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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格《抗战外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的
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评介

吴景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抗战外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

战》（以下简称“《抗战外援》”），立即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多个网络媒体发表了有关《抗战外援》
的书评、导读和书摘，普遍认可该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真实记录了抗战时

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抗战期间中日在金融领域的交锋”。① 一时间“中国抗战与外

援”“外援与通货膨胀”等成为热点话题。② 《抗战外援》英文原著（以下简称“杨著”）是原国民政

府美籍财经顾问杨格（Ａｒｔｈｕｒ Ｎ Ｙｏｕｎｇ，１８９０—１９８４）③撰写的。④ 这是一部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

获得国际援助的力作，非常值得向中文读者尤其是抗战史研究者推荐，中文版译校者和出版机构表

现出的识力和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杨格在原著引言中曾写道：“本书既是历史，也是回忆录。”⑤确实，书中有较多第一人称的叙事

和评议，甚至直接引述作者自己的日记，但该书决非单纯的回忆录，更不是自传。 笔者非常赞同中

译本“内容简介”中的评语：“本书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为读者认识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这段时期的

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该书的“珍贵”之处或者说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抗战

史著作之处，体现在该书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出版后半个多世纪始终得到学界的关注以及书中内容

的不可替代性。
杨格是一位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学者，本科毕业于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先后获普林斯顿大学硕

士和博士学位，并通过夜校部的学习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杨格曾在南卡罗来

纳州克林顿市的长老会学院执教，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讲师，主要讲授税收和公共财政课

程。 来华之前，杨格已经有过在美国政府担任财经事务职位的经历，如美国战时贸易部的贸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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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Ｎ 杨格著，李雯雯译：《抗战外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内容简介”，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参见姚遥《重新认识中国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国新闻周刊》第 ２７ 期，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第 ８２ 页；陈晓平：《抗战外援

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南方周末》，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Ｃ２４ 版。
在国民政府的档案文件中，杨格的中文译名还有杨爱德、杨亚德、杨亚瑟；杨格在为其关于中国的第一本著作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的中译本《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７ 年版）所作序言中，落款为“杨安德”。
Ａｒｔｈｕｒ Ｎ 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Ｈａｎｄ，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
阿瑟·Ｎ 杨格：《抗战外援》，“引言”，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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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 年）、国务院外贸顾问办公室经济专家（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国务院财政专家（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
国务院经济顾问（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等。 不仅如此，杨格还有较丰富的国际财税领域的工作阅历，如
担任过墨西哥政府税务顾问（１９１８ 年）、美国国务院调查西班牙财政状况的贸易专员（１９１９ 年）、洪
都拉斯政府的财政顾问（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以及作为美国派赴巴黎担任道威斯计划的副观察员

（１９２４ 年）、华盛顿石油污染国际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１９２６ 年）、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专家（１９２７
年）。 按照杨格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成为甘末尔赴华调查团的成员之一，不仅因为曾是甘末尔

（Ｅｄｗｉｎ Ｗ Ｋｅｍｍｅｒｅｒ）的学生，还因为“我有在拉丁美洲的经历，我有在欧洲的经历，包括在西班牙

近一年和在道威斯计划巴黎赔偿会议的六个月”。 促使杨格最后下决心辞去美国国务院的职位并

前往中国，还因为赫伯特·胡佛（Ｈｅｒｂｅｒｔ Ｃ Ｈｏｏｖｅｒ）即将出任第 ３１ 任美国总统，而杨格在美国国

务院任职期间曾与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胡佛有过不快的交往。①

杨格在接受国民政府和中央银行顾问的聘任时，并没有预料到他的聘期会延续 １９ 年之长，其
中包括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和中国全面抗战的 ８ 年。 经过 １９３５ 年的法币改革和嗣后确定中央储备

银行的改革方案之后，杨格认为中国的新币制获得了成功，中央银行运行良好，他决定于 １９３７ 年底

辞职回美，为此还重新修订了与中方的聘任合同。 “正在此时日本人于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发难，中国政府

深陷困境，我觉得有责任留下来与他们一起。”②全面抗战时期，杨格除了依旧担任国民政府和中央

银行顾问之外，还出任了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中美文化协会副会长、国民政府善后经济委员会顾

问、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等多个职位。 杨格是战时国民政府各项重大财经决策文件的

起草人或咨询者，更代表国民政府与英美方面就援华事项直接进行过多次多轮沟通、洽商和正式会

谈，是争取“抗战外援”这一特殊而重大历史使命的推进者、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而且是相关

历史文件的保管者、整理者。
《抗战外援》的英文原著自问世之后，即受到英语学术界的关注。 １９６４ 年，便有美国学者在《美

国的政策与中国：１９３７—１９５０ 年》③的题目下对三本著作进行了讨论，杨格的这部著作排在第一

本，另外两本分别是美国达拉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安东尼·库贝克（Ａｎｔｈｏｎｙ Ｋｕｂｅｃｋ）的《远东是如

