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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台湾的抗日战争研究，长期以来属于中国近现代史或民国史的一部分，
没有特定的研究学门，每年几乎都会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但是在学者的推动下，２０１９
年出版与抗日战争或近代中日关系相关的书籍，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且集中在史料部

分。 本文主旨在对 ２０１９ 年出版之抗战史籍，包括史料部分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
《黄郛日记》《陈布雷从政日记》《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关山万里情：王贻荪、杜润枰战

时情书与家信》，及史著部分的《和比战难？ 八年抗战的暗流（增订版）》《一号作战暨战

后东亚局势的影响》《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检讨》等，进行概要性介绍，供研究者

参考。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抗日战争　 史料　 日记　 台湾

台湾的抗日战争研究，长期以来属于中国近现代史或民国史的一部分，没有特定的研究学门，
每年几乎都会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遇到逢十的纪念，如 ２０１５ 年为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相关的著作

则较为增加。 ２０１９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８０ 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不是一个有特定事件

的时间点，但是这一年与抗日战争或近代中日关系相关的出版品，相较以往有明显的增加，且集中

在史料部分，这种情形与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的成立，及其出版方向有密切的关系。

一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于 ２０１８ 年年中正式成立，由前“国史馆”馆长吕芳上教授主持，与香港开源

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出版民国史料与学术论著。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出版，几
乎为“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等史政或研究机构的专

属业务。 民间出版机构，最为研究者所熟悉的为文海出版社，由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共 ３ 编 ３００ 辑，总量超过 ３０００ 册。 自沈氏过世后，该社亦结束丛刊之编辑，此后即再少有民间

机构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方面书籍。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所出版民国史料性质图书，概分为民国史料、民国日记两个系列。 ２０１９ 年

出版与抗日战争或近代中日关系相关者，民国史料有《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共 １７ 册，２０１９ 年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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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８ 册）；民国日记有《黄郛日记》（１９２９—１９３６，共 ４ 册）、《陈布雷从政日记》（１９３５—１９４８，共 １４
册）、《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共 ２ 册）、《关山万里情：王贻荪、杜润枰战时情书与家

信》（共 ２ 册），总计 ５ 种 ２９ 册。
《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全套含 １５ 个主题，概分为 １７ 册，包含约 ４０００ 种文献、３００ 万字，预

计在 ２０２０ 年内出齐。 其中除《一九三○年代的华北特殊化》３ 册为新编成果外，其余各册以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６６ 年“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之《中日外交史料丛编》９ 编为底本编成。① 该丛编

系“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协助“外交部”整理部藏档案编成，因所涉时间较晚，编
印时即决定“仅供给国内外学者及从事外交工作者，作研究参考或查阅之用，并不公开对外发行”，
因此流传十分有限。②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以该丛书对近代中日关系具有高度史料价值，乃查对原

始文件，重新增删编校，汇成《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 ２０１９ 年已出版 ６ 个主题、８ 册，兹分述

于下。
《一九三○年代的华北特殊化》（共 ３ 册），由黄自进、陈佑慎、苏圣雄主编，以“国史馆”庋藏之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为主，并补入相关史料汇集而成。③ 内容依时序排列，第一册为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５ 年中日双方在华北相关交涉史料，包括“长城战役与塘沽协议”“通航、通车、通邮交涉”“华北

特殊化与华北自治运动”三个主题；第二册为 １９３５ 年河北事件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相关史

料，包括“河北事件与南京政府退出华北”“宋哲元与冀察政权”两个主题；第三册为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

中日战前相关史料，包括“中日国交调整”“全面战争的前奏”两个主题。 编者希望透过有系统的资

料呈现，重新探索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日、内外各方势力竞逐下的华北问题。
《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以原《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一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

交关系》第一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外交政策宣言”、第二章“日本退还庚子赔款及运用交涉”、第
三章“中日重订关税协议”、第八章“万宝山事件朝鲜仇华暴动与中村事件”编成。④ 收录 １９２７ 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 １９３１ 年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爆发后中日双方的外交交涉史料。 除国民政

府外交部档案外，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前之史料，采自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
《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直接冲突》，以原《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一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

交关系》第四章“南京事件”、第五章“汉口事件”、第六章“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及第七章“日本第

