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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董　 欣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２４、３０ 日，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

“第七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以线上形式召开。 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赵兴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抗日战争研究》主
编高士华研究员作会议说明。 此次会议收到海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共 ２１１ 篇，依照惯例，组委会组

织了由 ２９ 位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匿名打分的形式严格评审，从中遴选出 ４０ 篇参会。 来自

３０ 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 ７０ 多名专家、青年学人与会，围绕中共关系、国民党关系、日本关系和战

后三大主题进行了三个会议日的深入讨论，现简要综述如下。

一、 中共关系

军事和军政是广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国防大学李雷波《皖东摩擦前中共中央与项英在新四

军发展战略上的分歧与沟通》聚焦于新四军军事战略的发展演变。 以往研究由于新四军在皖南的

失败，大多强调项英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发展战略的分歧，该文则从沟通角度切入，发现在 １９４０ 年

春皖东摩擦前，项英与中央关系的基本面是沟通与交流，并进一步指出中央对于新四军战略的指导

方针并非一成不变，理解新四军发展战略的演变，要认清战略决策的制定必须依据整体战略形势的

变化而变化。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军事原则，这一原则的内涵和确立过程已经比较清晰，但如何

具体地实现则较少有研究涉及。 南京理工大学叶铭《如何指挥枪：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与军

事指挥》梳理了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的机构职责、业务特点，以及对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指导，
指出其通过上传下达和监督执行中央军委各项命令、指示，来指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制定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新四军第五师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显著，然而由

于始终受到国民党势力的钳制，第五师未能如预期发展，学界也鲜少对其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盛差

偲《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在敌后的发展———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中心》详细论述了新四军第五师如何

在敌后国民党军、日伪军的缝隙中艰难发展，巩固新区与统战地方势力，其努力虽不尽人意，但仍取

得了一些成绩。 该文充分考虑到抗战末期国民党竭力限制下中共敌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指
出统一战线的成败往往依赖于具体地域内国共力量的对比与地方势力对国共成败的预期。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远离华北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八路军主力，缺乏武装基础，面临着与

华北、华中地区迥然不同的复杂内外情势。 华南理工大学钟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武装工作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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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实践（１９３８—１９４２）》一文梳理了中共广东省委是如何谋划武装工作并付诸实践的，对其发展

武装力量的路径、策略与得失进行了评述。 文章指出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中，中共广东省委抓

住机会，发展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成为共产党组织存续和华南敌后战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南京大学孙扬《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将目光聚焦于抗战时期

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工作，创新地从比较视野对香港国共两党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考察。 文章从时机

把握、工作定位、发展党员、工作统筹、干部年龄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两党在香港组织工作的优劣以及

背后的影响因素，引发了广泛的思考。
民间武装也是抗战研究不可忽视的一股军事力量，它在战时的政治归附选择对国、共、日三方

军事力量有着深远的影响。 山东农业大学刘世超在《中共与战时鲁南民间武装（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一
文中详细阐释了中共如何在全面战争爆发后从鲁南地区的不利局势中突出重围，将民间武装力量

纳入自身武装体制之中，最终成为战时军事博弈中的最后赢家。 中共从基层民众保家自卫的切实

需求出发，注重政治引导，创办人民抗日自卫团，标本兼治是其成功的关键。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一直处于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博弈之中。 山西大学柳德军《陇东

事变与国共政争》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的“陇东问题”档案及相关报刊资料为依托，以抗战时期国

共对陇东县域的争夺与谈判为中心，系统论述了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 年国共双方在该地区的政权结构、兵
力布局、民众动员，以及国共双方对陇东事变的反应及忍耐限度，揭示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信念

各异、信任缺失之情境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政治诉求。
在整个社会守土抗战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摩擦和争端也时有发生。 安徽大学王野全《外

战中的内战：１９３８ 年皖中“无为、庐江讨伐战”的叙事重构》深入探讨了各方力量在 １９３８ 年皖中“无
为、庐江讨伐战”中相互博弈的复杂性和深层的利益考量，认为此次讨伐战凸显了国民政府对地方

治理的失败，暴露了高敬亭不愿意东进的局限性，揭示了桂系政府在抗战初期主政的两面性，也冲

击了新四军在皖中地区的发展及安徽省权力格局中的进步力量。
陕西师范大学郑康奇《巩固、发展与抗日：试论中央红军东征期间与各方势力之周旋》将中央

红军东征置于七七事变前的政治背景下考察，呈现出中共在东征时期与共产国际、国民政府、阎锡

山、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了红军落脚陕北后所做政治选择背后的

深层原因。 红军东征期间，国共双方高层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与博弈，不能仅从战争成败角度去分

析，而更应看到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与军事较量。
关于中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少有研究依托相对集中的史料真正地描