何丢失的》④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１９４１—１９５０》。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问世的几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著作把杨著列入参考与征引书目，其中就有

１９７１ 年出版的巴巴拉·塔奇曼（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 Ｔｕｃｈｍａｎ）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１９１１—１９４５》。⑥

１９７７ 年问世的薛光前编著的英文版《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也征引过杨著。⑦ 此外，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⑧、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柯伟林的代表作之一《德国与中华民国》⑨，也都把杨著列入参考书目，其中译本也保留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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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格口述访谈（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杨格档案，第 １１０ 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杨格口述访谈（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杨格档案，第 １１０ 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Ｌｅｏｐｏｌ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３７ － １９５０，”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１９６４）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Ｋｕｂｅｃｋ， 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ｗａｓ Ｌｏｓ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Ｒｅｇｎｅｒｙ，１９６３） ．
Ｔａｎｇ Ｔｓｏ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１ － ５０（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 Ｔｕｃｈｍａｎ，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５（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１） ．
Ｐａｕｌ Ｋ Ｔ Ｓｉ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Ａｌｂｅｒｔ Ｆｅｕｅｒｗｅｒｋ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１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９， Ｐａｒｔ 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Ｋｉｒｂ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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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的全部引注和参考文献目录。① 根据“谷歌学术”的检索，自从 １９６３ 年杨格这部著作出版后，
英文研究论著中相关的引述和评议超过 １００ 多篇（部），而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近 ２０ 年里就达 ５０ 余

篇。② 完全可以说，《抗战外援》英文底本在英语学术界已经成为“传世之作”。
另外，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起③，在中文学界出版的抗战史研究

专著便不断把杨著列入参考征引书目。 １９８７ 年出版的《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一书在论述

战时苏联、英国和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史事时，对杨著有不少征引。④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有多

种论及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把杨著列入参考书目，如：《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陈立文著，台北，“国
史馆”１９９１ 年版）、《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１９４１》（徐蓝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宋
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陶文钊著，重庆

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任东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版）、《中苏外交关系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罗志刚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等等。 ２０００ 年

后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代通史》的抗战卷⑤，２０１０ 年之后关于战时美援的新成果⑥，以
及齐锡生接续推出的两本关于战时中美关系的新著⑦，其参考书目中亦均列有杨著。 可见，数十年

来，杨格的这部著作同样受到中文学术界的关注，是抗战史研究尤其是战时中外关系乃至更为专门

性研究的必读书。
杨格的这部著作是“抗战外援”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内容几乎包括了“抗战外援”所

有的重大案例，涉及德、苏、法、英、美等主要大国在“援华”问题上与中国的关系。 如中德易货关系

和在华德国顾问；《中苏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对华三次贷款和军事援助；法国对华信贷和法越交通

线；英国对华信贷、海关制度、平准基金和财政援助；美国对华商业信贷、平准基金、租借法案物资、
冻结资产、财政借款、在华美军开支和中美汇率、购买黄金；涉及多国关系的停付外债本息、布雷顿

森林会议等等，涵盖了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的全时段。 而在战时财经外交上，该书的专业性非常明显。
《抗战外援》的中文书名有一个副题“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在“内容简介”首
先提到“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有其道理。 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就是围绕财

政和金融展开的中外交涉，各章节标题中涉及金融尤其货币的关键词甚多，如：金融、货币、币值、通
货膨胀、基金、法币、黄金、售金、供应黄金、白银、外汇、英镑、美元等；以及诸多财政类关键词，如：财
政、税务、债务、借款、债券、资金、费用、军费、偿债、贷款、赤字、海关、盐税等。 尤其是在中美财经外

交的研究上，杨著的特点不仅在于重大案例的全面性和征引史料的多样性、权威性，还在于对关键

性史料及相应史事的精准把握，揭示出美方援华决策所涉及的体制、机构、人事等因素之间交互作

用的复杂性。 如 １９４２ 年初美国白宫、财政部和国务院在是否接受中方 ５ 亿美元借款要求问题上产

生分歧时，书中特别指出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Ｓｔａｎｌｅｙ Ｋ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将中国绑进我们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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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

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谷歌学术：ｈｔｔｐ： ／ ／ ｓｃｈｏｌｏｒ．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ｈｋ ／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 １９７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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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杨雨青：《美援为何无效？ 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道》，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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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名句所起到的作用。① 完全可以说，与杨著相比，迄今为止关于战时财经外交的著作中，无论