二次出兵山东”编成，以北伐进行过程中与日本相关涉外事件之交涉经过为主。⑤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中国的反应》，以原《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二编《九一八事变》第一、
二、四章编成，分为“日本对东北之军事侵略行动”“中国对外交涉”“日军暴行与中国所受损失”三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共 ９ 编，依序为《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卢沟

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

俄交涉》《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华民国对日和约》。
参见李云汉《〈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发行弁言》，“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３ 页。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业务结束后，所编成各书，含《中

日外交史料丛编》，移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前身）保存。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中国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将库藏《中日外交史料丛编》重加装订，公开发行。
黄自进、陈佑慎、苏圣雄主编：《一九三○年代的华北特殊化》（共 ３ 册），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直接冲突》，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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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收录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经过及国民政府于事变发生后之对外交涉史料。① 并因当时

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为应付事变所引起对日及其他外交事宜，于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立外交决策机

构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至 １２ 月底结束，共召开 ６５ 次会议，其会议记录为理解九一八事

变后国民政府应变之重要史料，一并收录，列为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的破坏与侵逼》，以原《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二编《九一八事变》第

三、五章编成，分为“日军在中国境内继续挑衅”“日本在东北破坏中国行政权完整之实例”两个主

题，收录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境内继续挑衅之相关资料，以及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对日本军民

在中国领土肆意扰乱、破坏行政权完整之调查报告。②

《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以原《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三编《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
编成，分为“日军侵犯上海” “日军进攻热河” “日军继扰察冀二省”三个主题，收录“外交部”留存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中日军事冲突与交涉相关往来文电，包含 １９３２ 年日军侵犯上海与列强调停，１９３３ 年

日军占领榆关、进攻热河、塘沽停战协议及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 年日军威胁平津、侵扰察哈尔、大滩会议经

过报告、河北事件发生经过与双方口头交涉全卷等，内容与《一九三○年代的华北特殊化》相互

衔接。③

《黄郛日记》，为黄郛（字膺白，１８８０—１９３６）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６ 年 ８ 年间的日记，由任育德依据美

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黄郛文件之《白云山馆主人日记》手稿为底本整理，按时间分为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１９３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３—１９３４、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共 ４ 册，第四册附录有《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

委员会与通车、通邮交涉史料节选》。④

日记所涉的 ８ 年间，黄郛先是在 １９２８ 年因处理济南事件遭舆论抨击，辞卸国民政府外交部部

长职，离开政坛，往来于上海与莫干山居所。 后于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复出，受邀担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

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长，处理中日之间华北相关问题，包括谈判塘沽停战协议，进行平沈铁

路通车、东北通邮交涉等。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因病离平南下休养。 ６ 月，行政院会议通过黄郛因病未能

视事，派王克敏代理委员长职务的决定。 ８ 月，政整会撤销。 日记记至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１２ 月 ６
日黄郛病逝于上海。 黄郛辞卸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一职后，虽处于退隐状态，但仍然关注国内外政

治情势，日记中有颇多记述；尔后担任政整会委员长，居于当时中日交涉的第一线，相关记事实为日

记重点，对于理解全面抗战发生前的中日关系及国内政局发展，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加上黄郛与

蒋介石的盟兄弟关系，为蒋氏在对内对外事务上的重要咨询对象，以及黄郛在政治上长期被视为所

谓“政学系”的领袖，更使其日记成为理解蒋氏处理对日外交及抗战前政治情势的参考资料。 兹举

一例说明，蒋介石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外关系，其中有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一句，为卢沟桥事

变后处理对日方针之依据。 此句为蒋介石所亲拟，已见诸蒋氏资料，然而关于该报告内容之形成过

程，以及报告执笔者，黄郛在日记中的记录最清楚：１１ 月 １７ 日“晨闭户草一《对日节略》，至午赴介

石处午餐，面交该节略，介石又托代草一《外交演讲》稿，予允之”。 １８ 日“晨起继续闭户草《外交演

讲》稿，至十一时半脱稿（中间介弟来函，参加一段意见，函另存）”。 所称“介弟来函”，即请加入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中国的反应》，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的破坏与侵逼》，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任育德主编：《黄郛日记》（共 ４ 册），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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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一段，黄郛将其作为对外关系报告之结语。 以往关于黄郛主持政整

会前后的作为，大多依据黄郛夫人沈亦云之回忆录《亦云回忆》及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

编》等，近年始有研究者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或拥有复本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查阅黄