摹出历史上党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情形和实质内容，使所谓“历史经验”停于表面。 北

京大学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兴起与走向———以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

评会为例》一文详尽地阐释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晋冀豫一地委开展自我批评会的形式、议题、特征和变

化发展，将战时中共强烈的革命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富有活力的党内民主生活形式更直观

地呈现了出来。
南开大学郭宁《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入鲁与山东根据地领导结构的调整》一文以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如何

在山东根据地调整领导结构入手，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处理党内斗争问题。 文章分析了刘少奇

如何将处理党内斗争问题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何帮助山东根据地克服困难，确定“放手发动群

众、开展减租减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政权，争取党在山东优势”的战略方针，如何实现

党的一元化领导。 作者认为，这次山东领导结构的调整被视为延安领导结构调整的一次预演。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干部，与红军时期相比，身份背景和知识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化水

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天津商业大学杨东《日记所见八路军干部的个人阅读史》利用八路军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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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群体的日记史料考察了他们阅读的书目、阅读习惯，以及阅读体会，描述了八路军干部群体阅

读的心路历程。 对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干部而言，阅读超越了简单的知识接收，是中共独特政治文化

下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为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革命

的“向书问道”。
南京大学温程《战争与革命的日常：中共与“七七”抗战纪念———以 １９４０ 年代的华中地区为

例》关注到“七七”作为新型革命纪念日，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成为管窥革命政党实现政治话语表

达、群众动员、基层权力下渗的绝佳孔道，将群众与革命连接。 该文以华中为例，考察了中共革命纪念

背后的行动逻辑、政治表述与社会动员力度，并将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段共同纳入研究范围，凸显了较

强的战争连续性。 中共将纪念“下沉”，在具体而微的纪念活动中可见其纪念策略与技术的成熟。

二、 国民党关系

外交关系是一个较为集中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组建国联调查团以期和平解决中

日冲突。 南京大学陈海懿《九一八事变后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解释性文件的形成考论》利用

丰富的国内外史料，还原了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其解释性文件的产生过程，呈现出中、日、英、
美等国围绕调查团组建所引发的外交博弈和国家利益诉求。 作者指出，该议决案最大限度地综合

与容纳了各方利益，结果却导致组建调查团的设计被“大妥协”所消解，在此基础上组建的调查团

实质上从一开始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制止日本侵华行动。
在国民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研究中，关于居里第二次访华和宋美龄访美已有不少研究，而威尔

基访华却为学界所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燚明《１９４２ 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

威尔基访华的因应》一文详细论述了威尔基访华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谈话内容和交流成效，认为威

尔基访华对增进中美之间尤其是民间的友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亚太

局势发展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相当有限的。
北京大学陆昆的《１９３８ 年捷克危机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奏》，注意到抗战期间在欧洲产生重

大影响的捷克危机对远东局势和中国外交也产生了影响。 该文深入具体地考察了国民政府在捷克

危机前后外交方针和活动的演变，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兼具原则与弹性，同时也反映出二

战全面爆发前，独自抗战的中国与世界局势之间既紧密相连，又各有利害的微妙关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废除与各国不平等条约并订立新约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成就。 其

中，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虽然具有示范效应，但与其他国家订立新约的谈判过程也各有差异。
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中荷新约谈判与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一文指出在战时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的盟国身份及中英、中美新约的示范效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涉

及双边关系中的特殊权益，如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中方因国力孱弱及缺乏有效制衡措施，则往往

无法达成初衷。
抗战进入国际化阶段后，同盟国内部依然存在战略利益的冲突。 鲁东大学于宁《错失的机会：

中英关于共同防卫缅甸问题的交涉（１９４０—１９４２）》一文利用中英双方相关史料，对比了中英防卫

缅甸的各自计划与利益诉求，认为中英对缅甸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同，又在中国赴缅参战的兵力

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错失机会，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山东大学彭欣雨《全面抗战初期以关税担保的外债、赔款的偿付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梳理了抗战初期中英就关税担保的外债、赔款的偿付问题进行交涉的基本史实，指出国民政府曾试

图以英国牵制日本，这一企图落空后，英国在国民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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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德意侨民的处境与战时中德、中意关系息息相关，讨论战时德意侨民的遭遇，有助于丰富

战时中德、中意关系史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张乐《从断交到宣战：抗战时期湖南长沙蓝泽民主教

间谍嫌疑案研究》一文选取了蓝泽民案这一代表性案例，通过厘清案件发生、调查与处理过程，反
映出特殊外交关系下，战时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外侨管理政策的流变。

南京大学菅先锋《抗战初期美国对华借款决策探析———以桐油贷款为中心》聚焦美国决策层对

贷款问题的分歧，指出虽然桐油贷款的达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但美国政府内部不同决策主体对

