

书中收录的常皆春曾以学生身份从事过抗日宣传，抗战胜利之后才入伍当了新四军卫生员，这样的 

人算不算抗日老战士似应推敲。书中收录的刘冠也有类似问题，他是1946年9月才加入新四军o 

考虑到新四军之名曾用到1947年，已晚于日军投降两年,收录的人选必须仔细甄别。第二,书中每 

位受访人的回忆涉及其一生，便于读者了解受访者,但根据现有书名，抗日的回忆无疑是其主体,而 

现在书中有些老战士的抗战回忆部分比例略少，以致阅读时无法尽兴。第三,书中列出了采访人、 

受访人、资料整理人的名单,但没有列出摄像者的名字。但现在的口述访谈中，摄像者的水准高低 

对访谈视频资料的品质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口述视频资料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史料价值绝 

不亚于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的文字稿。建议以后继续出版老战士回忆的时候可以加上摄像者的名 

字。第四,书中对受访人的采访地点与访问次数有明确记载，如访谈次数最多者为赵友金老人,共 

采访了三次，也有采访两次者,大多采访一次。考虑到采访成本、采访人的时间安排以及受访人的 

记忆状况等诸多因素，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日后采访中若遇到记忆清晰的老人可以增加采访次 

数，以保存住更多的宝贵信息。

口述历史将历史书写的权力从官方、专业机构和大学还给了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人。观照与研 

究的对象也从政治家、军事将领、实业家下移到普通人。普通人个体的独特经历真正开始进入历 

史,而这个转变也让历史学自身获得新的生命。但这个转变的过程充满认知上的障碍与实践中的 

艰辛,而张连红教授对记录抗战历史和传承抗战精神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将众多志愿者与专业历史 

学者融为一体,完成千余老兵的口述采访并将口述素材整理出版,三卷本的《烽火记忆）一书是他 

们心血的表证，通过书中抗战老兵的口述，可以从当年普通士兵或者游击队员的个体经历中感知抗 

战历史的充沛细节，感受当年中国军民在抗战中的心路历程，从而勾画出抗战历史的波澜壮阔、色 

彩斑斓。对口述历史来说，再多的激情话语与华丽辞藻也不如一个具体的访谈行动。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访千百人,张连红教授的口述历史团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而因受访人分布空间广阔,访 

谈工作量之大，素材整理工作之繁难,筹措资金及人力组织之不易,非局中人实难想象。在此，要向 

张连红教授及其团队致以深深的敬意，并期待更多抗战老兵口述回忆系列作品的问世。

〔作者李继锋，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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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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s competitions in Japan.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ecided h give Wang high-standard treatment, but diO not make 
substantive adjustments to its policy. Wang JingweiO visit to Japan eventuaCy evolved from a event expected by him
tntoan oedtnaeyceeemonta=etstt, whtch wasasotheeesu tolabaanceoldtsputeswtthtn aapan.

Thr Sino-BritisP Negotiations around thr Deterhon by the BritisP-Myaiman authoritirp to thr
Foreign Loan Materiali for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p Aggression 

............................................................................................................ Zuo Shuangwen, Ye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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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