郛日记。 但是手稿本的字迹辨认较为困难，日记的排印出版，对于研究者实有重要帮助。
《陈布雷从政日记》，所涉时间由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４８ 年，跨越整个抗战时期。① 该书系依据东南印

务出版社编印《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以下简称“《稿样》”）重新排印，并对《稿样》出现的手

民之误进行校正，采分年分册方式出版，全套 １４ 册。
陈布雷（１８９０—１９４８），浙江慈溪人，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 早年为记者，之后从

政，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

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据陈氏自述，早年即有日记，但至今并未得见，目前所见为其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 日

入侍从室工作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典礼开始，至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逝世

前夕停笔，前后 １３ 年又 ８ 个月之日记。 陈氏逝世后，家属将其抗战期间自撰 ５０ 岁前求学与工作经

历之回忆录手稿印制出版，并将其日记以照相拍摄方式冲印胶卷数套，由家属各自留存。 １９６１ 年，
台湾方面家属为能妥善保存日记，将胶卷冲印为照片，由东南印务出版社排印稿样，以日记所涉时

间为陈氏从事政务阶段，故题名为《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全套分装 ５ 册。 《稿样》当时并未

对外公开，仅有家属及少数单位保有。 ２００２ 年底，陈氏家属将《稿样》捐赠“国史馆”典藏，并同意

提供研究者参阅，外界始开始运用。
陈氏为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最重要的文胆，亦为最倚重的幕僚，信任之专，难有能相比者。 除了

代拟文稿、参与会议外，日常与蒋氏接触频繁，也常奉指示，征询党政相关人士对重要决策的意见。
陈氏日记以叙事性方式记载整日的工作情况，时间、地点、人物相当明确，内容包括处理公务、会客、
出访、谈话等，简要翔实。 透过《陈布雷从政日记》，除能对陈布雷个人之行事风格有充分了解，对
蒋介石的决策过程，以及抗战前后国内政治情势发展、党政内部运作等相关研究，均具有参考作用，
史料价值极高。

《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分为 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两册。② 林蔚（１８８９—１９５５），字蔚文，浙江黄岩

人，陆军二级上将。 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师参谋长、军参谋长、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军事委员会

办公厅副主任、铨叙厅厅长、参谋本部次长、侍从室主任、军政部次长、桂林行营副主任、参谋团团

长、国防部次长、东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 《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系苏圣雄根据“国史馆”藏林

蔚 １９４１ 年全年日记，以及 １９４２ 年编撰之《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
编辑而成，是目前少见关于抗战军事方面的日记。

林蔚为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幕僚，长期追随蒋氏，其日记有助于理解蒋氏的领导统御与指

挥作战，如果与《陈布雷从政日记》及早年已出版的王世杰、徐永昌等日记共同参阅，当能有更深入

的理解。 林蔚作为军人，日记内容几乎以军事事务为主，目前虽然仅有 １９４１ 年一年日记，但其在该

年的职务变动频繁，先是担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７ 月返重庆，任军令部次长；１１ 月奉命

担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主任，率参谋团赴云南，襄助指挥远征军入缅作战。 通过日记所记载其

不同层级军务的经历，有助于深入了解国军军务联系沟通、国军与盟军之联合作战、国军军事组织

等诸多面向。 其中较特殊者为林蔚于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底，奉命担任“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副团长

（团长商震）赴缅甸、印度、马来半岛等英国殖民地考察，为日后可能签订的中英军事同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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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布雷从政日记》（共 １４ 册），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苏圣雄主编：《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共 ２ 册），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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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对此行所见所闻，除风土民情外，对英国在此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战略物资亦有翔实记载。 其中

对团员的一段批评（５ 月 ２４ 日），或可作为当时军官素质的参考：“全团同仁中年事较长者不必说，
而年富力强真无好学不倦者，实未易得。 余所嘱托于彼等书写之件，兼旬不报，催亦无效甚

少。 ……青年如此，前途深为可虑也。 回忆本人当年确不如此，长官见委，日夜不敢稍忘，必卒其事

不后已，是因余天资短拙所以特别小心也。”
１９４２ 年日记，为林蔚于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所撰写的《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

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３ 册，因其内容按日期呈现，类似军方阵中日记，乃将全书合为一册，并
以现名称之。 此时因林蔚率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负责协调、联系中英两军，报告书收录大量各

方往来文电，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战役之重要史料。 全书分为 ７ 章：第一章“第五、六两军奉