是具体内容的广泛性还是专门性、深度，罕有其匹。 杨格在书中对战时财经领域中的诸多中外交涉

的叙事和评判，是相关研究者必须仔细研读和知晓的。
杨格去世翌年问世的英文版《宋氏家族》曾借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线人”之口，称杨格跟“宋家

帮”关系密切，“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写过一本书来粉饰蒋介石政权”。② 事实上，杨格在书中并不回

避对“抗战外援”问题上国民政府与各相关大国之间的是非曲直、恩恩怨怨的评议，包括批评抗战

后期的国民政府“厌倦言兵且四分五裂”。③ 这些评议是否客观、全面、公允，读者可以见仁见智，自
行研判。 但从拓展抗战史研究的视野来看，应当指出，杨格的关切没有停留在有关援华协定的文本

上，即不仅介绍达成协定前的中外之间的交涉，还注意到协定达成后的实际运作情况。 “援助”是
否达到和如何达到中国一方，无论顺利与否，杨格都会予以评析。 尤其是中美财经交涉方面，杨格

对那些事关重大、交涉耗时多但结局对中美双方都不尽满意的个案（如抗战后期驻华美军开支以

及法币与美元汇率），甚至最终未能达成协定的个案（如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关于 １０ 亿美元借款的谈

判），同样予以较多的叙事和评析。 正如他在 １９６５ 年出版的《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胀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中指出的，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Ｈａｎｄ，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一书关注的是在抗战时期，中国为自己做

了什么，其他国家为中国做了什么；同时也关注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做到什么。④ 换言之，“抗战外

援”不仅是结果，更是过程；无论对中国还是有关大国，对援助的获得方和提供方，都不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情，无论成败得失，其原因是复杂的，作用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都应当是“抗战外援”的
研究对象。 只要比照《抗战外援》与本文提及的各中文著作的章节目录名称，便很容易找到战时

中外关系尤其是财经外交研究方面有待推进的选题。 这也是《抗战外援》作为中译本的重要价值

所在。
史料的翔实性、独特性，是杨格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乃至历史地位的基础。 如杨格所言：“资

料来源上，除了我自己的回忆外，我还使用了我在 １９２９—１９４７ 年担任中国财政顾问的近 １９ 年的时

间里收集并完整保存的文件资料。”“由于战时和战后大量官方记录的遗失，它们在很多问题上，甚
至比现存的其他地方的记录都要完整”。⑤ “这些中英文资料囊括了书信文电、备忘录、报告、统计

数据、期刊、手册和书籍。 同时，我还采用了日记中的部分素材，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直保持着

写日记的习惯”。⑥ 这些资料，应当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存的杨格档案中的主体部

分，其中第 ６２ 盒至 １０６ 盒属于 １９３７ 年之后的资料，各盒之内又按专题划分若干文件夹，主要专

题有物价、中央银行、货币、与罗杰斯和贝祖诒的电报、汇率控制、外汇配给、进口与出口、平准基

金、租借援助、美国冻结资产、贸易控制、海关、英日海关协定、盐务、税收、土地税、预算、市场报

告、国际货币基金、华北货币、中央储备银行、华兴银行、傀儡货币、联总、行总、战后计划、债务、海
关担保内债、救国公债、庚子赔款、四联总处、俄国援助、法国—比利时借款（１９３７—１９４１）、英国购

料信贷（１９３８—１９４１）、陈光甫赴美使命（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宋子文使命（１９４０—１９４１）、美国 ５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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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Ｎ 杨格：《抗战外援》，第 ２３１—２３４ 页。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孙文龙译：《宋氏家族》，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５２２ 页。 该书英文版的参考文献和索引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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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Ｎ 杨格：《抗战外援》，第 ２９６ 页。
Ａｒｔｈｕｒ 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 ．
阿瑟·Ｎ 杨格：《抗战外援》，“引言”，第 ９ 页。
阿瑟·Ｎ 杨格：《抗战外援》，“参考文献说明”，第 ４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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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外国借款，等等。 另外，杨格的个人日记稿也在档案中。 正是基于这批档案，
杨著在史料运用方面的权威性、独到性，是迄今为止其他有关战时中外财经外交的论著所无法企

及的。
此外，杨著中所用的史料，并不限于杨格在中国担任顾问期间保存的文件。 《抗战外援》正文

之后有数页篇幅的“参考文献说明”，主要是对所征引的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军方等多种未刊档

案史料和其他已刊资料及著述的说明，很值得关注。 比如，杨格高度评价战时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

索日记的史料价值：“说到财政部档案，我能查阅大量摩根索日记的复印件实属幸运。”“这些日记，
以及国务院和战争部的出版物和档案，对中国的记载披露的情况作了难能可贵的补充。 摩根索先