美国国家利益的丰富认识则体现出国家利益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同时也指出，中国坚持不解的

努力是交涉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面。 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抗战前期美国对华援助的认识。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构成了西方民众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媒体中的中国抗

战史值得被进一步深入挖掘。 山东大学董欣《利益与立场：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泰晤士报〉对中国

的报道及其分析》全面梳理了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时期《泰晤士报》所有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

和社论文章，通过分析报道关注度、议题、价值取向的流变，反映出英国媒体立场、英国国家利益和

外交政策对媒体舆论的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法机构繁复庞杂，如何运转并服务于政治集权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四川大学陈勇明《战争、司法与集权：多元视角下的陈光中案》从典型个案入手，通过缜密考证和详

尽梳理，还原案件来龙去脉，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揭示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是如何以军法、司法为

舞台进行政治争斗的。
延安大学王悦《多重势力的交锋与甘肃政局的变动（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关注到 １９３１ 年“雷马事

变”后的甘肃政局变动，通过厘清纷繁复杂的各方势力交锋，指出随着甘肃地位日益重要，蒋介石

的“西北计划”日渐清晰，他利用杨虎城清局，又扼杀了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最终实现了自己的

“西北计划”，成为这次交锋中的胜出者。
南开大学高翔《全面抗战前兵工署对国军陆军兵工业的整理》一文利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开

放的档案，详细梳理了抗战前陆军兵工业整理从规划到实施的过程，分析了兵工署实施各项整理工作

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 该文指出，虽然战前国军陆军兵工业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抗战时期国

军陆军兵工业限于步枪、机枪、迫击炮等低端武器生产，陆军武器装备仍严重依赖国外，通过兵工业整

理实现军械独立的目标未能实现。 与会学者认为关于战时军事武装的话题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国内外学界关于战时军粮问题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硕，近期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到军粮征购的

施行细节层面。 华中师范大学李喆《战时国军士兵的副食难题与军地关系畸变———以重庆卫戍区

为中心》一文认为副食不足是战时国军部队士兵营养不良的关键原因，以重庆卫戍区为例，分析了

卫戍区驻军副食问题的由来、政府补给政策的影响和引发的驻军扰民问题。 重庆卫戍区的军队滋

扰问题尤为严重，引人深思。
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战区教育是文化抗战的重要一环。 南京大学陈

紫竹《抗战时期教育部驻沪办事处考论（１９３８—１９４３）》关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时设立的驻沪办

事处这一不为人熟知的隐秘战线，对该机构的活动轨迹、工作内容、部门关系、与上海各势力的关系

等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考察。 该文指出驻沪办事处既负责维系战时上海教育，同时也具有一定

的谍报功能，丰富了以往对抗战时期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认识。

三、 日本关系与战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涛《乡民何以成汉奸？ 日军在地需求与战时乐清乡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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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乐清县档案馆的“汉奸案”档案，考察了抗战时期乐清乡日军“合作者”的形成过程，揭
示出合作者及其衍生制度的产生，既为了满足日军的在地需求，也与当地乡村经济利益和政治结

构紧密联系。 日军通过选任新的基层治理代理人、恢复保甲制度等非战争行为，最终重塑了乡村

社会结构。
干部和关系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河北大学王富聪《中共华北根据地城工部门的干部

打入工作》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如何选拔干部、培训干部、教育干部、派遣干部进入沦陷区开

展工作的重要内容，详细叙述了中共对社会关系的挖掘、利用和发展，尤其对派遣打入工作的具体

过程做了细致的论述，补充了有关沦陷区的已有研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治安战”是日军在华北地区主要的作战形式。 首都师范大学黄博文

《相持阶段日本华北方面军“治安作战”分析（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利用日本方面的一手史料，从日方视角

对华北地区“治安作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了梳理。 文章认为日军通过“治安作战”虽然一定

程度上维持了“治安稳定”，但已经没有能力通过肃清华北的中国军队控制华北全境，这体现了华

北方面军与大本营间战略上的分歧，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足，无法解决兵力不足

和占领区过大的根本矛盾。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尤一唯《广州国民政府（１９３１）与九一八前后中日关系———以日本外务省外

交史料馆有关陈友仁的新史料为中心》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须磨文书”等新史料，
重构了陈友仁对日政策以及前后转变的过程。 文章认为陈友仁高估了日本文官政府的实力和他们

控制军队的意图，未预测到日本的终极目的和野心。 陈友仁和广州国民政府主导的对日直接交涉

政策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一度接近于成功，但一切努力终皆化作徒劳，为他转为激进的对日绝交政

策埋下了伏笔。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日学界的“东北 ／满洲”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北京大学林晓萍