命入缅之经过”、第二章“联合军作战部署之嬗变及第六十六军主力奉令入缅”、第三章“联合军指

挥权及我入缅军指挥系统之嬗变”、第四章“在缅英军之兵力”（以上为原报告书第一册，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第五章“我远征军作战经过”（以上为原报告书第二册，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第六章“与作战有关之重要事项”、第七章“结论”（以上为原报告书第

三册）。 各章或节末有“所见”，为林蔚个人观察所得，与第七章“结论”，为本书一大特色，亦为对中

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战役的深刻检讨。
《关山万里情：王贻荪、杜润枰战时情书与家信》，收录了王贻荪与杜润枰两人自 １９４４ 年通信

交往至 １９４５ 年结婚期间的来往书信，以及王贻荪与在沦陷区和大后方生活的家族成员间的来往函

件，是一套很特殊的书信集。① 作者王贻荪（１９１８—２００９），江苏祝塘人，抗战初期为避战祸离乡，辗
转加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 毕业后分发至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政治部，１９４４ 年调至重庆新桥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１９４５ 年 ２ 月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军

队党务处任职。 １９４８ 年党部改组后投入海军，随队迁至台湾左营。 杜润枰（１９２２—２００２），江苏祝

塘人，抗战初期为避战祸离乡，辗转迁往贵州求学。 于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考入贵阳邮局

任职。 １９４５ 年迁至重庆，是年 ９ 月 ２０ 日与王贻荪结婚。 １９４８ 年随夫迁至台湾左营。
该书于 ２０１９ 年出版两册，第一册为王贻荪写给杜润枰的信，时间为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共 ２２２ 封，另有王贻荪写给堂姐王月芳与杜润枰两人的信件 ３ 封、给堂姐王月芳的

信件 ６ 封；第二册为杜润枰写给王贻荪的信，时间为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４ 日，共 ２４４
封；第三册为王贻荪与家族成员间往来信件，预定于 ２０２０ 年内出版。

书信涵盖的时间，从 １９４４ 年至 １９４５ 年，当时王贻荪在重庆，杜润枰在贵阳。 透过书信的内容，
除男女交往过程中的互道情愫，以及在大环境下的个人生存状况与亲情羁绊外，还可以体会到深刻

的时代印记，如当时人的国家民族情怀、不同地区的物价、战局对生活的影响等，这对理解抗战后期

大后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例如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日军进逼独山，距贵阳仅 ６０
公里，杜润枰给王贻荪的信中，除了提到所任职贵阳邮局的疏散撤退工作外，对于当时贵阳的情形

有颇多叙述：“贵阳城里人都是走得匆匆的，行李多，地摊多，使人心慌的景象不能自主”；“独山收

复，贵阳的市面又较恢复了，人心也稳定”；“贵阳的情况又恢复了，就是市容不能平衡，物价乘机高

涨，真是苦了我们。 ……市上的鸡蛋 ３０—４０ 元一个，这种价格使人不能信”。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日本通过中立国向同盟国表达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杜润枰在当天给王贻荪的信中提到

贵阳在中午就听到了消息：“中午回去的第一声，敏月哥都告诉我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都是

３３１

①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关山万里情：王贻荪、杜润枰战时情书与家信》（共 ２ 册），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开源书

局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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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得连饭也吃不下了。 在十二时半以后，街上充满爆竹声，一种欢腾的人声使人兴奋，使人忘去

我们已有八年流离的痛苦。 ……满街国旗飘扬，爆竹味刺激得人更兴奋，……刚巧来了三、四个美

军顾客来集邮，乘机问一个仔细，他们说这不确的谣传，尚没有正式此讯。 所以不久满街的外国旗

暂时收起来，恐怕这是为期不久的兴奋消息传来了，你们重庆也有这样的情景吗？”当晚消息确定，
杜润枰在次日（１１ 日）的信中又写道：“昨晚贵阳欢腾的气象，空前所未有，这［是］每个人内心真实

的流露所集成，弄得大十字马路水泄不通。 盟军在车上，在马路旁，手中握着酒瓶在狂欢。 大家做

着高呼的手势，将内心的兴奋都叫出了。 一群小学生整好队，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整个城市差

