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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波

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１７ 日，“第四届中国抗战大后方

研究高端论坛”在贵州贵阳举办。 本次会议由贵州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

合主办，贵州师范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 来自全国 ５１ 家科研院

校的 ８０ 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入选参会论文共 ７０ 篇。 论坛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
济、社会、教育、军事、外交、文艺、医疗、科技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 政治史

抗战大后方政治史研究主要围绕国共两党的政治建设、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构建、国共话语权

争夺、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建设、抗战动员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注抗战大后方国共两党基层政治建设的论文有贵州财经大学李飞龙的《断线的风筝：贵州

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发展与革命活动（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和红河学院赵旭峰的《抗战时期国共后方建

设比较研究———以贵州省与陕甘宁边区为例》。 前者考述了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 年贵州地区中共组织与中

央失去联系后的发展和革命活动，后者对国共两党的后方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 此外，西南政法大

学耿密的《抗战时期川康建设期成会对大后方基层吏治的观察与反应》认为川康建设期成会对治

理川康地区基层吏治建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南大学赵埜均的《烽火中的圣人———抗战期间各

方面对孔子的纪念、争夺与诠释》论述了抗战期间日本和汪伪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孔子的纪念

及对孔子思想解释权的争夺过程。 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的《抗战时期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构

建———基于周恩来的人际网络视角》将中共政策的抽象意象与周恩来的具象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空军工程大学岳恒的《若即若离：西安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与地方派关系之探析》探讨了国民政府与

地方派若即若离的关系。 重庆师范大学何凯的《略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

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论述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重庆国民政府对四川省第

十一区专署进行大规模县级政区调整的动因和过程。 贵州师范大学杨钧期的《从阿拉善旗专员到

军事专员：战时南京国民政府介入蒙旗地方政治的尝试》也论述了中央政府介入边疆阿拉善旗地

方政治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德明的《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的抗战认识探析》认为知识

界人士关于抗战认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大后方宣传与动员是中华民族团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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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同御敌的重要体现。 西北师范大学李海群的《抗战时期新疆的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以

西北国际通道为中心》考述了新疆政府和社会组织深入各区县民众开展筑路动员和宣传，以及民

众响应维护国际通道的过程。 南京师范大学张若愚的《国防最前线：抗战时期绥远省西部的民众

动员》认为傅作义在战时开展民众动员、稳固后方，重铸了政府的统治根基。 西南大学王瑞的《战
时首都重庆的五四纪念与抗战动员》提出抗战时期重庆各界通过追忆五四，从强调青年的时代重

任和使命等方面进行抗战精神动员。 也有学者探讨了政治人物的抗战观，如安徽大学轩艳青的

《读书与救国：抗战时期冯玉祥的读书生活》考述了冯玉祥在抗日时期读书生活中的修身自勉、关
心时政、服务抗战三个方面。

二、 经济史

大后方的经济支撑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 大后方经济在本次论坛备受关注，主要内容涉及

交通运输、土地田赋、粮食生产、内债收入、缉私金融、城市建设、商会建设、黄河治理等。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战略物资运输的畅通，加快公路建设的步伐。 云南师范

大学滇西抗战史研究所杨瑞璟、毕家丰的《抗战时期拟筑中印公路南线勘测述论》，考察了重庆国

民政府对修筑南线公路的内部讨论和实际勘测过程。 兰州财经大学研究团队以地理考证和走访调

研方法，考证了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西北国际交通线建设情况，参会论文包括张静、胡金野的《安西

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齐磊、张静的《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永登段地位与作用略

论》，以及胡金野、齐磊的《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中的西兰公路甘肃段》。
土地是中央政府财政税收的来源，粮食供应是战争取胜的关键，战时缉私则起着稳定经济秩序

的作用，研究抗战大后方的土地田赋、公产整理、粮食生产、合作缉私等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这些方

面的参会论文有：贵州师范大学安尊华的《论抗战时期贵州田赋征实》、重庆工商大学曾崇碧的《抗
战时期四川公学产整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段易成的《“寓救济于生产”：抗战时期云南华侨垦殖

研究（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郑王荟的《抗战时期全国粮食会议研究》、贵州师范大

学高晓波的《抗战时期西南“省际互助缉私”述论———以川滇黔三省为考察中心》等。
此外，参会论文还涉及大后方经济互动、内债收入、华侨投资、“纸荒”问题、银行金融、城市建

设、商会组织建设、糖厂统制、黄河治理等方面。 如贵州财经大学刘岩岩的《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大

后方的经济互动———以川陕为中心》、西南大学高蓉芳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收入地位再研

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吴元的《抗战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华中师范大学齐远飞

的《造纸与抗战：战时大后方“纸荒”问题及其应对》、上海师范大学陈礼茂的《全面抗战时期交通银

行的内迁及其在内地的业务发展》、大理大学赵善庆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商会组织之形塑———以云