《在“东北”与“满洲”之间：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通过考察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日学界有关

“满洲国”的研究成果，从“东北立场与满洲立场的历史书写之间”的角度，归纳论述了此时期研究

之特征，勾勒出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情况之概貌，是有助于理解该地域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
四川大学陈太勇《“南京事件”与日蒋关系的衍变》采用多国文献，梳理了“南京事件”前后日

蒋关系的衍变轨迹，细致勾勒出若槻内阁发酵事件、策蒋反共、分裂国民革命以及田中内阁对善后

交涉对象的重新选择、日蒋交涉的僵滞与再启等过程。 这一时期日蒋关系的复杂衍变反映了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对日既合作又博弈、既妥协又斗争的多维面相，而日本两任内阁虽在对华

态度和策略上似相龃龉，但他们的扩张目标却是一致的，皆欲构建符合其扩张利益的“日蒋关系”，
借蒋介石之手排挤英美势力，攫取在华优势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曾主动提出向英美等同盟国宣战，但日本直到 １９４３ 年才同意其

参战。 南开大学张展《日本对汪伪政府的决策思路探析———围绕汪伪政府“参加”太平洋战争问题

的讨论》对这种政策演变的背后原因和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 文章指出，汪伪政府和日

本方面都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但通过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在日汪关系问题上的决策

很少考虑汪伪政府的利益和需求，汪伪政府也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和博弈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伪资产的接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

比较缺乏。 南京师范大学张若愚《抗战胜利后沦陷区民族工业接收再探———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

为例》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展现了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过程中各方势力和派系间的博弈。
文章认为，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和混乱局面，折射出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

政治生态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各派系间的复杂关系。 该文还对接收过程中民族资本家在复杂政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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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艰难抉择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引人思考。
战时金融也是值得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中山大学张君仪《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间华北沦陷区的金

融管控研究》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入手，梳理和分析了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间日伪对华北沦陷区实现金融

管控的演变过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制度演变及其对沦陷区进行彻底的物资掠

夺的本质。
上海交通大学孙艺、张志云《国民政府与二战战争罪行审判（１９４３—１９４９）：以三个战争罪行处

置组织为例》梳理了“联委会”“远太分会”“战罪会”三个战争罪行处置组织的来龙去脉，指出三个

组织在面对战争罪行时各有其关注重点，其自身在司法层面的局限使国民政府面临国内外双重困

难，这种结构性困境贯穿了二战战争罪行审判的整个过程。
北京大学陈佳奇《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军对在华日俘反战活动的认知及其影响———以战争信息

办公室为中心》以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对在华日俘反战工作的调研与评估为切入点，运用多种史

料，展现了美军在对敌心理战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化过程，借鉴中共成功经验、发挥中国战区

作用的重要环节。 该文认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美国国家形

象与价值观念的宣传一直在美军对敌心理战的进程中时隐时现，这既直接扩散着美国的话语力量，
又间接影响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１９４０ 年法国沦陷后，日军觊觎法属越南，提出了假道越南攻打中国的要求。 南京师范大学梁

坤《１９４０ 年日军假道越南与国民政府的应对》通过详细论述国民政府如何因应日军假道侵华问题，
揭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性。 二战中任何双边问题都不仅仅是两方的问

题，而是国际问题，需要国际解决。 中国囿于自身实力，积极援引德美英力量介入，蒋介石“苦撑待

变”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
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校马吟婷《举步维艰：“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发展及其与

重庆政府的军事情报合作（１９４１—１９４４）》运用大量法语资料，梳理了“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

在华的合作与发展，认为代表团内部党派斗争、与中国双方需求不平衡、互相不信任等诸多因素导

致中法这种合作关系难以维系。

本届会议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但仍然以线上形式如期举行。 这种会议形式尚属首次

尝试，虽欠缺经验，但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学者们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讨论令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
圆满。 会议邀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日本长崎县立大学

祁建民教授，北京大学王奇生、臧运祜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圣雄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卞修跃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教授，南开大学江沛教授，山东大学

徐畅、赵兴胜教授等专家全程参与了会议，担任主持或点评，并首次实现了海内外专家、青年学者线

上共同讨论的盛况。 会议秉承注重论文质量、鼓励交流讨论的传统，不设论文宣读环节，给予每篇

论文更充分的讨论时间。 专家学者们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研究，青年人应更广泛地利用多

方材料，更深入地挖掘资料背后的诸多因素，同时也要扎实学术基本功，力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
本次会议涌现出了一批非常年轻的优秀学者，为抗日战争研究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在专家学者们

不吝赐教、悉心指导下，青年学者们受益匪浅，备受鼓舞。 最后，闭幕式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

士华研究员主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致辞，会议圆满落下帷幕。

〔作者董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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