不多要闹翻了，想重庆、昆明也都是如此热烈的情绪。”①杜润枰的信件对贵阳民众的兴奋之情，留
下真切且第一手的观察记录。

书信的保存，得力于王贻荪与杜润枰两人对资料的重视。 从重庆到南京再到台湾，历经胜利还

乡、渡海来台，在台湾又经过多次搬家，期间曾遭遇水患，能将之维持良好，实属不易。 王、杜两人的

次女、前“国史馆”纂修王正华曾经以这批书信撰写《关山万里情———家书中的战时生活（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台北《国史馆学术集刊》第 １７ 期，２００８ 年），透过书信中的文字，追寻家族长辈在抗战中的

行踪与经历，勾勒出沦陷区江阴祝塘的图像，以及到大后方的子弟各自经历的人生历程。 未料王正

华染疾猝逝，原本规划的书信及文件的整理，由其姐王正明接手，并在征得家族长辈同意后，决定将

书信、日记等交由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整理出版。 附带一提，杜润枰遗留 １９３９ 年日记，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由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出版《流离飘萍：杜润枰战时日记（１９３９）》②；王贻荪遗留的抗战期间日记，
亦将于本年下半年由该社陆续出版。

二

抗战史研究著作的相关出版，除了简体字著作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本，以及旧书重印外，大致

有下列几种。③

邵铭煌的《和比战难？ 八年抗战的暗流（增订版）》为 ２０１７ 年政大出版社出版同名著作的增订

版。④ 作者邵铭煌自博士论文《汪伪政权之建立及覆亡》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１９９０
年）开始，长时期关注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试探与日方进行和谈的活动，他于本书“自序”中，说明

研究的初衷与困难：“对日抗战八年历史，经长年研究，累积成果汗牛充栋；但无可否认，由于政治

因素，往往偏重于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的论述。 ……客观的抗战史，应抛掉政治思维，全面还原真

相。 迄今史学界对于沦陷区情况的关注，仍远远不及抗战区的研究；地下战场研究，也不如地面战

场远甚。 和谈交涉，即属于地下战场的一环，因为违反抗战到底国策，所以仅能走向地下，暗中秘密

从事，否则立招通敌卖国汉奸之讥议。 况且，这些关键性史料，一直深藏在档案机构，久久不能面

世。 巧妇难为无米炊，以是让有志研究者，裹足不前。”⑤但是，“再如何机密行事，在浩瀚档案中总

会有留下记录者，有的还一直隐藏故纸堆里。 还原抗战史，对这些秘而不宣的事件，岂可视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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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山万里情：王贻荪、杜润枰战时情书与家信》第 ２ 册，第 ９３—９４、９７、３０７—３０９ 页。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编辑部编：《流离飘萍：杜润枰战时日记（１９３９）》，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 ２０２０ 年版。
全面抗战期间，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下，关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相关研究的出版为数不少，但非属本文介绍抗战史研究

范围。
邵铭煌：《和比战难？ 八年抗战的暗流（增订版）》，台北，政大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邵铭煌：《和比战难？ 八年抗战的暗流（增订版）》，“自序”，ｉｉｉ—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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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①作者长于史料搜集，并受近年来史料开放之惠，透过浩瀚档案文献，揭露许多不为人知的中日

和谈秘辛，发表相关论文，本书为其就历年研究所得重加修订、汇集整编而成。 内容分为“绪篇　 暗斗

与杀机”“孔祥熙不错失良机”“高宗武出入虎穴”“汪精卫出走唱和”“蒋中正也徘徊迟疑”“张季鸾宁

可当闲棋”“姜豪异想处决汪精卫”“吴开先潜伏沪上记”“缪斌最后的和平幻梦”“终篇　 涓流潺淙”，
共 １０ 章。 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透过翔实地史料分析，勾勒出抗战期间中日双方隐而不显的试探

和谈影像。
增订本除就原书排印校对之失误予以更正外，主要有两处内容修正增补。 其一为第三章“汪

精卫出走唱和”第六节“河内婚礼与血案”，将原书“负责行刺的陈恭澍，信誓旦旦称系戴笠指令。
惟查‘国史馆’已公开的《戴笠史料》，尚无法得到佐证”之后一句修正为“查‘国史馆’已公开的《戴
笠史料》，在案发之前，确有几通关于军统人员盯梢汪精卫河内动态的电报”。② 增补于“国史馆”
藏《戴笠史料》中查得戴笠报告林知渊与汪精卫接触经过，以及王鲁翘参与刺汪案之证明等内容。
但是作者对于河内刺汪行动出自军统所为，仍持保留态度，称：“以上列举的戴笠电报，固可证实军

