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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高士华　 １ 期………

　 　 ·专题研究·

蒋介石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 张燚明　 １ 期………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

　 　 派系角力 梁馨蕾　 １ 期……………………………

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

　 　 ———以国民党特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为中心

　 　 李在全　 １ 期………………………………………

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

　 　 中英交涉 左双文　 叶　 鑫　 ２ 期…………………

战后运沪日本赔偿物资的分配、接收与使用

　 　 （１９４７—１９５８） 徐　 坤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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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到处是战争！”：戈培尔日记中的

　 　 中日战争 何铭生　 ４ 期……………………………

纸张与战争：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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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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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诺　 １ 期………………………………………

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

　 　 整风运动 郭　 宁　 １ 期……………………………

“权宜之计”：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之改编

　 　 徐　 亮　 １ 期………………………………………

“北支派遣（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编成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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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观察员派遣 陈海懿　 ２ 期……………………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严海建　 ２ 期………………………………………

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

　 　 陈　 钊　 ２ 期………………………………………

米荒、米潮二重奏：１９４０ 年成都的粮食危机

　 　 陈　 默　 ２ 期………………………………………

１９４１ 年汪精卫访日与日本内部争执 张　 展　 ２ 期……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

　 　 宋　 弘　 ３ 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中国政府对意外交的开展与终结

　 　 蔡　 梓　 ３ 期………………………………………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李中庆　 ３ 期………………………………………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广东军政关系再探 王英俊　 ３ 期………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

　 　 的应对处置 杨　 东　 李格琳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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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

　 　 ———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李　 浩　 ４ 期……

战时日本陆军军命会社“昭和通商” 郭循春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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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组织有什么用

　 　 ———１９４４ 年的一场争论 黄道炫　 ３ 期……………

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周祖文　 ３ 期………………………………………

《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

　 　 金伯文　 ３ 期………………………………………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

　 　 牛　 力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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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时到战后

　 　 ———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久保亨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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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

　 　 潘晓霞　 ４ 期………………………………………

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与中国沦陷区

　 　 谢　 任　 ４ 期………………………………………

　 　 ·学术史回顾·

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祁建民　 ２ 期…………

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 张振鹍　 ２ 期…………………

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述论

　 　 王美平　 ４ 期………………………………………

　 　 ·书评书讯·

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

　 　 ———评齐锡生著《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侯中军　 １ 期………………………………………

终极抢救与规范之作

　 　 ———评《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

　 　 李继锋　 ２ 期………………………………………

透过《真相》再探真相 张经纬　 ２ 期……………………

加藤周一《羊之歌》的时代价值 熊淑娥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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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期………………

　 　 ·会议综述·

区域视角下抗战史研究的新探索

　 　 ———“第二届抗战区域研究暨湖南

　 　 抗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运胜　 ２ 期……………

“华南抗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浩　 ２ 期……

“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杨思机　 ２ 期………………………………………

“战争动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综述

　 　 温　 艳　 ４ 期………………………………………

“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

　 　 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士华　 ４ 期…………

“第四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高晓波　 ４ 期………………………………………

“抗战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　 岩　 闫　 勇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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