南为中心》、江汉大学王肇磊的《略论抗战时期西南苗疆城市市制的初步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刘超

建、马从心的《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对糖业统制的实践———以广西糖厂的分析为中心》、陕西理工大

学鲍梦隐的《抗战黄河掘堵史研究述评》等。

三、 社会史

大后方社会史反映了民族抗战背景下社会变迁的历史。 本次论坛内容主要涉及城市的娼妓、
城市外籍人员管理、毒品治理、社会生活、难民救济、城市扩建等大后方社会治理问题。

重庆国民政府为了提升抗战能力，对社会基层存在的影响抗战大局的娼妓、烟毒、难民救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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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进行了治理。 南京财经大学李飞的《陪都重庆的娼妓问题及治理》认为重庆市政府推行

集娼制，对公娼实施统一管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西北师范大学侯培和的《西北抗战大后方烟毒

治理及绩效———以甘肃省为例》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治理烟毒的禁烟法令下达后，甘肃省政府制

定地方禁烟计划，且效果明显。 西北师范大学张少凯的《抗战时期贵州难民医疗救济研究》认为贵

州在抗战时期开展救济工作，积极救治患病难胞、灾民，为抗战做了重要贡献。
抗战大后方城市研究重点关注城市治理及市民生活。 西南大学谢健、李冰冰的《变动社会中

的区域发展与城镇治理———以全面抗战时期的北碚为中心》，认为重庆北碚当局采取了机构改革、
城市改造与扩建，增强了城市治理。 贵州师范大学宋祖顺的《抗战时期重庆公园建设与市民生活

初探》认为，政府力图把重庆公园建设成为市民躲避轰炸的重要避难所和抗战宣传、闲暇游乐的重

要场所。 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用文字和影像记录西北：抗战时期艺术家郑君里的西北之行》，
考述了艺术家郑君里一行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抗战时期西北民众社会生活的过程。

对侨民管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 北京师范大学张乐的《在断交与宣战之间：珍珠港事

变前夕国民政府对德意籍传教士的管理》认为重庆国民政府为保障德、意华侨之利益，对德、意籍

传教士采取了较为适中的管理政策。 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包爱芹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

期刊对侨教问题的探讨宣传》认为侨刊在宣传发展华侨教育、增强华侨民族意识、增进海外侨胞对

祖国的向心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民间社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川师范大学王雪梅的《抗战时期同乡组织功

能的变化———以旅渝同乡会为例》认为大后方的同乡会也为抗战时期的社会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抗战大后方的社会民变问题，如九江学院龚喜林的《农民的生存困境与抗

战时期大后方民变探析———以“黔东事变”为中心》认为“黔东事变”是湘黔边区农民为争取生存权

进行的反抗国民党的民变，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战的力量。

四、 教育史

抗战爆发，东部、中部的教育机构内迁大后方，继续完成教育使命。 本次论坛的教育问题研究，
主要涉及抗战时期学校的内迁安置、学校生活与思想教育、教育如何服务抗战等方面。

教育科研机构内迁安置是教育延续的前提。 眉山市委党校罗杨的《李庄乡绅罗南陔》考述同

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内迁安置过程中地方乡绅的应对。 贵州理工学院谢晓博的《大夏

大学师生在黔日常生活》尝试从衣、食、住、行四个角度，勾勒大夏师生在黔的生活状态。 首都师范

大学宋永林的《抗战大后方校园生活的多维图景———以〈齐鲁大学校刊〉为中心的考察》考察了身

处大后方的齐鲁大学校园生活的具体状态。 重庆市委党校左小强的《无差别轰炸下的学府生态：
以重庆大学为例》论述了重庆大学面对日军轰炸威胁采取的防空举措。

抗战背景下，教育发展也体现了为抗战服务的理念。 南京大学何鑫的《大学服务抗战事业的

探索与成效———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创设和发展为案例（１９３５—１９４５）》中提到中央大学航空

工程系成为抗战时期大学服务国家助力抗战的典型代表。 浙江大学庞毅的《从“读书”到“从
戎”———抗战时期竺可桢关于大学生救国的思想转变及其原因》分析了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期间的大学生救国思想。 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的《试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暑期教育服务及

其开展———以“生活教育团”为中心之探讨》以“生活教育团”为核心讨论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范

生的暑期教育服务及其开展情况。 陕西师范大学谢飞的《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研

究》论述了新疆政府在抗战时期利用社会教育，采取多种措施实施政治动员的过程。 此外还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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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学校和地方合作关系的研究成果，如云南师范大学胡天银、封海清的《共识与合作：论战时西南

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关系（１９３８—１９４５）》认为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云南地方政府为其提供了

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西南联大同样为云南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五、 军事外交史