统介入河内锄奸案，惟如遽以认定铁血行动亦出自他们所为，证据尚显不足。”③维持原书论点：“陈
恭澍一家之言，有无浮夸、杜撰，抑《戴笠史料》有所保留，或是有关案卷已经佚失。 诸般疑云，仍有

待澄清。”④其二为“终篇　 涓流潺淙”，增补“沙赫特秘当调人不成”一节，补充自“国史馆”藏《蒋中

正总统文物档案》查得武汉会战期间，日方曾拟委托德国经济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沙赫特

（Ｈｊａｌｍａｒ Ｈｏｒａｃｅ Ｇｒｅｅｌｅｙ Ｓｃｈａｃｈｔ）担任调人，但是为蒋介石婉辞拒绝。⑤

阮大仁、傅应川、张铸勋、周珞的《一号作战暨战后东亚局势的影响》⑥一书分为《一号作战与

缅战之研究》《东亚局势之回顾、展望与建议》两编，主旨以日军 １９４４ 年在中国战场发动“一号作

战”为中心，探讨与“一号作战”及同一时间进行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相关问题。 四位作者中，阮
大仁为历史业余研究者，擅长人物关系以及政治现象的分析。 其收录于本书中的多篇以“一号作

战”为主题的文章，关注全局的互动，以此处之所得或为彼处之所失，从大历史的角度，将日军“一
号作战”、史迪威事件与中国远征军滇缅作战并同观察，有其独特见解。 如他对桂柳会战中全州失

守的影响，以豫中、长衡、桂柳会战之间的时间因素，分析远征军回师与史迪威事件发生原因：“在
‘一号作战’中，我军在豫中会战让日军提前打通平汉线，因而使长衡会战提前了一个月，此次陈牧

农弃守全州，使日军提前进攻桂柳一个月，方先觉死守衡阳四十七天，比日军预期的要多出一个多

月。 把这三个因素加起来，正负两相抵消，日军打到贵州独山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了半个月到一个

月，这是爆发史迪威事件的一个关键点———东战场危机与我远征军陷入缅战同时发生的原因之

一。”再如论远征军入缅一事，多处强调责任应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并于所撰《一号作战我军败绩原

因之研究》中，单列“远征军入缅之责任在我军委会”一节分析，谓：“浅见以为，我远征军入缅事固

然是出于英美两国政府的要求，可是我国在批准此等要求时，并未判断到几个月后就需要其回师救

援东战场，这个责任是应由我方担负的。 更有进者，史迪威以其主持北缅战事者之立场，在英军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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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右翼兵团之后，要求我远征军入缅以加强其左翼，……站在兵学的立场，这个要求是合乎情理

的。”①分析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可见其对于问题有个人独到的看法。
周珞亦为历史业余研究者，撰写了书中《一号作战概论》《滇缅远征军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

两文，从大历史的角度，探讨日军“一号作战”与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的经过。 傅应川之《一场

非战之时、非战之地的战役———日军一号作战》，由军事史的角度对“一号作战”之作战目的、作战

计划、作战过程，以及国军的因应、检讨等，进行翔实地分析。 张铸勋则就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

战的仁安羌战斗相关问题，撰写《中国远征军〈仁安羌战斗详报〉的考证：兼论国军第一一三团替英

军解围》。 该文由作战实务的观点，析论仁安羌作战主要资料依据之《仁安羌战斗详报》，记事多有

不符合史实之处。 并说明仁安羌战场的指挥关系：英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史林姆（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Ｓｌｉｍ）为
最高指挥官，指挥国军第一一三团及英缅第一师，因此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受史林姆指挥，负责

实际作战；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在史林姆授权下督导第一一三团执行任务，并非指挥作战。
四位作者对于问题的观点不尽一致，如阮大仁在“自序”中所说：“本书的作者对这些问题提出

各自的看法，谨供大家参考，即使在作者们之间，对有些问题有时也无法取得共同的见解，本书既然

是私家著作，并非在写正史，因此采取了众说并存的态度，为将来修正史者提供不同角度的看

法。”②此亦为本书“异中求同”“四家争鸣”的特色。
关于中日战争的论著在图书市场上不在少数，但是近年来由于相关史料大量开放，对中日战争

所涉多方面的问题有较诸以往更为丰富与翔实的资料，以往若干难以理解的历史问题，亦能在新史

料的佐证下，获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黄自进主编的《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检讨》③，收录