生留存了一份如此详尽地反映政策制订并付诸实施过程的记录，值得称道”。① 需要指出的是，杨
格撰写时，附有索引的排印版两卷本《摩根索日记（中国）》尚未出版②，他查阅的是未经整理的数

量浩繁的摩根索日记原稿，仅《抗战外援》第 １７ 章共 ３４ 条引注中，直接引自摩根索日记的有 １９ 条，
而且是来自摩根索日记第 ６６６ 卷至第 ８４７ 卷之间不同的 １６ 卷。③ 由此可见杨格这部著作的史料

学价值。
《抗战外援》英文版共 ５００ 余页，涉及战时中国与多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内容涵盖财政、金融、

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涉及大量的中外人名、机构名称和专业词语，可以想见翻译量之大和

难度之高。 作为这部关于战时财经外交传世之作的全译本，《抗战外援》无疑将极大地有助于诸多

抗战史研究者更便利地查阅和掌握原著的内容，根据原著中有关的史事、史料以及视野、观点，作进

一步的专门性研究。 不过，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若干翻译方面的问题，现提出来请教译校者

及读者同仁。
《抗战外援》不仅包括了原著中的前言、引言、致谢、导读和正文 ２１ 章，还保留了附录、参考文

献说明以及英文注释，在翻译的完整性方面做得非常好。 但是，目录页中略去了附录中 ５ 份统计资

料的名称，这不利于读者利用。 原著最后所附整整 ２４ 页的索引没有保留，非常可惜。 在笔者看来，
译文中一些差错的发生可能与翻译中没有充分利用索引有关。 比如人名、机构名的中译，或采用较

通行的译名，或新译，本来没有刚性的规定，但如果多次出现，译名必须一致，相关的索引就可以起

到这样的提醒作用。 如果同一西文名却出现不同的中译，就会导致阅读把握的差错。
比如，《抗战外援》中分别出现过“驻法大使蒲立德亦在巴黎致信罗斯福总统” （第 ８１ 页）和

“布利特大使从巴黎向赫尔国务卿报告说”（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查杨格原著索引，这两处大使的英文

名都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Ｂｕｌｌｉｔｔ，即美国驻法大使④，虽然在不同的译著中，“蒲立德”和“布利特”的译名

都可以见到。
又如机构和职衔的翻译。 《抗战外援》提及中央银行的席德懋，既有“业务局局长席德懋”（第

４１ 页），也有“中央银行业务部经理席德懋”（第 ６７ 页），而原著中的英文是一样的。 如果说这两处

中文机构名还不至于引起歧义，那么《抗战外援》中既有“财政部长孔祥熙”（第 １９４ 页，多数场合），
但也出现过“孔祥熙作为金融部长”（第 １８５ 页）。 英文中 Ｆｉｎａｎｃｅ 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含义，但
国民政府时期只有财政部，未曾设“金融部”。

《抗战外援》对于原著中的一些特定历史类名词按字面直译，这容易产生差错。 如书中两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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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Ｎ 杨格：《抗战外援》，“参考文献说明”，第 ４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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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１９３７ 年的“自由公债”（第 ４５、２４９ 页），就是对原书中“Ｌｉｂｅｒｔｙ Ｌｏａｎ”的直译，只要查一下诸如《旧
中国公债史资料》等文献资料，便知道是 ５ 亿元法币的救国公债。 至于把原著中提到的英文杂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直译为《财政与商业》（第 ７２ 页），实际上该杂志封面上不仅有英文名，还印

有“金融商业报” 的中文名。 此外，把闻名遐迩的美国二战史系列之一的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译成《史迪威指挥问题》而不是《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或许还可以商榷；但把蒋介石《苏俄

在中国》的英文名回译为《苏联在中国》，显然应当避免。 当然，如果苛求的话，还可以找出一些可

以探讨的翻译方面的问题，但整体而言，瑕不掩瑜，无论从专业还是从文句来看，《抗战外援》的译

文流畅达意，是一部成功的抗战史研究译著。

〔作者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马晓娟）















































































 



《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地日记》翻译出版

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刘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出版，４０ ６ 万字，８８ 元

１９３７ 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继续侵略中国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发

动了淞沪战役，并乘势占领了南京。 占领南京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

达 ６ 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犯下了血腥暴行。 本书收集了对俘虏实施批量

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 １９ 名基层军官、士兵的战地日记。 这些日记都是

日本军人自己书写的阵中生活及战争、行军情况，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日本军人从农

民、邮递员、公司职员、公务员等普通民众，到应征入伍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

心灵历程，再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段残酷的历史。 日记内容真实深刻，撼人心灵。 该

书除日记正文外，还附有原日记的影印本及作者的简单情况介绍、日记来源等，是南

京大屠杀的珍贵历史资料。 本书不仅为批驳日本右翼的各种谬论提供有力证据，也
为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李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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