军事外交在抗战大后方研究中举足轻重。 本次论坛在军事方面主要围绕日军大轰炸、抗战动

员及宣传、征兵军婚等问题展开；外交史研究讨论的主题是中印交通线、国家借贷等活动。
为了打击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多次对重庆、西安等大后方主要城市轮番轰炸，但并

未动摇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西安邮电大学袁文伟、李柏桦的《抗战时期日军无差别轰炸陕西述

略》认为陕西民众在日军的轰炸中通过建立防空组织，开展防空宣传等措施，有效地增强了防空意

识，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西南大学吴光会的《〈纽约时报〉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惨案的报道探析》
分析了《纽约时报》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惨案的报道。

征兵、军婚纠纷等军队建设问题是抗战大后方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福建医科大学兰雪花

的《抗战时期福建兵役机构与征兵工作述论》考证了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机构及征兵工作情况。
曲阜师范大学韩晓燕的《抗战大后方军婚问题及政府因应———以重庆地区为中心》针对抗战大后

方的军婚纠纷问题，考察了重庆国民政府建立的较为严密的军婚保障体系。
外交问题的相关论文中，百色学院韩继伟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过境印支运输外交磋商述评》

考述了中国通过与法国磋商，保证了援华物资借道印支通道的外交活动。 四川外国语大学李靖的

《战时中法外交关系的“空窗期”———中方视角的探讨》论述了抗战时期中法外交关系的演变历程。
还有学者围绕战争战略和借款外交问题展开讨论，如西南大学林坤的《武汉会战的战略组织

机制研究》、复旦大学王钊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关于广梅铁路借款的中英交涉》。

六、 文艺、医疗、科技史

文学、艺术一直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次论坛参会论文涉及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探

讨、音乐史研究、文化交流、抗战遗址文化保护等方面。 南京晓庄学院张谦芬的《空间理论视域下

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重新考察》提出抗战时期同一民族的文学作品有着极为突出的异域同声及殊

途同归的现象。 西南大学汤斯惟的《改革开放 ４０ 年以来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综述》认为抗战音乐

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政治斗争中诞生、艰难的转折以及突出重围的新生。 重庆师范大学龚永红

的《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认为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众多音乐文化团体、院校、民
间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了文艺抗战和“音乐外交”活动。 贵州师范大学赵莹莹的《娱乐·媒体·民族

主义———以重庆〈木兰从军〉被焚事件引起的纷争为中心》探讨《木兰从军》事件背后大后方电影业

的复杂生存样态和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陆璎的《寻找消逝的战争踪迹———贵

州抗战遗址考察》对贵州抗战遗址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保护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抗战中官方及知识精英也以文化运动、创建艺术研究所、开展全民体育等形式为抗战做出贡

献。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贵州师范大学李周峰的《“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顾颉刚的

文化使命》、盐城师范学院孙宗一的《高一涵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孟

浩的《边城欢哨：抗战时期贵阳的体育竞赛与公共生活》。
医疗及科技史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新亮点。 湖南师范大学张金艳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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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波 ／ “第四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护士征调政策探析》对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护士征调政策出台及其演变过程、护士征调政策

的实施和影响进行了考述。 中国科学院王公的《抗战中的军医学校营养研究所》对军医学校营养

研究所的创立过程、重庆国民政府在军医院中开展的对伤病员的营养保障计划等进行了考证。 中

山大学李锐洁的《学以致用：国民政府的战时营养改进（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从科技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了

战时营养改进运动，认为重庆国民政府利用营养科学知识构建权威的知识谱系，应对战时粮食

危机。

若干思考

综上所述，本次论坛从研究内容看，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

点，社会生活史、文艺教育史研究正在兴起，同时出现了科技史研究的新亮点；从史料来源看，参会

论文挖掘了数量可观的档案资料，又通过实地调查搜集了诸多口述史料。 从研究视角看，注重微观

研究；从研究队伍看，参与单位广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抗战大后方研究。
本次论坛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步伐，对发掘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有重要意义。 未来抗

战大后方研究任重而道远，还需要转变研究理念、拓宽视野、挖掘史料、拓展领域。 重庆中国抗战大

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潘洵在总结本次论坛的基础上对未来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提出了四

点思考：（一）进一步转变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理念，要凸显全民抗战的主旨，深入研究中部及西部人

民是如何支持支援抗战的；（二）拓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视野，突破“抗战大后方是国民党或重庆国

民政府的大后方”的传统思维定式，由政党视野转向全民视野，强调大后方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全民

性；（三）强化抗战大后方的史料挖掘，系统全面地整理专题史料，做好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四）拓展抗战大后方的研究领域，聚焦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注重现实关怀。

〔作者高晓波，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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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Ｙａｎ Ｙｏｎｇ （１５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
（１５７）………………………………………………………………………………………………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ｕ Ｃｈｅｎｇｊｕｎ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ｒｉｃ Ｈｕｎｄ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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