２２ 篇论文，为其继《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④《近代中日关系史新论》⑤《中日战争和东亚变局》⑥之

后，主编的第四部关于中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的集体研究成果。 全书分为历史叙述与历史记忆、
中日互动与战火初燃、战争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战争与对外关系、战争与中共崛起、战时经济体制的

建立与延续六个部分。 虽然无法涵盖中日战争期间各类问题，但是中日开战、战时对外关系、国共

关系等主要问题，皆已顾及。 各篇论文之作者主要来自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及日本、加拿大，希望呈

现多元化的观点，促进中日双方研究者的沟通与理解。 书中有诸多论点，如抗战历史宣传与史实的

对话、中日两国在地缘政治与族群政治资源上的竞逐、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教育与工业经营等，为以

往研究所鲜少注意，实为本书特色。
中华战史文献学会编著的《中日战争：空战首部曲》，由中华战史文献学会邀请两位具有军事

背景的研究者撰写。⑦ 全书分为“战争的起因”“航空救国”“空中武力发展” “北洋政府” “国民政

府”“外敌入侵”“全面战争”“中日相持”“苏联的航空援华” “枕戈待旦”等章，重点集中在抗战前

期的空军战绩及苏联对华军事援助。 太平洋战争发生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的作战事迹，为《中日

战争：空战二部曲》的内容，中华战史文献学会将继续编撰。
书中内容主要参考《空军抗日战史》⑧及相关研究成果。 《空军抗日战史》为空军在抗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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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翔实的作战记录，但是以作战要报的形式撰写，内容繁复、制式化，研究者参考颇为不便。 本书两

位作者以简驭繁，将这些复杂乏味的作战数据转化以表格方式呈现，使读者对空军战绩能有清楚的

了解。 除此之外，两位作者也绘制相当数量的航空战略态势图、作战地图等，并将不少繁复的资料

汇整为图表，如《中国政府以信用贷款向苏联订购航材项目表》《新机接收及东飞概况表》《中国空

军各部队换装苏联战机时程图》等。 提供阅读上的便利，是本书最主要的特色。
郝柏村口述、何世同编校的《血泪与荣耀：郝柏村还原全面抗战真相（１９３７—１９４５）》①是郝柏

村作为一位全程参加了八年全面抗战的老兵，因对抗战有一份亲历的感受，以及还原抗战历史真相

的强烈使命感，在其生命最后岁月完成的著作。 郝柏村曾经阅读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并据以解

读，完成《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② 之后，他率同昔日僚属走访抗

日战场，并将访问过程汇集《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③，为其第三本讨论抗日战争的书籍。 全书分为

“重返抗日正面战场的意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之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九一八事

变发生的背景与过程”“日军蚕食期间国民政府的抗日策略”“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国民

政府全面抗日的基本战略———持久作战”“抗战胜利的主因”“正面战场第一时期战役———以空间

换时间”“正面战场第二时期战役———持久消耗”“正面战场第三时期战役———联盟作战”“敌后作

战”“海军与空军作战”“抗战战果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等章，论述八年全面抗日战争经过及其个

人对于战争的观点。

三

除上述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著作外，另有三位年轻研究者并非完全以抗日战争为主题，但因其

著作论述范围概括抗日战争时期，且具有新义，一并介绍于下。
侯嘉星的《机器业与江南农村：近代中国的农工业转换（１９２０—１９５０）》为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

基础上修改而成。④ 全书除绪论、结论外，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农业新挑战”“江南农村机器利用

的扩大”“机器产业经营的新形态”“战时经济下的生产与利用”“战后国家力量的全面主导”５ 章。
以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对地区性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 １９２０ 年至 １９５０ 年，前后跨越 ３０ 年，是一本长时段的研究论著。 作者参阅大量资料，包括早年出

版的报刊杂志及专著、当时刊行与未刊行之调查资料、相关机关庋藏政府档案，构建研究架构，内容

相当扎实。
本书第四章“战时经济下的生产与利用”，探讨了抗战时期汪伪政权统治下江南地区的经济发

展。 作者由资料中得出日伪为维持政权稳定，在经济上努力恢复生产的结论。 从农业机器产业兴

起的角度切入，探讨南京“维新政府”及之后的汪伪政权对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提出异

于以往因战争破坏而残破的诠释，对日伪统治下的江南地区有与以往不同的印象。 延伸到第五章

“战后国家力量的全面主导”，作者论述了汪伪政权的农业机械产业在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

收，并恢复运作，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作者强调政府在产业重建过程中的角色，而且这样

的角色存在跨越 １９４９ 年的“延续与断裂”，至 １９５８ 年的“大跃进”为止。 作者的研究呈现出近代中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郝柏村口述，何世同编校：《血泪与荣耀：郝柏村还原全面抗战真相（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９ 年版。
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共 ２ 册），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版。
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版。
侯嘉星：《机器业与江南农村：近代中国的农工业转换（１９２０—１９５０）》，台北，政大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国农业机器以及工业发展的轨迹，同时拓展至抗战及战后历史的研究领域。
柯惠铃的《民国女力：近代女权历史的挖掘、重构与新诠释》以“女性”为主轴，共收录 １０ 篇论

“女”述事的论文。 除导论外，依民初、抗战、战后的时序，分为《喧嚣》《惊雷》《落定》《余烬》４ 编。
从个人、群体，家庭、国家，情感、法理等方面，探讨女性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以及女

性对于自身生命历程的叙述与书写。 作者自就读研究生开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出版多本相关

论著。 她曾指出，长期以来对抗战时期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战争战役、民众组织动员、战争宣传、国
际外交等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有关女性参与战争，则始终无法突破妇女牺牲贡献的单一

角度”，性别理论及新史料的出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的视角，女性在中国抗战中的生

活及其战争经验，成为补充抗战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女性眼光来看待中日战争，或者着重呈现战

时的女性面貌，似乎为抗战历史打开另一个窗口，构造另外一种景象”。① 本书第二编《惊雷》以抗

战时期为背景，收录作者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战争中的武汉大学校园文化———杨静远〈让庐日

记〉的解读》《大难来时各自飞———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婚姻变奏曲》《战争、记忆与性别———女性口述

访问记录中的抗战经验》三篇论文，分别由校园文化、婚姻、战争记忆，探讨抗战期间女性的生活状态

以及女性对于战争的记忆，为抗战研究的拓展提供了不同的视野。
陈佑慎著《国防部：筹建与早期运作（１９４６—１９５０）》一书为作者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是为

数不多的对国军军事组织进行探讨的学术著作。 与相关研究着重军事委员会之讨论不同，本书主

要探讨军事委员会如何改制为国防部，以及国防部成立初期的运作。 全书除绪论、结论外，分为

“抗战前的国防部改制案讨论”“国防部从筹组到编成”“国防部的运作：军令与军政”“国防部的运

作：政军关系”“国防部在大陆的最后岁月”５ 章，运用大量原始资料，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

裁撤军事委员会，于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的来龙去脉，以及国防部成立后的运作与人事问题，进行

翔实地分析与论述。 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改制的问题从战前到战时一直存在，对此本书在第一、
二两章中有相当清楚地陈述。 特别是对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在第一章中以“作为‘临时机构’的军

事委员会”为题，专设一节分析。 中央军事机构的改革是长期讨论的问题，但是中央军事机构复杂

庞大、权责混淆、互相牵制，至抗战胜利，似应遵守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关于军事委员

会的决议：“军事委员会之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②而且国民政

府主席林森逝世后，《国民政府组织法》被修改，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使军事委员会继

续存在的必要性成为问题，加上美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使中央军事机构改革排入日程，军事委员会

终被裁撤，成立国防部。 本书为理解抗战胜利后立即进行的军事组织改组，提供了从战前、战时至

战后的延续性讨论基础，十分具有启发。
展望 ２０２０ 年，虽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学术活动大量减少，但是相关研究仍在进

行。 除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持续出版《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及民国人物日记、学术著作外，政治

大学人文中心执行“中国远征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计划，亦将于本年起陆续出版多本中国远

征军相关史料与研究论著，充实抗战史研究，值得期待。

〔作者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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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ｔａｏ（１３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Ｎｅｗｓ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ｒｅ：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１９４１ ｂｙ Ｓｈｕｇｅ Ｗｅｉ Ｇｕｏ Ｚｉｊｉａｎ（１４７）………………………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ｏｎｇ Ｘｉｎ（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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